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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 Jorde-Bloom(1988a)之組織氣氛十面向來探討台中

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並進一步探討台中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

之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交互作用後與組織氣氛的關係。 

    本研究以 Jorde-Bloom 建構之「工作環境調查問卷」為基礎，改編為「公立

附幼組織氣氛量表」共 50 題，並以台中市公立附幼中 387 位教保人員為研究樣

本，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T 檢定、雙因子變異數分析來進行

統計分析。 

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年齡及任職的學校規模與組織氣氛的知覺有最多的顯

著相關；其次為薪資及職稱；最後為年資及學歷。 

二、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六個背景變項與其同事關係、決策、目標共識及物理

環境知覺皆無顯著相關。 

三、 薪資低且年資淺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組織的感受較佳。 

四、 薪資低且學歷低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組織的感受較佳。 

五、 年齡輕且任職於學校規模大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組織的感受較佳。 

六、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交互作用後與組織氣氛知覺有顯

著相關。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分別對主管機關、公立附幼、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及未

來研究提出建議，期望對公立附幼未來的發展有所幫助。 

 

 

 

關鍵字：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組織氣氛、交互作用

 



Abstract 

 This thesis adopt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uses Jorde-Bloom’s (1998a) 

Organizational Climate to probe into public preschool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the result of reciprocal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preschool educators 

individual variables and organizational variables. 

 This thesis applies Jorde-Bloom’s Work Environment Survey as basis, and adapts 

it to 50 questions of Public Preschool’s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ventory; the thesis 

studies 387 educators in Taichung public preschools as study samples, and conducts 

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t-test, and two-way ANOVA. 

The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1. A strongest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perceptions and 

educators’ age and the scale of schools they work for, followed by educators’ 

salary and job title, and again followed by seniority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2. The six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he public preschool educators’ are not strongly 

related to their perceptions of colleague relations, policies, goal consensus,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3. The perception towards organization is better by educators who enjoy lower 

salaries and seniorities. 

4. The perception towards organization is better by educators who enjoy lower 

salaries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5. The perception towards organization is better by young educators who work for 

bigger-scaled public preschools.  

6. The result of reciprocal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preschool educators 

individual variables and organizational variables are strongly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climate. 

 



 This thesis, based on its results,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to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public preschools, public preschool educators and future studies, in hopes 

of bringing contributions to prospect development of public schools. 

 

Keyword: educator in public preschoo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teraction 

 



i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範圍                        4 

    第三節 名詞釋義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學校組織氣氛的定義及內涵                            7 

    第二節 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                             3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8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38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取樣方式                                 40 

    第三節 研究工具                                           48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61 

    第五節 研究限制                                           64 

第四章     研究結果                                           65 

    第一節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組織氣氛知覺                     65 

    第二節 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對組織氣氛知覺之交互作用         7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96 

    第一節 重要發現及討論                                     96 

    第二節 建議                                              111 

參考文獻                                                     115 

 

附錄一                                                       122 

 

 

 

 

 

 



ii 
 

 

 

 

 

 

 

 

 

 

 

 

 

 

 

 

 



iii 
 

表  次 

表 2-1-1  Halpin 與 Croft 六個學校組織氣氛類型特徵                      14 

表 2-1-2  Hoy與 Clover 四個學校組織氣氛類型特徵                       18 

表 2-1-3  ECWES 與 OCDQ 及 OCDQ-RE 比較                           27 

表 3-2-1  研究樣本個人背景及組織背景原始資料一覽表                   41 

表 3-2-2  年資 2-5 年與 6 年以上(含 6 年)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43 

表 3-2-3  高中職畢、五專畢、四技二專畢及大學畢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 

         平均數                                                    44 

表 3-2-4  薪資 25001-30000、30001-35000 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44 

表 3-2-5  薪資 40001-45000、45001-50000 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45 

表 3-2-6  薪資 50001-55000、55001-60000 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45 

表3-2-7   薪資60001-65000、65001-70000、70001-75000、75001-80000及80001 

         以上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46 

表 3-2-8  教師、代理教師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47 

表3-2-9  研究樣本個人背景及組織背景一覽表                           47 

表 3-3-1  第一階段專家效度學者名單                                   50 

表 3-3-2  第一階段專家效度公立附幼實務工作者名單                     51 

表 3-3-3  第二階段專家效度學者名單                                   53 

表 3-3-4  第二階段專家效度公立附幼實務工作者名單                     54 

表 3-3-5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之項目分析結果                         56 

表 3-3-6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一覽表                   61 

表 3-4-1  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63 

表 4-1-1  組織氣氛各面向之相關                                       65 

表 4-1-2  不同背景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組織氣氛顯著相關一覽表     67 

表 4-1-3  不同學校規模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專業成長組織氣氛的知覺       67 

表 4-1-4  不同年齡、年資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園主任支持組織氣氛的知覺   68 

表 4-1-5  不同學校規模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制度清晰組織氣氛的知覺       69 

表 4-1-6  不同年齡、薪資、職稱及學校規模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獎勵制度組織 

         氣氛的知覺                                                70 

表 4-1-7  不同年齡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工作效率組織氣氛的知覺           71 

表 4-1-8  不同學歷、薪資及職稱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創新度組織氣氛的知覺 78 

表 4-2-1  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對組織氣氛知覺之顯著交互作用一覽表       73 

表 4-2-2  年資與薪資對同事關係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74 

 



iv 
 

表 4-2-3  年資與薪資對同事關係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74 

表 4-2-4  年資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76 

表 4-2-5  年資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76 

表 4-2-6  年資與薪資對園主任支持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78 

表 4-2-7  年資與薪資對園主任支持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78 

表 4-2-8  年資與薪資對制度清晰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80 

表 4-2-9  年資與薪資對制度清晰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80 

表 4-2-10 年資與薪資對決策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82 

表 4-2-11 年資與薪資對決策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82 

表 4-2-12 年資與薪資對創新度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84 

表 4-2-13 年資與薪資對創新度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84 

表 4-2-14 學歷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86 

表 4-2-15 學歷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86 

表 4-2-16 學歷與薪資對決策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88 

表 4-2-17 學歷與薪資對決策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88 

表 4-2-18 學歷與薪資對物理環境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90 

表 4-2-19 學歷與薪資對物理環境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90 

表 4-2-20 年齡與學校規模對決策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92 

表 4-2-21 年齡與學校規模對決策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92 

表 4-2-22 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對組織氣氛知覺之顯著交互作用統整表      94 

 

 

 

 

 

 

 

 

 

 



v 
 

圖  次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38 

圖 3-1-2  研究流程圖                                            39 

圖 4-2-1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同事關係知覺的平均值                    75 

圖 4-2-2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專業成長知覺的平均值                77 

圖 4-2-3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園主任支持知覺的平均值              79 

圖 4-2-4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制度清晰知覺的平均值                81 

圖 4-2-5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決策知覺的平均值                    83 

圖 4-2-6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創新度知覺的平均值                  85 

圖 4-2-7  各學歷及薪資類組對專業成長知覺的平均值                87 

圖 4-2-8  各學歷及薪資類組對決策知覺的平均值                    89 

圖 4-2-9  各學歷及薪資類組對物理環境知覺的平均值                91 

圖 4-2-10 各年齡及學校規模類組對決策知覺的平均值                93 

 

 

 

 

 

 

 

 

 

 

 

 

 

 

 

 

 

 

 

 

 



vi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身為一個公立附幼教師，研究者在第一年進入職場時就已感受到自己身處的

幼兒園有其特有的氣氛，而這股氣氛一再的影響園內的教保人員（包含研究者本

身）的態度及行為。由於研究者任職的幼兒園內並無明確的人事制度，在工作分

配、全園事務運作上大家並未達成共識，導致教保人員並不知道自己在這個園內

的角色及應負責的事務，常常為了誰應該負責哪些項目而產生內心的不平衡，進

一步影響了為這個幼兒園共同努力的意願，工作的態度也越趨消極；再者，因為

園內教保人員彼此之間鮮少溝通，無論在教育理念或課程方法上都未達成共識，

進而導致搭班老師或同事之間的教學衝突。 

    另外，研究者與身邊諸多公立附幼教保人員都曾遇過同事之間職權不平等的

深刻經驗。雖然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皆為園內的教師，然而在目前的制度下，有兩

個狀況是最常發生、也較容易讓教保人員感到不平等：首先，有些教保人員需兼

任行政職，然而往往教學與行政無法兼顧，進而造成與其搭班之教保人員要一人

肩負所有班務，且兼任行政職之教保人員往往握有主導全園事務之權力。另外，

現今制度下多了一個「教保員」角色，教保員的工作職責因園而異，然而無論做

多做少，其薪資皆比教師少了將近 1 萬元。多數公立附幼將教保員安排與園主任

同班，擔任協助園主任的角色，然而卻常常出現園主任因外務而時常不在班上之

情形，此時教保員同等於肩負起班級教師的所有職責。 

    最後，當幼兒園在舉辦全園會議或是各項會議時，研究者多半感受到討論常

常會模糊重點，帶領會議討論的領導者多無法釐清討論方向，常使園務會議變得

像是個人秀，雖然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討論，卻未必有結論，這就失去了園務會議

的意義。 

    依研究者上述的經驗，在人事分配模糊、教保人員之間無共識、職權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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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較無效率的氣氛下工作，會使自己越來越不願意發表自己的想法，且時間

久了之後，因未獲得組織成員的互相支持，而可能衍伸出聽命行事的消極心態，

進而想轉換工作環境，不願長期的待在同一個組織中，可見組織氣氛對組織經營

與運作的重要性。 

    如同管理學大師 Halpin 曾說，一個組織中除了組織成員及其他物理環境、硬

體設備外，還存在著許多無形的要素，「組織氣氛」便是其中之一，而組織氣氛

的開放及封閉，關係著一個組織的效能，也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組織內成員的行

為與態度(Halpin, 1966)。由此可見，組織氣氛指的是雖然看不見，卻仍然會影響

組織或組織成員的一種因素。誠如研究者在公立附幼中擔任教職的親身經歷，隨

著與不同搭班教師、同事的互動，可以感受到幼兒園中存在著一種氣氛，這種氣

氛是由身在園內的所有教保人員共同建構的，且在這樣的氣氛下工作，確實影響

了研究者的行為及對工作的態度。 

    研究者的感受也獲得文獻的支持，例如：Adenike (2011)研究一所私立大學的

組織氣氛對學術人員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發現組織氣氛與工作滿意度成正相關，

組織氣氛越良好，工作滿意度越高；反之，工作滿意度則越低。相同的，組織氣

氛除了影響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還會影響離職率、自我工作效能感等（朱玉

華、張永源、黃志銘，2010；Bloom, 1986）。 

    由於親身體驗到組織氣氛對人及工作環境的影響，研究者對學校組織氣氛之

內涵感到好奇，究竟是哪些因素構成了組織氣氛？又是如何影響一個人對組織氣

氛的知覺？歸納過去的研究，發現對學校組織氣氛而言，包含客觀的物理環境及

主觀的個人知覺兩個面向，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可以呈現出學校組織氣氛的內

涵（呂木琳，1990；林新發，1993；曾燦燈，1990）。晚近的學者則認為，學校

組織氣氛的概念須同時考量客觀物理環境與主觀個人知覺的交互作用，意指在同

一個學校組織中，不同的人會因為不同的背景，例如年資、學歷、薪資及職稱等

因素，知覺到的學校組織氣氛會有差異。Halpin與Croft (1963)的研究曾發現，校

長與教師雖然在同一個學校組織中，但是因為校長與教師的職稱不同，仍然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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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到不同的組織氣氛，Hoy與Clover (1986)、Duff (2013)的研究也支持了這個看

法。上述研究顯示在同一個學校組織中，雖然組織結構環境一樣，但組織成員因

為職稱的不同而扮演著不同角色，因而知覺到不同的組織氣氛。此結果與研究者

於任教期間的感受相同，園主任、教師及教保員本身有著職稱上的差異，因而無

論對園務、教學或是班務的知覺都有著明顯的差異，故本研究認為，為瞭解學校

組織氣氛的全貌，就應考量到不同職稱的人的知覺。 

    前述研究多以國小為對象，雖同為學校組織，但幼兒園組織結構及人員組成

與小學存在著差異（洪馨徽、江麗莉，2002），如果組織氣氛對一個學校的運作

是重要的，那麼對幼兒園是否也同樣重要呢？研究者發現學校組織氣氛概念應用

於幼兒園的研究不多，且多以研究國小組織氣氛的問卷為工具（OCDQ-RE），其

結果多與國中小組織氣氛研究的結果相似，亦即組織氣氛會影響幼兒園教保人員

的態度，進而影響到幼兒園組織效能。例如：洪晴萱（2006）在探討幼兒園教師

組織氣氛、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知覺關係之研究中發現，幼兒園組織氣氛與幼兒

園教師職業倦怠感呈顯著負相關；即組織氣氛越好，職業倦怠感則越低，反之則

越高。另有一些研究將焦點擺放在個人背景變項與幼兒園組織氣氛的關係上，如

年齡、年資、性別、學歷、薪資等與幼兒園組織氣氛之關係（林英春，2007；徐

蕙瑩，2010；Bloom, 1988b）。綜合這些研究結果，發現幼兒園組織氣氛會影響教

保人員的教學品質與學校效能，亦會影響其離職傾向，且幼兒園教保人員的年

齡、年資、性別、學歷、薪資等都是影響幼兒園組織氣氛的顯著因素。 

    然而，幼教學者 Bloom (1988a)提出學校組織氣氛的面向並不完全適用於幼兒

園，並另外研發出幼兒園組織氣氛的內涵與「幼兒園工作環境調查(The Early 

Childhood Work Environment Survey, ECWES)」問卷。Bloom (1988b)運用此問卷

探討幼兒園中園長與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發現園長知覺到的組織氣氛會比教

師良好，研究指出可能是因為園長與教師的職責不同，以及在各自的職稱之下對

組織的控制程度感受不同之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國小組織氣氛研究結果相同，發

現職稱會影響個人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亦顯示幼兒園組織氣氛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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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肯定了研究者在公立附幼氣氛下工作的知覺，也加深了本研究的動機。 

    綜合前述，本研究首先想瞭解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不同背景變項與幼兒園組織

氣氛之關係；接著，探討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交互作用後與公

立附幼組織氣氛之關係。 

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範圍 

壹、研究目的及問題 

    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比較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學歷）及組織變項（薪

資、職稱、學校規模）與幼兒園組織氣氛之關係。 

二、 了解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學歷）及組織變項（薪

資、職稱、學校規模）交互作用後與幼兒園組織氣氛之關係。 

    基於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問題如下： 

    問題一  不同背景的台中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為何？ 

       1-1 不同年齡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是否有差異？ 

       1-2 不同年資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是否有差異？ 

       1-3 不同學歷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是否有差異？ 

       1-4 不同薪資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是否有差異？ 

       1-5 不同職稱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是否有差異？ 

       1-6 在不同學校規模任職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是否有 

           差異？ 

    問題二  不同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學歷）及不同組 

            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模）交互作用後，與台中市公立附幼 

            組織氣氛之關係為何？ 

       2-1 不同年齡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與不同組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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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交互作用後，對組織氣氛的知覺影響為何？ 

       2-2 不同年資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與不同組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 

           模）交互作用後，對組織氣氛的知覺影響為何？ 

       2-3 不同學歷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與不同組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 

           模）交互作用後，對組織氣氛的知覺影響為何？ 

貳、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範圍為台中市，研究對象為服務於台中市公立附幼之教保人員，包 

含：園主任(教師兼任與專任)、教師、代理教師(長代：一年以上)、教保員、代 

理教保員(長代：一年以上)，但不包含行政人員、隨車人員、廚工及工友。研究 

方法採郵寄式問卷調查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公立附幼 

    本研究所指稱之公立附幼為台中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不包含國立大學附

設幼兒園及特殊學校附設幼兒園。 

二、組織氣氛 

    本研究所指稱之組織氣氛採交互性定義。主張交互性定義的學者們認為，組

織氣氛包含了客觀結構與主觀感知，不同的人會感受到不同的組織氣氛，同樣的

組織也會對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影響，且組織成員彼此的互動也會影響組織氣氛

（呂木琳，1990；林新發，1993）。 

    本研究以 Bloom (1988a)之「幼兒園工作環境調查(The Early Childhood Work 

Environment Survey, ECWES)」問卷來測量公立附幼的組織氣氛，該問卷包含十

個面向，分別為：同事關係、專業成長、園主任支持、制度清晰、獎勵制度、決

策、目標共識、工作效率、物理環境及創新度。 

 



6 
 

三、職稱 

    本研究所指的是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的「園主任」、「教師」、「代理教師」、「教

保員」及「代理教保員」五個職稱。「園主任」指的是兼任或專任園主任的教保

人員；「代理教師」指的是一年以上的長期代理教師；「代理教保員」指的是一年

以上的長期代理教保員。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研究台中市公立附幼的組織氣氛現況，本章依序呈現：第一節說

明學校組織氣氛的定義及內涵；第二節敘述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 

第一節  學校組織氣氛的定義及內涵 

壹、學校組織氣氛的定義 

    組織氣氛最早出自於 K. Lewin 於 1930 年提出的「心理氣氛」(Psychological 

atmosphere)概念，K. Lewin 指出要了解人類行為，需要考慮行為發生的整個情境，

而「整個情境」所指的即是個人和環境，其中包含了客觀存在於個體之外的環境

與個體的主觀知覺心理環境，所以當我們在瞭解人類行為時，必須要將環境的因

素考量進去（引自邱從益，2005）。隨著此概念的提出，陸續有許多國內外學者

開始談論組織氣氛的內涵，而組織氣氛最早是被應用於管理學的領域（李安明，

1994），後來研究者將組織氣氛概念引進學校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於學校組織氣氛定義的描述相當多，然而因為研究者的觀點及

研究重點的不同，所以各學者對於學校組織氣氛的定義上仍然有些許的差異性存

在。以下根據學校組織氣氛定義內容的不同，同時考量組織氣氛的主、客觀性，

並參考呂木琳（1990）、林新發（1993）對組織氣氛定義的分類方式，將組織氣

氛整理為組織性定義、個人性定義、綜合性定義三個類型。以下分別說明： 

一、 組織性定義 

    組織性定義是指分析組織結構的外在、客觀特質。主張組織性定義的學者們

認為，組織氣氛是一種組織內在環境相當持久的特質，並且會影響組織成員的行

為。如果要瞭解組織氣氛，可以經由分析組織屬性的結構而得知，如組織的結構、

特徵、環境特質、工作情境…等。例如： 

    （一）Forehand 與 Gilmer 認為組織氣氛是指一組描述組織的特徵，該特徵能   

         用來區辨該組織與其他組織的不同，而且具有某種程度的持久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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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能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引自陳月麗，2003）。 

    （二）Tagiuri (1968)認為組織氣氛是組織內部環境一個較持久的特質，為組 

         織成員所體驗、影響組織成員的行為，可由組織特徵的數值加以描述。 

二、個人性定義 

    組織性定義將觀點擺放在組織本身的屬性及架構，認為組織中的特徵、工作

環境…等會影響到組織氣氛，測量的是客觀環境呈現出的特質。然而，由於學校

組織氣氛的變項過多，假使處理變項時過於系統化，又只採微觀策略，會過於專

門化而造成不易了解學校組織氣氛的整體特性。故個人性定義被提出，主張此定

義的學者們認為，組織氣氛是個人對外在組織環境特質產生的主觀感覺，是透過

組織內成員的感知而得，所以可以根據組織內成員主觀的感覺而測量出來。例如： 

    （一）蔡培村（1985）定義組織氣氛是組織人員對組織結構、工作特性與人 

          際關係的感受或認知所形成的一種特質，其屬性可經由成員主觀認知 

          加以衡量。 

    （二）張鈿富（1990）說明學校組織氣氛是知覺的一種研究，研究個人在組 

          織環境中對各方面的知覺。一般來說，學校組織氣氛受正式組織、非 

          正式組織、成員的人格和組織中的領導方式影響較大。 

    （三）Litwin 與 Stringer 說明組織氣氛是在一特定環境中，個人直接或間接 

          知覺到的一組可測量的特性，它影響著成員的動機與行為（引自林新 

          發，1993）。 

三、綜合性定義 

    綜合性定義結合了組織性與個人性，認為組織氣氛是兩者交互之下的產物，

組織的客觀環境結構會影響組織氣氛，組織中成員對組織氣氛的感受則是主觀的

感知，這代表著不同的人會感受到不同的組織氣氛，同樣的組織也會對不同的人

產生不同的影響，且組織成員彼此的互動也會影響組織氣氛。主張綜合性定義的

學者們認為，組織氣氛包含了客觀結構與主觀感知，且個人對組織氣氛的知覺，

其認知架構有兩個來源，第一為客觀的組織特性與事件；第二為知覺者本身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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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例如：需求層次、價值取向…等（呂木琳，1990；林新發，1993）。例如： 

    （一）Halpin 與 Croft (1963)認為學校組織氣氛是校長與教師間交互影響所構 

         成的特性，在同一學校組織中，校長與教師對於學校組織氣氛會有不 

         同的知覺。而每一所學校給人的感覺也不相同，這種不同的感覺就是 

         學校特有的氣氛，學校氣氛與學校的關係，就好比人格與個人的關係。 

    （二）Hoy (1986)指出，學校組織氣氛是測量校長與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 

         雙方對組織氣氛的感知可能會不同，在雙方不同感知交互之下所產生 

         的組織氣氛可以呈現出學校的特性。 

    （三）Bloom (1988a)認為學校組織氣氛是一種綜合了組織中每個人以及領導 

         這個組織的人的概念，相較於心理氛圍及工作滿意度，是完全不相同 

         的，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學校組織氣氛是在描述一個學校組織的 

        「集體知覺」，「集體」是指同時考量客觀的組織結構以及成員的主觀知 

         覺，而非只考量單一方面對組織氣氛的影響。 

綜合上述，綜合性定義之組織氣氛內涵主張個人會因為其不同的特質，例如

服務年資、年齡等，對同樣的組織有不同的知覺，而不同的組織特性也會形成不

同的學校組織氣氛。學校組織氣氛的研究中，Halpin 與 Croft (1963)以「組織氣氛

描述問卷(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OCDQ)」測量國小教職

員，發現校長與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不同，且校長知覺到的學校組織氣氛通常

較良好，Hoy 與 Clover (1986)的國小組織氣氛研究也有相同的結果，並且強調教

師與教師的互動關係、教師與校長的互動關係兩個面向。另外，邱貴發（1981）、

張德銳（1990）、黃耀卿（1985）於國中小組織的研究也指出不同組織成員知覺

到的組織氣氛亦有差異。 

    綜合性定義同時考量客觀的結構及主觀的知覺兩個面向，不會偏頗其中一方

對組織氣氛的影響，此說法較為周延，故本研究採此定義。不過，由於綜合性之

定義在詞面上較不易呈現出交互的感覺，故研究者於以下章節將以「交互性定義」

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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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組織氣氛的內涵 

    在前述交互性的組織氣氛定義下，多位學者曾經闡釋組織氣氛的內涵，本小

節分別以學校組織氣氛的內涵、幼兒園組織氣氛的內涵、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特殊

性三部份敘述。 

一、學校組織氣氛的內涵 

    國內外有關學校組織氣氛的研究對組織氣氛的內涵多採Halpin與Croft (1963)

及 Hoy 與 Clover (1986)的論述，說明於下： 

(一) Halpin 與 Croft：六個學校組織氣氛類型 

Halpin (1966)為領導理論中的行為論者，經分析 Hemphill 及 Coons 於 1957

年發表的「領導行為描述問卷(Leader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LBDQ)」

中的 150 個項目後，歸納出倡導與關懷兩個領導者因素，又稱為雙層面領導理論。

雙層面領導理論中領導者的兩個因素又可依程度分為高倡導、高關懷、低倡導、

低關懷四類，交叉而成四種不同的領導者模式，且不同的領導者模式會影響組織

氣氛與組織效能。 

然而 LBDQ 於學校組織的研究結果顯示，縱使有高關懷、高倡導的校長，學

校也未必會展現出高度的效能，因為學校中的其他成員會影響校長，尤其是在某

些教師實質權力較高、校長實質權力較低的學校中，校長的行為對組織效能的預

測更加沒有預測力。經由 LBDQ 研究的啟示，Halpin 領悟到如欲探究學校組織氣

氛，就應該要考量到其他角色對組織的影響，於是 OCDQ 的理論架構考量學校組

織氣氛是由校長行為（領導階層）與教師行為（非領導階層）所組成，並且以八

個面向來描述學校組織氣氛，其中前四個面向屬於校長行為向度，後四個面向屬

於教師行為向度。 

    他們依據這些構念發展出 OCDQ，一開始的問卷包含 1000 個項目，在當地

學校進行重複的預試後，得出最後的 64 個項目，並且以四點量表的方式呈現。

64 個項目分別被放到八個面向之下，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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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長行為向度 

(1) 冷漠(Aloofness) 

是指校長在組織運作中較正式且無彈性，都是採取照本宣科的方式管理，

較少使用非正式的方式與教師面對面的溝通及協調。例如：校長不常與教

職員工面對面討論問題。 

(2) 強調成果(Production Emphasis) 

是指任務導向的校長，為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完成學校組織的各項業務

而主動督導組織成員。在此校長扮演的是監督者的角色，所有的行為都是

為了要達到組織的最高績效。例如：校長常主動瞭解教職員工的工作情形

與績效。 

(3) 以身作則(Thrust) 

「以身作則」為領導者行為的一個關鍵屬性，這是在 LBDQ 中未提出的部

分，是指校長為推動校務而率先行動激勵教師，自己做不到就不會要求教

師，雖然都同為任務導向，但校長以身作則的行為較獲得教師的接受與認

可。例如：校長會與教職員工提出新的看法，並且率先身體力行。 

(4) 關懷(Consideration) 

是指校長對教師的態度溫和且尊重，並且以「人道」的方式體恤教師，校

長會試著為教師多做一些額外的事、協助教師解決困難。例如：即使是教

職員工的私人問題，校方也樂於協助解決。 

2、 教師行為向度 

(1) 疏離(Disengament) 

是指教師合作性不高，對於任務有不同的看法與期待，教師之間關係並不

融洽、對彼此會有抱怨，對於學校事務只是虛應了事。例如：教職員之間

會談到「想離開現在的工作崗位，另謀發展」等話題。 

(2) 阻礙(Hindrance) 

是指教師在與其專業無關的事務的負荷量。像是給予太多的行政業務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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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工作等非職責性的工作，會增加教師的負擔。例如：校方例行的事務和

活動，常干擾教職員們正常工作的進行。 

(3) 士氣(Esprit) 

同等於風氣，當教師感覺自己的社會需求已獲得滿足，相同的，教師就會

將最好的一面貢獻給學校組織，享受於自己的工作。例如：教職員們在工

作時，表現出高度的合作精神。 

(4) 親密(Intimacy) 

是指教師之間的社會關係是溫暖的，彼此往來親密、和睦，彼此信賴。例

如：教職員們常彼此交換工作及個人生活經驗。 

    Halpin 與 Croft 發展出的八個衡量學校組織氣氛面向，包含校長行為與教師

行為之內涵，意味著僅由一方去瞭解學校組織氣氛，並不能全面的瞭解校長與教

師的互動情形，而校長的行為也不表示會有一個相對的教師行為產生，例如一所

學校的校長是屬於高關懷的，其學校內的教師也許會表現出彼此互相關心的親和

程度，但是教師之間的關係也有可能是疏離的。 

    進行問卷調查後，Halpin 與 Croft 進一步計算出各面向的平均數，再據以 

建構出六個不同學校組織氣氛類型1，此六個類型由開放型到封閉型構成一個連續

體，如表 2-1-1 所示： 

1、 開放型(Open)氣氛下的教師具有高度士氣，團隊精神、凝聚力強，校長能以 

 身作則，與教師的關係不疏遠也不過份監督工作，願意與教師溝通並協助完  

 成校務。 

2、 自主型(Autonomous)氣氛具有高度士氣，而士氣主要是來自於對社會性需求   

 的滿足感。此組織特徵為校長多以企業式方法管理教師，一切依照訂好的規 

 章辦理，在工作效率的部分則完全交給教師，給予教師極大的自由。教師之 

                                                      
1
由 1151 位校長及教師的填答，獲得平均數 50 標準差 10 的結果；並以正負 1/2 標準差，將各面向分數分

為低、中、高；即，高為平均值+1/2 標準差以上，低為平均值-1/2 以下，再以八個面向進行因素分析，

得到六種類型的學校組織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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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的信賴度高、教師在工作上的阻礙很少。 

3、 控制型(Controlled)氣氛具有高度士氣，然而高度的士氣是反應在達成工作任 

 務的成就下，而非對社會性需求的滿足。此組織中的校長為命令型的人物， 

 較少顧及教師的感受，但本身仍以身作則。教師彼此之間的關係較冷漠，但 

 是都很盡責，然而這樣負擔卻比較重，會為了爭取工作績效而犧牲個人社會 

 性需求的滿足。 

4、 親密型(Familiar)氣氛具有中度士氣，組織士氣主要受到個人社會性需求滿足 

 的影響，來自工作上的成就感的影響則較少。特徵為校長與教師關係良好， 

 個人社會性需求獲得高度滿足，然而卻很少致力於組織目標的達成，教師們 

 對工作的意見很多，同事間關係非常融洽。 

5、 管教型(Paternal)氣氛的士氣較低，校長以身作則，然而卻沒有示範作用，無 

 法好好管理教師以達成學校組織目標。教師工作負擔少卻很少達到目標，教 

 師間關係冷漠。 

6、 封閉型(Closed)氣氛的士氣很低，因為組織成員無論在社會性需求或是工作 

 成就感上，都沒有得到滿足。校長與教師間的關係不佳，教師工作負擔重，  

 校長不會顧及教師的需求，導致團隊精神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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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Halpin 與 Croft 六個學校組織氣氛類型特徵 

 

    開放型    自主型   控制型   親密型   管教型   封閉型 

    氣氛      氣氛     氣氛     氣氛     氣氛     氣氛 

校長行為   冷漠         低        高       高       低       低       高 

           強調成果     低        低       高       低       高       高 

           以身作則     高*       中       中       中       中       低* 

           關懷         高        中       低       高       高       低 

教師行為   疏離         低*       低       低       高       高       高* 

           阻礙         低        低       高       低       低       高 

           士氣         高*       高       高       中       低       低* 

           親密         中        高       低       高       低       中 

資料參考自：W. K. Hoy & C. G. Miskel,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 Y. : Random House, 1982). 

 

    Halpin 與 Croft 的模式在 1970 年代成為許多不同國家主要的學校組織氣氛研

究工具，然而在之後的研究中沒有受到很大的支持。例如：邱貴發（1981）曾以

OCDQ 問卷調查國內 493 位公立國小教師，發現全部國小組織氣氛都相當一致，

皆傾向疏離面向之平均數最高、強調成果面向之平均數最低、阻礙面向的得分次

低，亦即國小教師大多覺得教師負責盡職、工作愉快，校長則重視績效，在教學

工作上，仍然有些許阻礙教學的因素存在。研究結果支持 Halpin 與 Croft 學校組

織氣氛的交互作用概念，可看出校長與教師的互動基礎；邱貴發認為 OCDQ 並未

考量到學校以外的社會因素。 

    同樣使用 OCDQ 的基礎，Vilaichone (1987)以泰國小學為研究對象，發現學

校規模大小與教師知覺的組織氣氛有顯著相關；在教師阻礙行為、教師士氣及校

長以身作則面向之感知上，任職於大規模學校的教師會比任職於小規模學校的教

師知覺到較良好的組織氣氛。晚近的研究中，位於土耳其的小學組織氣氛研究發

現，校長行為會影響到教師行為，進而交互作用出不同的學校組織氣氛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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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pay、Taş & Boyaci, 2012)。上述兩個研究亦支持 Halpin 與 Croft 學校組織氣氛

的交互作用概念，也支持 OCDQ 問卷在不同國家使用的信效度；然而對於 OCDQ

問卷的內容，也都提出了需要隨著時代修改的建議。 

    綜合以上使用 OCDQ 進行研究後發現的問題，以及若干學者的建議，OCDQ

問卷的優缺點如下： 

1、 優點 

   黃昆輝（1987）彙整眾人對於 OCDQ 的評論後，歸納出 OCDQ 的優點如下： 

(1) 呈現出教師與校長的互動基礎，如為了解教師與教師、校長與教師之間的

關係，該問卷確實為一種相當有用之工具。 

(2) 八個面向所構成之問卷，經過考驗，其對學校氣氛之測量信度及效度均高。 

(3) 從開放型氣氛到封閉型氣氛兩極之間形成一個連續體。 

(4) 在學校組織氣氛連續體上的兩個極端「開放型」與「封閉型」，內涵特質

相當清楚，可用以描述一般學校的組織氣氛。  

2、 缺點 

Hoy 與 Clover (1986)彙整眾人對於 OCDQ 的評論後，歸納出 OCDQ 的缺點如

下： 

(1) OCDQ 所欲測量的性質著重於校內現況，較忽略校外的社會性因素及地區

性因素。 

(2) 有一些項目沒有被持續驗證是否還具有可靠性。 

(3) 沒有考量到學生的角色。 

(4) 問卷的概念、理論基礎並不明確。 

(5) 除了最極端的「開放」、「封閉」類型，中間的幾個類型區別概念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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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Hoy 與 Clover：四個學校組織氣氛類型 

    鑒於上述 OCDQ 的缺點，Hoy 與 Clover (1986)針對 OCDQ 問卷的實用性及

內容項目進行討論，他們認為有些向度已經不合時宜，於是開始著手進行修訂，

發展出「組織氣氛描述問卷修訂版 (The Revision of 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OCDQ-RE)」。修訂的過程主要包含兩個主要步驟：(1)

重新評估原先的題目並且產生新題目，(2)以實驗研究來處理單位分析的問題、確

認每一個題目的內容定義。 

    首先，他們歸納出原始的OCDQ題目包含了哪些概念，分析原先的題目內容

是否為有效的，接著進一步刪除了24個題目。其次，Hoy 與 Clover認為學生是

學校組織中的一份子，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生與教師的互動皆是學校組織氣氛的

一部分，故考量到學生在學校組織中的角色，新增14個測量校內學科壓力的題目

與17個測量同儕控制行為的題目，例如：教師會讚美表現好的學生。初步的

OCDQ-RE經由增減後共有131題，大部分的題目都還未測試過。 

    於是，Hoy 與 Clover以38所不同地區的國小為對象進行預試，每一所國小

都必須有10位以上的教師才能成為研究樣本，並且以學校為分析單位，所以個人

的數據都被合計到學校層級之下。題目分析的過程遵循三個主要的準則，分別

為：(1)保留在其中一個因素中具有高代表性、在其他因素中都呈現低代表性的題

目，(2)評估每個題目包含的概念是否清晰，(3)如果題目在分測驗中未達到一致性

則予以刪除。 

    實驗一開始，他們以OCDQ原始的八個面向，再加上新增的兩個學生向度為

因素去進行分析，第一階段淘汰了56題（因為不顯著），第二階段淘汰了9題，

至目前為止，OCDQ-RE保有66題。接著，Hoy與Clover發現「冷漠」面向不再具

有效度、「以身作則」和「關懷」重複性高故被歸為同一個因素、新增的學生行

為向度與教師相關但與校長較無關聯。基於上述原因，問卷中的題目再次刪減，

最後保留了42個項目，包含在六個面向之下，分為校長行為及教師行為，內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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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長行為向度 

(1) 支持(Supportive Behavior)指校長對教師有著高度關切、尊重教師，時常讚

美教師但也會給予有建設性的批評。 

(2) 指示(Directive Behavior)指校長對於校內所有事都要自己管，對教師採嚴密

的監督。 

(3) 干擾(Restrictive Behavior)指校長給予教師過多的非教學工作負擔，不只無

法促進教師工作行為，還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工作。 

2、 教師行為向度 

(1) 團結(Collegial Behavior)即教師都以學校為榮，教師之間關係開放且互相尊

重個人專業，每位教師都熱心且願意一起工作。 

(2) 親密(Intimate Behavior)即教職員間十分緊密的合作，彼此都很瞭解對方，

都是好朋友。與同僚性行為的差別在於教職員間的關係更像朋友而非同事。 

(3) 疏離(Disengaged Behavior)即教師們沒有共同的目標，對於工作應付了事，

沒有專業性也缺乏熱誠。 

    OCDQ-RE 的六個面向確立出來後，根據此六個面向分析後發現，可藉由衡

量教師之間交互作用後的開放程度、教師與校長交互作用後的開放程度兩個因

素，再依據這兩個因素的開放程度，交叉而成四種不同開放程度的學校組織氣氛

類型（如表 2-1-2）。開放程度的計分方式為：校長開放=支持的-（管理的+干擾的），

教師開放=（團結的+親和的）-疏離的，以上均為得分越高，氣氛越開放(Hoy、

Tarter & Kottkamp, 1991)。學校組織氣氛四類型說明如下： 

1、 開放型(Open) 

    校長及教師間的關係是真誠且開放的、合作且互相尊重的。校長傾聽老師的 

    想法並給予支持，也給老師足夠的自由展現其專業。教師間彼此都能團結合 

    作、互相交流，大家都很瞭解彼此。 

2、 投入型(Eng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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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與校長間的連結不高，但教師間彼此的凝聚力很高。校長表現出封閉、 

    死板的行為，領導能力較無效率，而教師的專業性高，彼此之間還是很團結、 

    合作。 

3、 疏離型(Disengaged) 

    校長和教師關係疏遠。校長的行為是開放的，領導能力佳，常常關心且支持 

    教師，但教師之間不和睦且冷漠，常常忽略校長的關心，也無心於工作。 

4、 封閉型(Closed) 

    校長和教師的行為都是封閉的，校長嚴密監督且教師彼此冷淡。此類型與開 

    放型氣氛是完全相反的。 

表 2-1-2  Hoy 與 Clover 四個學校組織氣氛類型特徵 

                           校長行為 

                開放                      封閉 

 

 

 

 

 

資料參考自：Hoy, W. K., Tarter, C. J. & Kottkamp, R. B, Open schools/ Healthy schools. 

(London : New Delhi, 1991). 

    將 OCDQ 原始題目重評估、增減後，OCDQ-RE 最主要的貢獻是以學校為分

析為單位，排除不再保有效度的題目，並且檢視原有的題目中是否有重疊的因素

存在，將有重疊因素的題目歸為同一題。另外，Hoy 與 Clover 及 Halpin 與 Croft

不同之處在於，他們開始考量到學生在學校組織中的角色，雖然問卷修訂的最後

還是將學生行為向度的題目刪除，但是卻提醒了後期的學者在研究學校組織氣氛

時對學生角色的重視。除此之外，Hoy (1992)在健康學校組織氣氛研究中指出，

一個企圖發展興盛的學校組織必須試著解決一些課題，而解決這些課題的過程又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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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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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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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個層級息息相關，分別為行政、教師以及校外的系統，由此可知學校組織氣

氛的領域也開始重視到校外系統的因素。即便如此，Hoy 卻仍未以此提出具體的

問卷內容，雖然 OCDQ-RE 補足了 OCDQ 部份缺點，本身依舊有尚待修正之處。 

    隨著OCDQ-RE的提出，許多學者開始使用這份修訂後的工具來測量學校組

織氣氛。例如：Wheelock (2005)以OCDQ-RE問卷調查國小151位教師對組織氣氛

的知覺，發現不同年資的教師在組織氣氛的知覺上並無顯著差異；Kilinç 與 

Sezgįn (2011)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顯示年資、性別與組織氣氛沒有顯著相關。

此外，非洲國家的國小組織氣氛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感到校長是封閉的，而教師

彼此之間是開放的，整體上屬於投入型組織氣氛，且教師所知覺的組織氣氛與組

織健康亦呈現顯著相關(Pretorius & Villers, 2009)。OCDQ-RE也被修改拿來用在幼

教領域的研究，徐蕙瑩（2010）以OCDQ-RE問卷調查407位花蓮縣學前公私立幼

教師以後發現，不同教育程度的幼兒園教師、不同學校類別與整體幼兒園組織氣

氛達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使用OCDQ-RE進行的研究，可看出此份問卷在不同國家都使用

過，且持有信效度；問卷的內容也可以測量出組織氣氛的交互作用，即不同角色

在同一組織中會有不同的知覺；後期的研究則開始將研究焦點延伸至幼兒園領

域。以下整理OCDQ-RE研究後發現的問題及若干學者的建議，OCDQ-RE問卷的

優缺點如下： 

1、優點 

   林新發（1993）彙整眾人對於 OCDQ-RE 的評論後，歸納出的優點如下： 

(1) 學校組織氣氛的各向度、類型的特徵描述明確且互相獨立。 

(2) 考量學生的角色，使得整個問卷更具完整性。 

(3) 每個向度的測驗信效度都較 OCDQ 高。 

2、 缺點 

(1) 問卷限制組織中教師須超過 10 人才能使用，故不適合用於小型學校（徐蕙

瑩，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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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仍未考量到學校組織外的社會系統因素。 

(3) OCDQ-RE不適用於非洲國家，尚未考量到不同國家的文化因素(Pretorius & 

Villers, 2009)。 

(三) 學校組織氣氛的重要性 

學校組織氣氛的重要性為何？無論早期或晚近的研究皆表示，學校組織氣氛

確實會影響到學校效能，也會影響工作滿意度、離職率等。Lowe (2010)使用

OCDQ-RE 研究 216 位國小老師發現，教師認為學校在指示的（78.2%）、支持的

（55.6%）及團結的（43.5%）面向有較好的表現；研究亦發現，約有 37.5%的老

師認為自己的學校為封閉型的氣氛，24.5%為開放型氣氛，21.3%為疏離型氣氛，

及 16.7%為投入型氣氛，可見國小教師多知覺到封閉型氣氛。然而組織氣氛又會

造成哪些影響呢？Adenike (2011)的研究發現學校組織氣氛與工作滿意度呈現正

相關，意指學校組織氣氛愈佳，教職員的工作滿意度則越高，反之則越低。 

上述研究證實學校組織氣氛會影響工作滿意度、學校效能等，於是學者們開

始好奇，哪些因素會影響學校組織氣氛？Bloom (1988b)以幼兒教育機構中的教職

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個人因素與組織因素會如何影響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她

發現管理者與教師因為不同的職位會有不同的工作性質，進而產生工作態度上的

差異，所以職位上的差異會影響個人對組織氣氛的知覺。同樣的，Duff (2013)以

OCDQ-RE 問卷調查四所國小中 11 位校長與 244 位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發現

校長與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有差異，顯示不同職位對組織氣氛會產生不同知

覺。 

除了職別因素，教育程度、年資、組織規模也會影響學校組織氣氛(Zhang & 

Liu, 2010)。李冠儀（2000）研究國小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知覺、工作價值觀與專

業承諾之關係，以 OCDQ-RE 問卷調查 464 位花蓮的國小教師，發現花蓮地區國

小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氣氛類型以「開放型」（36.0%）與「封閉型」（28.4%）最多，

且開放型氣氛的學校組織對留職傾向具有正向預測力。國小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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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類型會因年資、學校地區與學校規模不同而有所差異，年資以 4 年以下知覺疏

離型的百分比顯著較高，21 年以上知覺投入型的百分比較高。學校地區上，一般

地區相較於偏遠區知覺投入型與封閉型的百分比較高，知覺疏離型的百分比則較

低。規模上，13-24 班知覺開放型的百分比較高，知覺疏離型的百分比較低；25

班以上知覺開放型的百分比顯著較低。劉妙珍（2006）以 OCDQ-RE 問卷調查 327

位嘉義縣市的國小教師，探討學校組織氣氛與組織效能之關係，發現各面向對組

織效能具有預測作用，且學校組織氣氛與組織效能之間具有正相關。在組織氣氛

的影響因素方面，劉妙珍亦表示學校組織氣氛會因學校規模不同而有差異，且不

同職位在組織氣氛中之校長支持行為達顯著差異。 

    綜合所述，國小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氣氛類型會因年資、學校地區與學校規模

不同而有所差異，年資低的教師與年資高的教師相較，較容易知覺到疏離型學校

組織氣氛；一般地區的教師與偏遠地區的教師相較，較容易知覺到投入型與封閉

型學校組織氣氛；規模小的學校較規模大的學校較易知覺到開放型學校組織氣

氛。不同職務、不同規模的國小組織成員對校長行為及教師行為的知覺程度亦有

差異。學校組織氣氛對留職傾向、組織效能具有預測作用，一間學校的組織氣氛

開放與否，能夠影響其效能及留職情況，因此可顯現出學校組織氣氛的重要性。 

二、幼兒園組織氣氛的內涵 

    經由國小的組織氣氛研究發現，學校組織氣氛確實有其重要性，學者們也開

始探討幼兒園組織氣氛的內涵。剛開始，在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研究中仍多使用

OCDQ-RE 為研究工具。例如：Sarah & Erin (2013)為了重新審視幼兒教育環境的

品質，並且探討幼兒園組織氣氛與教學品質的關係，以位在城市、以社區為中心

的 100 間低社經幼兒教育機構中的 40 位管理者與 37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年

資與教育程度會影響教職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年資深的教師在知覺教學品質與

組織氣氛之間的關係上，較年資淺的教師高；教育程度愈高的教師，在知覺教學

品質與組織氣氛之間的關係上的程度會愈小，表示教育程度愈高的教師認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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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與組織氣氛之間的關係不大。 

    國內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研究多以不同背景變項與組織氣氛的關係為研究焦

點。陳月麗（2003）以 OCDQ-RE 改編之幼兒園教師組織氣氛問卷，分析高雄市

公私立幼兒園教師背景變項與組織氣氛、組織承諾之關係，發現不同學校類別對

幼兒園組織氣氛類型的知覺程度達顯著差異，即公立幼兒園教師對組織氣氛感受

優於私立幼兒園教師；不同婚姻狀況、不同年齡、不同年資、不同薪資、不同兼

職情形、不同學校規模對幼兒園組織氣氛類型的知覺程度呈顯著正相關，即年齡

愈大、年資愈深、薪資愈高、兼職愈多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也愈高。 

    相同的，洪晴萱（2006）在幼兒園教師組織氣氛、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知覺

關係之研究中以 OCDQ-RE 問卷分析台南縣市地區 180 位公私立幼兒園，發現公

立幼兒園教師對組織氣氛感受優於私立幼兒園教師；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服務年

資、不同薪資的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上呈顯著正相關。 

    徐蕙瑩（2010）以 OCDQ-RE 問卷調查 407 位花蓮縣學前公私立幼教老師後

發現，不同年資、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學校類別之幼兒園教師在整體幼兒園組織

氣氛的知覺程度上達顯著差異。不同婚姻、不同年齡、不同薪資的幼兒園教師在

整體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歸納數篇研究後得知，不同背景變項與幼兒園組織氣氛之關係的研究結果大

致相同，皆發現不同年資、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學校類別在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

覺上會有差異，且不同年資、不同教育程度對幼兒園組織氣氛類型的知覺程度呈

顯著正相關。惟獨在不同薪資與幼兒園組織氣氛之關係上，徐蕙瑩（2010）、陳

月麗（2003）、洪晴萱（2006）的研究結果並不相同，推估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

能為幼兒園組織特性與國小組織不同。在教育體制上，幼兒園教育並未被列入正

式教育；在組織結構方面，幼兒園教師常常需要身兼教學與行政，且教學時數並

未被減免；在教學內涵上，幼兒園並不像小學有固定的課程。因此，有幼教學者

提出學校組織氣氛的面向並不完全適用於幼兒園組織，如欲探究幼兒園組織氣

氛，需要以幼兒園組織的背景來發展測量工具(Bloom, 19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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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loom 的幼兒園組織氣氛內涵 

    Bloom (1988a)對於學校組織氣氛層面的看法與前述學者的說法非常不同，其

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將焦點擺放在幼兒園而非小學，所以無論是分類的方式或是涵

蓋的內容，都明顯的表現出幼兒園的特性及內涵。幼兒教育環境與一般的管理組

織及小學、國中教育環境大不相同，在幼兒教育環境中，組織中的成員十分重視

經驗的傳承，也多遵循以往的經驗來做事；在非常重視平均主義的前提之下，幼

兒園組織也有更多參與性的活動，所以教職員之間的互動通常較頻繁。 

    與先前提出的學校組織氣氛類型相較，Bloom 考量到幼兒園組織以外的社會

影響因素，認為如果僅以幼兒園組織的角度來審視幼兒園組織氣氛，會過於單一

化，只能瞭解幼兒園組織氣氛的一小部份，而忽略學校外其他社會性因素的影

響。有鑑於此，Bloom 以社會系統的觀點來分析幼兒園組織氣氛，認為幼兒園組

織是以一個開放系統的角色與外在環境互動，這是一個動態且持續的過程(Bloom, 

1991)。社會系統的觀點對幼兒園組織氣氛的貢獻在於，幼兒園組織氣氛必定會有

轉變及適應的過程，當組織中的一個因素轉變時，也會同時牽動其他因素，所以

必須先確立幼兒園組織氣氛的面向，才能根據這些面向來達成幼兒園組織氣氛的

平衡。 

    Bloom (1986)早期的研究在探討幼兒園教師的工作滿意度，發現影響工作滿

意度的變項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是環境變項，包含：物理環境、組織結構、教

師的角色與責任、社會系統；第二是個人變項（含教師與園長），包含：社會背

景特徵、人格特質、能力與任職週期、角色期待，這些變項都會影響工作滿意度，

Bloom 因此發現人與環境互動的重要。於是，Bloom 從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中，

經由文獻整理，挑出十個與組織氣氛最有關係的面向，進行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研

究，並建立出幼兒園組織氣氛的內涵，共分為十個面向如下：  

1、 同事關係(Collegiality) 

    人都是社會性的，如果學校組織中同事之間的關係是彼此關懷、彼此支持及 

    互相信任的，則會發展出和諧的學校組織氣氛，進而提升教師自我滿足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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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認可。一所強調同事之間良好關係的學校會提供同事互動的機會，而 

    且這個互動是舒適的，教師能夠很自由的在一個開放的氣氛下表達自己的想 

    法。 

2、 專業成長(Opportunities for professional growth) 

    專業成長的機會之所以重要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為可以提升教學品質， 

    其二為增加專業的滿意度。提供彈性的時間，讓教師能夠參與一些提升自我 

    專業的活動，像是參加會議或是工作坊、參訪其他學校機構、在職進修，園 

    內可以提供有關幼教專業的雜誌、書籍以及一些期刊或教學專用書以供校內 

    教師使用。一所提供教師多元途徑來提升幼教專業的學校，能夠讓教師不斷 

    的在專業領域進修並吸收新知，進而加強教學的能力，而好的成長機會也可 

    以增進教師處理實務困難的能力。 

3、 園主任支持(Supervisor support) 

    一個好的園主任會對教師清晰的表明自己對學校組織的期待，並且在組織運 

    作的過程中給予教師支持、時常的鼓勵他們。園主任對於教師的表現應給予 

    適時的回饋、敏銳的觀察每位教師的需求，從中給予職業指引或訓練，教師 

    會因此感受到自己「被重視、被看見」，也會因此減低離職傾向、提升工作 

    認同感。 

4、 制度清晰(Clarity of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幼兒教育機構下的人員角色、彼此的關係，是建立在一個複雜的網絡上的， 

    又因為幼兒教育機構中所有的事務是需要所有工作夥伴一起完成的，所以在 

    職務上的分工、分配就顯得非常重要。各級學校都需要明確的職務分配，然 

    而幼兒教育學校的職務分配顯得格外重要是有原因的，因為園內的事務同質 

    性及重複性高，如果在職務的分配上沒有分清楚，就會造成教師重複做同樣 

    的事，而有些事卻沒人完成的情況。 

5、 獎勵制度(Reward system) 

    這裡指的是教師的薪水及升遷的制度，因為幼兒園教師對福利的定義不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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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薪資的支付，其中還包含了升遷制度、休假制度等因素。幼兒園的現況顯 

    示有許多教師會因為薪水的緣故而離職，而薪水對每一位教師來說，都有不 

    同象徵的意義，諸如薪水是一個可以獲得地位的動力來源、薪水代表著對知  

    識的肯定、薪水也可以讓教師覺得自己的有價值的。升遷制度則可以讓教師 

    產生對未來的安全感，有些教師致力於幼兒教育會希望自己的能力被看見， 

    可以在未來有更好的機會。 

6、 決策(Decision making) 

    決策的執行代表著權力是如何被建立的，如果教師感覺他們對於園內計畫的 

    執行是被鼓勵可以提出想法的、可以被傾聽且接納的，那麼他們會很願意表 

    達自己的看法，因為自己是這個組織內的一份子，大家都有對決策表達意見 

    的權利，而不是將所有的權力賦予在園主任身上。 

7、 目標共識(Goal consensus) 

    在學校組織內，極其重要的即是教育目標的共識，當組織內所有成員達成同 

    樣的共識，就可以瞭解這個學校組織希望孩子學會什麼、希望孩子成為什麼 

    樣的人，或是希望孩子可以經歷什麼模樣的幼兒期經驗。組織中的成員對於 

    目標的共識也可以顯示出所有成員將自己不同的信念加以整合，全體一致對 

    於認同的目標努力達成。 

8、 工作效率(Task orientation)  

    指學校內的所有事務，皆可用聰明的方法且有效率的完成。在一個任務導向 

    的學校組織中，教師不會被教學以外的繁瑣工作打擾，所有的工作都已經事 

    先計畫且安排妥當，而教師們也都會如期的完成，拖延是極少發生的事。 

9、 物理環境(Physical setting) 

    學校的物理環境包含設計、燈光、顏色…等結構，物理環境可以透露出一所 

    學校想要傳達的氣氛，而且孩子的行為模式也常常會受到物理環境的影響。 

    幼兒學校組織中的環境設置會特別強調適合孩子的結構，諸如所有的環境都 

    是有秩序且富含結構性的，除了考量到孩子的因素，好的學校環境也能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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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自由運用、方便取得教學所需資源。 

10、創新度(Innovativeness) 

    創新度是指學校對於處理學校內的事務不會落於傳統的窠臼，會鼓勵教師提 

    出不同以往的、創新的解決方法，並且以開放的態度接納新的思考及改變。 

    在一個創新的學校組織中，多樣性是具有價值的，有關於教育的新模式、新 

    方法都是非常受到組織歡迎的。 

 

    Bloom (1988a)根據前面十個向度發展出「幼兒園工作環境調查(The Early 

Childhood Work Environment Survey, ECWES)」問卷，此份問卷主要是用來測量幼

兒園的組織氣氛，探討幼兒園組織中園長與教師對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覺情形。

她的研究對象包含 629 位幼教工作人員，其中有 94 位園長與 535 位教師。研究

有幾個重要的結果：(1)幼兒園組織中，園長與教師對於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覺有

顯著的差異，(2)十個面向之中，有八個面向達到 P<.01 的顯著，(3)園長對幼兒園

組織氣氛的知覺通常比教師良好，也較常描繪出幼兒園組織光明的一面。 

    依據 Bloom 的研究結果，得知園長與教師對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覺有差異，

因此研究者認為 ECWES 問卷測量的幼兒園組織氣氛與 OCDQ、OCDQ-RE 相同，

亦呈現出交互作用的特性，與本研究採用的組織氣氛之交互性定義符合。 

然而，幼兒園組織氣氛與 Halpin 及 Croft、Hoy 及 Clover 的學校組織氣氛面

向相較，究竟有何相異之處？其對於幼兒園組織的適用性又為何？以下將針對三

種不同學校組織氣氛面向作比較，以推演出本研究欲採納的學校組織氣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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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CWES 與 OCDQ 及 OCDQ-RE 的比較 

    ECWES 與 OCDQ 及 OCDQ-RE 比較呈現於表 2-1-3。 

     

    表 2-1-3 ECWES 與 OCDQ 及 OCDQ-RE 比較 

 

                      OCDQ        OCDQ-RE      ECWES 

      同事關係          ˇ             ˇ            ˇ 

      專業成長                                       ˇ 

      園主任支持        ˇ             ˇ            ˇ 

      制度清晰                                       ˇ 

      獎勵制度          ˇ             ˇ            ˇ 

      決策                                           ˇ 

      目標共識                         ˇ            ˇ 

      任務取向          ˇ             ˇ            ˇ 

      物理環境                                       ˇ 

      創新度                                         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2-1-3 的整理可見，Bloom (1988a)提出的「幼兒園組織氣氛十面向」涵

蓋 Halpin 與 Croft 及 Hoy 與 Clover 學校組織的所有面向，並多出了專業成長、制

度清晰、決策、物理環境及創新度五個面向。由於本研究將研究焦點聚焦於公立

附幼組織氣氛，因此想知道此五面向對於公立附幼是否需要存在，以下嘗試以公

立附幼組織的特殊性與關連性來分析。 

    Bloom 新增的五個面向呈現出的公立附幼組織特殊性與關連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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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專業需求 

    101 年正式實施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幼兒園應招收二歲以上至入國

民小學前之幼兒，在新法上路及國內幼兒人口變化趨勢的影響下，公立附幼將面

臨同一班包含 3~5 歲以上跨齡幼兒的混齡教學情況。不同年齡的幼兒有不同身心

發展與需求，因此對環境設備的需求不同，教學與課程的內容亦不太相同，從教

育與保育兩者所產生的交互影響，恐將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造成一定的衝擊（李

明堂，2012）。由此可見，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未來將面臨更多的混齡教學，無論

在班級經營、教學及保育方法上，都需要更多的學習機會。 

    同樣的，根據 Culkin 所提出的幼兒園園長九個領導主要範圍之一即是「教師

在職進修」，Burch 也將領導行為歸納為三個主要部分，其中之一即是「提供必要

的在職教育訓練」（引自許玉齡，2004a），可見教保人員對在職進修、在職訓練

的需求相當重要。另外，戴文青（2005）更指出，歷年評鑑報告所描述的有關公

立幼兒園教師角色實踐與專業成長狀況的描寫大多為：「缺乏專業書籍與期刊，

亦無資源室」，亦即當教保人員需要專業的新資訊時常常苦無管道，幼兒園也未

滿足教保人員專業成長上的需要。 

綜上可見專業成長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重要性，顯示此面向有其存在之必

要。 

2、制度 

    國內公立兒園中多為國小附設幼兒園，故在行政組織上，幼兒園是隸屬於國

小的一部分，附設公立幼兒園園主任是附屬於國小校長之下的其中一位主任。雖

然園主任肩負行政工作，但在幼兒園組織中，園主任的身分與其他教保人員中的

教師相同。因此，在幼兒園工作內容多樣化且幾乎每位教師都兼任行政職的前提

之下，每一位教保人員幾乎都沒有一段特定的時間來完成教學以外的行政工作，

故他們勢必要犧牲教學時間來完成（孫立葳，2000）。 

    另外，許玉齡（2004a）於公立幼兒園園長的工作職責與角色之調查研究中，

在回收全台縣市共 426 所公立幼兒園填寫的問卷後發現，公幼園主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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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包含七個面向共四十項工作內容，並指出即使在公立附幼，雖然學校中

有許多比幼兒園教師更有行政資歷的國小行政專才協助，但是幾乎所有教學以外

的行政工作仍然被幼兒園兼任行政的人認為必須由園主任來擔任，而目前我國的

公幼園主任或實際負責園主任工作的人多半是幼兒園教師，這樣的工作職責要由

兼任的幼兒園教師來完成顯然會造成困難。 

在前述公立附幼兒內教保人員人人都有很多工作的狀況下，幼兒園內的制度

是否清晰就顯得很重要了，可見制度清晰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重要性，顯示此

面向有其存在之必要。 

3、決策 

    國內公立兒園中多為國小附設幼兒園，故在行政組織上，幼兒園是隸屬於國

小的一部分，無論是在作決策或是辦活動時，都需處處考慮國小的行政業務。另

外，在自主性方面，不論是獨立設置幼兒園或是國小附設幼兒園，在公立情況下，

皆沒有完全的人事任免權以及完整的經費自主權，因此在這兩項工作上，可能園

主任的職責與角色認定會受到國小的配合度、校長支持與否、教師相處和諧與否

等外在因素所影響，而產生一些差別（許玉齡，2004a）。 

    在公立幼兒園組織內部方面，教學對教保服務人員來說被視為重要、有成就

感的；沒有共同參與決定權的結果，也會使得教師感到不被尊重及信任，導致工

作上的壓力，並產生離職求去的念頭（孫立葳，2000）。在園務發展方面，漢菊

德（1996）指出園主任可以是發展的草擬者，他必須向教師說明他的構想，徵求

教師的意見，達到共識，共同為園所的計畫而努力。因此，園主任要把握民主的

原則，使教師瞭解自己的想法，同時接納教師的意見。 

    綜合上述，可見決策的參與機會及決策自主性會影響教保人員對組織的感

受，進而影響離職率，可見決策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重要性，顯示此面向有其

存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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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理環境 

    邱淑惠、莊世潔（2009）在一所幼托機構的關鍵成功因素分析中指出，整體

環境舒適、乾淨衛生、教室空間明亮、戶外空地上遍植花草樹木的空間適合幼兒

活動，讓幼教機構有家的感覺。相同的，王政德（1988）以座談的方式發現，教

學設備亦為教師所面臨的問題之一。園舍狹小空間擁擠、衛生設備不佳、教具良

莠不齊等，除了造成教師困擾之外，亦會導致教師工作的不滿足，進而影響教師

流動率。另外，鄭美惠、謝美慧（2009）幼兒家長選擇就讀公立幼稚園之研究指

出，相較於私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的學校環境多為利用國小剩餘教室，在設備

上與私立幼兒園形成強烈的對比，因而這個現象可能會影響公立幼兒園的招生狀

況。綜合上述，可知幼兒園環境除了會影響幼兒，亦會影響教保服務人員，進而

影響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園組織氣氛的感受。 

    綜上可見物理環境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重要性，顯示此面向有其存在之必

要。 

5、創新度 

    王政德（1988）以 222 位公私立現職幼教合格教師為對象，以問卷調查發現

工作多樣性（教學具有創新、不呆板、具有挑戰性）及教師的專業成長與教師工

作滿意度具有顯著相關。亦即工作越多樣性及越富有專業成長機會之教師，所具

有之工作滿意度越高，也越不易產生轉業行為。漢菊德（1996）也指出，當幼兒

園內主持會議時，園主任可以在幼兒園中擔任催化員的角色，主持會議時要留意

有創意的觀點，接納並且要擴大討論，鼓勵發言，為此一個機構才會有創發力、

生命力，而且園主任也可以主動提供新資訊、新政策。另外，李新鄉（2010）以

大一國小為對象，探討教學卓越獲獎團隊表現與學校教師文化之關聯性，發現學

校以學年團體成長的方式凝聚教師的想法，透過教師間的互助與討論，突破傳統

思考、激發創新想法，並實際運用在教學上，進而成就出教學卓越的殊榮。 

    如上述，教學具有創新、鼓勵創意的觀點及突破傳統思考均為創新度面向之

項目，顯示此面向有其存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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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前面所述，研究者認為 Bloom 提出的專業成長、制度清晰、決策、物理

環境及創新度五個面向能夠顯示出公立附幼組織的特性，對公立附幼組織氣氛的

研究是重要的，所以本研究將採用之。 

(三)幼兒園組織氣氛的重要性 

    依據上述，可瞭解公立附幼特性與 Bloom (1988a)新提出的專業成長、制度清

晰、決策、物理環境及創新度五個面向之關連，而公立附幼組織氣氛的重要性為

何？  

    以Bloom的幼兒園組織氣氛十面向為工具，Pope 與 Stremmel (1992)研究幼

兒園教師的工作滿意度與幼兒園組織氣氛，發現幼兒園組織氣氛會影響教職員的

互動方式以及工作態度，無論與他人互動的經驗或是工作態度，都會進而影響到

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及學校的效能。沈佳生與汪慧玲（2006）研究托兒所教師對自

己任教學校氣氛的看法，發現私立托兒所在「同事關係」上比公立托兒所得分高、

不同薪資等級的教師對獎勵制度的看法有顯著差異、托兒所教師在學校氣氛部份

認為她們的園所在同事關係、創新度與決策等三個項目擁有比較好的得分；但是

在獎勵制度、園所長支持與物理環境等三個項目得分較低。 

    幼兒園組織氣氛除了會影響教師的工作態度及工作滿意度，亦會影響教師的

離職率，例如：谷瑞勉（1989）以問卷調查法調查高屏地區 404 名幼托園所教師

及 70 名園所長，調查結果發現教師會為了尋找比較理想的環境、學習新知的機

會、易溝通具教育熱忱和理念的園所長、工作量適當、同事相處愉快、家長支持

和能兼顧家庭的方便而轉換工作。楊筱雲、蘇建文（1994）以台北市登記之公私

立托兒所教師與保育員為研究對象，發現「組織制度」不良是導致工作倦怠的原

因之一。托兒所中工作分配不合理、獎賞懲罰不公平、升遷進修上的障礙都易導

致教保人員心生不滿，進而產生工作倦怠，導致離職的產生。 

    綜合上述，一所幼兒園組織氣氛的開放程度與否，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幼

兒園的效能、教師對工作的滿意度、教師對工作的倦怠感及離職率等，所以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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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組織氣氛是重要的。 

 

三、小結 

    Bloom (1988a)的幼兒園組織氣氛內涵包含了 Halpin 與 Croft (1963)、Hoy 與 

Clover (1986)的學校組織氣氛所有面向，且考量到幼兒園組織的特殊性，無論是

在幼兒園制度、幼兒園組織結構、幼兒園教學內涵等方面，都較符合國內幼兒園

的現況。基於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國內公立附幼組織氣氛的現況，研究者選擇

Bloom 的幼兒園組織氣氛十面向，並使用依據此十面向發展出的 ECWES 為研究

工具，針對國內公立附幼組織氣氛的現況進行探討及建議。 

 

第二節  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 

本章節一節已呈現學校組織氣氛的重要性，其在學校組織中可被視為一個無

形的特質，這個特質往往會成為決定一個學校組織樣貌的關鍵。而其中影響組織

氣氛的因素又是什麼？本節統整過去研究的發現，發現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

包括年齡、年資、薪資、職位、學校類別、學校規模、教育程度、學校環境，本

節將一一呈現。 

壹、 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 

一、年齡 

    陳月麗（2003）、林英春（2007）都使用 OCDQ-RE 研究高雄市公私立幼兒

園教師，他們都發現教師的年齡與組織氣氛知覺程度有顯著正相關，亦即年齡較

大的幼兒園教師，對組織氣氛的感受程度顯著優於年齡較小的教師。他們認為可

能是因為年齡大的教師對於學校環境、人際互動以及對彼此的個性較熟悉，比年

齡小剛進入教學領域之教師，在整體組織氣氛感受較高。 

    然而，黃明昌（2006）研究幼托園所員工之離職傾向與園所長領導風格、組

織氣氛之關係，發現年齡與組織氣氛並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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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年齡是否為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尚無定論，所以研究者欲採

用年齡為背景變項，探討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不同年齡對組織氣氛知覺的差異情

形。 

二、年資 

    Wheelock (2005)、Kilinç 與 Sezgįn (2011)同樣以 OCDQ-RE 問卷調查國小教

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發現不同年資的教師在組織氣氛的知覺上並無顯著差異。

不同年資的教師對校長支持、指示、干擾行為的知覺無顯著差異；不同年資的教

師對校長行為是否開放的知覺亦無顯著差異。但是，林貴芬（2006）在高雄市國

民小學本位管理、組織氣氛與學校效能的關係的研究中，發現年資深的教師對校

長支持行為、教師團結行為的知覺顯著優於年資淺的教師，此結果與國外研究不

同。 

    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研究中，洪晴萱（2006）以問卷調查台南縣市 180 位公私

立幼兒園教師，探討幼兒園教師組織氣氛、工作壓力、職業倦怠知覺之關係，發

現不同服務年資之幼兒園教師，在組織氣氛知覺上並無差異；Shen (2005)研究也

指出，年資與教師知覺之組織氣氛無顯著相關。原因可能是幼兒園組織會隨時間

轉變，而現在國內的師培制度也加強了實習領域的訓練，所以不同服務年資的幼

兒園教師對幼兒園工作所面臨的困境皆有所聞，且對幼兒園工作的負荷量已逐漸

適應，故有此研究結果。 

    綜合上述，年資是否為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尚無定論，所以研究者欲採

用年資為背景變項，探討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不同年資對組織氣氛知覺的差異情

形。 

三、薪資 

    陳月麗（2003）以問卷調查高雄市 789 名公私立幼兒園教師，研究結果顯示

不同薪資之幼兒園教師所知覺的學校組織氣氛有差異，以薪資所得 45001 元以上

的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感受最好，而薪資在 25000 元以下的教師對學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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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氣氛的知覺感受最不好。 

    洪晴萱（2006）的研究結果與陳月麗（2003）相同，並且分析此結果的原因

可能為薪資高的幼兒園教師對工作的滿意度較高，對學校整體事務的配合度及活

動表現都較活躍，與同事的互動更是密切，故所感受的組織氣氛較佳；薪資低的

教師多處於私立幼兒園，在龐大的工作量下卻得不到相當的報酬，故態度較為保

守、消極，對於學校額外的活動也較不積極參與，與校長、同事、家長之間的互

動更顯薄弱。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薪資與組織氣氛知覺程度有顯著正相關，亦即薪資越

高，對組織氣氛的知覺越好。雖然國內公立附幼的薪資是由政府依據一套固定的

制度執行，然而在此統一的制度下，表示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薪資調整的自主

性或影響程度較小，所以研究者欲採用薪資為背景變項，探討公立附幼教保人員

不同薪資對組織氣氛知覺的差異情形。 

四、職稱 

    Duff (2013)以OCDQ-RE問卷調查四所國小中11位校長與244位教師對組織氣

氛的知覺，發現校長與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有差異，亦即不同職稱對組織氣氛

會產生不同知覺。此外，江滿堂（2004）研究領導策略與學校氣氛對教師知識 

分享意願之影響，發現教師對行政事務的配合度不高，經常抱怨學校賦予教師過

多與教學無關的工作，亦即擔任不同的職位，立場與角色會截然不同，對學校組

織氣氛的知覺也會有顯著的差異。林貴芬（2006）的研究也有相同結果，發現教

師兼主任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顯著優於未兼主任的教師。 

    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研究中，林英春（2007）以問卷調查高雄市公私立幼兒園

教師的結果則不相同，發現不同職稱之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組織氣氛的感受上並

無不同。原因可能是，無論是否有兼任行政工作，幼兒園教師有其自主性，對工

作環境、人際互動上的瞭解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不會因為擔任不同職位而對幼

兒園組織氣氛有不同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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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職稱是否為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尚無定論，且以往學校組織

氣氛的學者皆強調不同職稱會對學校組織氣氛產生不同的知覺(Halpin & Croft, 

1963；Hoy & Clover, 1986；Bloom, 1988)，所以研究者欲採用職稱為背景變項，

探討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不同職稱對組織氣氛知覺的差異情形。另外，教育部

（2012）公布之《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中說明符合園長訓練資格者須在幼

兒園服務滿三年，且在公立附幼中，不同職稱的教保人員領的薪水也不同。研究

者好奇，不同職稱的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是否會受到年齡、年資、薪資、

學歷的影響？ 

五、學歷 

    Zhang & Liu (2010)的研究發現，教育過程的長短與組織氣氛具有顯著相關，

而不同程度之組織氣氛與離職傾向均造成顯著相關。林貴芬（2006）研究也指出，

不同學歷的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會有差異，且師專畢業的教師對組織氣氛

的知覺顯著優於師院、師大（含一般大學教育系）的教師。 

    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研究中，黃明昌（2006）、洪晴萱（2006）的研究結果相

同，發現幼教老師之不同學歷與組織氣氛呈現顯著相關，原因可能有二種，一為

現在的幼兒園教師多為大學程度畢業，高中畢業的幼兒園教師無論在價值觀、教

學理念、自我成長需求及同事互動方面，難免會產生一些差異，進而造成與同事

間的疏離感。二為高中畢業的幼兒園教師年紀都較長，想法與態度也易與學校同

事有落差及隔閡。然而，Shen (2005)的研究結果則不相同，他發現學歷與教師知

覺之組織氣氛無顯著相關。 

    綜合上述，學歷是否為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尚無定論，所以研究者欲採

用學歷為背景變項，探討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不同學歷對組織氣氛知覺的差異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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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規模 

    Vilaichone (1987)研究指出，不同規模大小對教師知覺組織氣氛會有顯著相

關，在教師阻礙行為、教師士氣及校長以身作則之感知上，大規模學校會比小規

模來的氣氛佳。林貴芬（2006）研究有同樣的發現，她推估可能是因為規模較小

的學校，教師人數少，負責的工作也就會比較多，故會知覺到較多的校長干擾行

為，對組織氣氛的知覺也會較不好。 

    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研究中，李菁菁（2003）研究台北縣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

兼行政職務教師的工作壓力，發現不論幼兒園規模大小，其行政事務的內容都是

相同的，所以任教於規模小的幼兒園教師，對行政事務壓力的知覺較大，因此知

覺到的組織氣氛較不佳。陳月麗（2003）也有同樣的發現，她指出任教於不同學

校規模的幼兒園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感受會有差異，任教於 10 班以上規

模的幼兒園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感受最佳。但是，林英春（2007）的研究結果

則顯示不同規模幼兒園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無差異。 

    綜合上述，學校規模是否為影響學校組織氣氛的因素尚無定論，所以研究者

欲採用學校規模為背景變項，探討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不同學校規模對組織氣氛知

覺的差異情形。另外，由於學校規模屬於幼兒園的組織特性，研究者欲進一步瞭

解，不同學校規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是否會受到教保人員的個人特性（年齡、

年資、學歷）的影響？ 

貳、 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見薪資與學校或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呈顯著正

相關；年齡、年資、學歷、職稱、學校規模與學校或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

則尚無定論，因此，研究者認為年齡、年資、學歷、薪資、職稱、學校規模為可

研究的背景變項。 

    此外，不同職稱的教保人員在年資、薪資等方面亦會不同；不同學校規模對

組織氣氛的知覺又可能會受到教保人員個人特性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好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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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薪資、職稱，以及在不同學校規模任職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

覺，是否會受到其年齡、年資及學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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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中市公立附幼組織氣氛的現況以及不同個人及組織因素與

幼兒園組織氣氛的關係，擬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本章第一節呈現研究架構、研究

問題及研究流程；第二節說明研究對象與取樣方式；第三節敘述研究工具的編製

與信效度考核方法；第四節描述資料處理與分析的方法；第五節說明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壹、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的二個目的：(1)比較台中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年

齡、年資、學歷）及幼兒園的組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模）與幼兒園組織

氣氛之關係，(2)瞭解台中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學歷）

及組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模）交互作用後，與台中市公立附幼組織氣氛

之關係。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教保人員個人變項 

1.年齡  

2.年資 

3.學歷 

公立附幼組織變項 

1.薪資 

2.職稱 

3.學校規模 

幼兒園組織氣氛十面向 

1.同事關係 

2.專業成長 

3.園主任支持 

4.制度清晰 

5.獎勵制度 

6.決策 

7.目標共識 

8.工作效率 

9.物理環境 

10.創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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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研究流程如圖 3-1-2 所示： 

 

 

 

 

 

 

 

 

 

 

 

 

 

 

 

 

 

 

 

 

  

 

 

 

   準備階段： 

  擬定研究計劃 

 

 

 

 

 

 

 

 

 

 

 

 

 

 

 

   實施階段： 

 擬定研究工具 

   與正式施測 

 

 

 

 

 

 

 

 

 

 

 

 

     

     

 

 

完成階段： 

  歸納研究發現 

     與結論                                   

圖 3-1-2 研究流程圖 

文獻探討 

蒐集閱讀並整理學校組織氣氛、學校組織氣氛影響因素、國內公立

幼兒園特性等相關文獻資料後，擬定研究主題 

確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並擬定出研究架構 

研究工具編擬 

參考 Bloom (1988a)「幼兒園工作環境調查」之問卷，由研究者翻譯

及修改，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擬定問卷初稿 

第一階段專家效度 

請五位幼兒園組織氣氛領域之專家學者、五位國內公立附幼實務工

作者就問卷內容之代表性、問卷題項之適切性以及可閱讀性加以評

估與修正 

 

問卷初稿修改 

第二階段專家效度 

請五位幼兒園組織氣氛領域之專家學者、五位國內公立附幼實務工

作者就問卷內容之代表性、問卷題項之適切性以及可閱讀性加以評

估與修正 

修改並完成正式問卷 

正式施測 

選取台中市全數公立附幼 127 間之教保人員填寫同意書與正式問卷 

項目分析與信效度分析 

採用題目決斷值（CR）、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 Cronbach’s α 係數檢核

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資料統計分析 

採用描述性統計、變異數分析（單因子或 T-test）進行分析 

 

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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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取樣方式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基於本研究之目的，為了解台中市公立國小附幼

組織氣氛的現況，故以台中市全數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內的教保人員為研究對

象。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 條：「教保人員指在幼兒園服務之園長、教

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全國法規資料庫，2014）；又考量本研究對象為公立

國小附幼，因此，研究對象包含專任園主任、教師兼園主任、教師、代理教師、

教保員及代理教保員。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4）及台中市政府教育局（2014）

公布之 103 學年度各級學校資料顯示：台中市公立國小附幼有 127 園（含分班），

教保人員數因正值幼托整合初期，各校聘任教保員的狀況還不穩定，教師與教保

員、代理教師的比率也還在調整，無法確認確切的教保人員數量。 

貳、取樣方式 

    依據 Tinsley 的建議，調查研究樣本數可依問卷題數來計算，每一個題目大

約 5 到 10 個受訪對象的比率（引自吳齊殷譯，1999）。本研究自編問卷共有 60

題，因此至少需要 300 位教保人員2（60 x 5）為有效樣本；如果以 70%的回收率

計算，本研究最少應發放 430 份問卷。 

    本研究依據台中市政府教育局（2014）公布之公立國小附幼名單，依照名單

上所在地區逐一編碼，並一一致電幼兒園說明研究目的及內容，爭取其同意；若

該園無法協助，則以編碼為其後續一號之幼兒園繼續，以此方式，直至所有台中

市公立國小附幼致電結束。 

 

 

                                                      
2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在國小附設幼兒園裡，「園主任」即為一園的園長。教保員依勞動基準法進用，

採約聘制，由於教保員的工作內容尚無詳細規定，所以有些教保員主要協助園主任的行政工作，有些則

擔任進班教學的角色。代理教師每學年聘任一次，工作內容與教師相同，然因未必是長期待在同一間園

所，所以對於園內行政細節未必非常瞭解。 

 



41 
 

徵得幼兒園願意提供協助的同意後，研究者親自將問卷與同意書一同送到幼

兒園，或以附上回郵信封的方式郵寄；為避免教保人員擔心園主任或其他同事看

到自己的填答內容而影響填答，每一份問卷皆附上一個信封，讓教保人員填答完

畢後可裝入彌封，再將彌封後的問卷交給園主任，請園主任協助代收並寄回問卷

與同意書。 

參、研究樣本 

    參與研究的幼兒園共有 102 間，總計發出 528 份問卷，回收 431 份問卷；其

中扣除空白問卷 7 份、資料填答不全 33 份（包含基本資料填答未完全者 24 份3、

組織氣氛現況漏填者 9 份）等 40 份無效問卷，共得有效問卷 391 份，本研究有

效問卷回收率為 74%（391/528 x 100%）。經整理填答者基本資料過後，代理教保

員身份者僅 1 位，專任園主任僅 3 位，故考量其解釋力較小，予以刪除。呈上述，

本研究所使用之有效問卷共計 387 份，已滿足至少需要 300 份有效樣本之需求。 

研究樣本個人背景及組織背景之原始資料呈現於表 3-2-1： 

表 3-2-1 研究樣本個人背景及組織背景原始資料一覽表（n=387） 

基本資料類別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年齡 

20-30 

31-40 

41-50 

51 以上 

110 

149 

104 

28 

29.2% 

38.2% 

26.6% 

7% 

年資 

1 年以下（含 1 年） 

2-5 年 

6 年以上（含 6 年） 

109 

143 

134 

28.2% 

37% 

34.6% 

學歷 

高中職畢 

五專畢 

四技二專畢 

大學畢 

研究所畢 

2 

3 

13 

250 

119 

0.5% 

0.8% 

3.4% 

64.6% 

30.7% 

                                                      
3
資本資料填答未完全者在無效問卷中佔多數，詳閱每份問卷填答內容，發現多為年齡及私幼任職年資未

填。可能是因為填答者不願透露年齡，或是曾在私幼任職過但卻忘記在私幼任職了幾年。 

 



42 
 

薪資 

25001-30000 

30001-35000 

35001-40000 

40001-45000 

45001-50000 

50001-55000 

55001-60000 

60001-65000 

65001-70000 

70001-75000 

75001-80000 

80001 以上 

7 

66 

29 

64 

43 

62 

28 

29 

25 

22 

10 

2 

1.8% 

17.1% 

7.5% 

16.5% 

11.1% 

16% 

7.2% 

7.5% 

6.5% 

5.7% 

2.6% 

0.5% 

職稱 

教師兼園主任 

教師 

代理教師 

教保員 

72 

207 

27 

81 

18.6% 

53.5% 

7% 

20.9% 

學校規模 
規模小（60 人） 

規模大（61 人以上） 

212 

175 

54.8% 

45.2% 

    表 3-2-1 顯示，研究樣本多為中生代（31-40 歲）或是新生代（20-30 歲），且

年資以 2-5 年為多數，由此可看出，研究樣本多屬於在幼教現場任教已有一段時

間，對這份職業應有一定的認知與熟識，但卻未必是非常資深之教保人員。學歷

的部分，研究樣本多為大學以上學歷（大學畢業佔 64.6%；研究所畢佔 30.7%），

高中職、五專、四技二專畢的教保人員佔不到 5%。在薪資方面，薪資為

40001-60000 元的教保人員有一半以上（50.9%），依據現今公立附幼的給薪標準，

其中應包含初任教師、教保員、資深教師及兼任行政職的教師。最後，在職稱的

部分可看出教師佔一半以上（53.5%），代理教師則只有 7%，在研究樣本中屬非

常少數。 

如前述，以下依序說明研究樣本的背景資料及各背景資料類組合併方式：在

年齡方面，教保人員平均年齡 37 歲，年齡 31-40 歲為最多（148 人，佔 38.2%），

其次依序為 20-30 歲（109 人，佔 29.2%）、41-50 歲（103 人，佔 26.6%）及 51

歲以上（27 人，佔 7%），顯示中生代及新生代教保人員佔多數。在年資方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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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教保人員年資 2-5 年為最多（143 人，佔 37%），其次為 6 年以上（含 6 年），

然而 6 年以上（含 6 年）之教保人員為 134 人（佔 34.6%），與年資 2-5 年之教保

人員數量相差不到 10 人，且此兩類組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無顯著差異（見

表 3-2-2），故本研究將年資 2-5 年及年資 6 年以上（含 6 年）合併為同一類組，

並命名為「1 年以上（不含 1 年）」；教保人員年資以 1 年以上（不含 1 年）為最

多（277 人，佔 71.8%），其次為年資 1 年以下（含 1 年）（109 人，佔 28.2%），

顯示台中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年資多為 1 年以上（不含 1 年）。 

表 3-2-2 年資 2-5 年與 6 年以上（含 6 年）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組織氣氛各面向 年資 2-5 年 年資 6 年以上（含 6 年） 

同事關係 19.22 19.40 

專業成長 17.90 18.76 

園主任支持 19.28 19.69 

制度清晰 19.83 20.52 

獎勵制度 19.36 20.32 

決策 22.03 22.55 

目標共識 19.32 20.05 

工作效率 19.19 19.43 

物理環境 18.86 19.37 

創新度 15.32 16.02 

    在學歷方面，發現教保人員高中職畢、五專畢及四技二專畢僅佔 18 位

（4.7%），故考量其解釋力較低，且此三類組及大學畢類組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

平均數無顯著差異（見表 3-2-3），故本研究將高中職畢、五專畢及四技二專畢與

大學畢合併為同一類組，並命名為「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

為最多（268 人，佔 69.3%），其次為研究所畢業（119 人，佔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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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高中職畢、五專畢、四技二專畢及大學畢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組織氣氛各面向 高中職畢 五專畢 四技二專畢 大學畢 

同事關係 19.00 19.00 20.23 19.40 

專業成長 17.00 17.66 18.30 18.20 

園主任支持 17.50 22.00 20.69 19.67 

制度清晰 18.50 20.00 20.61 20.20 

獎勵制度 21.00 22.00 19.61 19.82 

決策 21.00 24.66 23.30 22.32 

目標共識 18.00 19.66 20.69 19.73 

工作效率 18.00 19.33 20.07 19.48 

物理環境 18.50 19.66 18.61 19.00 

創新度 14.50 16.00 15.76 15.56 

    在薪資方面，發現薪資 25001-30000 僅 7 位（佔 1.8%），故考量其解釋力較

低，且公立附幼教保員最低薪資為 34155 起跳，加上薪資 25001-30000 與薪資

30001-35000 兩類組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見表 3-2-4），故

本研究將此兩類組合併為同一類組，並命名為「薪資 35000 以下」。其次，因考

量公立附幼教師最低薪資為 35000 起跳（含代理），且薪資 35001-40000 多為代理

或技職體系畢業之教師，故薪資 35001-40000 類組維持不變。 

表 3-2-4 薪資 25001-30000、30001-35000 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組織氣氛各面向 25001-30000 30001-35000 

同事關係 20.14 19.57 

專業成長 19.00 18.01 

園主任支持 20.42 20.21 

制度清晰 21.14 20.01 

獎勵制度 19.00 18.60 

決策 21.85 21.93 

目標共識 20.85 19.60 

工作效率 20.71 19.31 

物理環境 19.85 18.63 

創新度 15.85 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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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 40001-45000 及 45001-50000 之教保人員所佔比例相近（前者佔 16.5%，

後者佔 11.1%），且此兩類組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見表

3-2-5），故本研究將此兩類組合併為同一類組，並命名為「薪資 40001-50000」。

另外，薪資 50001-55000 及 55001-60000 此兩類組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並

無顯著差異（見表 3-2-6），故亦合併為同一類組，命名為「薪資 50001-60000」。 

表 3-2-5 薪資 40001-45000、45001-50000 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組織氣氛各面向 40001-45000 45001-50000 

同事關係 19.56 19.30 

專業成長 18.21 18.72 

園主任支持 20.15 19.83 

制度清晰 20.59 20.55 

獎勵制度 20.01 19.88 

決策 22.67 22.25 

目標共識 19.84 19.60 

工作效率 19.76 19.32 

物理環境 18.98 19.51 

創新度 15.90 16.16 

 

表 3-2-6 薪資 50001-55000、55001-60000 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組織氣氛各面向 50001-55000 55001-60000 

同事關係 19.59 19.07 

專業成長 18.70 17.21 

園主任支持 19.95 18.82 

制度清晰 20.95 19.57 

獎勵制度 20.25 19.67 

決策 22.62 21.28 

目標共識 20.12 19.21 

工作效率 19.48 19.17 

物理環境 19.41 18.07 

創新度 16.17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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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 60001-65000、65001-70000、70001-75000、75001-80000 及 80001 以上

五類組所佔總樣本比例相近（比例依序為 7.5%、6.5%、5.7%、2.6%、0.5%），且

此五類組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見表 3-2-7），故合併為同一

類組，命名為「薪資 60001 以上」。 

表 3-2-7 

薪資 60001-65000、65001-70000、70001-75000、75001-80000、80001 以上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組織氣氛各面向 60001-65000 65001-70000 70001-75000 75001-80000 80000 以上 

同事關係 19.79 19.68 19.00 20.20 19.00 

專業成長 18.13 17.84 19.13 19.00 24.00 

園主任支持 19.37 18.88 19.31 20.70 23.00 

制度清晰 20.68 20.32 19.31 20.70 22.00 

獎勵制度 20.75 20.60 29.77 20.10 22.50 

決策 22.51 22.76 22.50 23.50 26.00 

目標共識 20.68 19.60 19.90 18.90 21.50 

工作效率 19.82 19.28 19.36 19.20 19.50 

物理環境 19.62 18.44 19.81 19.50 21.50 

創新度 16.10 15.60 16.31 16.50 18.00 

    綜合以上，薪資 40001-50000 者為最多（107 人，佔 27.6%），其次依序為

50001-60000（90 人，佔 23.3%）、60001 以上（88 人，佔 22.7%）、35000 以下（73

人，佔 18.9%）以及 35001-40000（29 人，佔 7.5%），顯示出公立國小附幼教保

人員之薪資多落於 40001-50000，且薪資 50001-60000 及 60001 以上之教保人員

的比重相差不多。 

    職稱方面，代理教師為 27 位，僅佔總樣本之 7%，在進行初步資料分析時發

現其解釋力較低，加上代理教師及教師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

（見表 3-2-8），故本研究將此兩類組合併為同一類組，並命名為「教師及代理教

師」；教師與代理教師最多（234 人，佔 60.5%），其次依序為教保員（81 人，佔

20.9%）及教師兼園主任（72 人，佔 18.6%），顯示本研究樣本中身份為教師與代

理教師者多過半數，且在幼托整合上路後，教保員的人數在公立附幼中有一定的

數量（佔 20.9%，比教師兼園主任為多），故在推論研究結果時需特別留意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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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教師、代理教師合併前與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 

組織氣氛各面向 教師 代理教師 

同事關係 19.43 19.59 

專業成長 18.43 19.66 

園主任支持 19.65 20.88 

制度清晰 20.33 21.22 

獎勵制度 20.04 20.22 

決策 22.20 23.33 

目標共識 19.82 20.11 

工作效率 19.36 20.40 

物理環境 18.96 19.88 

創新度 15.80 15.51 

    在學校規模方面，規模小（60 人）的公立附幼為最多（212 間，佔 54.8%），

其次為規模大（61 人以上）之公立附幼（175 間，佔 45.2%），然兩者之間差距不

大。依據台中市政府教育局（2014）公布之各級學校資料顯示，台中市公立國小

附幼之規模普遍介於 2-8 班之間。 

    以下為合併過後之研究樣本個人背景及組織背景一覽表（表 3-2-9）： 

表 3-2-9 研究樣本個人背景及組織背景一覽表（n=387） 

基本資料類別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年齡 

20-30 

31-40 

41-50 

51 以上 

109 

148 

103 

27 

29.2% 

38.2% 

26.6% 

7% 

年資 
1 年以下（含 1 年） 

1 年以上（不含 1 年） 

109 

277 

28.2% 

71.8% 

學歷 
技職體系與大學畢 

研究所畢 

268 

119 

69.3% 

30.7% 

薪資 

35000 以下 

35001-40000 

40001-50000 

50001-60000 

60001 以上 

73 

29 

107 

90 

88 

18.9% 

7.5% 

27.6% 

23.3%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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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教師兼園主任 

教師與代理教師 

教保員 

72 

234 

81 

18.6% 

60.5% 

20.9% 

學校規模 
規模小（60 人） 

規模大（61 人以上） 

212 

175 

54.8% 

45.2%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研究工具的編制 

    本研究以自編之「台中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組織氣氛現況研究問卷」來測

量台中市公立國小附幼教保人員對幼兒園組織氣氛的知覺及其影響因素。問卷編

製主要參考 Jorde-Bloom（1988a）的「幼兒園工作環境調查量表」，並加以翻譯

與修訂而成。原「幼兒園工作環境調查量表」總題數 100 題，經修訂後為 60 題；

量表包含同事關係、專業成長、園主任支持、制度清晰、獎勵制度、決策、目標

共識、工作效率、物理環境及創新度十面向。 

    「台中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組織氣氛現況研究問卷」內容包含兩個部分：

基本資料及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分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 

   1、年齡：_________歲 

   2、於本園服務的年資：_________年 (未滿 1 年以 1 年計) 

   3、您任教於幼兒園的總年資： 

      □1年(包含 1 年)   □2-3年   □4-5年   □6-7 年   □8年以上 

   4、您是否曾在私立幼兒園內任教？ □是，____年  □否 

   5、工作職稱：□專任園主任□教師兼園主任□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 

                □代理教保員 

   6、您是否有兼任行政職？ □是，我兼任的職位是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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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您園內的園主任是否會輪替？□是，每____年輪替一次園主任   □否 

   8、您的最高學歷為：□高中職畢□五專畢□四技二專畢□大學畢□研究所畢 

   9、每月實領薪資：□25,001-30,000 元□30,001-35,000 元□35,001-40,000 元 

                 □40,001-45,000 元□45,001-50,000 元□50,001-55,000 元 

                    □55,001-60,000 元□60,001-65,000 元□65,001-70,000 元 

                    □70,001-75,000 元□75,001-80,000 元□80,000 元以上。 

   10、幼兒園實際總招收人數約為：_______人 

   11、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總人數（不包含行政人員、隨車人員、廚工及工友） 

       總人數：      人 

二、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  

（一）量表填答方式 

    為能了解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知覺的程度，本量表未使用

Jorde-Bloom（1988a）原先是非題的方式計分，改用李克特 4 點量表方式計分。「從

未符合」計 1 分、「很少符合」計 2 分、「經常符合」計 3 分、「總是符合」計 4

分；反向題則逆向計分。 

（二）量表內容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以 Jorde-Bloom（1988a）的「幼兒園工作環境調

查量表」為基礎，總共包含十個面向，分別為：同事關係、專業成長、園主任支

持、制度清晰、獎勵制度、決策、目標共識、工作效率、物理環境及創新度；原

量表內容共有 100 題，經研究者先行刪修後保留 60 題，刪修原因為下列幾點：（1）

原題項內容相似（如題項 32 園方有人事政策的員工手冊與題目 34 園方有寫出每

個職位的工作描述），因概念重複而予以合併；（2）不符合公立附幼現況而調整

用詞（如題項 15 園方提供補助讓教保服務人員進修）；（3）題項概念不夠具體（如

題項 29 園長會與教保服務人員聊天），予以刪除；（4）題項內容不易理解（如題

項 55 順從是這裡的遊戲名稱）；（5）題項內容較無法測出真正的情況（如題項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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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上班遲到）。刪修後的量表內容仍維持原先的十個面向。 

貳、研究工具的信效度考驗 

一、專家效度考驗 

    本研究進行兩階段專家效度檢驗，每階段皆邀請幼兒教育領域的學者、公立

附幼教保人員協助檢視問卷內容的周延性、適切性與代表性。依據第一階段專家

意見修正問卷初稿後，進行第二階段專家效度，再依據第二階段的專家意見編擬

為正式問卷，進行正式施測。 

（一） 第一階段 

    第一次專家效度檢驗於 2014 年 3 月上旬開始進行至 4 月上旬，共邀請了 4

位幼兒教保學者、5 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包含資深及資淺教保人員）。專家效度

之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名單分別呈現於表 3-3-1 及表 3-3-2；第一次專家效度問

卷詳見。 

表 3-3-1 第一階段專家效度學者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列） 

身分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專長 

學者 何慧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 

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幼兒教育、家庭教

育、親職教育  

 廖鳳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 

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幼兒教育評鑑、幼兒

教育行政、 幼兒與

家庭  

 蔡春美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幼兒園行政、  

幼教課程與教學、 

特殊幼兒教育  

 賴文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 

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兒童語文發展、多元

文化幼兒教育、跨文

化兒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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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第一階段專家效度公立附幼實務工作者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列） 

身分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服務年資 

公立附幼 

實務工作者 

陳彥樺 台北市文林國小附幼教師 2年 

 張佳慧 台中市清水國小附幼教師 14年 

 黃老師 

（要求匿名） 

台北市某公立國小附幼教保員 未公開 

 葉郁純 新北市水源國小附幼園主任 2年 

 蔣玉珊 台中市清水國小附幼教師 14年 

第一次專家效度意見彙整及修正如下： 

1、基本資料 

 （1）清楚界定填答對象：原先設計的研究對象中有園主任、教師、代理教師、 

      教保員、代理教保員及專任行政人員，且請研究對象依據聘函上的職稱勾 

      選。實務工作者建議，聘函上並不會直接標示「園主任」之職稱，兼任行 

      政職者會另外以公文的形式呈現，且公立附幼中的園主任又分為專任及兼 

      任；再者，學者提出公立附幼中還有其他身分者，並建議將職稱及是否兼 

      任行政職分為兩題，以釐清研究對象之身分。因此，在問卷「基本資料」 

      中將職稱分為專任園主任、教師兼園主任、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及代 

      理教保員，且另增一題「是否兼任行政職」。另外，在「填答說明」中添 

      增「不包含行政人員、隨車人員、廚工及工友」之敘述。 

 （2）細分部分背景變項的題項，避免極端值的出現：實務工作者建議將幼兒園 

      組織規模再細分，因此依據公立附幼核定總招收人數，將原先的 90 人以 

      下、91-180 人及 181 人以上改為以每 30 人為一個單位，細分為 30 人以下、 

      31-60 人、61-90 人、91-180 人及 181 人以上。另外，實務工作者亦建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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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區分為幼保（教）系/非幼保（教）系，故將原先的 5 種教育程度細分 

      為 13 種。 

2、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 

 （1）修改量表用詞，讓填答更符合題項：學者擔心「有時候符合」及「經常符 

      合」的意思過於接近，導致影響研究結果；因此將問卷 4 點量表更改為「經 

      常符合」及「總是符合」。  

 （2）修改部分題項的主詞，以釐清該題包含的對象：工作實務者提出，題項中 

      的「大家」會讓填答者不清楚指的是全園的教保人員還是自己班上的搭班 

      對象；因此將問卷中的「大家」更改為「教保人員」。 

 （3）針對部分題項修改其內容以釐清題意：學者建議將部分題項的題意修改清 

      楚，以免影響填答者的作答，導致影響研究結果；本問卷將部分題項如題 

      項 4「大家能坦誠相處」修改為「大家能相互問候或能了解同事生活近況」， 

      以增加題項清晰度。 

 （4）調整部分題項撰寫方式，以增加填答率：學者及工作實務者擔心部分題項 

      的撰寫方式過於負面，會影響填答者的觀感而不願填答，建議在題意不變 

      的前提之下修正撰寫方式；因此將問卷中部分題項的描述修正，如題項 14 

      「園主任很難討好，吹毛求疵、愛挑剔」修正為「園主任對教保服務人員 

      工作的表現都感到不滿意」。 

 （5）修正部分題項內容描述，以符合公立附幼現況：學者及工作實務者提出， 

      有些題項的內容不符合公立附幼的現況，例如題項 28「在園方工作沒有工 

      作保障」，建議將「沒有工作保障」的原因具體描述；因此問卷修改為「在 

      此幼兒園工作沒有工作保障，例如：教師超額、考績不符、解聘」。 

 （6）增加「目標共識」的指導語，以增加研究效度：工作實務者認為並不是每 

      一間幼兒園都有明確的目標及教育理念，如填答者所處的幼兒園並沒有明    

      確的目標及教育理念，將會影響其對於「目標共識」題項的填答；因此在 

      「目標共識」的題項前增加指導語「如您不知道您園內的目標，請於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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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6 題時，勾選從未符合的選項」。 

 （7）刪除題項內容相似的題項：學者表示題意相似可能影響填答者對題意的理 

      解；因此本問卷將兩概念相似的題項，分別為題項52題「幼兒園的設備設 

      施較為單一」及題項58題「幼兒園內的硬體設備設施需要改變」，擇一刪 

      除，最後保留題項52。 

（二）第二階段 

    問卷初稿經第一階段專家效度的意見結果修改後，於 2014 年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進行第二次專家效度檢驗，共邀請了 4 位幼兒教保學者、5 位公立附幼教

保人員（包含資深及資淺教保人員）。專家效度名單呈現於表 3-3-3 及表 3-3-4；

第二次專家效度問卷請參見。 

表 3-3-3 第二階段專家效度學者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列） 

身分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專長 

學者 丁雪茵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

學系副教授  

幼稚園組織文化、幼兒

同儕社會互動、質性研

究 

 許玉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

學系副教授  

幼兒園園長專業成

長、幼教政策、幼教機

構評鑑  

 郭李宗文 國立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教授  

原住民族幼兒教育、幼

兒園行政、親職教育、

幼兒情緒能力、幼兒數

學、高瞻課程  

 廖信達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

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幼兒教育、幼兒班級經

營、幼兒發展、幼兒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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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第二階段專家效度公立附幼實務工作者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列） 

身分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服務年資 

公立附幼 

實務工作者 

唐意芳 新北市厚德國小附幼教師 1年 

 張瑞恩 台北市C國小附幼教師 2年 

 張老師 

（要求匿名） 

台北市F國小附幼園主任 14年 

 蕭瑜婷 台中市南陽國小附幼教師 3年 

 賴冠吟 彰化縣北斗國小附幼教保員 2年 

 

彙整第二次專家的意見後，問卷修正如下： 

1、基本資料 

 （1）修正研究對象前導語，以確保問卷完整填寫率：學者建議前導語要描述清 

      楚，若有模稜兩可的語句，可能會造成填答者未完整填寫問卷，影響研究 

      結果；因此原問卷前導語「請您盡量填寫，不要漏答其中任何一項」修改 

      為「請您填寫時不要漏答其中任何一項，感謝您的配合」。 

 （2）修正部分基本資料的撰寫方式，以得到精確的資料：學者建議更改部分基 

      本資料的撰寫方式，讓填答者能夠非常清楚自己要填的內容為何；如問卷 

      中幼兒園總招收人數的部分由原先的「您幼兒園總招收人數為___人」修 

      改為「幼兒園實際總招收人數為___人」。 

2、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 

 （1）修改「同事關係」題項之主詞，以符合此面向之概念：學者建議將同事關 

      係中所有題項的主詞修正，讓填答者在閱讀上更為順暢，且更貼近同事關 

      係的概念；因此同事關係題項中的「教保服務人員」皆修改為「幼兒園同 

      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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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增加部分題項的清晰度：學者建議將部分題項描述得更為清楚，以凸顯該 

      面向的概念，以此獲得較為精確的研究結果；因此問卷中部份內容如題項 

      12「幼兒園提供各種進修活動資訊給教保服務人員並鼓勵教保服務人員專 

      業進修培養新知識」修改為「幼兒園提供各種進修活動資訊給教職員並訂 

      有獎勵辦法鼓勵教職員專業進修培養新知識」。 

    經過兩次專家效度的修訂後，「台中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組織氣氛現況研

究問卷」共計 71 題，包含基本資料 11 題及「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60 題，正

式施測問卷詳見附錄一。 

二、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主要目的在針對問卷題目進行適切性的評估（邱皓政，2000）。本

研究採用兩項指標：題目的決斷值（CR 值）以及題目與總分之間的相關係數作

為問卷的刪題依據。題目的決斷值（CR 值）相似於編制測驗的鑑別度分析，是

以樣本得分較高之前的 27%與較低之後的 27%進行 T 考驗，計算出 T 值以作為

每個題目的決斷值。每個題目的決斷值必須顯著，且題目與總分之間的相關係數

最好達到.30 以上（吳明隆，2013）。因此，本研究將 CR 值未達.05 顯著水準且題

目與總分之間的相關係數未達.35 之題項予以刪除。以下為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

表項目分析的結果。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 

    組織氣氛各面向題目之項目分析結果呈現於表 3-3-5；所有反向題皆轉向計

分，結果依據前述刪題標準，將未達標準之題項 1、2、26、28、31、51 予以刪

除，共刪除 6 題，其餘 54 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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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之項目分析結果 

面

向 

題項 決斷值

（CR） 

與量表總分

之相關係數 

判斷 

同

事

關

係 

1、幼兒園同事之間彼此互相惡性競爭 8.991*** .334** 刪除 

2、幼兒園同事之間不談個人的感受 7.323*** .309** 刪除 

3、幼兒園同事之間在工作上有良好的 

   團隊合作精神 

17.163*** .696** 保留 

4、幼兒園同事之間會相互問候或瞭解 

   同事生活近況 

12.470*** .587** 保留 

5、幼兒園同事之間在下班後或工作之 

   餘會進行交誼活動 

7.091*** .353** 保留 

6、幼兒園同事之間常常對彼此不滿， 

   互相抱怨對方 

9.719*** .375** 保留 

專

業

成

長 

7、幼兒園會自行舉辦各種專業進修活 

   動（如：工作坊、研習或參訪）讓 

   教保服務人員參加 

6.837*** .463** 保留 

 

8、幼兒園鼓勵幼兒園同事之間彼此分 

   享教學相關的資源 

14.538*** .674** 保留 

9、幼兒園對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進修 

   會提供各項補助，如：交通費補助、 

   學費補助、准予公假、准予公假派代、 

   給予補修時數等 

13.525*** .612** 保留 

 

10、幼兒園會提供專業諮詢服務給教 

    保服務人員。例如：園內的人員在 

    遇到工作困難時，園主任會給予建議 

    協助或提供幼教專家學者諮詢輔 

    導的相關管道 

14.046*** .688** 保留 

 

11、幼兒園會購買專業書籍及訂購教 

    育相關的期刊、教材和雜誌給教保 

    服務人員使用 

9.073*** .567** 保留 

 

12、幼兒園提供各種進修活動資訊給 

    教保服務人員並鼓勵教保服務人 

    員專業進修培養新知識 

14.447*** .689** 保留 

 

園

主

任

支

13、現任園主任經常給予教保服務人員 

    支持或有幫助的回饋 

18.414*** .760** 保留 

14、現任園主任常常對教保服務人員完 

    成的工作感到不滿意 

13.467*** .551**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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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15、現任園主任無法勝任園務工作，例如 

    無法妥善進行行政工作或無法協調 

    各項行政事務運行等 

13.628*** .561** 保留 

 

16、現任園主任對所有教保服務人員一 

    視同仁，評價公正，不會有差別待 

    遇 

8.404*** .399** 保留 

17、現任園主任常常將不屬於教保服務 

    人員的工作分擔給教保服務人員 

16.232*** .587** 保留 

18、現任園主任瞭解許多事情或知識，讓 

    教保服務人員遇到困難時會想向 

    園主任求助，請他提供建議 

15.503*** .646** 保留 

 

制

度

清

晰 

19、幼兒園如有需要發放給家長的書 

    面資料，均有詳細的發放程序，讓 

    教保服務人員行事上有參考依 

    據，例如：發放園刊、班刊、班訊 

    等 

14.382*** .619** 保留 

20、幼兒園有提供明確的人事管理資 

    料，內容包含人事規章及各個職稱   

    的職掌與工作內容 

16.670*** .692** 保留 

21、幼兒園有提供書面聘約給教保服 

    務人員 

13.378*** .527** 保留 

22、幼兒園很少提出與超過教保服務 

    人員法定工作職責的要求 

8.376*** .355** 保留 

23、幼兒園明文規定各項工作規則且 

    適用於每位教保服務人員 

14.823*** .661** 保留 

24、對於公文或各項通知，幼兒園有清 

    楚的處理流程，且會及時通知每位 

    教保服務人員 

20.307*** .673** 保留 

獎

勵

制

度 

25、幼兒園福利（加薪、津貼、補助） 

    的分配是公平的，不偏袒任何特定 

    人員 

14.014*** .604** 保留 

26、個人在幼兒園付出的心力比幼兒 

    園實質給予的薪水多 

-.960 -.100* 刪除 

27、幼兒園薪資的給付是合理的 9.106*** .493** 保留 

28、在此幼兒園工作沒有保障，例如： 

    教師數超於師生比、考績不公、無 

    理解聘 

8.779*** .331** 刪除 

29、幼兒園會佔教保服務人員的便宜 9.205*** .37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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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幼兒園晉升或加薪機會良好且制 

    度公平 

7.666*** .452** 保留 

決

策 

31、幼兒園的事務多無法自行決定，而是 

    順從國小的決定 

4.158*** .190** 刪除 

32、通常在園務會議中大家無法自由地 

    表達自己的意見 

11.094*** .490** 保留 

33、通常每個人都有機會在園務會議中 

    參與討論與決定 

12.252*** .522** 保留 

34、牽涉全園之事務，包括：行政事務、 

    教保活動、課程與教學等，皆會經由  

    會議來決定 

11.876*** .526** 保留 

35、教保服務人員雖有機會投入討論，但 

    通常現任園主任早已經有其決定 

10.920*** .505** 保留 

36、對於園務行政問題，現任園主任很少 

    徵詢教保服務人員的意見 

37、遇園務決策時，現任園主任願意聆聽   

    每個人的意見 

12.297*** 

 

8.718*** 

.522** 

 

.421** 

保留 

 

保留 

目

標

共

識 

38、幼兒園內的多數人對於幼兒園的 

    課程目標及教學有共識 

16.102*** .697** 保留 

39、同事之間常透過溝通與協商達成 

    共識 

17.156*** .720** 保留 

40、幼兒園沒有任何書面文件明確列 

    出幼兒園的教保理念及教保目標 

11.011*** .482** 保留 

41、同事之間很少在幼兒園內談論幼 

    兒園的教保目標或教材教法等相  

    關事項 

13.766*** .578** 保留 

42、全體教保服務人員都致力於實現 

    幼兒園的課程目標 

16.953*** .705** 保留 

43、個人理念常與幼兒園理念不合 12.041*** .494** 保留 

工

作

效

率 

44、開會是浪費時間且沒有收穫的一 

    件事 

13.158*** .502** 保留 

45、幼兒園的運作是有效率的 17.501*** .730** 保留 

46、幼兒園中大家通常都會盡力完成 

    工作 

17.155*** .673** 保留 

47、教保服務人員個人的時間常被切 

    割、浪費 

9.013*** .444** 保留 

48、教保服務人員經常錯過完成工作 

    或任務的截止時間 

8.744*** .401**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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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教保服務人員很少推辭或推延工 

    作事務 

10.227*** .442** 保留 

物

理

環

境 

50、幼兒園對於環境及空間精心布 

    置，維持整齊、乾淨及安全 

14.415*** .588** 保留 

51、幼兒園環境（例如：教室、活動空 

    間等）擁擠 

8.307*** .339** 刪除 

52、幼兒園的設備設施較為單調、缺乏 

    多樣性 

10.655*** .442** 保留 

53、幼兒園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放置 

    個人物品的空間 

13.083*** .562** 保留 

54、幼兒園內的聲音（如：教室內的聲 

   音、室外的吵雜聲）會互相干擾 

8.678*** .370** 保留 

55、幼兒園有提供足夠的用品和材料 

    給各班使用 

14.017*** .574** 保留 

創

新

度 

56、幼兒園強調創新且樂於接受不同 

    的意見 

14.637*** .572** 保留 

57、幼兒園的教學或活動固定，沒有什 

    麼變化 

9.916*** .414** 保留 

58、幼兒園會留意或嘗試新的教育觀 

    念與教學方式 

12.079*** .576** 保留 

59、幼兒園會避免去做以往沒嘗試過 

    的事務 

10.257*** .415** 保留 

60、幼兒園會定期進行檢討與改進，尋 

    找不同的方法解決園內的各項問  

    題 

17.102*** .637** 保留 

*p<.05，**p<.01，***p<.001 

 

三、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原先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求出量表的建構效度，採用的是主成分分

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對「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施以效度的考核。

在進行因素分析之前，先考慮若 KMO 值小於 0.5 時，則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的 KMO 值為.941，代表極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

完成後，本研究發現因素十分分散，因此在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改成保留原來

量表的分量表，刪除其中 CR 值不佳者，接著改採用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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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素分析後刪除 CR 值小於.35 之題項 19、24、44，共刪除 3 題，保留的題

項共 51 題。 

四、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本研究接著以 Cronbach’s α 信度數值來檢定各分量表；吳明隆（2013）指出

一份信度係數佳的量表或問卷，其總量表與分量表的信度係數最好在.80 以上，

若是在.70 至.80 之間則是可接受的範圍。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刪題後的總量表與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內部

一致性結果呈現於表 3-3-6；從表中可得知，總量表與面向二、面向三、面向四、

面向七、面向十之 Cronbach’s α 係數達.80 以上，代表量表整體與此五面向信度良

好；總量表與面向六、面向八、面向九之 Cronbach’s α 係數達.70 以上；總量表與

面向一之 Cronbach’s α 係數原先為.688，然其中題項 4 與題項 5 雷同，且題項 5

之平均數小於 3，故本研究刪除題項 5，再次檢驗面向一與總量表之信度，達.70

以上；唯獨面向五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688。 

    參酌 Bloom 組織氣氛面向後，本研究維持原先組織氣氛十面向之構念，並維

持原先之命名；唯獨面向八為考慮其題項所代表的意義，將原先命名「任務取向」

更改為「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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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一覽表 

組織氣氛面向 題數 Cronbach’s α 

同事關係 3 .718 

專業成長 6 .824 

園主任支持 6 .823 

制度清晰 4 .814 

獎勵制度 4 .688 

決策 6 .791 

目標共識 6 .824 

工作效率 5 .727 

物理環境 5 .706 

創新度 5 .817 

總量表信度 50 .956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壹、資料處理 

    以下說明本研究研究工具的計分方式： 

一、個人及組織背景變項 

（一）年齡：20-30 歲=1，31-40 歲=2，41-50 歲=3，51 歲以上=4。 

（二）於本園服務的年資：依研究對象於本研究「基本資料」中勾選的年資， 

      並比照公立附幼現職教保人員的年資現況，將年資分為 1 年以下（含 1 年） 

      =1，1 年以上（不含 1 年）=2。 

（三）學歷：技職體系與大學畢=1，研究所畢=2。 

（四）薪資：考量幼托整合後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包含教保員及教師兩種類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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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分為 35000 以下=1，35001-40000=2，40001-50000=3，50001-60000=4， 

      60001 以上=5。 

（五）職稱：教師兼園主任=1，教師與代理教師=2，教保員=3。 

（六）學校規模：台中市教育局（2014）資料顯示台中市公立附幼平均一園人數 

      為60人，因此本研究將學校規模依據平均數分為規模小（低於平均數，60 

      人以下）及規模大（高於平均數，61人以上）兩組。 

二、公立附幼組織氣氛 

    組織氣氛十面向各題項的計分為：「從未符合」=1 分、「很少符合」=2 分、「經

常符合」=3 分、「總是符合」=4 分。十面向的分數及總分計算說明如下： 

（一） 同事關係：同事關係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3、4、6 的題項平均數。 

（二） 專業成長：專業成長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7、8、9、10、11、12 的題項平均

數。 

（三） 園主任支持：園主任支持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13、14、15、16、17、18 的

題項平均數。 

（四） 制度清晰：制度清晰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20、21、22、23 的題項平均數。 

（五） 獎勵制度：獎勵制度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25、27、29、30 的題項平均數。 

（六） 決策：決策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32、33、34、35、36、37 的題項平均數。 

（七） 目標共識：目標共識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38、39、40、41、42、43 的題項

平均數。 

（八） 工作效率：工作效率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45、46、47、48、49 的題項平均

數。 

（九） 物理環境：物理環境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50、52、53、54、55 的題項平均

數。 

（十） 創新度：創新度面向的得分為題項 56、57、58、59、60 的題項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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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呈現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整體而言，可看出研究樣本在組 

織氣氛各面向的知覺偏高，顯示台中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各面向的知

覺偏良好，尤其是在同事關係及獎勵制度兩個面向，可顯示出台中市公立附幼教

保人員對公立附幼獎勵制度及同事關係的肯定。 

表 3-4-1 組織氣氛各面向之平均數（n=387） 

組織氣氛各面向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同事關係 4 12 9.99 1.46 

專業成長 6 24 18.40 3.32 

園主任支持 8 24 19.85 3.01 

制度清晰 7 16 13.59 2.00 

獎勵制度 9 16 14.01 1.80 

決策 10 24 19.60 2.88 

目標共識 12 24 19.85 2.93 

工作效率 10 20 16.05 2.18 

物理環境 8 20 15.96 2.43 

創新度 6 20 15.74 2.45 

 

貳、資料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2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一、 針對研究問題一「不同背景的台中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

為何？背景變項包含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學歷）及組織變項（薪資、

職稱、學校規模）」：以 one-way ANOVA、T-test 分析個人變項（年齡、年

資、學歷）及組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模）與幼兒園組織氣氛各面

向的平均數及差異情形。 

二、 針對研究問題二「不同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學歷）

及不同組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模）交互作用後，與台中市公立附

幼組織氣氛之關係為何？」：以 two-way ANOVA、T-test 分析個人變項（年

齡、年資、學歷）與組織變項（薪資、職稱、學校規模）對幼兒園組織氣

氛各面向是否具有交互作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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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壹、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僅以台中市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為研究對象，故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全

國公立附幼的組織氣氛現況。 

貳、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受試者填答時是依據問卷內容勾選符合的項目，故

較無法看見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實際互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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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呈現本研究之結果，第一節呈現組織氣氛各面向之相關，接著呈現公立

附幼教保人員的組織氣氛知覺；第二節呈現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及組織

變項與組織氣氛十面向的交互作用結果。 

第一節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組織氣氛知覺 

    本節首先呈現組織氣氛各面向之相關，接著呈現不同背景公立附幼教保人員

對組織氣氛十面向知覺之情形，並呈現有顯著差異之項目。組織氣氛十面向依序

為同事關係、專業成長、園主任支持、制度清晰、獎勵制度、決策、目標共識、

工作效率、物理環境及創新度。 

壹、組織氣氛各面向之相關 

    整體而言，從表 4-1-1 可看出組織氣氛各面向彼此之間皆為中度正相關（相

關係數皆達 0.3 以上），顯示出組織氣氛各面向彼此之間是環環相扣的。另外，表

中可見有些面向彼此之間具有高度正相關（相關係數達 0.6 以上），最特別的是，

目標共識面向除了與獎勵制度呈中度正相關外，與其他面向皆呈現高度正相關。 

表 4-1-1 組織氣氛各面向之相關 

 同事 

關係 

專業 

成長 

園主任
支持 

制度 

清晰 

獎勵 

制度 

決策 目標 

共識 

工作 

效率 

物理 

環境 

創新度 

同事關係  .458** .549** .520** .399** .448** .621** .601** .447** .457** 

專業成長   .594** .619** .410** .505** .615** .508** .580** .538** 

園主任 

支持 

   .669** .468** .696** .653** .678** .584** .582** 

制度清晰     .569** .618** .641** .573** .582** .562** 

獎勵制度      .552** .459** .485** .536** .461** 

決策       .607** .631** .586** .562** 

目標共識        .716** .628** .659** 

工作效率         .645** .583** 

物理環境          .625** 

創新度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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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描述之： 

    首先，目標共識面向除了與獎勵制度呈中度正相關外，與其他面向皆呈現高

度正相關，顯示教保人員透過溝通、協商而凝聚出的理念及共識會和其他各面向

有高度的相關，包含：同事之間的互動及溝通狀況、專業成長管道的多寡及教保

人員在專業成長上的參與程度、工作上的積極度…等，代表目標共識有其獨特之

重要性，是組織氣氛中與其他面向有最多相關的面向。 

    其次，工作效率面向與其他五個面向皆有高度正相關（同事關係、園主任支

持、決策、目標共識及物理環境），代表教保人員在完成園內事務上的積極度與

園主任是否給予支持、園內進行決策時大家的參與程度…等有高度相關。 

貳、不同背景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十面向的知覺 

    教保人員的個人及學校背景變項與組織氣氛十面向的獨立樣本T檢定和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整理呈現於表4-1-2。 

    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之個人或學校背景變項和組織氣氛十面向

有顯著相關者不多，但都至少和一個面向有顯著相關。背景變項中與組織氣氛有

顯著相關面向最多者為年齡（與園主任支持、獎勵制度、工作效率有顯著相關，

p<.05）和學校規模（與專業成長、制度清晰、獎勵制度有顯著相關，p<.05）；

其次是薪資和職稱，都和獎勵制度和創新度有顯著相關（p<.05）；最少的是年資

（與園主任支持有顯著相關，p<.01）和學歷（與創新度有顯著相關，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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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不同背景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組織氣氛顯著相關一覽表 

 面向一 

同事 

關係 

面向二 

專業 

成長 

面向三 

園主任 

支持 

面向四 

制度 

清晰 

面向五 

獎勵 

制度 

面向六 

決策 

面向七 

目標 

共識 

面向八 

工作 

效率 

面向九 

物理 

環境 

面向十 

創新度 

年齡 n.s. n.s. F=7.319 

p<.001 

n.s. F=2.654 

p<.05 

n.s. n.s. F=2.645 

p<.05 

n.s. n.s. 

年資 n.s. n.s. t=3.467 

p<.01 

n.s. n.s. n.s. n.s. n.s. n.s. n.s. 

學歷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t=-2.092 

p<.05 

薪資 n.s. n.s. n.s. n.s. F=10.271 

p<.001 

n.s. n.s. n.s. n.s. F=3.058 

p<.05 

職稱 n.s. n.s. n.s. n.s. F=14.503 

p<.001 

n.s. n.s. n.s. n.s. F=5.412 

p<.01 

學校 

規模 

n.s. t=-3.536 

p<.001 

n.s. t=-2.200 

p<.05 

t=-2.065 

p<.05 

n.s. n.s. n.s. n.s. n.s. 

註：1. n.s. (non-significant)表示該特定背景變項與該特定組織氣氛面向知覺無顯著相關。 

 

接著針對有顯著相關的背景變項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專業成長情況 

    表 4-1-3 呈現不同學校規模之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專業成長情形。從

表中結果可發現：學校規模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專業成長氣氛有顯著相關

（t=-3.536，p<.001），而且任職於規模大的公立附幼的教保人員比任職於規模小

者更肯定組織在提供專業成長管道方面的作為（平均數分別為 19.06、17.86）。 

表 4-1-3 不同學校規模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專業成長組織氣氛的知覺 

變項名稱 組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學校規模 1.規模小 212 17.86 3.020 -3.536 .000 

2.規模大 175 19.06 3.551 

總計 387 18.40 3.321 

註：1. n.s.為 non-significant 之縮寫，表示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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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園主任支持情況 

    表 4-1-4 呈現不同年齡、年資之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園主任支持情形。   

從表中結果可發現：1.年齡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園主任支持有顯著相關

（F=7.319，p<.001）；進一步針對年齡進行事後 scheffe 比較，發現年齡 20-30 者、

年齡 31-40 者，較年齡 41-50 者更能感受到園主任所給予的支持，亦即年齡 41-50

者對於原主任的支持感受最低。2.年資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園主任支持有顯著相

關（t=3.467，p<.01），而且年資 1 年以下（含 1 年）的教保人員比年資 1 年以上

（不含 1 年）的教保人員更肯定園主任所給予的支持（平均數分別為 17.33、

16.33）。綜合起來，年紀輕、年資淺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感受到的園主任支持比

年紀大、年資高者大。 

表 4-1-4 不同年齡、年資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園主任支持組織氣氛的知覺 

變項名稱 組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或 t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年齡 1.20-30 109 

148 

103 

17.15 2.314 F=7.319 .000 1>3 

2>3 2.31-40 16.83 2.424 

3.41-50 15.65 2.872 

4.51 以上 27 16.96 2.227 

總計 387 16.62 2.570 

年資 1.1 年以下(含 1 年) 109 17.33 2.309 3.467 .001  

2.1 年以上(不含 1 年) 277 16.33 2.620 

總計 386 16.61 2.573 

註：1.事後比較為 scheffe 之結果，p 設於.05。2. n.s.為 non-significant 之縮寫，表示不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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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制度清晰情況 

    表 4-1-5 呈現不同學校規模之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制度清晰情形。從

表中結果可發現：學校規模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制度清晰有顯著相關（t=-2.200，

p<.05），而且任職於規模大的公立附幼的教保人員比任職於規模小的公立附幼的

教保人員更肯定組織中制度建立的清晰程度（平均數分別為 17.33、16.78）。 

表 4-1-5 不同學校規模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制度清晰組織氣氛的知覺 

變項名稱 組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學校規模 1.規模小 212 16.78 2.336 t=-2.200 .028 

2.規模大 175 17.33 2.517 

總計 387 17.03 2.431 

 

四、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獎勵制度情況 

    表 4-1-6 呈現不同年齡、薪資、職稱及學校規模之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

的獎勵制度情形。 

    從表中結果可發現：1.年齡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獎勵制度有顯著相關

（F=2.654，p<.05），進一步針對年齡進行事後 scheffe 比較，發現各組之間並無

顯著差異，但是從各組平均數可發現，年齡越大者對於組織所提供的薪資及福利

較滿意（年齡 51 歲以上、41-50 歲、31-40 歲、20-30 歲的平均數分別為 14.92、

14.02、13.95、13.86）。2.薪資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獎勵制度有顯著相關（F=10.271，

p<.001），進一步針對薪資進行事後 scheffe 比較，發現薪資 35000 以下者對於組

織所提供的薪資及福利比薪資 40001-50000 者、薪資 50001-60000 者及薪資 60001

以上者還要不滿意，但與薪資 35001-40000 者之間則無顯著差異。3.職稱與教保

人員所知覺的獎勵制度有顯著相關（F=14.503，p<.001），進一步針對職稱進行事

後 scheffe 比較，發現教師兼園主任、教師與代理教師對於組織所提供的薪資及福

利比教保員還要滿意；亦即教保員對於組織所提供的薪資及福利最不滿意。4.學

校規模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獎勵制度有顯著相關（t=-2.065，p<.05），而且任職於

規模大的公立附幼的教保人員比任職於規模小的公立附幼的教保人員更滿意組

 



70 
 

織所提供的薪資及福利（平均數分別為 14.22、13.84）。 

表 4-1-6  

不同年齡、薪資、職稱及學校規模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獎勵制度組織氣氛的知覺 

變項名稱 組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或 t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年齡 1.20-30 109 

148 

103 

13.86 1.771 F=2.654 .048 n.s. 

2.31-40 13.95 1.777 

3.41-50 14.02 1.901 

4.51 以上 27 14.92 1.465 

總計 387 14.01 1.802 

薪資 1.35000 以下 73 12.91 1.956 F=10.271 .000 1<3 

1<4 

1<5 

2.35001-40000 29 13.82 1.794 

3.40001-50000 107 14.25 1.608 

4.50001-60000 90 14.16 1.704 

5.60001 以上 88 14.54 1.639 

總計 387 14.01 1.802 

職稱 1.教師兼園主任 72 14.40 1.632 F=14.503 .000 1>3 

2>3 2.教師與代理教師 234 14.21 1.694 

3.教保員 81 13.09 1.959 

總計 387 14.01 1.802 

學校規模 1.規模小 212 13.84 1.870 -2.065 .040  

2.規模大 175 14.22 1.699 

總計 387 14.01 1.802 

註：1.事後比較為 scheffe 之結果，p 設於.05。2. n.s.為 non-significant 之縮寫，表示不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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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工作效率情況 

    表 4-1-7 呈現不同年齡之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工作效率情形。從表中

結果可發現：年齡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工作效率有顯著相關（F=2.645，p<.05），

進一步針對年齡進行事後 scheffe 比較，發現各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從各組

平均數可發現，年齡 51 歲以上者比其他年齡者對於組織內的工作效率是更為肯

定的（平均數分別為 16.88、15.90、16.55、16.53）。 

表 4-1-7 不同年齡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工作效率組織氣氛的知覺 

變項名稱 組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年齡 1.20-30 109 

148 

103 

16.53 2.154 2.645 .049 n.s. 

2.31-40 16.55 2.214 

3.41-50 15.90 2.126 

4.51 以上 27 16.88 2.136 

總計 387 16.39 2.182 

註：1.事後比較為 scheffe 之結果，p 設於.05。2. n.s.為 non-significant 之縮寫，表不顯著。 

 

六、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創新度情況 

    表 4-1-8 呈現不同學歷、薪資及職稱之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創新度情

形。從表中結果可發現：1.學歷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創新度有顯著相關（t=-2.092，

p<.05），而且研究所畢業者比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者更肯定組織在創新度上的作

為（平均數分別為 16.13、15.57）。2.薪資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創新度有顯著相關

（F=3.058，p<.05），進一步針對薪資進行事後 scheffe 比較，發現各組之間無顯著

差異，但是薪資 60001 以上者對組織的創新度是最肯定的（薪資 60001 元以上、

50001-60000 元、40001-50000 元、35001-40000 元、35000 元以下的平均數分別

為 16.10、15.86、16.00、15.31、14.94）。3.職稱與教保人員所知覺的創新度有顯

著相關（F=5.412，p<.01），進一步針對職稱進行事後 scheffe 比較，發現教保員對

創新度的知覺最低，且顯著低於教師兼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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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 不同學歷、薪資及職稱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創新度組織氣氛的知覺 

變項名稱 組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或 t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學歷 1.技職體系與大學畢 268 15.57 2.578 -2.092 .037  

2.研究所畢 119 16.13 2.111 

總計 387 15.74 2.455 

薪資 1.35000 以下 73 14.94 2.793 F=3.058 .017 n.s. 

2.35001-40000 29 15.31 2.346 

3.40001-50000 107 16.00 2.300 

4.50001-60000 90 15.86 2.274 

5.60001 以上 88 16.10 2.440 

總計 387 15.74 2.455 

職稱 1.教師兼園主任 72 16.38 2.100 F=5.412 .005 1>3 

2.教師與代理教師 234 15.76 2.433 

3.教保員 81 15.09 2.672 

總計 387 15.74 2.455 

註：1.事後比較為 scheffe 之結果，p 設於.05。2. n.s.為 non-significant 之縮寫，表示不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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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對組織氣氛知覺之交互作用 

    為探討個人變項與組織變項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組織氣氛知覺是否具有

交互作用關係，進行三個系列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一）以組織氣氛面向為依

變項，三個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和學歷）分別和薪資為因子；（二）以組織氣

氛面向為依變項，三個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和學歷）分別和職稱為因子；（三）

以組織氣氛面向為依變項，三個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和學歷）分別和學校規模

為因子；依此，共進行90個分析；本節僅呈現其中有顯著交互作用的結果。 

    研究結果發現在90個分析中，有10個有顯著交互作用，整理如表所示： 

表4-2-1 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對組織氣氛知覺之顯著交互作用一覽表 

個人變項 組織變項 組織氣氛面向 F值 P值 

年資 薪資 同事關係 3.321 .011 

專業成長 3.785 .005 

園主任支持 2.749 .028 

制度清晰 5.304 .000 

決策 2.647 .033 

創新度 3.224 .013 

學歷 薪資 專業成長 3.187 .014 

決策 3.364 .010 

物理環境 3.211 .013 

年齡 學校規模 決策 2.719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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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資與薪資對同事關係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2呈現年資與薪資對同事關係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3呈現

年資與薪資對同事關係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1以圖示各年資及薪資類組

對同事關係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2 年資與薪資對同事關係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年資 1 .009 .009 .004 

薪資 4 7.924 1.981 .939 

年資*薪資 4 28.016 7.004 3.321* 

誤差 376 793.082 2.109  

總和 386    

*p<.05 

 

表 4-2-3 年資與薪資對同事關係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1 年以下(含 1 年) 2. 1 年以上(不含 1 年)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0.46 

(1.159) 

n=45 

9.42 

(1.549) 

n=28 

3.263** 

(2) 35001-40000 

    n=28 

9.20 

(1.932) 

n=10 

10.27 

(1.406) 

n=18 

-1.700 

(3) 40001-50000 

    n=107 

10.36 

(1.219) 

n=41 

9.89 

(1.500) 

n=66 

1.695 

(4) 50001-60000 

 n=90 

9.40 

(.966) 

n=10 

9.87 

(1.545) 

n=80 

-.946 

(5) 60001 以上 

 n=88 

10.00 

(1.000) 

n=3 

10.03 

(1.531) 

n=85 

-.040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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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同事關係知覺的平均值 

 

    t檢定結果顯示：年資與薪資35000元以下的同事關係知覺有顯著差異

（t=3.263，P<.01），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薪資35000元以下的公立附幼教

保人員在同事關係的知覺上，年資1年以下者與年資1年以上者有顯著的差異（平

均值比較分別為10.46 vs. 9.42），也代表著薪資同樣為35000元以下的公立附幼教

保人員，年資淺者對同事關係的感受較年資深者好。 

    另外，從圖4-2-1可看出，對薪資35001-40000元這類組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

而言，年資與同事關係知覺的相關也有差異，表示薪資35001-40000元的公立附幼

教保人員在同事關係的知覺上，年資1年以下者與年資1年以上者也有差異存在

（平均值比較分別為9.20 vs. 10.27），但可能因為這類組的樣本數過少，而使得

結果不顯著，但兩者之差異仍值得關注。不過，薪資35001-40000元這類組的公立

附幼教保人員，年資深者對同事關係的感受較年資淺者好，此結果與薪資35000

元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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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資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4呈現年資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5呈現

年資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2以圖示各年資及薪資類組

對專業成長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4 年資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年資 1 .141 .141 .013 

薪資 4 79.144 19.786 1.837 

年資*薪資 4 163.097 40.774 3.785** 

誤差 376 4050.623 10.773  

總和 386    

**p<.01 

 

表 4-2-5 年資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1 年以下(含 1 年) 2. 1 年以上(不含 1 年)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8.95 

(2.915) 

n=45 

16.75 

(2.576) 

n=28 

3.283** 

(2) 35001-40000 

    n=28 

18.60 

(2.951) 

n=10 

19.44 

(2.974) 

n=18 

-.722 

(3) 40001-50000 

    n=107 

18.85 

(3.158) 

n=41 

18.15 

(3.447) 

n=66 

1.057 

(4) 50001-60000 

 n=90 

15.70 

(4.164) 

n=10 

18.56 

(3.225) 

n=80 

-2.560* 

(5) 60001 以上 

 n=88 

19.00 

(6.082) 

n=3 

18.51 

(3.527) 

n=85 

.228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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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專業成長知覺的平均值 

 

    t檢定結果顯示：年資與薪資35000元以下、薪資50001-60000元的專業成長知

覺有顯著差異（t=3.283，p<.01、t=-2.560，p<.05）。從圖4-2-2可看出，年資與薪

資對專業成長知覺的交互作用主要出現在薪資35000元以下及薪資50001-60000元

這兩類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這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薪資35000元以下及

薪資50001-60000元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在專業成長的知覺上，年資1年以下者與

年資1年以上者有顯著的差異（平均值比較分別為18.95 vs. 16.75、15.70 vs. 

18.56）。再者，薪資同樣為35000元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年資淺者對組織

在專業成長上的作為感受較年資深者好；薪資同樣為50001-60000元的公立附幼教

人員則相反，年資深者反而對組織在專業成長上的作為較年資淺者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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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資與薪資對園主任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6呈現年資與薪資對園主任支持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7呈

現年資與薪資對園主任支持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3以圖示各年資及薪資

類組對園主任支持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6 年資與薪資對園主任支持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年資 1 6.889 6.889 1.082 

薪資 4 32.027 8.007 1.257 

年資*薪資 4 70.027 17.507 2.749* 

誤差 376 2394.921 6.369  

總和 386    

*p<.05 

 

表 4-2-7 年資與薪資對園主任支持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1 年以下(含 1 年) 2. 1 年以上(不含 1 年)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7.62 

(2.135) 

n=45 

15.92 

(2.761) 

n=28 

2.941** 

(2) 35001-40000 

    n=28 

16.70 

(2.451) 

n=10 

17.22 

(2.315) 

n=18 

-.560 

(3) 40001-50000 

    n=107 

17.68 

(2.274) 

n=41 

16.24 

(2.706) 

n=66 

2.840** 

(4) 50001-60000 

 n=90 

15.30 

(2.406) 

n=10 

16.48 

(2.272) 

n=80 

-1.548 

(5) 60001 以上 

 n=88 

17.00 

(2.000) 

n=3 

16.21 

(2.870) 

n=85 

.470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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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園主任支持知覺的平均值 

 

    t檢定結果顯示：年資與薪資35000元以下、薪資40001-50000元的園主任支持

知覺有顯著差異（t=2.941，p<.01、t=2.840，p<.01）。從圖4-2-3可看出，年資與

薪資對園主任支持知覺的交互作用主要出現在薪資35000元以下及薪資

40001-50000元這兩類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這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薪資

35000元以下及薪資40001-50000元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在園主任支持的知覺上，

年資1年以下者與年資1年以上者有顯著的差異（平均值比較分別為17.62 vs. 

15.92、17.68 vs. 16.24）。再者，不論薪資同樣為35000元以下或是40001-50000

元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年資淺者對園主任所給予的支持感受較年資深者還要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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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資與薪資對制度清晰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8呈現年資與薪資對制度清晰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9呈現

年資與薪資對制度清晰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4以圖示各年資及薪資類組

對制度清晰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8 年資與薪資對制度清晰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年資 1 5.246 5.246 .940 

薪資 4 50.621 12.655 2.269 

年資*薪資 4 118.363 29.591 5.304*** 

誤差 376 2097.548 5.579  

總和 386    

***p<.001 

 

表 4-2-9 年資與薪資對制度清晰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1 年以下(含 1 年) 2. 1 年以上(不含 1 年)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5.50 

(2.173) 

n=45 

16.77 

(2.365) 

n=28 

4.916*** 

(2) 35001-40000 

    n=28 

17.82 

(2.177) 

n=10 

15.14 

(2.399) 

n=18 

-1.408 

(3) 40001-50000 

    n=107 

17.56 

(2.398) 

n=41 

17.10 

(2.308) 

n=66 

.976 

(4) 50001-60000 

 n=90 

16.30 

(2.710) 

n=10 

17.23 

(2.355) 

n=80 

-1.167 

(5) 60001 以上 

 n=88 

18.00 

(2.645) 

n=3 

16.98 

(2.442) 

n=85 

.704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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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4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制度清晰知覺的平均值 

 

 

    t檢定結果顯示：年資與薪資35000元以下的制度清晰知覺有顯著差異

（t=4.916，p<.001），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薪資35000元以下的公立附幼

教保人員在制度清晰的知覺上，年資1年以下者與年資1年以上者有顯著的差異

（平均值比較為15.50 vs. 16.77），也代表著薪資同樣為35000元的公立附幼教保

人員，年資深者較年資淺者更肯定組織中制度建立的清晰程度。 

    另外，從圖4-2-4可看出，對薪資35001-40000元這類組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

而言，年資與制度清晰知覺的相關也有差異，表示薪資35001-40000元的公立附幼

教保人員在制度清晰的知覺上，年資1年以下者與年資1年以上者有差異存在（平

均值比較為17.82 vs. 15.14），但可能因為這類組的樣本數過少，而使得結果不顯

著，但兩者之差異仍值得關注。不過，薪資35001-40000元這類組的公立附幼教保

人員，年資淺者較年資深者更肯定組織中制度建立的清晰程度，此結果與薪資

35000元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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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資與薪資對決策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10呈現年資與薪資對決策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11呈現年

資與薪資對決策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5以圖示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決策

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10 年資與薪資對決策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年資 1 1.602 1.602 .198 

薪資 4 76.030 19.007 2.349 

年資*薪資 4 85.696 21.424 2.647* 

誤差 376 3042.930 8.093  

總和 386    

*p<.05 

 

表 4-2-11 年資與薪資對決策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1 年以下(含 1 年) 2. 1 年以上(不含 1 年)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9.60 

(2.823) 

n=45 

18.28 

(2.852) 

n=28 

1.926 

(2) 35001-40000 

    n=28 

20.20 

(2.440) 

n=10 

20.22 

(2.602) 

n=18 

-.022 

(3) 40001-50000 

    n=107 

20.78 

(2.350) 

n=41 

19.13 

(2.897) 

n=66 

3.060** 

(4) 50001-60000 

 n=90 

17.90 

(3.541) 

n=10 

19.61 

(2.803) 

n=80 

-1.768 

(5) 60001 以上 

 n=88 

19.66 

(1.527) 

n=3 

19.82 

(3.082) 

n=85 

-.087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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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5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決策知覺的平均值 

 

    t檢定結果顯示：年資與薪資40001-50000元的決策知覺有顯著差異（t=3.060，

p<.01），這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薪資40001-50000元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

在決策的知覺上，年資1年以下者與年資1年以上者有顯著的差異（平均值比較為

20.78 vs. 19.13），也代表著薪資同樣為40001-50000元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年

資淺者對組織作決策的方式較年資深者還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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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資與薪資對創新度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12呈現年資與薪資對創新度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13呈現

年資與薪資對創新度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6以圖示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

創新度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12 年資與薪資對創新度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年資 1 7.197 7.197 1.263 

薪資 4 92.417 23.104 4.053 

年資*薪資 4 73.508 18.377 3.224* 

誤差 376 2143.142 5.700  

總和 386    

*p<.05 

 

表 4-2-13 年資與薪資對創新度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1 年以下(含 1 年) 2. 1 年以上(不含 1 年)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5.75 

(2.356) 

n=45 

13.64 

(2.984) 

n=28 

3.359** 

(2) 35001-40000 

    n=28 

15.30 

(2.359) 

n=10 

15.27 

(2.468) 

n=18 

.023 

(3) 40001-50000 

    n=107 

16.53 

(2.450) 

n=41 

15.68 

(2.156) 

n=66 

1.891 

(4) 50001-60000 

 n=90 

14.70 

(3.368) 

n=10 

16.01 

(2.083) 

n=80 

-1.740 

(5) 60001 以上 

 n=88 

16.66 

(4.932) 

n=3 

16.08 

(2.361) 

n=85 

.406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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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6 各年資及薪資類組對創新度知覺的平均值 

 

 

    t檢定結果顯示：年資與薪資35000元以下的創新度知覺有顯著差異（t=3.359，

p<.01），這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薪資35000元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在

創新度的知覺上，年資1年以下者與年資1年以上者有顯著的差異（平均值比較為

15.75 vs. 13.64），意即薪資同樣為35000元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年資淺者

對組織內創新度的作法感受較年資深者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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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歷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14呈現學歷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15呈

現學歷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7以圖示各學歷及薪資類

組對專業成長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14 學歷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學歷 1 .021 .021 .002 

薪資 4 18.570 4.642 .431 

學歷*薪資 4 137.166 34.292 3.187* 

誤差 377 4056.365 10.760  

總和 387    

*p<.05 

 

表 4-2-15 學歷與薪資對專業成長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技職體系與大學畢 2. 研究所畢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8.12 

(2.987) 

n=70 

17.66 

(3.214) 

n=3 

.262 

(2) 35001-40000 

    n=28 

20.44 

(2.571) 

n=18 

17.18 

(2.272) 

n=11 

3.458** 

(3) 40001-50000 

    n=107 

18.15 

(3.500) 

n=85 

19.45 

(2.444) 

n=22 

-1.641 

(4) 50001-60000 

 n=90 

17.93 

(3.640) 

n=48 

18.59 

(3.193) 

n=42 

-.905 

(5) 60001 以上 

 n=88 

17.76 

(3.760) 

n=47 

19.41 

(3.201) 

n=41 

-2.197*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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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7 各學歷及薪資類組對專業成長知覺的平均值 

 

     

    t檢定結果顯示：學歷與薪資35001-40000元、薪資60001元以上的專業成長知

覺有顯著差異（t=3.458，p<.01、t=-2.197，p<.05），這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

薪資35001-40000元及薪資60001元以上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在專業成長的知覺

上，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者與研究所畢業者有顯著的差異（平均值比較為20.44 vs. 

17.18、17.76 vs. 19.41）。再者，從圖4-2-7可看出，薪資同樣為35001-40000元的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者對組織內專業成長作為的感受較研究

所畢業者還要滿意；相反的，薪資同樣為60001元以上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研

究所畢業者對組織內專業成長作為的感受較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者還要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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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歷與薪資對決策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16呈現學歷與薪資對決策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17呈現學

歷與薪資對決策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8以圖示各學歷及薪資類組對決策

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16 學歷與薪資對決策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學歷 1 2.472 2.472 .305 

薪資 4 10.478 2.619 .323 

學歷*薪資 4 109.146 27.286 3.364* 

誤差 377 3058.146 8.112  

總和 387    

*p<.05 

 

表 4-2-17 學歷與薪資對決策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技職體系與大學畢 2. 研究所畢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9.05 

(2.908) 

n=70 

   20.00 

   (2.645) 

   n=3 

-.551 

(2) 35001-40000 

    n=28 

21.33 

(2.142) 

n=18 

   18.36 

   (1.747) 

   n=11 

3.870** 

(3) 40001-50000 

    n=107 

19.82 

(2.948) 

n=85 

   19.54 

   (2.219) 

   n=22 

.413 

(4) 50001-60000 

 n=90 

19.58 

(3.247) 

n=48 

   19.23 

   (2.526) 

   n=42 

.557 

(5) 60001 以上 

 n=88 

19.17 

(3.198) 

n=47 

   20.56 

   (2.693) 

   n=41 

-2.188*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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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8 各學歷及薪資類組對決策知覺的平均值 

 

     

    t檢定結果顯示：學歷與薪資35001-40000元、60001元以上的決策知覺有顯著

差異（t=3.870，p<.01、t=-2.188，p<.05），這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薪資

35001-40000元、薪資60001元以上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在決策的知覺上，技職體

系與大學畢業者與研究所畢業者有顯著的差異（平均值比較為21.33 vs. 18.36、

19.17 vs. 20.56）。再者，從圖4-2-8可看出，薪資同樣為35001-40000元的公立附

幼教保人員，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者對組織內作決策的方式較研究所畢業者還要

肯定；相反的，薪資同樣為60001元以上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研究所畢業者對

組織內作決策的方式較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者還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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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歷與薪資對物理環境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18呈現學歷與薪資對物理環境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19呈

現學歷與薪資對物理環境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9以圖示各學歷及薪資類

組對物理環境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18 學歷與薪資對物理環境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學歷 1 13.325 13.325 2.309 

薪資 4 82.460 20.615 3.572 

學歷*薪資 4 74.126 18.532 3.211* 

誤差 377 2175.997 5.772  

總和 387    

*p<.05 

 

表 4-2-19 學歷與薪資對物理環境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技職體系與大學畢 2. 研究所畢 T 檢定 

(1) 35000 以下 

    n=73 

15.77 

(2.227) 

n=70 

   12.00 

   (3.605) 

   n=3 

2.808** 

(2) 35001-40000 

    n=28 

16.11 

(2.166) 

n=18 

   15.09 

   (2.022) 

   n=11 

1.261 

(3) 40001-50000 

    n=107 

15.82 

(2.573) 

n=85 

   16.81 

   (2.196) 

   n=22 

-1.662 

(4) 50001-60000 

 n=90 

15.77 

(2.407) 

n=48 

   15.85 

   (2.384) 

   n=42 

-.170 

(5) 60001 以上 

 n=88 

16.04 

(2.612) 

n=47 

   16.82 

   (2.290) 

   n=41 

-1.492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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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9 各學歷及薪資類組對物理環境知覺的平均值 

 

 

    前述結果顯示：學歷與薪資35000元以下的物理環境知覺有顯著差異

（t=2.808，p<.01），這表示與其他薪資類組相較，薪資35000元以下的公立附幼

教保人員在物理環境的知覺上，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者與研究所畢業者有顯著的

差異，技職體系與大學畢業者對組織物理環境的感受較研究所畢業者還要滿意

（平均值比較為15.77 vs.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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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齡與學校規模對決策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表4-2-20呈現年齡與學校規模對決策之二因子ANOVA分析結果；表4-2-21呈

現年齡與學校規模對決策之平均值及t檢定結果；圖4-2-10以圖示各年齡及學校規

模類組對決策知覺的平均值。 

表 4-2-20 年齡與學校規模對決策之二因子 ANOVA 分析結果 

 df ss ms f 

年齡 3 50.586 16.862 2.067 

學校規模 1 3.051 3.051 .374 

年齡*學校規模 3 66.528 22.176 2.719* 

誤差 379 3091.547 8.157  

總和 387    

*p<.05 

 

表 4-2-21 年齡與學校規模對決策之平均值及 t 檢定 

 1. 規模小 2. 規模大 t 檢定 

(1) 20-30 

n=109 

19.52 

(2.649) 

n=61 

   19.81 

   (3.071) 

   n=48 

-.525 

(2) 31-40 

    n=148 

19.40 

(2.599) 

n=83 

   20.44 

   (2.698) 

   n=65 

-2.367* 

(3) 41-50 

    n=103 

19.58 

(3.189) 

n=53 

   18.54 

   (3.221) 

   n=50 

1.654 

(4) 51 以上 

 n=27 

19.73 

(2.016) 

n=15 

   20.33 

   (3.200) 

   n=12 

-.595 

註：1.欄內數字表各平均值，括弧內數字表標準差。2.*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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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 各年齡及學校規模類組對決策知覺的平均值 

 

     

    前述結果顯示：學校規模與年齡 31-40 歲的決策知覺有顯著差異（t=-2.367，

p<.05），這表示與其他年齡類組相較，年齡 31-40 歲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在決策

的知覺上，任職於規模小者與任職於規模大者有顯著的差異（平均值比較為 19.40 

vs. 20.44）。再者，從圖 4-2-10 可看出，年齡同樣為 31-40 歲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

任職於規模大者對組織作決策的方式較任職於規模小者還要肯定。 

    另外，從圖 4-2-10 可看出，對年齡 41-50 歲這類組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而言，

學校規模與決策知覺的相關也有差異，表示年齡 41-50 歲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在

決策的知覺上，任職於規模小者與任職於規模大者也有差異存在（平均值比較分

別為 19.58 vs. 18.54），但可能因為這類組的樣本數過少，而使得結果不顯著，但

兩者之差異仍值得關注。不過，年齡 41-50 歲這類組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任職

於規模小者對組織作決策的方式較任職於規模大者還要肯定，此結果與年齡

31-40 歲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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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小結 

    綜合以上結果，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對組織氣氛知覺之交互作用顯著結果統

整如表 4-2-22： 

表 4-2-22 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對組織氣氛知覺之顯著交互作用統整表 

 面向一 

同事關係 

面向二 

專業成長 

面向三 

園主任支持 

面向四 

制度清晰 

面向六 

決策 

面向九 

物理環境 

面向十

創新度 

薪資 

35000 以下 

年資淺> 

年資深 

年資淺> 

年資深 

年資淺> 

年資深 

年資淺< 

年資深 

 學歷低> 

學歷高 

年資淺> 

年資深 

薪資 

35001-40000 

年資淺< 

年資深 

學歷低> 

學歷高 

 年資淺> 

年資深 

學歷低> 

學歷高 

  

薪資 

40001-50000 

  年資淺> 

年資深 

 年資淺> 

年資深 

  

薪資

50001-60000 

 年資淺< 

年資深 

     

薪資 

60001 以上 

 學歷低< 

學歷高 

  學歷低< 

學歷高 

  

年齡 

31-40 

    規模大>

規模小 

  

年齡 

41-50 

    規模大<

規模小 

  

註：「>」代表前者對此面向的平均值比後者高，「<」代表前者對此面向的平均值比後者低。 

 

從表 4-2-22 可發現： 

    交互作用主要是出現在薪資 35000 以下及他們與其他薪資類組的差異，包

括：（1）在同事關係的知覺上，薪資 35000 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年資淺者

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年資深者，但對薪資 35001-40000 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而言，

剛好相反─年資深者的平均數高於年資淺者；在專業成長的知覺上，薪資 35000

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年資淺者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年資深者，但對薪資

50001-60000 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而言，剛好相反─年資深者的平均數高於年資

淺者；在園主任支持的知覺上，薪資 35000 以下及薪資 40001-50000 的公立附幼

教保人員中年資淺者的平均數皆顯著高於年資深者；在制度清晰的知覺上，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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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 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年資深者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年資淺者，但對薪

資 35001-40000 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而言，剛好相反─年資淺者的平均數高於年

資深者；在決策的知覺上，薪資 40001-50000 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年資淺者的

平均數顯著高於年資深者；在創新度的知覺上，薪資 35000 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

人員中年資淺者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年資深者。（2）在專業成長及決策的知覺上，

薪資 35001-40000 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學歷低者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學歷高者，

但對薪資 60001 以上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而言，剛好相反─學歷高者的平均數高

於學歷低者；在物理環境的知覺上，薪資 35000 以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學歷

低者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學歷高者。 

    另外，交互作用也出現在年齡 31-40 及年齡 41-50 的類組，包括：（1）在決

策的知覺上，年齡 31-40 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任職於學校規模大者的平均數顯

著高於任職於學校規模小者，但對年齡 41-50 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而言，剛好相

反─任職於學校規模小者的平均數顯著高於任職於學校規模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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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歸納本研究重要發現並加以討論，第二節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

建議。 

第一節  重要發現及討論 

    本節首先討論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與組織氣氛知覺的

關係，接著討論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三個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交互作用後與組織氣

氛知覺的關係。 

壹、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與組織氣氛知覺的關係 

    本研究首先討論各背景變項有顯著相關之組織氣氛面向，無顯著相關的部分

會統整在最後討論。 

一、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年齡與獎勵制度、工作效率及園主任支持的知覺有顯著 

    相關，但與專業成長、制度清晰及創新度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年齡與獎勵制度、工作效率及園主任支

持有顯著相關，其中年紀較長者，相對於年紀較輕的教保人員，對於幼兒園所提

供的薪資及福利較滿意，也覺得幼兒園的工作效率比較高；但是在園主任支持方

面，結果剛好相反，年紀較小者覺得受到比較多的支持。以下分項呈現造成這些

研究結果的可能原因。 

（一）年齡較大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獎勵制度較為滿意 

    公立附幼的獎勵制度包含：薪資、補助、遷調、記功嘉獎及晉升機會等。此

結果與陳月麗（2003）對於高雄市幼稚園教師組織承諾與組織氣氛相關之研究結

果相符，其研究顯示年齡愈大的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感受較好；另外，詹淳雅

（2013）的新北市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滿意度之研究中也發現年齡較大

的教保人員對薪資福利較為滿意。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公立附幼有固定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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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結構、福利制度及獎懲制度有關。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5 條規定，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薪資、福利及待遇比照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而公立國民小學

教師的薪資、考核、遷調、補助則依據《教師待遇條例》執行，該規定依任職人

員的學歷及年資訂有一套固定的薪資調升標準，依據該規定，任職越久（即年資

越長），薪資越高；而任職年數越多，年齡相對的亦就越大。另外，該規定中說

明任職人員的福利是相同的，獎勵的部分則大多是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多以記功嘉獎的方式發放，除了年終獎金外，鮮少有實質

的獎金。 

    年齡較輕的教保服務人員通常任職年資較淺，本研究年齡輕者（20-30 歲）

中任職年資少於一年者 53 人，佔 48.6%，依據給新標準，其薪資通常較低；相反

的，年齡較大的教保服務人員因其年資較深，而薪資較高。其次，公立附幼的獎

勵多以敘獎（記功或嘉獎）及發獎狀為主，依研究者的經驗，獎勵多發放給負責

籌畫全園性活動的教保人員，而年資深的教保人員較常擔任行政職及負責全園活

動。或許是因為這些原因，而使得年齡較大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獎勵制度的

感受就比年紀較輕者更為滿意。 

（二）年齡較大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覺得園內事務的工作效率比較高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年齡較大通常也代表年資較長，在園內服務的時間也較

久，因此而對園務工作較為熟悉，本研究推論年齡較大者可能是因為熟稔園內事

務運作的模式而覺得園務的工作效率高。黃儒傑（2008）曾以台中縣市幼稚園為

對象探討教師教學思考的負荷、社會支持及其教學表現，研究發現年齡較大的公

立附幼教保人員在幼兒園服務的時間較長，對於園內的教學及活動已駕輕就熟，

容易遵循以往的方式辦理教學活動。此結果也獲得許玉齡（2004b）對於公立幼

稚園園長的行政專業能力來源與工作困境研究的支持，其研究發現年齡愈大的教

保人員因有較多的經歷，所以較習慣園內事務的運作方式，也有較足夠的經驗來

因應。另外，林英春（2007）的幼稚園園長領導風格與組織氣氛之關係研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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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發現，其研究顯示年齡愈大的教保人員對學校環境、同事彼此性格也會

較熟悉。 

（三）年齡較輕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感受到較多的園主任支持 

    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年齡較輕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通常年資較淺有

關。此結果也獲得郭芳辰（2005）對於幼稚園園長課程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研

究的支持，其研究發現年齡較輕的教保人員通常年資較淺，因而經驗未如年齡大

的教保人員多，所以無論在教學或是園務上都會受到資深教保人員較多的協助。

另外，楊于萱與周淑惠（2009）曾進行台灣幼兒園園長課程領導之個案研究，發

現一般幼兒園中新進教保人員會受到資深教保人員較多的協助，而園主任亦較常

關切並與其討論教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等。 

二、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年資與園主任支持的知覺有顯著相關，但與專業成長、 

    制度清晰、獎勵制度、工作效率及創新度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年資與園主任支持有顯著相關，其中年

資較淺者，相對於年資較深的教保人員，覺得受到比較多園主任的支持。造成本

研究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年資 1 年以下教保人員的現場經驗及行政分工經歷有關。

楊于萱、周淑惠（2009）在台灣幼兒園園長課程領導個案研究中表示，園主任較

常關注年資淺的教保人員並給予建議，可能因此而對於園主任所給予的支持感受

較多。此結果獲得黃儒傑（2008）針對台中縣市幼稚園為對象探討新手教師成就

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略及其教學承諾之研究的支持，其研究發現新手教師因初

入職場，因此而較需要、也較容易受到資深教保人員的關注及協助。 

三、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學歷與創新度的知覺有顯著相關，但與專業成長、園主 

    任支持、制度清晰、獎勵制度及工作效率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學歷與創新度有顯著相關，其中學歷較

高者，相對於學歷較低的教保人員，更肯定幼兒園在創新度上的作為。此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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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甄（2010）在幼稚園園長轉型領導對教師知識管理與創意教學表現之研究相

符，其研究發現學歷高（碩士以上）的教保人員對創新度教學的感知較其他學歷

者高，可能的原因為學歷高的教保人員吸收較多新知，且會運用於實際教學上。

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學歷高的教保人員有更多的機會透過大專院校的課程

而認識更多元的教學方法，且在進修的過程中接觸到更多不同的人而吸收了更多

元的想法，因此能因應幼兒園各種不同的教學與活動方式，且在面對新制度的上

路時（例如新課綱的實施等）也較容易調整。 

四、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薪資與獎勵制度及創新度的知覺有顯著相關，但與專業 

    成長、園主任支持、制度清晰及工作效率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薪資與獎勵制度及創新度有顯著相

關，其中薪資較高者，相對於薪資較低的教保人員，對於幼兒園所提供的薪資及

福利較滿意，也更肯定幼兒園在創新度上的作為。以下分項呈現造成這些研究結

果的可能原因。 

（一）薪資較高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獎勵制度較為滿意 

    此結果與陳月麗（2003）及洪晴萱（2006）相同，兩者皆發現薪資高的幼兒

園教保人員除了薪資高，且對學校整體事務的配合度及活動表現都較活躍。薪資

高者因此而較有機會因參與活動而受到嘉獎，進而對獎勵制度感到較滿意。另

外，本研究對獎勵制度的定義不僅限於薪資的支付，還包含了晉升、休假、津貼、

補助、遷調。許多研究顯示，薪資對幼兒園教保人員來說是一個最主要的影響因

素，影響了教保人員對工作的滿意度以及對自我工作價值的認同；再者，薪資高

的教保人員通常年資較高，年資高則較有機會擔任行政職，因此而較容易獲得敘

獎、晉升（陳月麗，2003；鍾靜琪，2003；洪晴萱，2006；陳怡靖、鄭耀男，2009）。

無論薪資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來說的意義為何，薪資的多寡確實是影響公立附幼

教保人員對幼兒園獎勵制度感受的一個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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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較高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更肯定幼兒園在創新度上的作為 

    此結果與劉秀枝（2012）在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社群互動、職場希望感與創

新教學關係之研究中的結果相同，他們發現職場新鮮人對創新度的標準較高，許

多新手教師由於剛進入職場，對教育抱有極大的熱誠，對自我的期許及標準較

高。黃儒傑（2008）也有同樣的發現，在其新手教師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

略及其教學承諾的研究中，新手教師願意額外投入心力於各項教學工作，不斷改

善、創新教學活動，以做得比別人好為從事工作的標準。可能是因為薪資低的多

為新手教保人員，而新手教保人員因對教學多元創新的期待較高，以致期望落差

較大有關。 

五、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職稱與獎勵制度及創新度的知覺有顯著相關，但與專業 

    成長、園主任支持、制度清晰及工作效率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職稱與獎勵制度及創新度有顯著相

關，其中教師兼任園主任、教師及代理教師，相對於教保員，對於幼兒園所提供

的薪資及福利較滿意；但是在創新度方面，結果不完全相同，與其他職稱者相較，

教師兼任園主任對幼兒園在創新度上的作為感到較滿意。以下分項呈現造成這些

研究結果的可能原因。 

（一）教保員對於獎勵制度較不滿意 

    此結果與林英春（2007）對於不同職稱的教保人員（包含帶班教師、教師兼

任行政及行政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結果不相符；然而，其研究早於幼托整合

之前，並未包含教保員的角色。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自 101 年起幼托整合上

路，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角色定位尚未明確，且在同一個工作場域同時採用兩種不

同的制度有關。自幼托整合後，公立幼兒園內的員額編制與以往不同，依據《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8 條，招收兩歲~入國民小學前之班級皆能配置教保員，唯

獨五歲-入國民小學前之班級規定每班應有一人為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因此成為

公立附幼中的一個新的角色。然而，依據《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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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待遇辦法》第 2條及第 12 條，教保員之工作內容並無明確的規定，且雖然同

為幼兒園教保人員，教保員卻是遵循《勞動基準法》而非《教師法》，因此而顯

示教保員的角色定位尚未明確。鄭青青（2013）在國小附設幼兒園教保員制度的

爭議的研究中發現，教保員對於其工作內容反映出一致性的感受，皆認為工作職

掌不明，且在薪資、福利制度上也不明確。另外，胡至沛與吳筱苹（2013）、莊

春杏（2013）的研究都顯示：多數教保員表示其實教保員常常跟教師做的工作內

容一樣，然而無論是薪資或福利都大不相同，有時候甚至在地位上不如教師，因

此引發出同工不同酬之想法（胡至沛、吳筱苹，2013；莊春杏，2013）。教保員

角色定位不明確、同工不同酬的環境可能讓他們因而對獎勵制度的感受比較不

滿。 

（二）教師兼任園主任更肯定幼兒園在創新度上的作為 

    此結果與 Duff（2013）在管理者與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之研究相符，其研

究發現校長與教師對組織氣氛的知覺有差異，亦即不同職稱對組織氣氛會產生不

同知覺；另外，劉秀枝（2012）的研究結果也與本研究相符。造成此結果的原因

可能與不同職稱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幼兒園內創新度的期待不同。依據《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第 18 條規定，公立國小附幼的園主任及各組組長皆由園內教師

兼任，在此生態下，也許會因為身兼全園活動主要負責人，因此而對園內活動較

積極投入，也可能因為身兼行政職的關係而獲得國小部（校長或行政處室）較多

的支持及肯定，進而增加自信心，在教學及活動上就較能追求創新、突破現狀。 

六、公立附幼的學校規模與專業成長、制度清晰及獎勵制度的知覺有顯著相關， 

    但與園主任支持、工作效率及創新度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附幼的學校規模與專業成長、制度清晰及獎勵制度有顯

著相關，其中任職於規模較大者，相對於任職於規模較小的教保人員，對於幼兒

園所提供的專業成長管道較滿意，也更肯定幼兒園制度建立的清晰程度，且對幼

兒園所提供的薪資及福利亦較滿意。以下分項呈現造成這些研究結果的可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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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一）任職於學校規模較大者對幼兒園提供的專業成長管道較滿意 

    此結果與呂慧玲（2009）對於臺北市幼稚園教師專業素養之研究結果相符，

其研究發現任職於規模大幼兒園的教保人員對專業素養較重視，亦較主動參與專

業成長活動。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學校規模大的幼兒園擁有較多專業成長的

管道及機會有關。Bloom（1988a）提到專業成長的管道除了提供研習機會，還包

含了幼兒園內充實教師專業資源的刊物，以及各班群之間對於課程及教學上的討

論。黃識勳（2013）對於國民小學教師人格特質、學校組織氣氛與專業學習社群

關係的研究都發現任職於學校規模較大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較容易尋求到專業

成長的管道與資源，可能會因為教保人員人數多，相對的人力、物力資源也較規

模小學校多，同事之間擁有較多專業對話對象的機會就越高。另外，張媛甯、岳

美秀（2012）在公立幼兒園教師知覺專業成長及教學效能的研究中提到，由於公

立幼兒園教師大多採輪派方式參加地方教育局或教育部等舉辦之研習，服務於幼

兒園規模3~4班的教師參加的機會較規模更大的學校高，也不會像服務於幼兒園

規模1~2班的教師因參與過於頻繁而效果不佳。最後，依研究者自身經驗，規模

大的幼兒園較常受教育局委託而辦理地區性的研習，故任職於規模大公立附幼的

教保人員也較常有接觸研習的機會，因此而對幼兒園提供的專業成長管道較滿

意。 

（二）任職於學校規模較大者更肯定幼兒園制度建立的清晰程度 

    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學校規模大的幼兒園因人力較多，因而分工較精

細，故較需要以規章來明定教保人員的工作分配及職責有關。公立附幼雖在體制

上是相同的，但是各幼兒園的制度（包含工作分配、人事規章、職責要求等）是

依各校訂定，並無統一的規範。本研究果獲得許玉齡（2004b）對公立幼稚園園

長的行政專業能力來源與工作困境研究的支持，其研究中談到幼兒園若附設於國

小，班級數較多時，不僅教保人員人數多可分工，也較有對外的協調能力與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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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如何適當的分配全校性活動。 

（三）任職於學校規模較大者對幼兒園所提供的獎勵制度較滿意 

    此結果與孫若梅（2005）以教師參與行動研究來探討臺北市幼稚園實施園本

教師績效獎賞之調查研究相符，其研究發現在績效獎賞公平分配方面，任職中規

模幼兒園者的感受高於任職小規模幼兒園者。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在同樣的

薪資福利之下，任職於規模小學校的教保人員需要負擔同樣、甚至更多的教學與

行政工作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有關。雖然公立附幼的薪資調漲、補助…等全省皆

相同，但是在記功嘉獎、提供進修補助及津貼…等方面就會因學校規模大小及園

內教保人員的人數而有所影響（孫若梅，2005）。另外，公立附幼的行政工作大

致相差不遠，許玉齡（2004b）提到，學校規模小的公立附幼班級數少，教保人

員數也少，但所有的園務行政及教學仍必須由這些教保人員負擔，與規模大的公

立附幼教保人員相較，負擔顯得較重。在工作負擔較重的情況下，福利制度仍與

其他公立附幼相同，造就任職於規模小學校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不平衡的心理狀

態。 

七、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六個背景變項與其同事關係、決策、目標共識及物理環 

    境知覺皆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與其同事關係、決策、目標共識及物理環境的知覺皆無顯

著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背景變項與其對同事關係、決策、目

標共識及物理環境知覺無相關。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同事關係面向：此結果與許曼珊（2014）相符，但與林英春（2007）

不相符；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同事關係面向多以園內的教保人員實際互動狀

況有關。許曼珊（2014）對於教保員的工作特性及組織氣氛的研究發現，教保人

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與其在幼兒園中與其他成員的實際互動有關，若教保人員之

間的互動是和諧、開放的，則較容易營造出正向的組織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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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決策面向：此結果與林紫駖（2014）以新北市私立幼兒園為對象探討

幼兒園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結果不相符，其研究發現不同年

齡、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資的教保人員對決策參與的知覺有顯著差異；然而，

該研究對象為私立幼兒園教保人員，他們在參與決策的方式及程度與公立附幼教

保人員是不同的。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決策權是彼此相

當的有關。公立附幼的園主任多為教保人員輪流兼任，每位教保人員都有機會擔

任行政職（洪馨徽、江麗莉，2002），如遇與全園相關之議題時，公立附幼教保

人員多以全園討論的方式為主。許玉齡（2001）於幼教品質繫於幼兒園園長中亦

提出，幼兒園附屬於國小之下的生態，無論在行政或是教學活動上都要處處與國

小配合，各公立附幼的地位也不明確，決策權為何端看該校校長如何決定。呈上

述，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參與決策的程度是與公立附幼本身的制度及國小校長有

關，而不在教保人員本身的特質，因此不顯著。 

    （三）目標共識面向：此結果與何欣姿（2007）對於公立幼稚園教師在合作

教學上之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結果相符，其研究發現影響教師合作的主要原

因為彼此信念的溝通；如前述，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為目標共識和園內教保人

員彼此之間經由溝通而達成的信念及合作關係較有相關。Bloom（1988c）在幼兒

園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及組織忠誠度的研究中表示，教師間的合作關係與其工作環

境中的成員互動交流有關，且合作關係正向積極的環境，成員較易往共同的目標

努力。另外，教保人員之間透過正式或非正式交談，互相分享、溝通在教學上或

實務上遇到的困難，可以促進教保人員彼此之間的信任感及關係，進而促進其共

同往幼兒園未來的目標努力（Carter, 2000；江麗莉，2003）。由上述可知，目標

共識與任職於同一個園內的教保人員共同信念較有關係，然而，公立附幼教保人

員主要是以甄試分發進入各園所就職，一般而言較缺乏溝通因而較無法凝聚出共

同信念，這樣的普遍現象蓋過了背景變項，因而呈現出目標共識面向與各背景變

項較無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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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物理環境面向：此結果與林廷華（2010）對於提升幼兒教師學習環境

規劃之能力的研究結果相符，其研究發現幼兒園教師學習環境規劃的情況及能力

與學校的支援有很大的關係；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公立附幼的物理環境與各

校對幼兒園的支持及資源提供較有關係。鄭美惠、謝美慧（2009）在幼兒家長選

擇就讀公立幼稚園的研究中表示，公立附幼為國小的一部分，教室多為國小教室

的型態，而各校教室的設備則與其經費運用有關。另外，周怡伶、段慧瑩（2009）

對於幼兒園中介空間初探的研究提到，學校行政的支持、資源的提供會影響物理

環境的規劃。以研究者自身的經驗，公立附幼的物理環境（含教室用具及教學材

料的提供）會與主要行政者（校長或園主任）對幼兒園的認識及態度有關，幼兒

園所屬的國小生態、風氣，都可能是改變幼兒園物理環境的最大主因。 

 

貳、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交互作用後與組織氣氛知覺的 

    關係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交互作用後與組織氣氛知覺有顯著

相關者主要有三個類組：年資及薪資（與同事關係、專業成長、園主任支持、制

度清晰、決策及創新度皆有顯著相關）；學歷及薪資（與專業成長、決策及物理

環境皆有顯著相關）；年齡及學校規模（與決策有顯著相關）。 

    從研究結果可歸納出幾個重要的發現，分別為：一、薪資低且年資淺的公立

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組織的感受較佳；二、薪資低且學歷低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

於組織的感受較佳；三、年齡輕且任職於學校規模大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組

織的感受較佳。以下分項討論造成這些研究結果的可能原因。 

一、薪資低且年資淺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組織的感受較佳 

    依據本研究單因子分析的結果，原本薪資與組織氣氛各面向幾乎沒什麼相

關，除了獎勵制度及創新度；但當把年資放進去一起考慮時，卻會發現薪資與組

織氣氛是有關係的（同事關係、專業成長、園主任支持、制度清晰、決策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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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研究發現主要是在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每月薪資低於 35000 以下及薪資

40001-50000 元且年資較淺者，在組織氣氛的同事關係、專業成長、園主任支持、

決策及創新度的得分較年資深者高，但在制度清晰的得分較年資深者低。此結果

可能與薪資低且年資淺者多為公立附幼之新進教保人員，較常受到資深教保人員

的支持及協助，且樂於接受創新教學、勤於自我充實有關。 

1. 同事關係 

如本研究前述，教保人員對同事關係的知覺與其在組織內和成員的實際

互動有關（陳振綱、鄂見智，2010），然而，當年資與薪資彼此是不對等的

時候，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同事關係的知覺就會有所不同。 

自幼托整合之後，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年資並無法完全反映出薪資，有

可能會因其職稱的不同，產生年資高卻薪資低的現象（例如教保員）。薪資

35000 元以下者多為教保員，其任用標準及待遇與教師是不同的；依據《公

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表》，教保員學士畢業者起薪為 34155，

與教師學士畢業者起薪相差有近 4000 元（教師學士畢業者起薪約為

38000），且大學學歷的教保員從第一級升到第十五級，最多只能達到 48155

元，與正式資深教師 60000 多元相較，相差有 10000~20000 元之多。由於任

用標準及待遇的不同，使得年資深教保員的薪資低於年資淺教師的薪資，因

此而可能衍伸出年資深的教保員較容易產生心理不平衡的狀態，進而同事關

係也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鄭青青，2013）。然而，對於年資淺的教保員來

說，可能會認為自己為新進人員，而較少產生心理不平衡的狀態，對幼兒園

同事之間的互動關係自然的就比較滿意。 

2. 專業成長 

在領有同樣薪資的情況之下，年資淺者會因其經驗不足而多參與進修活

動，且各種研習內容、進修管道對年資淺者來說都具有較多的學習意義（吳

靜惠，2005）；年資深者則較有可能因其累積的經驗而不常自願性參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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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對專業成長的內容期望較高，使其對於園內專業成長的措施較不滿意。

林楚欣（2002）對於幼兒教保人員專業成長動機、意願及需求之分析也指出，

年資淺者因仍處職場中的新鮮人，當然比較在乎如何透過專業成長的方式進

而突破現有處境，故對於參加研習、學位進修等就較積極；而年資深者通常

較無後顧之憂，他們可能已不需要升遷，自然對各種能達到升遷或加薪之專

業成長管道較不在意（例如：在職進修、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 

3. 園主任支持 

年資淺的教保人員亦較常受到資深教保人員的支持與協助，因幼兒園教

學現場較常會以年資來判斷一位教保人員的經驗，並給予年資淺的教保人員

較多的協助與建議。郭芳辰（2005）在幼稚園園長課程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

之研究中提到，教保人員的經驗會影響教學品質，而經驗也代表著年資，經

驗少的教保人員會影響其教學行為，所以會由年資深的教保人員來帶年資淺

的教保人員，行政主事者也會給予年資淺教保人員多一點協助。因此，年資

淺的教保人員感受到較多的園主任支持。 

4. 決策 

如前述，公立附幼年資愈深（薪資也愈高）者較有可能擔任行政職，而 

    薪資 40001-50000 元者則多為教保員或新進教師，因此較無擔任行政職的機    

    會，進而對幼兒園教學或活動上握有較少的決策權。依研究者的經驗，在此 

    狀況下，年資深的教保人員較容易感到不平衡，年資淺者反而因其經驗較少 

    的關係而可能較不介意。鍾靜琪（2003）以台中市保育人員與幼教老師為對 

    象探討其工作滿意度，發現年資深者對決策的滿意度較高，其結果與本研究 

    不相符；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為該研究未考量到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因 

    而沒看見在薪資相同的狀況下，年資淺者對決策的感受較年資深者滿意，此 

    為本研究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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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新度 

   在幼兒園創新度感受方面，年資淺者對園內的創新教學感受較多，且認

為教保人員的不同意見是被廣為接納的。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年資淺的

公立附幼教保人員較勇於改變，且樂於接受創新的教學方式有關。 

   從國外與創新度相關的文獻可發現，研究者多聚焦於不同職稱的公立附

幼教保人員對創新度的看法，談到兼任行政職的教保人員對創新度的感受較

好，對於全園活動及教學上的規劃參與較多，因自身就是規劃教學活動和領

導全園運作的人，故對於自己一手建立出來的教學活動或創新度氛圍認同度

較高（Bloom, 1988b）。另外，劉秀枝（2012）對於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社

群互動、職場希望感與創新教學關係之研究發現，園主任、教師在創新度的

知覺上都比教保員佳，如同國內其他針對不同年資教保人員對創新度感受之

研究，發現年資深的教保人員對組織創新度的知覺較好（林鎂絜，2006；李

國甄，2010）；此結果可能與年資深的教保人員薪資也會較高，而當薪資達

到一個穩定時，人才會開始思考突破，尋求創新。但是，這樣的現象在每月

薪資低於 35000 元時卻出現相反的結果，表示當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薪資同

為 35000 以下時（多為教保員），年資淺者較願意額外投入心力於各項教學

工作，不斷改善、創新教學活動，因此而對創新度較為滿意。此研究結果顯

示，在探討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幼兒園創新度的知覺時，不能只考慮單一因

素，而是要針對不同因素進行交叉分析。 

二、薪資低且學歷低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組織的感受較佳 

    依據本研究單因子分析的結果，原本薪資與組織氣氛在獎勵制度及創新度有

顯著相關；但當把學歷放進去一起考慮時，卻會發現薪資與獎勵制度及創新度沒

有關係，而是與專業成長、決策及物理環境有顯著相關。本研究發現主要是在公

立附幼教保人員的每月薪資低於 35000 以下及薪資 35001-40000 元且學歷較低

者，在組織氣氛的專業成長、決策及物理環境的得分較學歷高者高。此結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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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薪資低且學歷低者對於幼兒園環境規劃的標準及期望較低，且較易有剛任職於

幼兒園，以尊重幼兒園現有狀況為優先的概念存在。 

1. 專業成長與決策 

       此結果與鍾靜琪（2003）以台中市保育人員及幼教老師對工作滿意度的 

    研究相同。如同前述，公立附幼中薪資 35001-40000 者多為新進教師或教保 

    員，在領有相同薪資的狀態下，學歷高者較可能因其學歷關係，已不需要學 

    位上進修的支持，反而是對組織內專業成長的要求較高，且對教保人員之間 

    專業對話及教學討論（決策面向）上的期望較高，也可能因為本身是新進教 

    師或教保員的關係，在幼兒園中的決策權未如資深教保員多，較容易引起心 

    理上的不平衡，因而較不容易感到滿意；而學歷低者則因學歷還未達到目前 

    幼兒園教保人員普遍學歷的概況，所以對專業成長的需求多以進修取得學位 

    為主，且與學歷高者相較之下，較容易會有剛進入組織先尊重組織現有狀況 

    的概念存在，故對專業成長及決策的感受較為滿意。 

2. 物理環境 

   Weinstein（1979）在學校的物理環境研究中表示，學校物理環境的設置

會影響學生的學習。但是，學校環境的規劃除了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外，也會

影響師在這個組織內工作的感覺，包含空間規劃的自由度、教學資源的有無

等，進而影響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情況（Carter，2000）。薪資同為 35000 元以

下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學歷高者對組織的物理環境較不滿意，推論可能

的原因為學歷高者因對幼兒園環境設置的課程涉略較廣，故對幼兒園環境規

劃（包含教室環境規劃、教學資源上的支持、空間的大小等）的標準及期望

較高，因而造成其較學歷低者還要不滿意幼兒園物理環境的現況。此結果與

楊貴棻（2007）在臺北市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空間規劃之研究的結果恰好相

反，其研究結果發現碩士學歷或校長之受訪者對學校空間使用之滿意度較

高；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為該研究未進行交叉分析，因而沒看見薪資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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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高者有不同的感受，此為本研究的新發現。 

三、年齡輕且任職於學校規模大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於組織的感受較佳 

    本研究發現當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年齡為 31-40 歲且任職於學校規模大者，

在組織氣氛的決策得分較高；此結果與鍾靜琪（2003）相符。本研究結果可能與

年齡 31-40 者在幼兒園約有 10 年左右的資歷，已累積了豐富的課程與行政閱歷，

且多為幼兒園的主力人員，在此狀況下，如任職於規模大幼兒園應該位居高職且

有較高的行政權及發揮空間有關。 

    以研究者自身之經驗，公立附幼的行政業務是園內教保人員共同分擔，且多

以討論的形式來決定全園的事務；然而，通常公立附幼中握有較多決策權（擔任

行政職或為主力人員）的多為 31-40 歲者，當學校規模愈大，其擁有的行政權則

有可能愈大。 

 

參、本研究整體結論 

    綜合以上結果，本研究最大的發現為個人變項及組織變項交互作用後與組織

氣氛知覺的關係：原本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及學歷）與大部分的組織氣氛面向

沒有獨立關係，只有在園主任支持及創新度有顯著，但是當把它們置入組織變項

（薪資及學校規模）時，就與組織氣氛出現了顯著關係。 

    這樣的現象尤以薪資低且年資淺及薪資低且學歷低者最為顯著，通常薪資低

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中，年資淺及學歷低者對組織氣氛的知覺較為滿意。此結果

顯示薪資高低或年資、學歷本身不是影響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知覺的關

鍵，而是兩者的組合，裡面牽涉到自我價值感及不平衡的心理因素。可能的原因

包含：雖然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薪資是穩定且固定的，但幼兒園中會因年資及學

歷等因素，進而影響一位教保人員的薪資；當年資及學歷與薪資是不對等的時

候，容易引起教保人員心裡不平衡的感受。再者，自 101 年起幼托整合後，公立

附幼的教保人員包含教師及教保員兩種角色，兩者雖於同一個職場工作，但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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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及考核標準上卻有著不小的差異，因此而可能產生同工不同酬，或是教保

員在幼兒園的地位不如教師等現象。以上的結果顯示出：如能縮短教師與教保員

在薪資上的距離，且給予教保員與教師相近的任用及考核標準，應能減少此現象

的發生。 

    另一個則是年齡及學校規模，主要是出現在年齡 31-40 歲者，任職於大規模

公立附幼者感受到當幼兒園在討論園務及教學活動時，他們常常被鼓勵提出自己

的想法，且這些想法是會被傾聽、接納的，大家都能對園內的決策表達意見，而

不是將所有的權力賦予在園主任身上，因此而對於決策的感受較滿意，覺得自己

是幼兒園的一份子；但是，年齡 41-50 歲者任職於大規模公立附幼者對決策的感

受剛好相反。顯示在決策面向上，學校規模本身並沒有一定的好壞，而是要看教

保人員的年齡。這樣的結果顯示出不論是對年齡輕的教保人員（31-40 歲）或是

較資深的教保人員（41-50 歲），園主任都應該常常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應

避免以目前幼兒園的主力人員（多為 31-40 歲者）之想法為主，且園主任對於每

個人提出的想法都會真誠的聆聽及接納。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分別對主管機關、公立附幼、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及未來研

究提出建議。 

壹、對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研議擬定公立附幼教保員工作職責與待遇相關法規 

    本研究發現教保員（職稱）對於獎勵制度的感受較差，可能是因其工作內容

尚未明確訂定，且大多數教保員的工作與教師近乎相同，在薪資及考核標準上卻

與教師有明顯的落差。目前教師的工作內容是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2

條規定，待遇的部分則是比照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之《教師待遇條例》；而教保員

的的工作職責及角色尚未明確訂定，待遇則是依據《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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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同一個職場工作的教保人員卻遵照不同的法令及規定，

因此而衍伸出幼兒園內教師及教保員雖然在同一個場域工作，經常負擔相同的工

作量，在待遇上教保員卻不如教師，進而造成教保員心理上的不平衡（吳筱苹，

2013）。建議教育主管機關針對教保員研議擬定與《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2

條類似之規定，訂定教保員的教保服務內容，且與教師的工作內容劃分，或是可

以調整教保員的待遇（薪資及考核），以減少教保人員之間同工不同酬的狀態。 

貳、對公立附幼的建議 

一、建立明確且公平的獎勵制度 

    本研究發現薪資高、年齡大的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獎勵制度的感受較滿意，

教保員則較差；可能是因為除了薪資高之外，年齡大者也較容易獲得記功嘉獎。

公立附幼的獎勵大多是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來發

放，且多以記功嘉獎的方式呈現，這些獎勵也較常頒發給負責籌畫全園性活動的

教保人員，而年資深（通常年齡也較大）的教保人員則較有機會擔任行政職及負

責全園活動。相反的，薪資低（通常為教保員）、年齡輕者在公立附幼中獲得額

外獎勵的機會就較少。建議公立附幼可依據各園的規模及教保人員數，訂定一套

明確且公平的獎勵制度，讓教保人員有實際、公開的獎勵制度可參考，也能輪流

負責籌畫全園性活動，人人都有獲得額外獎勵的機會。 

二、建立可增進教保人員信任感及合作的社群或提供相關研習 

    本研究發現薪資低者中，年資淺者及學歷低者對同事關係、決策面向的感受

較年資深者及學歷高者滿意；可能是因為當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個人變項（年資

及學歷）與組織變項（薪資）彼此是不對等的時候，較容易產生不平衡的心態，

因而對組織氣氛的感受較差，此現象尤以教保員為最多。由此可知，不平衡的心

態會影響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若依此著手，極有可能改善教保人員彼此

的關係及對組織氣氛的感受。江麗莉（2003）建議要多建立討論社群，讓教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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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有更多的溝通機會，以增進教保人員之間的信任感及合作關係。另外，公立附

幼也可以多舉辦與「教保人員之間的合作關係」、「如何建立幼兒園同事之間的信

任感」…等主題相關的研習，讓教保人員透過參與全園性研習拉近彼此的距離。 

參、對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的建議 

一、營造正向的組織氣氛 

    本研究發現薪資低者或教保員（職稱）對組織氣氛的感受較差，可能是因為

雖同樣為公立附幼的教保人員，在薪資及地位上卻常常不如教師。因此，建議公

立附幼教保人員應不分你我，提供彼此支持的力量（如：給予彼此支持及鼓勵、

尊重每位教保人員的想法並以真誠的心傾聽及接納），共同營造正向的組織氣氛。 

二、給予不同年齡者相同的發表機會及鼓勵，並誠心接納與支持 

    本研究發現同樣任職於大規模公立附幼者，年齡輕者（31-40 歲）對決策的

感受較佳；而年齡大者（41-50 歲）則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年齡 31-40 歲者多為

公立附幼的主力人員，在此狀況下，較有可能位居行政職，且有較多的機會可以

發表想法（其想法也較易被採納）。謝玉琴（2004）在高雄市私立幼稚園暨托兒

所園所長授能領導行為之研究中表示：適時的授能員工，對組織發展具有正面效

果，但須先判斷員工是否具有能力，若無此能力，則給予相關支持（如提供專業

資訊）使其成長後再授權。因此，建議公立附幼教保人員給予年齡輕及年齡大者

相同的機會發表其想法、多鼓勵年齡大者說出自己的建議，並誠心的聆聽、接納

各種不同想法，並在教保人員需要時提供支持。 

肆、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以交互作用為基礎來探討組織氣氛與其他依變項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原本個人變項（年齡、年資及學歷）與大部分的組織氣氛面向沒

有獨立關係，但是當把它們置入組織變項（薪資及學校規模）時，就與組織氣氛

出現了顯著關係。可能是因為組織氣氛是兩者交互之下的產物，也就是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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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感受到不同的組織氣氛，同樣的組織也會對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影響（Bloom, 

1988a；Halpin & Croft, 1963；Hoy, 1986）。早期及晚近的研究皆表示，學校組織

氣氛會影響到工作效能、工作滿意度及離職率；若組織氣氛愈佳，工作效能及工

作滿意度則愈高，反之則愈低，也會因此而增加教師離職率（Zhang & Liu, 2010；

Adenike, 2011）。然而，這些研究皆未考量到組織氣氛中個人特性與組織特性交互

作用後的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以交互作用的基礎來探討組織氣氛與工作

效能、工作滿意度…等依變項的關係。 

二、使用「公立附幼組織氣氛量表」來延續研究 

    本研究發現 Jorde-Bloom 組織氣氛的概念經過修訂後，將公立附幼在獎勵制

度及決策面向的特性考慮進去以符合公立附幼的現況，並維持原先的組織氣氛十

面向，且可以預測公立附幼教保人員對組織氣氛的知覺。建議未來如要持續探索

公立附幼組織氣氛相關研究，可以此量表持續探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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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正式問卷  

台中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組織氣氛現況研究問卷 

親愛的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老師，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願意協助本研究的進行。 

    本研究的題目為「台中市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組織氣氛現況研究」，研究目的主要想瞭解公立國

小附設幼兒園的工作氣氛現況。請您依照您的現職及在幼兒園工作的情況與經驗填答，本問卷答案

沒有對錯之分，且問卷內容絕對保密，僅供學術研究使用，請放心作答。 

您的每一項意見都非常珍貴，可做為未來改善幼兒教保工作環境重要參考依據。請您填寫時不

要漏答其中任何一項，感謝您的配合。 

填寫完後，請將問卷放入信封彌封後，交由園主任統一寄回，謝謝您的協助。 

如您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或來信詢問，我會竭誠為您解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碩士班 

                                                                研 究 生：劉芸岑  謹敬 

                                                                指導教授：廖鳳瑞  博士 

                       聯絡方式：劉芸岑  手機 0912732049  email：redmomo0618@gmail.com 

 

【填答說明】 

1、本問卷請由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填寫，包含園主任(教師兼任與專任)、教師、

代理教師(長代：一年以上)、教保員、代理教保員(長代：一年以上)，不包含行政人員、隨

車人員、廚工及工友，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協助。 

第一部分  關於您的基本資料 

1、年齡：_________歲 

2、於本園服務的年資：_________年 (未滿 1 年以 1 年計) 

3、您任教於幼兒園的總年資： 

   □1年(包含 1年)   □2-3 年   □4-5年   □6-7年   □8年以上 

4、您是否曾在私立幼兒園內任教？ □是，____年  □否 

5、工作職稱：□專任園主任 □教師兼園主任 □教師 □代理教師 □教保員 □代理教保員 

6、您是否有兼任行政職？ □是，我兼任的職位是__________   □否 

7、您園內的園主任是否會輪替？□是，每____年輪替一次園主任   □否 

8、您的最高學歷為： □高中職畢   □五專畢 □四技二專畢   □大學畢   □研究所畢  

9、每月實領薪資： □25,001-30,000 元    □30,001-35,000 元     □35,001-40,000 元 

               □40,001-45,000 元    □45,001-50,000 元     □50,001-5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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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1-60,000 元    □60,001-65,000 元     □65,001-70,000 元 

                  □70,001-75,000 元    □75,001-80,000 元     □80,000 元以上。 

10、幼兒園實際總招收人數約為：_______人 

11、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總人數（不包含行政人員、隨車人員、廚工及工友）總人數：      人 

第二部分  幼兒園的組織氣氛現況 

【填答說明】 

1、本問卷所指「幼兒園」代表您目前任職的幼兒園。 

2、本問卷所指「教保服務人員」指的是您園內的所有教保服務人員（包含園主任(教師兼 

   任與專任)、教師、代理教師(長代：一年以上)、教保員、代理教保員(長代：一年以 

   上)；不包含行政人員、隨車人員、廚工及工友）。 

3、以下是關於幼兒園組織氣氛的描述，請您依照您的感受，針對每一項敘述的狀況勾選 

   最符合您幼兒園組織氣氛現況的選項。 

 從 

未 

符

合 

很 

少 

符

合 

經

常

符

合 

總

是

符

合 

1.幼兒園同事之間彼此互相惡性競爭 □ □ □ □ 

2.幼兒園同事之間不談個人的感受 □ □ □ □ 

3.幼兒園同事之間在工作上有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 □ □ □ □ 

4.幼兒園同事之間會相互問候或瞭解同事生活近況 □ □ □ □ 

5.幼兒園同事之間在下班後或工作之餘會進行交誼活動 □ □ □ □ 

6.幼兒園同事之間常常對彼此不滿，互相抱怨對方 □ □ □ □ 

 

7.幼兒園會自行舉辦各種專業進修活動（如：工作坊、研習或參訪） 

  讓教保服務人員參加 

□ □ □ □ 

8.幼兒園鼓勵幼兒園同事之間彼此分享教學相關的資源 □ □ □ □ 

9.幼兒園對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進修會提供各項補助，如：交通費 

  補助、准予公假、准予公假派代、給予補修時數等 

□ □ □ □ 

10.幼兒園會提供專業諮詢服務給教保服務人員。例如：園內的人 

員在遇到工作困難時，園主任會給予建議協助或提供幼教專家學

者諮詢輔導的相關管道 

□ □ □ □ 

11.幼兒園會購買專業書籍及訂購教育相關的期刊、教材和雜誌給 

教保服務人員使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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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幼兒園提供各種進修活動資訊給教保服務人員並鼓勵教保服務 

人員專業進修培養新知識 

□ □ □ □ 

     

 從 

未 

符

合 

很 

少 

符

合 

經

常

符

合 

總

是

符

合 

13.現任園主任經常給予教保服務人員支持或有幫助的回饋 □ □ □ □ 

14.現任園主任常常對教保服務人員完成的工作感到不滿意 □ □ □ □ 

15.現任園主任無法勝任園務工作，例如無法妥善進行行政工作或無 

   法協調各項行政事務運行等 

□ □ □ □ 

16.現任園主任對所有教保服務人員一視同仁，評價公正，不會有差 

   別待遇 

□ □ □ □ 

17.現任園主任常常將不屬於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分擔給教保服務 

   人員 

□ □ □ □ 

18.現任園主任瞭解許多事情或知識，讓教保服務人員遇到困難時會 

   想向園主任求助，請他提供建議 

□ □ □ □ 

 

19.幼兒園如有需要發放給家長的書面資料，均有詳細的發放程序， 

   讓教保服務人員行事上有參考依據，例如：發放園刊、班刊、班 

   訊等 

□ □ □ □ 

20.幼兒園有提供明確的人事管理資料，內容包含人事規章及各個職 

   稱的職掌與工作內容 

□ □ □ □ 

21.幼兒園有提供書面聘約給教保服務人員 □ □ □ □ 

22.幼兒園很少提出與超過教保服務人員法定工作職責的要求 □ □ □ □ 

23.幼兒園明文規定各項工作規則且適用於每位教保服務人員 □ □ □ □ 

24.對於公文或各項通知，幼兒園有清楚的處理流程，且會及時通知 

   每位教保服務人員 

□ □ □ □ 

 

25.幼兒園福利（加薪、津貼、補助）的分配是公平的，不偏袒任何 

   特定人員 

□ □ □ □ 

26.個人在幼兒園付出的心力比幼兒園實質給予的薪水多 □ □ □ □ 

27.幼兒園薪資的給付是合理的 □ □ □ □ 

28.在此幼兒園工作沒有保障，例如：教師數超於師生比、考績不公、 

   無理解聘 

□ □ □ □ 

29.幼兒園會佔教保服務人員的便宜 □ □ □ □ 

30.幼兒園晉升或加薪機會良好且制度公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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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幼兒園的事務多無法自行決定，而是順從國小的決定 □ □ □ □ 

32.通常在園務會議中大家無法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 □ □ □ 

33.通常每個人都有機會在園務會議中參與討論與決定 □ □ □ □ 

 從 

未 

符

合 

很 

少 

符

合 

經

常

符

合 

總

是

符

合 

34.牽涉全園之事務，包括：行政事務、教保活動、課程與教學等， 

   皆會經由會議來決定 

□ □ □ □ 

35.教保服務人員雖有機會投入討論，但通常現任園主任早已經有其 

   決定 

□ □ □ □ 

36.對於園務行政問題，現任園主任很少徵詢教保服務人員的意見 □ □ □ □ 

37.遇園務決策時，現任園主任願意聆聽每個人的意見 □ □ □ □ 

 

【填答說明】 

    如您不知道您園內的教保理念、教保目標及課程目標，請於作答以下 6題時，勾選 

「從未符合」的選項。 

38.幼兒園內的多數人對於幼兒園的課程目標及教學有共識 □ □ □ □ 

39.同事之間常透過溝通與協商達成共識 □ □ □ □ 

40.幼兒園沒有任何書面文件明確列出幼兒園的教保理念及教保目 

   標 

□ □ □ □ 

41.同事之間很少在幼兒園內談論幼兒園的教保目標或教材教法等 

   相關事項 

□ □ □ □ 

42.全體教保服務人員都致力於實現幼兒園的課程目標 □ □ □ □ 

43.個人理念常與幼兒園理念不合 □ □ □ □ 

 

44.開會是浪費時間且沒有收穫的一件事 □ □ □ □ 

45.幼兒園的運作是有效率的 □ □ □ □ 

46.幼兒園中大家通常都會盡力完成工作 □ □ □ □ 

47.教保服務人員個人的時間常被切割、浪費 □ □ □ □ 

48.教保服務人員經常錯過完成工作或任務的截止時間 □ □ □ □ 

49.教保服務人員很少推辭或推延工作事務 □ □ □ □ 

 

50.幼兒園對於環境及空間精心布置，維持整齊、乾淨及安全 □ □ □ □ 

51.幼兒園環境（例如：教室、活動空間等）擁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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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幼兒園的設備設施較為單調、缺乏多樣性 □ □ □ □ 

53.幼兒園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放置個人物品的空間 □ □ □ □ 

54.幼兒園內的聲音（如：教室內的聲音、室外的吵雜聲）會互相干 

   擾 

□ □ □ □ 

55.幼兒園有提供足夠的用品和材料給各班使用 □ □ □ □ 

 從 

未 

符

合 

很 

少 

符

合 

經

常

符

合 

總

是

符

合 

56.幼兒園強調創新且樂於接受不同的意見 □ □ □ □ 

57.幼兒園的教學或活動固定，沒有什麼變化 □ □ □ □ 

58.幼兒園會留意或嘗試新的教育觀念與教學方式 □ □ □ □ 

59.幼兒園會避免去做以往沒嘗試過的事務 □ □ □ □ 

60.幼兒園會定期進行檢討與改進，尋找不同的方法解決園內的各項 

   問題 

□ □ □ □ 

 

 

謝謝您的填答，辛苦了！ 

信封中的藍筆為填問卷贈送的小禮物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