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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氣氛、教師內在動機與教

師創意教學表現關聯之研究:多層

次調節式中介效果之探討

蕭佳純

摘要

本研究是在多層次中介效果模式的設定下，延伸到跨層次交互作用，檢

驗多層次調節中介效果模式。實證資料以個體層次之內在動機與總體層次之學

校創新氣氛為自變數，探討兩者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其中，教師內在

動機包含專業自主、接受挑戰、褔樂經驗等三大構面。透過對35所國小、 216

位教師的調查，使用HLM分析變數之間的關係 O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一、專

業自主、接受挑戰、褔樂經驗及學校創新氣氛均對創意教學表現有顯著的直接

正向影響效果;二、學校創新氣氛在接受挑戰與創意教學表現之間扮演負向調

節效果:但在福樂經驗與創意教學表現之間扮演正向調節效果;三、學校創新

氣氛也可透過專業自主、接受挑戰、褔樂經驗的中介作用而對創意教學表現產

生影響，也就是說，專業自主是中介變項，而接受挑戰與福樂經驗除了是中介

變項之外，也是被調節的變項 O 針對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相關的討論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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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s' Climate
of Creativity, Teacher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Teachers'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A Discussion of Multi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Chia-Chun Hsiao*

Abstract

The proposed model was conceptualized by integrating the ideas of multilevel

mediation together with an analysis of cross-level interaction.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s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chools' climate of creativity on the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216 teachers

from 35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Findings include: (1) professional selι

actualization, challenge tendency, flow experience, and schools' climate of creativity

positively affected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2) schools' climate of creativity

played a role of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s in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allenge tendency and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but

schools' climate of creativity also played a role of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in the

• Chia-Chun Hsiao,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個te of Educ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Tainan
E-mail: 3687108@yahoo.com.tw
Manuscript recieved: Jun. 28, 2011; Modified: Nov. 2, 2011; Accepted: Dec. 14, 2011



88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第十九卷第四期
軒司訕('.('，圳a汀T·叮圳r·T仟τh川II'唷E叫1訊I'叮I<川4

M“圳w 叫

expla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low experience and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3) professional self-actualization, challenge tendency, and

flow experience have a significant mediation effect on the prediction relationship of

schools' climate of creativity on the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In

other words, autonomy, challenge tendency and flow experience played a role of

mediation, and challenge tendency, flow experience played a role of moder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study also provided some discussion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multi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teachers' intrinsic motivation,
teachers'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schools' climate of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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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教育改革的浪潮與教育鬆綁的呼籲'使教師的角色逐漸從

傳統教育活動中凸顯出來(陳玉樹、莊閔喬， 2010) ，尤其九年一貫課程正式

實施之後，長期依賴官方教材進行教學的教師，必須重新拾回課程重整與教材

設計能力，這除了象徵著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外，同時也是培育創意教師的良

好時機。在2002'" 2006年「創造力教育中期計畫」裡， ，-創意教師行動研究」

方案的開展，即是一個引發現場教師創意展現的契機。現階段就我國創造力教

育發展的趨勢來看，從整體建構的內容，不論是教師能力、課程與教學或是創

意學子的培育，其著眼點都離不開學校教師。所以，從教師環境與教師自身的

觀點來了解影響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關鍵因素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探討的問題為: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教師的創意教學?過去，創造

力理論著重在研究有創造力的個體，認為具有創造能力或創造人格特質，是產

生創造產品的重要關鍵。但是，近年來，學者們紛紛注意到創造力的發生或創

造產品的出現，並不能單從創造的個體來看，個體能否產生創造性的產物，也

會受到所處環境與文化的影響，環境扮演著孕育、促進或抑制的功能

(Amabile, 1996; Csikszentmihalyi & Wolfe, 2000; Gardner, 1993)。因此，目前

創造力研究觀點已從單一取向轉為「匯合取向 J (confluence approach) ，也

就是說，創造力研究不再單以個體的人格特質或思考型態去探討創造力產生與

否，而是以更宏觀的角度，綜合整個社會環境、專業領域、文化、個體工作動

機等，來說明創造力產生歷程的完整面貌(蕭佳純，2007) 。例如， Amabile

(1 989)突破過去創造力單向度的研究，改以社會心理學的方式進行研究，主

要是在瞭解社會環境的因素，如政策或文化結構，對創造力產生的影響。當欲

探討教師創意教學相關因素時，本研究跳脫過去研究僅以創造性人格特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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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或是學校領導者行為等單一構面探討與創意教學的相關性，希冀以教學者

所處的社會環境構面，探討何者為整個教學環境中，影響教師創意教學的相關

因素。所以，在探討教師的創意教學時，一方面要考慮教師個體的內在因素，

另一方面也要納入教師工作的環境、文化因素等情境因素，來思考教師的創意

教學行為 (Sternberg & Lubart, 1999) 。因此，本研究分別討論教師內在動

機、學校創新氣氛對於創意教學的影響，以及學校創新氣氛所扮演的脈絡調節

效果及內在動機的中介效果。

中介與調節是社會科學研究中重要的方法學概念(溫褔星、邱皓政，

2009) ，而當前的中介效果更是已經發展到多重中介效果(multiple

mediation) ( MacKinnon, 2008; Preacher, Ruker, & Hay間， 2007 )和多層次中介

效果 (multilevel mediation) (溫褔星、邱皓政， 2009 ; Fairchild &

McQuillion, 2010; MacKinnon, 2008; Yuan & MacKinnon, 2009) 。這些效果使

得研究者可以探討多層次數據間各層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彌補了簡單中介效

應中容易忽略組織層面自變項的缺陷(方杰、張敏強、邱皓政， 2010) 。早在

Baron與Kenny ( 1986)提出中介與調節效果的檢測原理與程序的同時，他們

也提到了中介變項與調節變項的組合效果，亦即調節式中介效果( moderated

mediation) 與中介式調節效果 (mediated moderation) 。本研究的日的是在探

討多層次模型中的中介與調節效果，故將研究重點放在2-1-1模式(第一個數

字代表解釋變項為組織層級、第二個數字代表中介變項為個體層級、第三個數

字代表結果變項為個體層級) ，亦即多層次調節中介效果( multi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的檢驗(溫褔星、邱皓政， 2009) 。本研究進行的主要

考量有三:第一，過去國內文獻大多侷限在單獨討論中介或調節效果，而未同

時研究多層次變項之間的中介與調節效果，反觀國外，有關2-1-1模式的相關

研究則在近幾年迅速增加，例如Avolio 、 Zho 、 Koh與Bhati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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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singer (2005) 、 Wegge 、 Dicj 、 Fisher 、 WestWDawson (2006) ，以及

Zohar與Luria (2005) 等。第二，在組織研究中，特別是在多層次架構下，因

個體巢套於組織中，所以，在某一個組織內，組織成員雖共享組織文化或組織

氣氛，組織內個體層次的關係卻因不同的組織而異，這就是調節現象。因此，

本研究不僅可以觀察到2-1-1模式的中介效果，也可以觀察到1-1的效果被2所調

節。第三，有鑑於過去探討創造力的影響因素時，大多將環境因素視為脈絡調

節因素，卻忽略虹JAmabi1e ( 1996)所強調的，環境因素也可能透過個人因素

的中介效果而影響個人層次結果變項，這是過去研究較易忽略的一點。因此，

本研究欲利用階層線性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中的調節中介

效果模式檢驗以下四個問題:

一、教師內在動機(個體層次中介變項)是否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個

體層次結果變項)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二、學校創新氣氛(組織層次解釋變項)是否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個

體層次結果變項)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三、學校創新氣氛(組織層次解釋變項)是否透過教師內在動機(個體

層次中介變項)的中介效果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個體層次結果變項)產生影

響。

四、學校創新氣氛(組織層次解釋變項)是否在教師內在動機(個體層

次中介變項)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個體層次結果變項)的影響間扮演調節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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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在動機(個體層次中介變項)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

從創造力的定義來看，創意教學是教師運用其創造力或創造思考解決教

學計畫及實踐的問題，使其能達成教育的目標或理想。如果從「產品觀點」來

看創意教學，創意教學必須符合「新奇」與「有價值」這兩個標準，因此，創

意教學是教師構思、設計並運用新奇的教學取向、方法或活動，以適應學生的

心智發展、引起學習動機，並幫助學生產生有意義學習，以及更有效達成教育

目標(林偉文， 2006) 。本研究將創意教學定義為:教師本身以具有創意的方

式設計系統性的教學方案、運用各種適當的教學技術、因應學生的心智發展及

引起學習動機的原則、在教學任務上變化教學方法或安排合理的教學活動。

Amabile (1997) 認為，與個人能否產生創意最有關的三個因素是「內在

動機」、「領域相關技能」與「創造相關技能」。其中，動機是最重要的因

素。內在動機是一穩定的特質，會以個別差異的型態存在於個體的動機體系當

中，也是影響個體從事特定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尤其對於創造行為，更有相

當重要的影響力(林碧芳、邱皓政， 2008) 0 Csikszentmihalyi ( 1996 )

Sternberg與Lubart (1995) 都強調內在動機的重要，並且認為內在動機是促進

個體從事創意行為與持續創意行為的重要動力，因為創意的歷程會有許多挫

折、需要經歷長時間的努力、投注精力與資源，如果沒有強烈的內在動機，個

體將很難持續從事創造的活動。 Csikzentmihalyi，wWolfe (2000) 也認為，創

造力是一個由個人、領域及現場三種要素互動出來的結果，並點出守門人機制

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力。因此，在理論上，教師創意教學表現受到個人

資質、人格特質等生物因子綜合而成的內在動機面向的影響。 Che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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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職與職前教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發現，教師的內在動機愈高，在「教學

意念的創意」、「創意教學能力 J '以及「實際教學行為的創意」上有較高的

表現。林碧芳與邱皓政 (2008 )、林偉文 (2006 )以「教師教學褔樂經驗」、

「樂於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為依據，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的「教學褔樂經

驗」、「樂於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愈高，則有愈高的創意教學行為表現。上

述這些結果與一些研究(Amabile ， 1997; Oldham & Cummings, 1996; Runco &

Sakamoto, 1999; Runco & Walbe唔， 1998) 發現，高創造力具備較高的內在動

機、廣泛興趣、勇於嘗試等意向相似 o

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則是再次證實員工的內在動機可以正向預測工作職場

上的創新相關指標 (Shaney， Gilson, & Blum, 2000; Tierney, Farmer, & Graen,

1999)。蔡啟通與高泉豐 (2004 )認為，某人的行為若常由內在動機所驅使，

則他對事物的態度往往是採用主動的方式，因為吸引他的是行為本身所產生的

喜樂與挑戰，而非間接的外在酬賞 o 當然，對行為本身的投入較多，會有較好

的表現。總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內在動機對於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具有正面

預測力;換言之，若從教師創意教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教師在教學上有較高的

內在動機，則會更願意投入創意教學的行動 o 而內在動機的內涵方面，

Amabile ( 1983 )的創意內在動機裡，就包含了「接受挑戰」這個因素，

Csikszentmihalyi (1996) 的「褔樂經驗」也是發生在個體的「專業自主」能與

「接受挑戰」相配合時，因此，個體是否有接受挑戰的內在傾向，將會影響個

體是否願意從事創意教學。除此之外， Ryan與Deci (2000) 的自我決定理論認

為，當個體在行動中能感受到自己的能力時，因可滿足個體的需求而有助於內

在動機的提升，而且根據認知評價理論 (Con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的論

點，能在行動中感知自己的能力必須伴隨自主的感覺，才可對內在動機有所助

益，而擁有選擇和自我引導的機會也會因增加自主感而促進內在動機。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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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將專業自主納入作為內在動機內涵的重要性。綜合上述，本研究將教師創

意教學的「專業自主」、「褔樂經d驗」與「接受挑戰」作為內在動機的內涵。

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一:內在動機愈高的教師，愈會積極表現出創意教學行

為。

二、學校創新氣氛(環境層灰解釋因素)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

在環境因素中， I組織氣氛」可以說是涵蓋層面最廣、最適宜作為多層

次研究的組織構念之一(溫褔星、邱皓政， 2009) ，尤其在重視創新的環境

中，組織創新氣氛的塑造，更成為激勵員工的重要環境因素(Montes， Moreno,

& Fernandez, 2003) 。所以，組織創新氣氛這個具有組織差異的組織構念，非

常適合作為多層次研究影響個體工作行為的總體層次解釋變項(溫褔星、邱皓

政， 2009) 。組織氣氛可定義為「成員間對工作環境所共有的知覺與描述」

組織氣氛具有多種的層面或向度，但若能針對特有的層面加以研究，在測量上

將更為精確(蔡啟通、高泉豐， 2004) 。由於本研究係以「促進創意教學表

現」的特定組織氣氛層面來探討其對於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預測力，因此，採

用「學校創新氣氛」作為預測變項。本研究認為， I學校創新氣氛」是「學校

成員對其身處的工作環境之知覺描述，說明工作環境中有無激勵創新的措施或

方式、工作領域的資源多寡或管理技能的創新程度」。若依據特質活化理論

(Tett & Burnett, 2003) ，個體是否展現某種行為必須視所處環境是否提供了

適當的機會而定(陳玉樹、莊閔喬，2010) 。回顧以往的文獻顯示，已有許多

研究探究以組織創新氣氛來預測員工的創新行為，例如，McEvoy與Welker

(2000)的研究發現，組織氣氛會影響教職員、師生間的互動關係，同時也會

影響其對學校的支持，以及學校日標的使命感與承諾o 而Shalley 、 GilsonW

Blum (2000) 的研究顯示，員工若能得到主管的支持，則其在工作上會愈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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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揮創意。 Amabile 、 Schatzel 、 Moneta與Kramer (2004) 針對公司主管的領

導行為所進行的研究也發現，主管適時回饋的領導行為對員工的創意表現有正

向影響。甚至Hunter 、 BedellWMumford (2007) 針對組織氣氛與創造力和創

新的關{系，進行後設分析研究，證實創新氣氛可促進員工的創新行為。由此顯

見，組織氣氛與創造力或創新的關係已累積了相當的研究。

在國內教育領域的研究則強調學校創新氣氛對教師創意教學的影響，例

如，王文中與鄭英耀 (2000 )針對學校341位教師進行調查發現，促進教師創

造力最重要的前五項組織因素是，-鼓勵實 d驗態度並提供所需的資源」、「同

時重視個人創造與集思廣益」、「支持並提供機會讓教師進行創意實驗」

「重視多元角度思考問題」、「架設良好溝通管道，讓觀念可以流通、分享彼

此的經驗」。而鄭英耀與王文中 (2002 )也曾以36名中小學教師科學競賽獲獎

之績優教師為對象進行訪談，再與 224名一般教師的「創造力發展量表」反應

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影響績優教師創造行為的學校組織因素依序為:

「校長主任支持度高」、「學校行政人員配合度高」、「學校獎勵制度健

全」、「學校教師支持協助」、「學校提供自由空間」、「家長支持」、「學

校資金、設備充裕」、「團隊氣氛強烈」。除此之外，黃麗美 (2005 )、陳玉

樹與胡夢鯨 (2008 )、蕭佳純 (2007 )等人的研究也都獲得類似的結果 O 無可

否認地，學校創新氣氛對於教師創意教學表現應有影響，上述研究也都證實它

的影響力。據此，本研究推導假設二:學校創新氣氛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具有

正向影響。

三、內在動機的多層灰中介效果

若以創造力的當代理論來探討， Amabile (1983) 的創造力成分理論認

為，創造力是由領域相關技能 (domain-relevant skills) 、創造力相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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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 、工作動機( task motivation) 所組合而成。在創造

歷程中，這三個成分會不斷地相互作用，影響個體的創造力表現，而這三者的

交集愈多，便表示個體的創造力愈高。此外， Amabile ( 1996)更從社會心理

學的角度出發，修正原來模型，並加入社會環境對於動機的影響，探討組織因

素對個體創意表現的影響，認為組織可能會透過對個體內在動機的影響而促進

或抑制其創意表現。她在對企業組織的研究中發現，組織中有某些「促進」與

「抑制」個體創意內在動機的因于，其中，激勵動機的因于為:組織鼓勵創

意、主管或領導階層的鼓勵、工作團隊的支持、充足的資源、挑戰性的工作，

以及自主性;而阻礙的因于有:挑戰的障礙與工作的壓力。 Amabile與Conti

(1 999)對企業人士的研究就驗證了組織中激勵的因于愈高，愈能促進成員的

創意內在動機，進而增進其創新行為。

另一方面， Csikszentmihalyi ( 1996)則從演化的觀點出發，提出創造力

的系統理論，認為創造力的研究問題不在於創造力是什麼 (what is

creativity) ?而是創造力發生在什麼地方 (where is creativi句) ?他提出領域

( domain) 、學門或組織 (field) 與個人( individual) 之間的動態關係，決定

了個人的創意與創意產品的出現。而且他也認為，個人的內在動機、人格特

質、認知能力等內在因素，影響了個人是否產生創意產品，而個人是否產生創

意作品叉會受到其所屬學門的促進與抑制，學門中的守門人也扮演著認可

( recognize) 創意產品的角色。所以，守門人所代表的學門內在判準'對於個

人創意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o 從「學門」的層面來看，守門人對於什麼才是

創意教學，具有不同的判斷標準'然而，守門人是否將創意教學或創造力培育

作為良好教學的判準或目標，將會直接影響到教師是否願意運用創意進行教

學，亦即，對於創意教學發展的內在動機將具有影響。教師教學的守門人，就

是學校的經營者與同儕教師，以及他們所構成的學校文化，將會直接影響到教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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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否創意教學(林偉文， 2006) 。換句話說，如果學校所強調的是傳統成績

的評比，認為知識是由上而下的灌輸，強調機械式的記憶，不在意個別差異，

要求用同樣一套標準與方法來衡量每個學生，教學不需創意，只要講解清楚、

不斷地要求用功記憶，學生有沒有創造力並不重要，那麼教師自然不需要創意

教學。由上述學者的論述可知，學校創新氣氛可能促進或抑制教師的內在動

機，進而影響他們是否表現出創意教學行為，換言之，教師的內在動機可能在

學校創新氣氛與教師創意教學表現間扮演著中介變項。據此，本研究發展出假

設三:學校創新氣氛可透過教師內在動機的中介而影響創意教學表現。

四、學校創新氣氛的多層次調節式中介效果

Amabile ( 1983)認為，促成創造力的三大要素中，無論是領域相關知識

或是創造相關技能的獲得歷程，以及工作動機中將來自脈絡中具訊息性外在動

機納入創造成功的必要條件等，都透露出社會互動在創造歷程中的重要性及必

要性 o Csikszentmihalyi (1996) 的系統模式更證明了創造發生的歷程中，是需

要不斷地與所屬領域以及所屬學門的學術社群進行互動與交換意見。所以，在

創造力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已指出情境因素對個體創造力是相當重要的，尤

其跨層次的組織脈絡影響更是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陳玉樹、胡夢鯨，2008 ;

陳玉樹、莊閔喬， 2010 ; Amabile, 1997) 。而本研究討論的學校創新氣氛，不

僅可以形成一種規範性的影響力量( Shall呵， Zh仙， & Oldham, 2004) ，更重要

的是，學校創新氣氛除了是個人對於學校環境的社會知覺反應，同時也會因為

不同學校的不同文化特質產生學校間的明顯差異，對於個別教師的氣氛知覺產

生影響，進而影響教師行為(Montes, Moreno, & Fernandez, 2003) 0 因此，學

校創新氣氛的研究具有濃厚的脈絡效果色彩。尤其，學校的創新氣氛較無部門

之別，但各校有別，最適合犀牛.多層次資料來進行脈絡效果的檢驗(邱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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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1990年之後創新主題之相關文獻顯示，學者們已針對個體創造性的

多個預測因素間的交互作用進行探討，例如，Woodman 、 Sawyer與Griffin

( 1993 )的研究概念提出探討創新相關指標是需要同時考量個人屬性(如能

力、性格、知識、內在動機)、團體屬性(如團體歷程) ，以及組織屬性(如

組織脈絡影響)等三層次因素間之交互作用。而西方也有一些學者( Madjar,

Oldham, & Pratt, 2002; Oldham & Cummings, 1996) 開始檢視員工個人特質與

組織環境因素對創造性之二元交互效果。可惜的是，截至目前為止，探討教師

內在動機、學校創新氣氛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交互效果之實證研究則付之闕

如。若從互動論( interactionist)的觀點觀之，個體行為乃是由個人因素與環

境因素所交互決定 (Schneider， 1990) 0 這個觀點論述個別教師的創意教學表

現並非單獨地由個體因素或群體因素所影響，相反地，它乃是一種由個體因素

與群體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產物。簡言之，群體因素除了對個體行為有直接的影

響外，它亦會強化或削弱個體層次的自變數與個體層次依變項之間關係的強度

或方向 o 因此，本研究據此發展出假設四:學校創新氣氛會調節教師個人內在

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間的關係o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全臺灣的國小教師進行資料蒐集，取樣方式採用分層比例抽

樣，係將母群體分為四個區域(北、中、南、東)，再依各區域比例抽取學

校。由於本研究係針對學校成員加以施測，而且施測內容涉及所有與其互動之

其他學校成員，因此，將每一學校發放問卷的規模設定在7人以內，以降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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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規模過大而產生樣本本身因意見不一致所產生的分歧狀況。同時，當同一

學校之間卷有超過30% (即3份)而被列為廢卷時，則將該學校予以剔除，以

維護有效學校資料之完整性(Carron & Spink, 1995) 0 為提高回收的有效問卷

數量，研究者事先以電話拜訪各學校的行政主管，說明研究目的及填答方式，

並採親自回收的方式，以降低填答者的疑慮。本研究共發出50套學校問卷

(350份個人問卷) ，回收後再扣除亂填答或填答不全之間卷，共計有效學校

問卷35套( 216份個人問卷)。就本研究樣本結構而言，女|生樣本占62.5% '

男性樣本占37.5% ;平均年齡為35.4歲;擔任教師的服務年資平均6.3年;而目

前正在其他單位進修的教師比例達29.2% 。需補充說明的是，本研究的無效樣

本共有15所學校(134份個人問卷) ，針對填答者與未填答者之間的差異，因

資料不足無法分析，而這也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所以，在研究結果的推論性

上亦受限 o 當然，在研究結果的解釋上，應更加小心。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如圖 l所示，其中，教師內在動機為個體層次中介變

項，創意教學表現為個體層次結果變項，而學校創新氣氛則為總體層次解釋變

項。

三、研究變項與工具

(一)創意教學表現

創意教學表現為教師提出新點子、新方法、新教材、新評量工具等，以

提升教學品質，並將創意付諸行動的行為表現(陳玉樹、胡夢鯨， 2008) 。本

研究採用陳玉樹與胡夢鯨 (2008 )修改白 ScottW-Bruce ( 1994)的量表，其

中，創意教學表現共有6題，例如，-我常使用新方法來提升教學品質J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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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l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Likert六點量表測量，所得分數愈高，表示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愈好。問卷發

放回收後，採用LISREL進行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GFI=.90 、 NNFI=別、

CFI=.92 、 RMSEA=.054 、 SRMR=.027 '顯示此構念之效度達適配水準'而其

內部一致，[生係數Cronbach'sα值為.90 '表示信度亦佳。此外，為瞭解6個題目

的權重是否相等，才可進行加總平均為一指標變項，續進行測量1:&等性分析中

的平均數結構CFA ，而此平均數模型之NCP=154.4、 NNFI=.90 、 CFI=.91 '且6

個指標變項的負荷量分別為.75 、 .74 、 .78 、 .80 、 .79 、 .71 '因此，推論權重應

相等，所以，本研究在創意教學表現部分的分數處理，乃採用加總平均以進行

後續分析的證據較為明確。

(二)內在動機

係指教師從事教學的內在動機，包含教師對於教學的承諾、教學的褔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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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也就是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感到全神貫注、忘我、喜悅的高峰經驗，以及

教師在生活中運用創意解決問題、願意接受新挑戰與開放多元經驗的內在傾

向。本研究使用蕭佳純 (2007 )參考自林偉文 (2006 )、 Cheng (2001 )以及

Amabile (1996) 等學者的工作偏好量表(Work Preference Inventory, WPI)

所編製之「教學內在動機量表J '得分愈高，代表教師的教學內在動機愈高。

其中，專業自主以「我知道如何將專業知識與技能應用於教學中」、「我對自

己的教學領域或科目充滿著熱愛」等5題衡量;接受挑戰則以「我樂於接受對

我而言是全新的經驗」、「問題愈複雜，我愈樂於嘗試去解決它」等5題衡

量;褔樂經驗則是以「教學工作讓我覺得很有趣、很投入」、「我對自己的教

學領域或科目充滿著熱愛」等6題衡量。此份問卷共16題，採Likert六點量表，

問卷回收後採用LISREL進行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三構面的因素負荷量分別

介於.49'"'-' .80 '共可解釋 7 1.1 2%的變異。此外， GFI=.98 、 NNFI=.98 、

CFI=.99 、 RMSEA=.051 、 SRMR=.023 '顯示此構念之效度達適配水準，而內

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α 值分別為.86 、 .92 、 .91 '表示信度亦佳。如同創意

教學表現此一變項的處理方式，本研究在專業自主、接受挑戰，以及褔樂經驗

的變項分數處理上，亦是採用加總平均方式處理，而分析過程就不再贅述。

(三)學艙。新氣氛

本研究以學校創新氣氛作為總體層次的脈絡變項，測量方式是由教師在

「組織創新氣氛量表 J (Chiou, 2001) 中的作答，量表內容為35題的Likert六

點量表，其中包含六個分量表，分別為組織理念、領導效能、團隊運作、學習

成長、工作條件，以及環境氣氛。實證後採用LISREL進行二階驗證性因素分

析，六大構面的因素負荷量介於.71 '"'-'.80 '共可解釋 73.32%的變異 o 此外，

GFI=.91 、 NNFI=圳、 CFI=.90 、 RMSEA=.041 、 SRMR=.033 '顯示此構念之效

度達適配水準，而六個構面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α 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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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92 、 .90 、 .91 、 .89 、 .93 、 .88 '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α 值

為.92 '顯示信度亦佳。而在學校創新氣氛的分數計算上，本研究為簡化學校

創新氣氛的分析步驟，因此，將各題項乘上對應的因素負荷量後加總平均。此

外，總體層次的資料係利用SPSS 18.0版的聚合程序，計算各學校教師在此量

表得分的學校平均值(介於 1"-'6分) ，以作為總體層次解釋變項 o ANOVA分

析的結果發現，各學校的創新氣氛具有顯著差異 (F=10.3 8 ， p<.OOl 'η2= .477 '

所計算的rwg介於.78"-' .91) ，此說明教師所填答的學校創新氣氛可以聚合成組

織層次變項的構念。除此之外，解釋變項(在本研究中即為X及M) 對於創意

教學表現的解釋，係以總平減(grand centered) 分數進入模型分析，如此除可

提高截距的解釋性外，最重要的是，也可避免可能的多元共線性問題

(Mathieu & Taylor, 2007 )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變項描述統計與ICC量數

表l列出了本研究所有變項的描述統計量 o 首先，學校創新氣氛作為本研

究的總體層次解釋變項 (X) ，係由同一所學校教師的得分平均得來，因此，

共有35筆介於1 "-' 6的觀察值，各學校的總平均為 3.坊，標準差為.4 1 0 至於三個

個體層次中介變項一一專業自主 (M1 )、接受挑戰 (M2) ，以及褔樂經驗

(M3 )的平均數則分別為4.77 、 4.46 、 4.39 0 而所有變項的ANOVA檢定結果

也都發現達到顯著的學校之間差異。此外，表l也列出了變項間的相闕，其

中，三個內在動機變項將作為中介變項，因此，它們之間的中度相關是否造成

共線性問題，值得注意o 經迴歸中的VIF值分析發現， VIF值均未大於10 ，所

以，變項間並未發生嚴重的共線性問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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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變項敘述統計分析摘要表

敘述統計 組間差異

平詢數標準差 F ICC· l
變項相關

xb Ml M2 M3

總體層次

學校創新氣氛X 3.95 0.41 11.77*
個體層次

專業自主Ml 4.77 .65 4.73* 0.15 49.81* 0.30*
接受挑戰M2 4.46 .78 5.26* 0.17 56.65* 0.33* 0.57*
福樂經驗M3 4.39 .79 7.11* 0.21 52 .44* 0.47* 0.51* 0.53*
創意教學表現Y 4.11 0.77 10.19* 0.19 57.25* 0.37* 0.71* 0.7肘 。 80*

註: a 乃是以 HLM 中的虛無模型估計而得。

b 1毒、總體層次變項與個體層次變項的相關，是將 X 變項進行解構( disaggregate )
處理後，與個體層次變項以 n=216 求得之積差相關，而學校創新氧氣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乃是以學校數 n=35 來求得。

*p<O.05

在本研究中，除了教師創意教學表現 (y) 為結果變項外， Ml 、 M2與

M3三個作為中介變項的內在動機變項也將作為結果變項，被學校創新氣氛

( X) 變項解釋，因此， y 、 Ml 、 M2與M3四者均須進行零模型(隨機效果

ANOVA模型)檢驗，以計算組內相關係數 (ICC) 來確認是否有必要進行多

層次分析 (Bryk & Raudenbush, 1992) 。由表l可知，創意教學表現、專業自

主、接受挑戰，以及褔樂經驗等四個變項的ICC分別是 19 、 .15 、 .17 、 .21 '其

顯著效果χ2值分別介於49.81 ~57.詣，均達.05的顯著水準，表示總體層次的區

間差異在四個變項的變異數中占了相當比例，適合進行多層次分析 O

此外，因本研究的問卷均採用教師填答方式，所以，在問卷回收之後，

以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 (Hannan's one-factor test) (Podsakf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foff, 2003) 檢測是否可能產生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的問題。本研究將所有題項----起進行因素分析，在末轉軸的

情況下可萃取9個因子，其中也未有包含綜合的閃于，而第一個因素的解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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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量僅占18.9% '因此，並未發生嚴重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需再說明的是，

在本文中，採用總平減最重要的目的乃是避免多元共線性的問題，所以，才未

對截距做進一步的解釋，而僅說明方向性和顯著與否。

二、以截距為結果模型檢驗

多層次中介效果檢驗的第一個程序是檢驗創意教學表現(Y) 、專業自主

(M1 )、接受挑戰 (M2) ，以及褔樂經驗 (M3 )等四個模型中的結果變

項，各自是否可以被總體層次解釋變項(X) 有效解釋，模型中並沒有任何個

體層次解釋變項，屬於以截距為結果變項模型(intercept-as-outcome

model) ，其迴歸方程式如公式(1)、 (2) ，而以M2與M3為結果變項的迴

歸方程式則類推，分析結果列於表2的model 1 (以創意教學表現為結果變

項)、 model 2a (以專業自主為結果變項)、 model 2b (以接受挑戰為結果變

項)、 model 2c (以褔樂經驗為結果變項)。在公式(1)中，重要的是 yCOI的

估計值是否達到顯著水準，如果yCO!的估計值不顯著，則學校創新氣氛對於創

意教學表現的中介效果即可能不存在。而在公式 (2) 中，關心的是yaOl的估計

值顯著與否，只有達到顯著，我們才可繼續進行檢測;因限於篇幅，所以，公

式 (2) 中僅以專業自主為例列出公式。

創意教學表現。=戶COJ 十 εclj

的三yCoo竹fol學校創新氣氛u+UCOj

專業自主「PaOJ 寸 εa1j

Foj=yaoo竹戶。l學校創新氣氛u+UaOj

公式(1)

公式 (2)

由表2可知，四個模型中， X對y 、 M1 、 M2與M3進行解釋的係數YOI均具

a



表 2 多層灰分析結果摘要表

固定效果 隨機效果

變項 Xj• Yij Xj• Ml ij Xj• M2ij Xj• M3ij Ml ij---+ M2ij• M3戶 XJ• Yij Ml尸 M2ij• 悶。→ XXM2ij XXM3jj
關係 Yij Y

可

Yij Yij Yij Yij →YijY可→YijYij

係數 lo! tOI t02 t03 {1O f切 '{30 向 yb 10 'l20 l30 的 γy'3 係數 τ∞ Til T12 τ1日 R

model1 0.56 vc 0.15 2.69

Se 。 13 t 59.3 1
4.45拿 P 。。

model 0.07 。 12 。 15 vc 。仗的58 0.00918 0.00728 0 .41
撞騙2a-2c (3 ) (b) (c) (3 )

Se 0.03 0 日4 0.03 t 48 抖 52.96 48.21 。 58 'b
帶

2.63* 2.81* 5.67* P 。4 。2 。4 。 58'
囂

model3a 0.99 0.66 1.48 vc 。 22 。 68 0.33 0.50 1.82

Se 0.27 0.20 。 21 t 60.70 37.24 48.83 47.47

3.62* 3.37* 7 ,09* P ∞3 280 037 。49

model3b 0.83 0, 82 1.36 vc 0.08 2.31

Se 0.35 0.31 。 23 t 43.61

2.38* 2.61* 5.82* P 125

model4a 。 21 0.89 0.78 1.28 vc 0 ,01 2 ,33

Se 0.10 0.36 。 30 。 22 t 37.71
2.07* 2.48* 2, 59* 5.99* P 262

mode1 4b 。 17 1.01 。 67 1.41 vc 。 19 0.80 0.43 0.40 1.83

Se 0.09 。 28 。 19 。 21 t 57.16 37.05 49.75 47.66

1.88 3.57* 3 ,55* 6 ,81* P 004 287 031 。47

model5 。 17 1.02 。 60 1.47 0.12 。 11 vc 0.20 0.85 0 .3 8 0 ,45 1.82

Se 。 09 。 29 0.22 0.22 0.05 0.05 t 57.40 37 , 28 44.72 47.74

t 1.79 3 ,58* 2.67* 6.67* -2.34* 2.22* P 004 278 。67 036

言主: 1. ve為變異數成分( variance component) 的縮寫。

2. model 1 、 model 2a~2c以截距為結果變項模型; model 3a為隨機條數模式; model 3b為隨機效果共變數模式;
志指t

model4a為中介效果模式; model4b為檢測model5存在的必要性; model5為調節效果中介模型。

3. 隨機效果表格中的 (a) 、 (b) 、 (c) 乃本研究為了簡化表格而置於同一欄位，其中， (a) 表示為以專業自主為

結果變填的model2a所產生的 τω及R; (b) 表示為以接受挑戰為結果變填的model2b所產生的 τω及R; (c) 表

示為以福樂經驗為結果變項的model2c所產生的 τω及R 。 E
4.R表示為HLM 中 sigma2 ，而 'XXM2ij→Yij 、 XXM3ij→YijJ 表示為學校創新氯氣與接受挑戰的交互作用對創

意教學表現的影響，以及學校創新氣氛與福樂經驗的交互作用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

*p<.05 ---"C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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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統計意義，係數值分別為.56 (t=4.咐， p=.OOO) 、 .07 (t=2.63 , p=.013) 、 .12

(t=2.81 , p=.009) ，以及15 (t=5.67, p=.OOO) 。這四個以截距為結果變項模

型的截距變異數(即 τ00 )仍然顯著，表示當學校創新氣氛 (X) 對於各學校

的Y 、 Ml 、 M2與M3等四個平均數分別進行解釋後，仍然存在學校間的差異，

有待進一步由學校層級解釋變項來加以解釋。需進一步說明的是， X對於Ml

的預測力是O.肘，雖然統計顯著，但在陳述此變項的解釋力峙，應稍加保守，

且該變項或許需要更多研究來加以驗證其解釋力。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

model 1 中的yC01=0.鉤，在多層次中介效果的分析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此一係數若在模型中考慮了中介變項後，應變成不顯著(完全中介作用)或顯

著下降(部分中介作用) (Baron & Kenny, 1986) ，而係數值改變的程度就是

間接效果的強度 (MacKinnon， Warsi, & Dwy缸， 1995) 。此外，其虛假決定係

數R2
為76% (此為針對零模型的截距變異項計算而得，亦即R2= (0.625

0 .1 5) /0.625=0.沌，以下定義相同) ，由此可知，藉由此步驟的model 1了解

到，在不考量其他變項的影響下，學校創新氣氛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具有正向

影響，因此，假設二獲得成立。此研究結果與Amabile等人 (2004)、 McEvoy

與Welker (2000) 、 Shalley 、 Gilson與Blum (2000) 的研究結果頗為一致。

三、隨機效果共變數分析與隨機係數模型檢驗

多層次中介效果檢驗的第三個程序是，檢驗作為中介變項的個體層次解

釋變項 (M) 對於結果變項 (Y) 的解釋是否具有統計意義，此時並不納入總

體層次解釋變項，僅有個體層次解釋變項。當斜率係數設定為固定效果時，為

隨機效果共變數分析模型，而當斜率係數設定為隨機效果時，則為隨機係數分

析模型。分別檢驗兩個模型(model 3a為隨機係數分析模型;model 3b為隨機

效果共變數分析模型)的目的，主要是檢驗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的差異。而模

型如公式(3)所示，若將公式中的斜率設定為固定效果，則為隨機效果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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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表現ij=WOj +~Clj專業自主+W2j接受挑戰咕:j褔樂經驗+εCIJ

PCOJ=ycoo+IJCOj

pclJ=yclo+IJCIJ

~C2j=yC20+UC
2j

pc3J=yc30+IJC3J 公式(3)

從表2數據可知，當model 3a (具有隨機效果)同時以MI 、 M2與M3來解

釋Y時，專業自主的係數為.99 (t=3.62, p=.OOI ) 、接受挑戰的係數為 .66

(t=3.37, p=.002) 、福樂經驗的係數為1.48 (t=7.09, p=.OOO) ，皆達到顯著水

準 o 而R2
為65% '表示以專業自主、接受挑戰、褔樂經驗來解釋創意教學表現

時，可削減的解釋變異達 65% 。而隨機效果共變數分析模型 (model 3b) 的結

果與隨機係數模型的結果相仿，專業自主的係數為 .83 (t=2.38, p=.018) 、接

受挑戰的係數為 .82 (t=2.61 , p=.OIO) 、褔樂經驗的係數為1.36 (t=5.82 ,

p=.OOO) ，皆達到顯著水準。而 R2
為87% '表示以專業自主、接受挑戰、褔樂

經驗來解釋創意教學表現時，可削減的解釋變異達 87% 。換言之，本研究的假

設一獲得支持，亦即，教師的內在動機(專業自主、接受挑戰以及褔樂經驗)

會正向影響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這與 Cheng (200 I )

(2008)、林偉文 (2006)的研究結果相仿o

、林碧芳與邱皓政

除此之外，隨機係數模型認為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於Y的解釋(斜率)

在各學校之間是隨機變動的，因此，可以檢驗斜率變異數(πII 、 π22與 π33 )

的顯著性，而model 3a的斜率變異數( .68 、 .33與.50) ，僅接受挑戰與褔樂經

驗的斜率變異數達到顯著 (l=48.83 ， p=.037; l =47.47, p=.049) ，表示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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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斜率變異數僅有接受挑戰與福樂經驗較為明顯。相對之下，截距的變異

數 (τω=0.22 ， χ，2=60.70， p=.003) 仍然存在，表示各學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

調整平均數在控制教師的內在動機後，還可進一步找出有意義的解釋變項來分

析學校間調整平均數的差異，且內在動機中還有接受挑戰與褔樂經驗的斜率變

動被解釋的必要。當然，由實務情形觀之，各學校之間教師的專業自主不具有

學校之間的差異應是可理解的，因為以目前教師的培育與聘用情形來看，教師

皆具有相似的專業背景。因此，後續專業自主的斜率變動就不再具有解釋的必

要。

四、多層;欠中介效果模型檢驗

第三個程序則是進一步將高層次解釋變項與中介變項一起放入方程式

中，檢驗X與M (M1 、 M2 、 M3) 變項對Y的解釋力，尤其著重於公式(4a)

中yC 01 (X→Y) 的顯著性考驗。此時，斜率被設定為固定常數，不檢驗跨層

級交互作用(調節效果) ，所以不會有斜率變異數的估計，為固定斜率之無調

節效果模型 O 在此模型中，研究者關心的是 yc'。 l的估計值須為不顯著，而 yblO 、

yb20 、仇。的估計值須達統計顯著水準'如此才符合條件獲致完全的跨層級中介

效果。其中，如果 YCOl的估計值是顯著 ， i但旦其絕對{值直 ;J小J弘、吋B計付F戶心C

則稱獲致部分的跨層級中介效果。

創意教學表現。 =~bOj 十~\專業自主+仇接受挑戰+仇褔樂經驗 +εbIJ

~bOj 三 yboo竹戶 01學校創新氣氛J+LjbOJ

~\二 ybIO

pb2J=yb20

~\二yb30 公式(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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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odel 4a的模型中，同時考量三個中介變項與總體解釋變項後，YCOl下

降到.214 '雖達到顯著水準(t=2.07， p=.046) ，但係數值小於model 1的.561 '

所以為部分中介效果 o 而三個中介變項皆達到顯著水準 (yblo=.紗， t=2.捕，

p=.014; 仇。=.78 ， t=2.59, p=.OII; 仇。=1.28， t=5.99, p=.OOO) ，表示X→Ml→y 、

X→M2→y ，以及X→M3→Y的間接效果成立 o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計算

間接效果值時，除了可以 yC01 的改變量來計算之外 ( YC01 - yC 01=.561

.214=.347) ，也可以三個中介變項的間接效果值加總而得o 其中， X→MI

→Y的間接效果值=.07 x .89=.623 ; X→M2→Y的間接效果值=.12 x .78=.0936 ;

X→M3→Y的間接效果值=.15 x 1.28=.192 ;三者相加會等於.3479 '近似於yC01

的改變量，而R2

20為98% 0 據此，本研究所發展的假設三獲得成立，也就是

說，學校創新氣氛會透過教師的內在動機(專業自主、接受挑戰、福樂經驗)

的中介而對創意教學表現產生影響，此結果與Amabile ( 1996 )

Csikszentmihalyi ( 1996)理論中所論述的重點頗為一致，但與過去研究較為不

同之處在於'目前國內外研究少有將教師的內在動機視為個體層次的中介變

項，而是多以個體層次的解釋變項來處理之(蕭佳純， 2007) 。這對於過去研

究結果的知識累積，應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o

五、多層;欠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檢驗

多層次調節中介模型的最後一個步驟是，探討跨層級交互作用是否存

在，亦即納入調節效果的檢測，成為一個同時帶有中介與調節效果的 3M模

型。在多層次調節中介效果的模型檢驗中，必須先檢驗多層次中介效果的存

在，一旦多層次中介效果存在之後，再進一步檢測這個中介效果是否受到高層

解釋變項所影響 (Mathieu & Taylor, 2007) 0 更明確地說，前一個步，驟model

4a所關心的是X→M→Y中介效果的檢，驗與ycOl變化情形的檢視，而此步驟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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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ydol(X× M→Y) 的調節作用。檢測跨層級的調節效果，是要看個體層次中

介變項Mij對結果變項Yij的影響，是否bbl1 、 ~b2j 、~\會隨著j變動，亦即是否存

在斜率迴歸係數的變異數，也就是說，斜率的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的設定，是

作為檢測調節式中介效果的判斷依據。而檢測模式，如公式(4b) 所示 o

創意教學表現ij=~bOj+~\專業自主+~\接受挑戰+戶可J褔樂經驗+εbIJ

~b句 =yboo廿九1學校創新氣氛Ij+ Vb句

pblj=yblo+Ublj

pb2J=yb20+IJb2j

pb3jzyb30+Ljb3J 公式 (4b)

在公式 (4b) 中，如果yblo 、 yb20 、仇。的估計值達統計顯著水準'且 yc'。 l的

估計值不顯著(或顯著，但其絕對值小於 Y
C

ol1i古計值的絕對值) ，並且隨機效

果 τII 、 τ22 、 τ33的估計值亦顯著，則存在~\、~\、仇的異質性，所以，可

以進一步引進個體層次的解釋變項在方程式中，考慮多層次調節式中介效果。

由表 2 中的 model 4b 中可知， YCOl 的估計值不顯著( yC01=0.17, t=1.88,

p=.068) ，而yblo 、 ybm 、仇。的估計值均達到顯著水準(yblO=1.01 ， t=3.57 ,

p=.OOI; 仇。=0.67 ， t=3.55 , p=.OOI; 仇。=1.41 ， t=6.81 , p=.OOO) ，且隨機效果中的

τ22以及 τ33估計值亦顯著 (τ22=0 .43 ， χ，2=49.75 ， p=.031;τ33=0 的， χ2=47.66 ，

p=.047) ，表示可檢驗跨層級的交互作用yd2l 、 yd3l是否顯著，以獲得調節中介

作用，檢驗此M3的方程式，如公式(5) 所示。

創意教學表現ij=~d句 +~dlj專業自主+仇接受挑戰+吭褔樂經驗+εdlj

~dOj二 ydoo廿九l學校創新氣氛J+Ljd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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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dlJ=ydlo+Udlj

pd2J=yd20廿九l學校創新氣氛J+Ljd2J

Pd3J=yd30廿九 l學校創新氣氛j+Ljt13J 公式 (5)

由表2中的model 5中可知，在同時考量 M2 、 M3與X對Y的影響下 'Xx

M2的l21=- .1 2 (t=-2 .34, p=.021) ，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果;XxM3的yd3l=.l l

(t=2 .22, p=.037) ，也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果，R2
為68% 。除此之外，斜率的隨

機效果 τ22不顯著，而τ33則依然顯著 (χ2=47.74， p=.036) ，顯示總體層次解

釋變項(學校創新氣氛)解釋斜率的變動之後，各學校的教師接受挑戰→創意

教學表現的影響並無不同，但各學校的教師褔樂經驗→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仍

存在著差異。除此之外，YCOI的數值進一步降至未達顯著的.17 'X→M2→y 、

X→M3→Y的中介效果依舊成立，接受挑戰對Y的斜率變項τ22=.38未達顯著

水準，表示接受挑戰的斜率變動到此一步驟，已無進一步再被其他變項解釋的

必要了，而此時的解釋變異量為1 1.6% ;反之，褔樂經驗對Y的斜率變項

τ33=.45仍達顯著水準，表示褔樂經驗的斜率變動到此一步驟，還需要進一步

引進其他變項加以解釋。分析至此，本研究的假設四獲得部分成立，也就是

說，學校創新氣氛在接受挑戰與創意教學表現問以及褔樂經驗與創意教學表現

問具有調節效果。此結果與Montes 、 Moreno與Fernandez (2003) 、 Madjar 、

Oldham與Pratt (2002) 的論述相同，相信可為目前國內尚相當缺乏以多層次

角度來討論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相關研究領域注入一股新概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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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前述的四個步驟與五種模型，可以獲得總體層次解釋變項與中介變

項對於Y的影響的各項數據，包括個別迴歸係數 y'Ol (X→Ml) 、 y'02 (X•

M2) 、 Y'03 (X• M3 )、 yblo(MI →Y) 、 yh(M2→Y) 、仇。 (M3→Y) 、

yCOl (X• Y) ，以及yd2l (X X M2→Y) 、 yd31 (X X M3→Y) 與加入M後的

yC 01 '利用這些數據與標準誤，應、可進行多層次中介與調節效果的整理與報

告，這些係數的關係可由圖 2表示，並且研究結論對應研究目的可以以下四點

說明之。

y'01=0.07

專業自主 (Ml)

接受挑戰 (M2)

褔樂經驗 (M3 )

yC01 =0.56

創意教學表現 (Y)

圍 2 多層;欠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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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內在動機(個體層攻中介變項)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真有直接

的正向影響效果

在不考慮學校層次的影響因素之情況下，無論從隨機效果共變數分析或

隨機係數模型的檢驗都發現，教師個人的專業自主、接受挑戰與褔樂經驗對於

創意教學表現的直接效果皆達顯著，且這些效果都為正向的直接影響。

(二)學校創新氣氛(組織層灰解釋變項)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真有正向

直接影響效果

在不考量其他層次變項的情況下，學校創新氣氛可以解釋教師的創意教

學表現 (X→Y; yC01 =0.56; yC 01=0.21) ，且為正向的直接影響。

(三)學校創新氣氛(組織層灰解釋變項)透過教師內在動機(個體層次

中介變項)的中介效果對事姐市創意教學表現產生影響

由分析結果可知，首先，學校創新氣氛可以解釋教師的專業自主(X→

Ml) ，進而解釋創意教學表現(Ml • Y) ，間接效果成立 (yhxflo=m

x .89=.0623 )。再者，學校創新氣氛可以解釋教師的接受挑戰 (X→M2)

進而解釋創意教學表現( M2 • Y) ，間接效果成立 (yaO2XYb20=.12

x .78=.0936) 。最後，學校創新氣氛可以解釋教師的褔樂經驗 (X→M3 )

進而解釋創意教學表現( M3 • Y) ，間接效果成立(y'03 X 仇。=.15 x

1.28=.192)。總體而言，學校創新氣氛透過教師個人的專業自主、接受挑戰

與褔樂經驗，對創意教學表現所產生的間接效果值為 .35 (yc01 - yC 01=.56

.21=.35 )。多層次中介效果的隨機斜率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學校創新氣氛

愈正面的學校，教師個人的專業自主、接受挑戰與褔樂經驗愈高，而專業自

主、接受挑戰與褔樂經驗愈高，則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愈高，所以，以專業自

主、接受挑戰與褔樂經驗為中介變項的中介效果成立;另一方面，因為學校創

新氣氛對創意教學表現的直接效果 (X→Y) 由顯著變成不顯著，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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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n與Kenny ( 1986)的中介效果檢驗四項原則，因此，可得出學校創新氣

氛→專業自主→創意教學表現、學校創新氣氛→接受挑戰→創意教學表現、學

校創新氣氛→褔樂經驗→創意教學表現 (X→M→Y) 為多層次2-1-1完全中介

效果的結論。也因此，對於「學校創新氣氛對創意教學表現具有直接效果」這

一個原本顯著的總效果，作為結論之一並不恰當，因為學校創新氣氛對創意教

學表現的作用必須透過專業自主、接受挑戰與褔樂經驗而達成。

(四)學校創新氣氛(組織層次解釋變項)在教師內在動機(個體層灰中

介變項)對事姐市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間扮演調節效果

在多層次的調節中介效果部分，本研究的隨機效果模型分析結果顯示，

在顯著的間接效果之外，又增加了兩個調節效果的結論，分別為學校創新氣氛

會調節接受挑戰與創意教學表現，以及褔樂經驗與創意教學表現之間的關係，

但前者為負向調節，而後者為正向調節。首先，學校創新氣氛對於接受挑戰對

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具有調節作用 (XXM2→Y; 仇[=-.12) ，這表示個別學校

教師的接受挑戰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之迴歸係數會受到學校創新氣氛的影響

而變動，當學校創新氣氛每增加1分，接受挑戰對於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力

(迴歸係數)就減少.21 '由此可見，接受挑戰對於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逐漸

增強為負向的影響。綜合來說， I在創新氣氛愈好的學校，接受挑戰對於創意

教學表現的正向影響將不那麼明顯J '也就是說，接受挑戰雖然對創意教學行

為具有直接影響效果，卻可能在學校創新氣氛較好的教學環境中，對於創意教

學行為的助益效果較不明顯，這是與過去研究及理論最為不同之處，也是值得

探討的一點。由此可知，對於一個接受挑戰內在動機強的教師而言，真正能激

發他們創意教學表現的重要因素仍是他們自己願意接受挑戰的高度意願'即使

在創新氣氛良好的學校中，並不會更增進這些接受挑戰內在動機強的教師們的

創意教學表現。再者，學校創新氣氛對於褔樂經驗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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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作用 (XXM3→Y; yd31 = .l l) ，這表示個別學校教師的福樂經驗對創意教

學表現的影響之迴歸係數會受到學校創新氣氛的影響而變動，當學校創新氣氛

每增加1分，褔樂經驗對於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力(迴歸係數)就增加J.11 '由

此可見，褔樂經驗對於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更增強其正向的影響。綜合來說，

「褔樂經驗對於創意教學表現具有正向的影響，在創新氣氛愈好的學校，這樣

的正向影響效果將更加明顯」。因此，學校創新氣氛對於同為內在動機內涵的

接受挑戰與福樂經驗具有不同的調節效果，若教師本身的內在動機較著重於褔

樂經驗時，需置身於創新氣氛高的學校中，這樣的創意教學效果將更為顯著;

反之，若教師自己的內在動機較著重於接受挑戰時，若置身於創新氣氛高的學

校，則這樣的助益效果將不如褔樂經驗高的教師。整體來說，學校創新氣氛對

於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同時存在有X→M1→y 、 X→M2→Y 、 X→M3→Y的

間接效果與XxM2→y 、 xxM3→Y的調節效果。其中，專業自主是中介變

項， I而接受挑戰與福樂經驗除了是中介變項之外，也是被調節的變項;亦即，

總體層次解釋變項「學校創新氣氛」在本模型中具有多重複雜的角色。

二、理論貢獻與反思

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在研究創意教學的領域中，同時考量不同層次

變項的研究並不多見，尤其本研究的研究策略與切入角度與過去研究有極大的

不同，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處在於，本研究利用同時蒐集群體層次與個體層

次的策略，透過較為精確的處理方式，窺探不同層次的效果。所以，本研究將

有助於研究創意教學的學者進一步瞭解不同層次變項對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影

響。就理論面的貢獻而言，本研究以Amabile的創造力理論為依據，並以社會

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認為教師個人創意教學會受到個人因素及外在情境因素的

影響，且個人與組織因素所產生的交互作用亦會影響創意教學表現。經由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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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進行，我們重新審視教師內在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之間的關係。綜合來

說，儘管研究者普遍發現教師的內在動機是影響創意教學表現的重要因素，然

而，這樣的影響歷程，在本研究考慮、學校創新氣氛此一群體層次的變數之後，

我們發現，教師內在動機與創意教學的影響歷程確實有不同的結構。首先，本

研究亦支持教師的內在動機與學校創新氣氛會對教師創意教學產生正向影響的

論點，但與過去研究極為不同之處在於，本研究發現學校創新氣氛在不同的內

在動機內涵與創意教學問扮演著不同的調節效果。其中，學校創新氣氛對於褔

樂經驗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具有正向調節作用;但卻對於接受挑戰對創意教

學表現的影響具有負向調節作用。除此之外，學校創新氣氛更可提升教師的內

在動機(專業自主、接受挑戰、福樂經驗) ，進而提高創意教學表現;也就是

說，內在動機也在學校創新氣氛與創意教學表現間具有中介效果。綜合上述可

知，學校創新氣氛此一變項的多層次調節中介效果與內在動機此一變項的多層

次中介效果獲得成立，這或許可說是對過去理論及研究的最大貢獻之處，值得

後續研究者注意。

三、建議

本研究就多層次資料結構的中介效果的分析原理，利用多階段的估計方

法，對比過去學者以單一層次資料結構檢驗中介效果的作法 (Baron & Kenny,

1986; 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 ，完成多層次調節中介效果的檢驗程序。

事實上，當研究資料涉及多層次模型的分析時，即必須遵循多層次模型的特

性，從零模型循序漸進加以檢驗(Raudenbush& B可k， 2002) 。本研究除了遵

循多層次分析的步驟之外，更增加了中介效果的檢驗及必要的分析步驟。由本

研究的假設一、二、三獲得成立及假設四獲得部分成立的情形下，本研究針對

教師創意教學的實務推動，提出以下建議。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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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可以透過教師內在動機的中介影響而對創意教學表現產生間接

影響

本研究發現，學校創新氣氛可透過內在動機的中介影響而對創意教學表

現產生間接影響;也就是說，如果學校創新氣氛可以提升教師的內在動機(專

業自主、接受挑戰或是褔樂經驗) ，將可間接提升其創意教學表現。除此之

外，幫助教師發揮創意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他們做他們喜愛的教學活動，因為選

擇工作任務的自由，可以讓教師找出自己最想解決的問題，這種高度發自內在

的興趣，正是創意教學表現的基礎。許多具備專業知能的教師，一方面需要克

服教學現場上的問題，另一方面還要自己努力尋找行政資源的協助，方能推行

個人所欲進行的創意教學表現。所以，學校鼓勵的作法中，應能為教師克服這

些困難，例如，尋找代課教師、給予學習機會、尋找有經驗的教師分享等。再

者，學校方面若能重視教師的學習，鼓勵教師「終生學習」、「分享學習經

驗 J '並進行「深度對話 J '增進其專業成長、工作自主與褔樂經驗，那麼教

師愈能表現出其創意教學。綜言之，學校應積極瞭解每一位教師的特質，司|發

其內在動機與興趣，下放權威，提供教師一個真正自由、安全的教學環境，相

信每位教師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創意教學。

(二)在營造學校創新氣氛時，需注意教師不同的內在動機的影響

當我們進一步考慮制度執行(學校創新氣氛)的背景時，將會發現其中

的影響系統並非如此地單純。以教師的福樂經驗為例，在創新氣氛好的學校

中，若學校為褔樂經驗良好的教師設計相關激勵獎賞分配的作法，此點的確會

導致教師因本身褔樂經驗的愉悅感受或樂於教學的特質，而更進一步提升其創

意教學表現。但是，即使在創新氣氛好的學校中，如果太過於強調願意接受挑

戰的教師的創意教學行為，也可能使得這種接受挑戰動機強的教師因為本身就

可以解決創意過程中的困難，無須太多組織資源、氣氛的鼓勵，以至於創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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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效果反而沒有那麼明顯。也就是說，即使學校創新氣氛不佳，對於接受挑

戰動機強的教師的創意教學削弱效果也是不大的。由此可知，如果在創新氣氛

良好的學校中，學校能提供有利於創新的工作條件、團隊運作、學習成長的管

道與資源，則可能使得具有高度褔樂經驗的教師，展現出更高度的創意教學行

為。但是，在同樣的情境下，若是高度接受挑戰的教師，對於他的創意教學行

為的效果可能就不是那麼明顯。而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此創新氣氛營造的相

關配套措施不能只流為形式而己，更應有積極的鼓舞效用，如此才能真正發揮

這些機制的效用。基於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我們建議學校管理者於內部管理

時，不應該忽略群體層次的影響，更應該思考諸如群體成員自身內在動機的特

性，如此才能確保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達到我們的預期。

(三)藉由提升教師的內在動機也可有效地提升創意、教學表現

若在不考量學校層次的因素之下，在教師個人層次的內在動機方面，不

論是教師的專業自主、接受挑戰或是褔樂經驗，都對創意教學表現具有正向影

響，所以，在教師甄選中，宜尋找適當方式篩選具有高度內在動機的教師。由

於內在動機在人生早期已開始建立為一穩定的特質性心理歷程，等到教師完成

大學師資培育訓練、進入職場時，工作的內在動機大致已完備，因此，在甄試

教師時，可以由教師口述或撰寫自己覺得自己最有創意的教學經驗，從教師的

描述中，可以瞭解教師在情緒方面的反應，以判斷教師是否具有內在教學動

機。尤其本研究發現，個人內在動機中，以褔樂經驗的影響效果最大，因此，

教師是否具有福樂經驗是相當重要的。面對知識經濟的世代，站在第一教學現

場的教師，所面臨的教學挑戰與壓力已不同以往，教師應對挑戰抱持著開放的

態度，不斷地嘗試各種經驗，在面對各種挑戰與經驗時，亦應嘗試去思考更舵

的可能性，使其在教學的過程中，不但能獲得真正的快樂，對自己的創意教學

亦能有正面的幫助。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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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創新氣氛的營造可直接有利於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發展

在僅考量學校層次因素的學校創新氣氛的影響下，本研究發現學校創新

氣氛會正向影響創意教學表現，所以，教育行政人員不可忽視組織層次因素對

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力。在本研究中，有關於創新氣氛的衡量包含鼓勵教

師提出有創意的點子、支持有創意的方案、崇尚自由開放與創新變革等內涵，

這些內涵大多偏重於創新氛間的營造，而這種氛圍對於促進教師的創意教學表

現具有正向的影響應是可合理接受的。但需注意的是，本研究建議學校領導層

級在營造創新氛圍時，需有更多更具體的作法，例如，學校可以培養合作的工

作環境，讓學校中的所有成員有彼此分享的角色與責任;或者學校主管可對教

師的創意教學行為積極鼓勵，提供充分資源，暢通溝通管道。換言之，主管的

鼓勵與支持是影響教師創意教學的重要因素，主管應支持教師從事有意義的教

學冒險、探索創意，以增進其創意教學表現。另外，許多研究組織創新的研究

也發現，組織中的討論合作，是促進學習與創新的重要機制，透過合作，可使

知識有更深度整合與異質交流的機會，因而促進創新的發生。最後，因為知識

的分享、討論與合作，常發生在社群之中，而社群是一群個人因為興趣或知識

分享為導向所組成的非正式團體，所以，教師若有機會參與社群活動，將更有

助於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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