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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大學教師兼任行政職行為、行為意圖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研 究 生：林嘉兒 

指導教授：李隆盛 

摘 要 

大學教師有教學、輔導、研究和服務的職責，兼任學校行政職是服務

的一環，但教學、輔導、研究及其他服務工作考量，都可能是教師兼任行

政職的拉力或推力。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現況，

並透過計畫行為理論，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及行為意圖與

其相關因素。本研究以北部某公立大學 2016 學年度第 2 學期 798 位專任教

師為調查對象，依學院和學系別，採分層便利取樣進行問卷調查。回收問

卷資料經描述、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處理，結

果發現：(1)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偏低；(2) 公立大學教

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程度為中高；(3) 公立大

學教師的學校行政經歷愈長其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愈高，但教學年資則

與意圖無關；(4)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和行為意圖可由教師態度、

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預測；(5)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會受行

為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愈高，愈可能兼任行政職。最後依研究結果研提出

建議，提供大學做規劃校務營運及教師人力發展策略之參考。 

 

關鍵詞：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計畫行為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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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Behavior,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to 

Serve as Faculty Administrator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Author： Chia-Erh Lin 

  Adviser： Lung-Sheng Lee 

ABSTRACT 

Providing instruction, guidance, research and services are university 
faculty’s responsibilities and serving as part-time administrators is a realm of 
services. However the considerations of instruction, guidance, research and 
other service could promote or hinder faculty to serve as a part-time 
administra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public 
university faculty serving as part-time administrators and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behavioral intentions and other related factors to serve as faculty 
administrations by using the theory. In total of 798 full-time faculty of a public 
university in the northern Taiwan were surveyed in 2016.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in grouping of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t test, ANOVA,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is low for the faculty to serve as faculty 
administrator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2) The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of faculty serve as faculty administrator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are medium to high. (3) The more experiences in serving as faculty 
administrator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that faculty do, the higher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crease. However, it is irrelevant to the length of teaching years. (4) 
The behavior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the faculty to serve as part-time 
administrator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can be predicted by their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5) There is more probability 
to serve as faculty administrator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if perceptual behavior is 
higher controlled.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lanning of university operation and developing the strategies of faculty human 
resource. 
 
Keywords: public university, serve as faculty administrators, theory of plann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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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行為意圖及其可

能影響因素，藉此作為未來大學治理革新之參考。本章共分四節，依序

說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

以及名詞解釋等。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大學面對全球化競爭導入市場績效的治理模式 

21 世紀是知識經濟領銜的時代，隨著高等教育產業化及全球競爭的

影響，大學學術聲望與研發創新能量已和國家的競爭力緊緊相扣，而被

視為是驅動國家經濟力的重要關鍵。為因應這一波知識經濟社會的挑戰，

各大學的治理模式與教育功能也產生了衝擊與變化，除了傳統追求學術

自主與知識創新外，也逐漸將追求績效產業化經營列為校務發展重點(楊

朝祥, 2009)。學校運用現代管理策略，以提升資源使用效率，強化校務

行政經營績效，而為了要追求效能，間接也改變了傳統教授共治(shared 

governance)的教育管理模式，而轉向建立學校行政管理階層治理模式。

此種以績效控制的管理機制，雖賦予行政部門彈性、機動處理權責，但

相對也降低教師參與機會，讓教師失去對推動校務的興趣與熱忱，甚或

對大學治理漠不關心。因此，如何在兩者之間取得平衡點，學者陳維昭

(2007)便認為此將是大學治理端的關鍵課題與挑戰。因此，如何引導教

師積極投入學校行政服務，使其專業學術結合校務營運目標，進而建構

出卓越的行政管理團隊及共治共贏的校園，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 

二、 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具相當自主性 

粗探文獻在高等教育體系中教師與學校間關係，按學者通說及實務

見解，私立大學教師提供專業知識之勞務，與其聘任學校係屬私法的聘

任契約關係(林佳和, 2007)，此與公立大學教師聘任屬公法上行政契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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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自有不同(陳敏, 2007)。學者宋玫玫與張德勝(2008)的研究便指出公、

私立大專院校對教師要求並不相同，私立大專院校教師之教學負擔較重，

且私立大學較少賦予教師自主性，也較重視教師之管理。因此公、私立

大學教師與學校間不僅在法律關係上不同，而且公立大學教師在工作行

為表現上，較私立大學教師在學校教學、服務等行為意圖，有較大的自

主彈性。因此，本研究將以有較大自主意向的公立大學教師作為本研究

探討的對象。 

此外，1994 年修訂的《大學法》，鬆綁對大學的管制，強調大學應

有更多的自治權限與追求學術的自由。例如公立大學為學術研究、人才

培育，除設立學系、研究所及學院等學術單位外，為協助教學、研究及

推廣業務之需要，另設有各種行政單位或推廣中心，以服務全校師生、

社區民眾或一般社會人士，此均顯示學術組織與行政單位設立目的與追

求目標並不相同。而上述學術及行政組織之主管產生及權責亦不同。以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為例，依該校組織章程規定，學術主管的產生，係由

各學院或學系組成遴選委員會，循民主公開程序遴選產生，並報請校長

聘請兼任之。因此，校長對校內學術單位主管僅有聘任權，並無實質的

人事決策權，此與行政單位主管之選任，係由校長領導層級決定聘任與

否的方式自有不同。 

學術單位主管具有介於校務行政與學術專業平台的特性，不僅需配

合學校整體校務發展及運作脈絡方向前進，亦牽涉追求學術專業領域、

學生輔導、系務發展及行政倫理等議題(陳成宏, 2011)。換言之，在顧及

自身專業研究及行政倫理，在面對不同面向的感受與壓力下，學術主管

也出現輪流擔任的現象(巫銘昌、何希慧、戴劍鋒, 2008)，而此與行政單

位主管係由校長考量教師之專業、適任及配合度等條件，而決定聘任與

否及聘期長短之特性明顯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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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究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的影響因素有助校務營運 

依馬斯洛 Maslow (1971)提出的動機需求層次理論，人類有生理、安

全感、社會、尊榮感、成就、超自我實現等不同層次需求。動機是個體

滿足個人實現成長的動力，透過各種內外環境所型塑的動機與意圖，會

驅使個體去追求各項需求的滿足感。以教師參與學校行政工作意願之研

究，發現在中小學端，教師於工作特性、組織團隊認同、行政業務量等

安全感、社會層次因素確能影響其兼任行政職意願(鍾建勇、林美珠, 

2015)。另有文獻指出，明訂教師之角色功能內涵、符應兼任教師的需求、

建構行政支持氛圍及改善評鑑制度等確實可提升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

願(盧威志, 2013)。目前在影響中小學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圖的相關因素，

已有不少學者投入研究探討，但卻較少研究是從大學教師的角度切入探

究。考量中小學與大學的組織型態、功能及治理模式不同，其組成專任

教師之經歷背景及專業自主性亦有所差異。本研究因而依前揭背景研究

對象的特殊性，透過計畫行為理論來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

為意圖與其相關影響因素。如若能了解目前公立大學教師投入學校行政

服務的意圖與行為態度、主觀規範、行為控制等之知覺(perception)關聯

因素，應可作為未來大學校務營運之參考，並藉此建構公立大學教師可

行之人力資源發展策略。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者應用計畫行為理論來探討大學

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是受到那些因素影響，期能作出可供學校

領導端參考的建議與方向。因此，本研究擬達成下列具體之目的： 

(一) 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對於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

制、以及行為意圖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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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了解不同背景變項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之差異。 

(三) 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與

行為意圖之關係；以及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圖與行為間之關係。 

二、 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一) 公立大學教師對於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

制、以及行為意圖之現況為何？ 

1.1 公立大學教師對於兼任行政職的態度為何？ 

1.2 公立大學教師對於兼任行政職的主觀規範為何？ 

1.3 公立大學教師對於兼任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制為何？ 

1.4 公立大學教師對於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為何？ 

(二) 不同背景變項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之差異為

何？ 

2.1 不同教學年資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之差異為

何？ 

2.2 學校行政經歷對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之差異

為何？ 

(三) 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模式為何？ 

3.1 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與行為意圖之關聯為何？ 

3.2 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主觀規範與行為意圖之關聯為

何？ 

3.3 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意圖之關

聯為何？ 

3.4 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職的行為意圖與行為之關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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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職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之關聯為

何？ 

3.6 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職的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

與行為意圖對行為的預測力如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一) 就研究對象而言，以北部某公立大學 2016 學年度第 2 學期 798 位

現職之專任教師(含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及講師)為研究對象。 

(二) 就研究內容而言，本研究係採用計畫行為理論以探究公立大學教

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及行為意圖及其可能影響因素，並探討不同

背景變項在兼任行政職意願的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

行為意圖之差異。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力求嚴謹，然侷限研究者經驗、資源等因素，可能限制為，

研究對象北部某公立大學教師為範圍，本個案學校位處都會要衝，亦為

頂尖大學之一，其教師特性自與其他北、中、南地域之大學教師有所差

異。甚至與私立或科技大學亦有不同。因此，本研究結果僅適用該個案

或性質相近學校推論。此外，本個案學校教師，分屬文、理、工等不同

學群，教師屬性並非相同，考量教師填答意願，研究樣本採用分層便利

抽樣，並非隨機抽樣，然此易導致偏差的結論。因此，為利後續合理推

論至母群體，採取以系所為單位，按系所教師人數比例調查，並以符合

母群體教師屬性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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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為清楚界定本研究名詞概念，茲將重要名詞意涵說明如下： 

一、 公立大學 

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主要區分為「一般大學」及「技職校院」二種型

態。另依《大學法》第 4 條明文，「大學分為國立、直轄市立、縣 (市) 立 

(以下簡稱公立) 及私立」。因此，在「一般大學」及「技職校院」二大

高教體系下又有公私立之別，本研究專指公立一般大學校院。 

二、 大學教師 

《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14 條略以，國立大學應擬訂員額編制表，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本研究之大學教師，係指依前述程序納入各公立

大學法定編制員額內之現職專任教師。另依「《大學法》」第 17 條暨《教

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14 條規定，大學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理教

授、講師。因此，本研究所指大學教師不包括大學內之約聘教師、兼任

教師、博士後研究員及助教等人員。 

三、 兼任行政職務 

《大學法》第 1 條第 2 項明文，在法律規定範圍內，大學應受學術

自由之保障，享有自治權。因此，從大學的功能性面向觀察，校務運作

的組織架構，可概分為學術體系與行政體系。前者涵括研究、教學等功

能。後者則屬於學校經營管理事項。本研究所稱「兼任行政職」，係指

教師依《大學法》第 14 條兼任各級行政主管，即兼辦上揭行政體系之

行政管理事務。倘教師兼職屬學術專業體系之職務，如依《大學法》第

13 條兼任系所、學程主任或院長等學術主管職位之工作，依本研究前述

之研究背景與動機，不在本研究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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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行為 (behavior, B) 

行為是指生物個體或群體面對內在或外在刺激後的協調反應，可能

是行動或是不行動。而人類的行為是相當複雜且多變的，它會受生物、

生理、文化、社會結構等不同因素所影響(Greene, 1999)。而人類會以思

考、語言及技巧等來表現種種活動。產生行為的因素包括內在因素和外

在因素，內在因素中最重要即是動機，動機行為主要可以為三個階段，

需求、行動及目標，行為導向目標，藉以滿足需求。因此動機和個體一

切活動或行為有關(孫武彥, 1990)。本研究採計填答教師曾在大學「兼任

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合計之服務年資為行為表現。 

五、 行為意圖 (behavior intention, BI) 

根據計畫行為理論，行為意圖為一種動機，指個人選擇從事某特定

行為的心理強度。在本研究中定義其為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

務之意願強度。衡量尺度將採取 Likert 七點量表，衡量方式從非常同意

7 分、同意 6 分、有點同意 5 分、普通 4 分、有點不同意 3 分、不同意

2 分、非常不同意 1 分。整體分數愈高代表教師對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

的行為意圖愈高。 

六、 態度 (attitude, AI) 

根據計畫行為理論，個人對於某項行為的感受、正向或負向；想要

或不想要的評價，也可以說成個體對某一行為所表現喜歡或不喜歡的持

續性立場。本研究之操作定義為「大學教師對兼任學校行政職的正向或

負向的評價」。衡量尺度將採取 Likert 七點量表，衡量方式從非常同意 7

分、同意 6 分、有點同意 5 分、普通 4 分、有點不同意 3 分、不同意 2

分、非常不同意 1 分。整體分數愈高代表教師對兼任行單位行政職的行

為正向評價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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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SN) 

根據計畫行為理論，個人從事某一行為時，認知其重要關係人或團

體是否同意其行為的社會壓力。另認知重要參考團體，可分為直接參考

群體如家人、朋友等及間接關係群體，如報紙、雜誌或傳播媒體等

(Schiffman & Kanuk, 2000)。本研究之操作定義為「大學教師自覺重要的

參考個人或團體對其兼任學校行政職的認同程度」。衡量尺度將採取

Likert 七點量表，衡量方式從非常同意 7 分、同意 6 分、有點同意 5 分、

普通 4 分、有點不同意 3 分、不同意 2 分、非常不同意 1 分。整體分數

愈高代表教師對兼任行單位行政職的行為，認知到社會家庭重要關係的

人或團體支持愈高。 

八、 知覺行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 

根據計畫行為理論，指個人知覺對於自己完成某行為的容易或困難

程度的控制信念與知覺力量，如果行為人察覺擁有資源或機會越充足，

對知覺行為控制能力就越高。本研究之操作定義為「大學教師知覺兼任

學校行政工作的掌控能力」。衡量尺度將採取 Likert 七點量表，衡量方式

從非常同意 7 分、同意 6 分、有點同意 5 分、普通 4 分、有點不同意 3

分、不同意 2 分、非常不同意 1 分。整體分數愈高代表教師對兼任行單

位行政職的行為時，本身所能掌控能力就愈高，愈能提高行為意圖及後

續行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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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待答問題進行文獻蒐集與探討，期使建立本研究之理論基

礎，以作為後續發展研究工具及分析詮釋之參考。本章共分二節，分別

為第一節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現況、問題與對策，及第二節教師兼任

行政職行為意圖之影響因素。 

第一節  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現況、問題與對策 

一. 大學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之制度說明 

(一) 受聘原則 

《大學法》第 8 條、第 14 條規定，大學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

負校務發展之責，並得置副校長，襄助校長推動校務，由校長聘任

之，其人數、聘期及資格，由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另國立大學各

級行政主管人員，得遴聘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並於各校組織規程

定之。由此可知校長擁有對副校長、教務、學務、總務等各級行政

單位主管的絕對人事任命權，而教師亦不需要另外經由民主公開遴

選程序才能受聘。 

(二) 身分界定與兼職限制 

公立學校之專任教師雖不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所稱之

公務員。惟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08 號解釋，公立學校教師如兼

任學校行政職務，就其兼任之行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此外，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4 條，及公務人員兼

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捐(補)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

董監事職務等相關規定，兼任行政職公立教師限制兼職的範圍，包

括不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不得以個人身分兼任私人公司之外部

獨立董事、監察人；除法律另有特別規定，或已依法辦理留職停薪

者外，不得兼任政府轉投資事業董事長或副董事長職務；其餘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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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許可程序，悉依《公務員服務法》辦理。 

(三) 福利措施 

1. 休假補助 

依《教師請假規則》第 8 條規定，私立學校及公立專科以上學校兼

任行政職務教師之休假，由各校自行定之。另同規則第 10 條規定，

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其休假應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但在不

影響教學及校務推展情形下，各校得於學期期間視實際需要核給休

假。公立大學對於教師兼任行政主管職務，得比照公務人員核發強

制休假補助費(即國民旅遊卡)，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為例，該校訂

定服務年資及兼任行政職務年資皆滿 1 學年者，當學年核給休假 7

日，休假補助 8,000 元；另服務年資滿 3 學年，兼任行政職務滿 1

學年，每學年核給休假 14 日，休假補助 16,000 元；至兼任行政職

務年資或教師服務年資未滿 1 學年者，其休假日數及休假補助，則

另案簽計(105 年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執行各項支出應行注意事項，

105.01.01)。 

2. 主管加給 

依《教師》法第 19 條規定，教師之待遇分本薪 (年功薪) 、加給及

獎金三種。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本薪以級別、學經歷及年資敘定薪

級。另加給分為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三種。因此，

各公立大學為鼓勵教師兼任行政單位主管職務，積極推動校務發展，

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9 條，並參考「公

立各級學校校長暨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支給標準表」，

訂定各校教師兼任主管職務得增列工作津貼等職務加給。以國立臺

灣大學為例，該校為推動校務，對實際負有領導指揮監督與推展業

務職責兼任單位主管職務之教師，依主管類別及職等不同，可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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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工作加給 6,740~26,480 元  (國立臺灣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兼

任功能性主管職務工作費給與標準表, 105.2.15)。 

3. 減授鐘點 

各大學為鼓勵教師投入校務運作，減輕其工作負荷，均訂有教師兼

行政職務者，得減授鐘點。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為例，教師兼學術

或行政職務者，每學期依其擔任主管類別減授時數分別由 2 至 6 小

時不等(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要點, 103.6.18)。 

4. 其他 

除上述法規明定之福利事項外，各大學亦自訂其他措施，如臺灣大

學一級行政主管及編制內年滿 60 歲以上教師每 2 年得申請健康檢

查補助費用 1 次；另如臺大及或臺師大均定期開辦行政主管綜合體

適能入門課程，以減輕教師兼任行政工作的壓力與負荷。 

綜上，大學教師兼任行政工作，除了考量教師的行為意圖外，校長

或行政單位主管的邀約決定，仍為教師兼任行政職的重要因素。此外，

教師如兼任行政職其身分受法令限制之範疇較一般教師更為嚴格。而相

關福利措施對經地位較高的大學教師是否影響其兼任行政工作的行為

意圖，亦納入關注。 

二. 大學教師兼任行政服務現況 

大學之所以不同於中小學，就其設置目的及功能向而言，最大

差異為大學以追求學術真理，並以成為創新知識與培育學術研究人

才重地為目標。在此前題，校務行政管理並非公立大學教師的養成

的目的與專精範疇，因此，行政服務自非屬大學教師的工作的重心，

有研究指出，約只有 30%的大學教師兼負行政工作(吳明鋗、李隆盛, 

2009)。另外陳鳳如(2006)的研究也發現，大學教師在服務投入面向，

每周花在校內行政兼職 0 小時所占的人次最多，另該研究也探討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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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大專院校教師在教學、輔導及研究與服務時間投入比較時，

亦顯示在服務方面投入的時間，一般大學均少於技職院校教師。因

此，在實證上也因為公立大學教師不被要求要多撥出服務投入時間，

在行政/服務負荷的滿意度，一般大學較高於技職校院教師。 

此外，學者彭森明(2006)在教育部的「大學教師評鑑機制之研究」

中，對大學教師評鑑項目及比重有深入探討，此專案研究計畫亦指

出，許多大學教師認為，服務工作項目繁雜，需投入的時間較長，

但成果回饋對教師評鑑或升等的幫助不大，確實難以趨動教師在服

務領域的投入。 

三. 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問題與對策 

（一） 大學教師工作壓力與負荷沈重 

依 Wahlund 和 Nerell (1976)的研究指出，教師是一般白領階

級職業別中，最容易感受工作壓力的族群；而依陳素惠(2005)看

法，教師的壓力來自於對個人認知、社會的期待與環境丕變，且

可能因為教師的工作是相當具有社會性，所面臨的工作壓力常是

錯綜複雜、具多面向並相互影響的狀態(林淑雯, 2009)。另井敏珠

及李惠玲(2013)的研究指出，專科教師整體上工作壓力較高的事

項分別為「工作負荷」、「行政支持」和「學生行為」；另周子敬、

彭睦清(2005)的研究也顯示，教師工作壓力最大因素為「工作負

荷」，其次由於知識汰舊率加速，擔心自我專業知能是否與時俱

進在「專業知能」及「課程規劃」則分列二、三，其在統計上顯

示正向影響教師的工作壓力。 

而近年各大學為因應少子化與國際化及積極爭取世界大學

排名能見度，普遍要求教師要提高研究能量。而如黃雯芳(2010)

的研究亦指出，我國大學教師在工作時間投入上，分別是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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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投入較多，而在教學與服務上相對較少。教師在從事教學與

輔導、研究與服務之投入比重，仍受到評鑑和升等制度、教師個

人的價值觀及其任教職初期、升等及兼任行政工作等不同職涯階

段等因素左右(王為國、鍾任琴, 2011)。 

（二） 教師評鑑引導教師的工作重心 

依《大學法》第 21 條意旨大學教師職責，包括教學與輔導、

研究、服務等三大面向。為此，大學教師工作除了教學與輔導學

生外，尚須兼顧學術研究與產業合作等工作內容，而這也成為現

行教師評鑑及升等的架構，而依現行大學教師評鑑標準，循此制

度決定長聘、升等標準。近來國內大學為了追求全球頂尖卓越排

名，多以績效管理的觀點來進行教師評鑑(孫志麟, 2007；彭森明, 

2006)。因此，大學教師得具備一定研究競爭力，配合進行研究、

撰寫計畫，並投入教學及服務，方能通過教師評鑑或升等的要求。

因此，在大學教師的心目中，仍以「研究」最為重要(彭明森, 2006)。

如以研究績效為主的評鑑制度，只重視教師對研究成果與對學校

營運發展的價值，致限縮教師在追求研究能量的框架，降低教師

對教學與輔導及服務面向心力的投注，如吳明鋗和李隆盛(2009)

便認為大學教師在研究與教學上所花費的時間呈現負相關。因此，

教師在面臨提高研究產出政策之升等與評鑑壓力下，除了教學核

心工作外，多無意撥注力心兼職行政服務工作，有研究結果就顯

示大學教師超過六成每週不曾花費時間投身校內行政(陳鳳如, 

2008)。另也有教師認為兼任行政工作，勢必排擠了研究與教學

的時間，甚至出現有兼任行政職務就像是「值日生」服務師生、

或當成「服兵役」，等退伍完成責任後，就可以優遊自在地從事

研究與教學工作(王為國、鍾任琴, 2011; 洪瑞璇,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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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視大學教師個人特質與人力發展 

傳統評鑑制度確實已引發許多爭議與批判，如加重教師的壓

力、忽略教師專業發展及強化教師的功利心態等(孫志麟, 2006；

逢明德, 1995)，但如果以人力資源發展的角度來思考大學教師評

鑑機制，會認同評鑑目的並非僅在人事與績效的控管，其更積極

的意涵就是提供教師個人在教學與輔導、研究、服務三個構面的

專業績效表現，藉以讓校方或教師本身掌握職能缺口，以利專業

職能提升與職涯發展之參考。Arreola (2000)便認為大學教師評鑑

制度設計的步驟可以包括，以大學教師為主體決定角色模式配分

值及權重，譬如針對教學型教師，就可以在「研究/教學/服務」

三個構面中，對其教學的角色參數進行加權，並以多層面的角度

來蒐集教師表現的資訊。而孫志麟(2007)也認為由於教師工作的

角色與專長並非一致，各項評鑑標準亦應考慮以教師為主體設計

相對權重，以符應每位教師得以發揮所長，進而滿足生涯發展的

需求。 

第二節  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之關聯因素 

本節旨在對影響學校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圖之相關文獻進行整理

分析，且為了增加對研究主題了解與研究問卷設計，遂以國內教師兼任

行政職意圖之文獻資料進行因素分析，並以計畫行為理論為架構作為本

研究之立論基礎。 

一、 個人背景變項因素之研究 

馬斯洛 Maslow (1971)提出人類動機的需求層次理論，已被許多學者

運用於探討人類各種不同領域動機及激勵的研究議題(林莉莉, 2013；劉

仲矩、楊緯剛, 2015；歐姿妤、黃貞觀、盧淑敏、李書芬, 2009)。現實生

活情境中，個人為追求各項層次需求的滿足感，也成為影響個人動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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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的重要因素，而需求層次的滿足程度，也因人而異。因此，教師個

人背景變項對於其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與其構成行為意圖間

將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本研究將教師個人背景因素之教學年資及之前

行為經歷等變項與教師兼任行政意圖相關文獻，進行統整，以為後續研

究方法設計之依據。 

(一) 教學年資 

隨著教師教學年資增長，對教學環境、工作內容及學校的組織

氣氛已較能適應，而相關教學服務等經驗累積已達一定程度，此外

對學校行政運作模式也會更為熟稔。因此沈彥良(2012)、林學正(2016)、

許文福(2014)、郭亭均(2011)、陳金蘭(2012)、陳瑞香(2013)、楊雅玲

(2013)、詹明益(2016)、蔡進裕(2015)、顏碧琦(2014)等人的研究結果，

均顯示教學年資和兼任學校行政職行為意圖有顯著差異。但依王美

月(2014)、翁宥慈(2011) 、鍾建勇(2015)等人研究結果，教學年資與

兼任學校行政職的意圖無顯著差異。 

在考量中小學教師與大學教師在學校的職涯進路與發展並不相

同，依《大學法》第 17 條規定，大學教師職級明定為教授、副教授、

助理教授、講師共 4 級等，各大學並訂有教師聘任及升等送審之要

件與程序等規定。研究者以為 2015 學年度公立大學教師具博士資格

已達 87.5%(教育部統計處)，且教師升「級等」需經任原級等一定服

務年限，並具備資格方能提出(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103.1.22)。教師職

級等與教學年資相關，爰本研究納入教師教學年資為背景變項，以

利區別凸顯研究對象背景因素和中小學教師之相異處。 

另有學者井敏珠、李惠玲(2013)便認為專科教師會因為教學年資

不同而影響其職業心態。因此，隨著教學年資增加，是否會影響大

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意圖，實值得本研究加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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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校行政經歷 

根據較多文獻的研究結果，行政服務經歷與兼任學校行政職意

圖有顯著差異，如沈彥良(2012)、阮介呈(2011)、陳金蘭(2012)、陳逸

霞(2013)、鍾建勇(2015)。惟亦有研究指出之前學校行政經歷與教師

兼任學校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沒有顯著差異，如許文福(2014)、郭亭均

(2011)、陳瑞香(2013)、楊雅玲(2013)、顏碧琦(2014)等。 

雖然學校通常會依據教師成員的特質、資格、知識與技能，及

投入工作的意願等情況，組成學校行政團隊(Hill, 1997)。整體而言，

依現行學校治理模式，許多校務決策是由少數人所決定，一般而言

教師能加入行政團隊的機會較少，教師可能會因不瞭解與認知不足

而畏縮、排斥或者冷漠，造成政策或計畫之執行與推動上遭遇困難(李

汝怡, 2007)。因此，兼任過學校行政工作的經歷，是否將使教師較了

解學校運作及互動的模式，進而影響其兼任行政職，似是一個重要

因素，故本研究將「學校行政經歷」列為探討的背景變項之一。 

二、 教師兼任行政工作影響因素之研究 

對於教師兼任行政職意圖方向的文獻，國內研究較多以一般中

小學教師為對象進行探討，其探討的變項，除了個人背景因素、個

人特質、興趣外，在對外環境因素層面，尚包括家庭與社會的支持、

組織氣氛、領導風格等。另外，也有將行政工作職務內容與工作性

質等因素，列為會影響教師兼任行政職意圖的變項。 

由於國內相關教師兼任行政職影響研究者，所進行研究主題之

範圍與對象不同，研究方法、變項及構面有所差異，其研究結果也

不盡相同。茲就近 3 年國內有關教師兼任行政職影響因素研究彙整，

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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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中小教師兼任學校行政職意願關聯因素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詹明益
(2016) 

國中教師兼
任學校行政
工作意願影
響因素之研
究-以新北市
偏遠地區公
立國民中學
為例 

新北市偏
遠地區公
立國民中
學教師 

問卷
調查
法 

一、教師在年齡、年資、學校職務在薪酬福利因素程度
上，有顯著性差異；而性別、婚姻狀況、學歷在薪
酬福利因素考量程度上，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二、在組織領導與氛圍的程度上，不同學校職務之教師，
有顯著性差異；而在不同性別、婚姻狀況、年齡、
服務年資、學歷之教師，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三、新北市偏遠地區公立國中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願的
高低與「薪酬福利」、「個人層面因素」及「組織領
導與氛圍層面」因素有部分顯著相關。 

楊佳芳
(2016) 

苗栗縣國民
中學教師兼
任學校行政
工作意願影
響因素之研
究 

苗栗縣國
民中學教
師 

修正
式德
菲法

影響國民中學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工作意願因素，
受高重視度影響因素之層級構面依序為：行政工
作壓力因素、薪酬福利因素、學校組織領導因素、
個人層面因素；而受高重視影響因素指標依序
為：工作負荷、學校組織氣氛、職務加給、人際
關係，健康狀況等五項。 

林學正
(2016) 

教師兼任學
校行政工作
意願影響因
素之研究–以
桃園市龜山
區公立國民
中學為例 

桃園市龜
山區公立
國民中學
四所學校
編制內教
師 

問卷
調查
法 

一、 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願因素主要發生在個人、組織
氣氛與領導層面的因素。 

二、 教師願意兼任行政工作的主要原因包括可以和志
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努力、主管拜託、有彈性休假日
等；不想兼任行政職務的主要原因為：壓力大、工
作量大、常要拜託別人配合而不願欠人情等。  

三、 背景因素中具有部分顯著差異的包括：年齡、服務
年資、目前工作職務別。不具有顯著差異的包括：
性別、婚姻狀況、學歷。 

四、 不同年齡的背景因素在薪酬福利層面，達到部分顯
著差異。不同服務年資背景因素在組織氣氛與領導
層面達到部分顯著差異。 

五、 目前不同工作職務別的背景因素在個人層面和組  
織氣氛與領導層面構面，皆達到部分顯著差異。 

鍾建勇
(2015) 

屏東縣國中
小特教教師
兼任學校行
政工作之因
素分析 

屏東縣國
中小特教
教師 

問卷
調查
法 

一、 特教教師對於兼任行政工作屬於中度意願。 
二、 在不同背景變項中以 45 歲以上、服務年資在 21 年

以上、教育程度為師資班及研究所以上(含 40 學分
班)、職務為教師兼其他行政組長之特教教師對於
兼任行政工作具有較高意願，達顯著差異。 

三、 工作特性及組織認同為最具決定特教教師兼任行
政工作意願的主要因素。 

四、 個人職場、家庭與社會因素以及薪資福利因素並非
為影響屏東縣特教教師兼任行政工作的主要因素。

周暐明
(2015) 

桃園市國民
中學教師兼
任學校行政
工作影饗因
素與意願之
研究 

103 學年度
桃園市公
立國民中
學共計 26
所學校 650
位教師 

問卷
調查
法 

一、教師對於兼任學校行政之影響因素，整體呈現高知
覺程度。其中以「學校認同」構面得分最高。 

二、不同背景變項之影響因素具有顯著情形： 
(一)性別在薪資與福利制度與影響因素面有顯著差異。
(二)不同教學年資變項之教師在政策法令、薪資與福利

制度及影響因素整體等變項部分達到顯著差異。 
(三)不同學校規模等變項之教師在學校願景、組織氣

氛、薪資與福利制度及影響因素整體達顯著水準。
三、不同背景變項在性別、任教科目及現任職務等變項

達到部分顯著差異，而學校規模達到全部顯著差異。
四、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影響因素與意願之間，具有正向

預測力。其中以學校願景之預測力最高。 

 



18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黃雅如
(2015) 

國中小教師
兼任學校行
政工作意願
之動態研究 

從影響教
師兼任學
校行政工
作的因素
中歸類出
三大系統
之研究。 

系統
動態
學法 

影響國中小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工作意願的關鍵因素分別
為「溝通協調能力」、「行政人數」、「校務評鑑」、「行政
作業電腦化」、「自我成長意願」、「休假日數」、「國旅卡
福利」、「主管職務加給」。 

林美珠
(2015) 

國民小學教
師兼任學校
行政工作意
願之影響因
素分析－以
高雄市某國
小為例 

高雄市某
國小教師
選取現兼
曾兼(現不
兼任)與不
曾兼任行
政工作教
師各 3位為
訪談對象。 

質性
研究
之深
度訪
談法 

一、在個人因素構面中，影響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願的
主要考量因素為班級歸屬感。 

二、在學校內在因素構面中，以組織團隊氣氛、行政業
務量及行政輪替機制為影響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願
為主要考量因素。 

三、在學校外部因素構面中，以社會評價影響教師兼任
行政工作意願的主要考量因素。 

四、整體而言，影響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願主要考量因
素為組織團隊氣氛、行政業務量及行政輪替機制。

黃啟賢
(2015) 

影響國民小
學教師兼任
學校行政職
務意願因素
與因應策略
之研究─以新
北市某國小
為例 

新北市某
國小的 6位
國小教師
為訪談對
象。 

採用
質性
研究
之深
度訪
談法 

一、目前國小教師兼任職務工作之意願低落。 
二、教師工作壓力的來源有專業知能、工作負荷、人際

關係及時間運用等。 
三、教師考量的組織氣氛有主管領導、處室氣氛、處室

同儕、校園的教師氛圍等。 
四、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之原因主要為主管請託、同儕影

響。 
五、工作壓力、組織氣氛是影響教師兼任行政職務的因

素，而薪資福利無法吸引教師兼任行政職務。 

許文福
(2014) 

新竹市國小
教師兼任行
政職務意願
之研究 

新竹市國
小教師(含
代理教師) 

問卷
調查
法 

一、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意願屬於中度程度。 
二、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意願之影響因素，主要在組織氣

氛與認同感、個人與家庭、工作價值觀與成就感等

構面。而薪資福利並非主要的影響因素。 
三、教師願意兼任行政工作的主要原因，依序為：學校

主管的拜託、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努力、對

行政工作有興趣等；教師不想兼任行政職務的主要

原因依序為：國小行政事務繁雜、工作量太大、壓

力太大。 
四、具有影響的背景因素，包括：性別、學歷、服務年

資、教師身份、工作職別，對兼任行政職務意願程

度較高。而不具有影響的背景因素，包括：年齡、

婚姻狀況、未成年子女數、是否兼任過行政職務、

學校規模。 

王美月
(2014) 

新北市公立
國民中學教
師兼任學校
行政工作行
為意向之研
究 

2014 年任
教於新北
市公立國
民中學教
師 

問卷
調查
法 

一、 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工作行為意向趨向於中低程度。

二、 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工作行為意向會因婚姻狀況、學

校行政經歷不同而有所差異。 
三、 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工作行為意向以行為傾向態度

為最正向，其次為兼任行政工作知覺行為控制，最

後為兼任行政工作行為主觀規範。 
四、 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工作行為意向，以工作行為態度

因素最具預測力，其次為規範信念、控制信念及依

從動機，以結果評價預測力最小。 

表 2‐1  國中小教師兼任學校行政職意願影響因素研究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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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年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余秋微
(2014) 

臺南市國民
小學教師兼
任學校行政
工作意願及
其影響因素
之研究 

臺南市國
民小學教
師 

問卷
調查
法 

一、教師對於兼任行政工作意願偏低。 
二、不同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與職務之教師在兼任學

校行政工作意願量表的知覺有顯著差異。但不同婚
姻狀況、服務年資與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兼任行政工
作意願量表的知覺則無顯著差異。 

三、影響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意願程度以組織認同因素最
高，個人職場因素次高。 

四、課稅非影響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工作意願的主要因素。

經整理表 2-1 研究結論發現，因研究者的研究範圍、研究構面與

重點並未一致，因此，研究結果與也各有出入，尤其個人背景變項，包

括性別、年齡、婚姻、學歷及教學年資等，會因為在國中小學不同教育

組織或區域差異，教師對兼任行政職意圖表現上呈現不同的狀態。此外

有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工作負荷、學校組織氛圍、學校願景及校長領導

等因素，會影響學校所屬教師兼任學校行政職的意圖，因此本研究擬將

類此因素納入問卷題項，進行了解與驗證。 

三、 計畫行為理論的應用 

Ajzen 於 1985 提出的計畫行為理論，是近三十年來行為科學領域

最受歡迎的理論之一，並廣泛的被研究者應用在分析個人採取某一特定

行為的理論架構。相較於其他探討行為動機的理論，計畫行為理論可從

三個面向來解釋影響行為意圖，以及行為意圖與行為間的關聯。其架構

清楚，操作定義明確，並已累積許多領域包括旅遊活動、消費模式、運

動及醫療行為等，實證研究支持該理論可有效解釋人類的決策模式和行

為 (吉利洪、清壽林,2015；徐茂洲、潘豐泉、黃茜梅, 2011；涂珮瓊、

許文耀、張正雄、陳盈如, 2011；陳睿俊、陳勃仲、張哲輔、林清壽、李

菀雯 2017；盧淵源、徐斌碩, 2015；鍾易詩、翁士博 2014；Ajzen, Albarracin, 

& Hornik, 2007)。 

探討公立大學教師願意兼任行政職意圖的過程，必須衡量各項因素，

包括個人專業、可投入時間與資源、組織氣氛、同儕認同、校長領導及

表 2‐1  國中小教師兼任學校行政職意願影響因素研究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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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的經營績效等，而上述因素皆有可能影響教師投入學校行政團隊的

意圖，若能瞭解其關聯因素，將可提供學校規劃出合宜的鼓勵方案，正

向影響教師兼任行政職的意圖與行為。而此與計畫行為理論模型中行為

意圖是由三個變項因素所組成，分別是「態度」(attitude, AI)，亦即個人

對該行為所感知到正向或負向、好或壞、想要或不想要的評價，Kinnear

和 Taylor(1996)認為態度是指個體對某些特定事物或已知經驗，所為評

價及行為導向的過程，而廖淑伶(2007)則認為態度是個人對特定事物所

持有每種信念正向及反向評價的整體彙合。其次是「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SN)，即個人感受到做出該行為是否會得到身旁重要的人或團體支

持或認同此行為的程度與壓力，亦是個人投入某項特定行為預期來自重

要同儕或團體的社會壓力(Ajzen,1991)。第三為「知覺行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是指個人知覺到自己對做出某特定

行為時，對於所需資源與機會之控制知覺能力，知覺行為控制反應出個

人過去的經驗與認知，當個人所掌握資源較多時，其預期可能遇到阻礙

將會較少，因此行為控制程度就會較大(Ajzen,1991)。 

此外，行為除受行為人理性行為意圖影響外，也會因為個人知覺行

為控制所認知從事該行為容易或困難的程度所左右，而教師兼任行政職

的行為不僅受到主觀行為意圖的影響，教師的工作負荷及資源支配等外

在環境因素，也可能會影響教師對兼任行政職之行為表現。綜上所述，

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之解釋，與計畫行為理論模組相符，於是本研

究參考計畫行為理論的架構如圖 2-1 所示，來驗證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

為意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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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計畫行為理論模型 

計畫行理論主要用於研究行為的意圖，並探究個人在態度、主觀規

範及行為控制、行為意圖與行為之關聯。個人行為受行為意圖影響，而

行為意圖則又由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所決定。依計畫行為理

論假設，若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愈高，未來接受學校校長或行政

主管請託進入行政團隊的可能性也越高。本研究參考前述教師兼任學校

行政職意願影響因素研究文獻資料，將有關工作負荷、被動獲邀或主動

爭取兼任行政職務，及是否納入教師職涯規劃等選項，作為測量教師兼

任行政職行為意圖的題項。將教師個人角色定位、專業考量、價值期待

等因素，以「態度」構面進行探討。另外，在社會壓力、家庭因素、朋

友及同儕支持等因素，納入「主觀規範」構面來探討。最後將個人工作

壓力、意志力、時間控管能力等從「知覺行為控制」構面探討。 

依前述教師兼任行政工作影響因素之研究文獻分析得知，性別、婚

姻狀況等個人背景變項，會在不同中小學學校或區域出現不同的研究結

果，而本研究係依計畫行為理論之著重探討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

控制等三項自變項對行為意圖之影響及預測效果，因此對非研究焦點的

性別、婚姻及職級等變數列為控制變項。並將性別、婚姻及職級的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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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經過虛擬編碼(dummy coding)處理後，全部進入多元迴歸分析，以

了解並區分各個變數對行為意圖的影響效果及預測力。 

  此外計畫行為理論假設行為除了受行為意圖影響外，還被知覺行

為控制所調控，因此在資料研究分析中也將關注此二者對行為之影響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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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說明本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流程

及資料處理及結果分析。茲將上述分為五節討論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主要在以計畫行為理論架構來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

職之行為意圖及其影響因素。本節將依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以及文獻探

討，建構出本研究之架構，並提出研究假設。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採用 Ajzen (1985)的計畫行為理論所建立的模式架構，

再根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配合文獻探討，建立研究架構。因此，以

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與行為做為本研究所關注的被解

釋變項，而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

制及個人背景等變項為本研究的解釋變項，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 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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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行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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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教學年資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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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架構圖 3-1，本研究擬了解的研究假設如下列，並透過研

究假設的考驗，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與可能影響因

素，以及不同背景變項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與可能影響

因素之差異。 

H1：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與其行為意圖呈正相關。 

H2：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主觀規範對其行為意圖呈正相關。 

H3：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意圖呈正相關。 

H4：不同教學年資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有差異。 

H5：學校行政經歷對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有差異。 

H6：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與行為呈正相關。 

H7：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呈正相關。 

H8：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行為

意圖對兼任行政職行為具有預測力。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2016 學年度第 2 學期北部某公立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為

研究對象。本研究調查問卷分為預試問卷和正式問卷，因此，本節主要

針對研究對象及取樣方法加以說明。 

一、 母群體 

本研究研究對象是以北部某公立大學專任教師為範圍。依該校人事

室網頁公告「2016 學年度第 2 學期現有人力及師資結構」(2017.4.30) 總

計專任教師 798 人。其 2016 學年度計有 12 個院級學術單位，所屬專任

教師人數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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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臺灣北部某公立大學 2016 學年度第 2 學期專任教師人數表 

學院/院級代碼 人數 
A 143 
B 150 
C 56 
D 177 
E 21 
F 35 
G 67 
H 66 
I 44 
J 4 
K 3 
L 32 

總計 798 

二、 樣本及取樣 

（一）預試問卷 

關於預試樣本數的數量，依吳明隆(2001)論點，預試人數應以問

卷中包括最多題數之分量表題數的 3 ~ 5 倍為原則，且總樣本數不得

少於 100。本研究各構面題項較少，故以問卷初稿所有題項 26 題為

計算，依前述說明抽取 100 ~ 130 人為預試樣本，考量母群體教師人

數、問卷回收率及無效問卷的情況，本研究以採用對另一與本研究

母群體範圍屬性相近之臺灣南部某公立大學教師，發放預試問卷。 

（二）正式樣本 

本研究係以臺灣北部某公立大學 2016 學年度第 2 學期專任教師

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母群體總數為 798 人，提據 Krejcie 和 Morgan 

(1970)所提出之樣本數決定公式來計算最小之抽樣樣本數為 260 份。

問卷採取匿名編碼方式處理，並以調查學校各系所教師人數多寡，

按比例採取分層方便取樣調查。即研究者按學校系所教師人數為基

準，以系所教師至少 1/3 以上人數之比例，在每系所中找到容易、就

近方便得到同意的研究對象，進行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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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由 Ajzen (1985)修正理性行為的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原本是用於解釋消費者的消費行為。國內外相關研究將

計畫行為理論廣泛運用在預測並解釋個人的行為意圖，並應用於醫療衛

生、科技資訊、職業抉擇等各個領域，且已獲得許多實證的支持。因此，

本研究以計畫行為理論 Ajzen (2006)研究問卷為基礎，來作為研究測量

工具。茲將問卷編製過程說明如下：  

一、 問卷初稿編製與計分方式 

本研究的測量工具以 Ajzen (2006)計畫行為理論為基礎，並參考王

美月(2014)針對新北市公立國中教師兼任行職工作行為意向之研究調查

問卷，先邀請目前為某公立大學任教職超過 20 年且兼任行政單位行政

職年資亦已逾 10 年，教學及行政資歷完整之教師，就其內涵進行訪談，

以編擬修正各構面操作題項為本研究預試問卷草案。繼而進行二位專家

學者針對各構面題項之內容、語意及措詞審視修訂，並依建議加註說明

文字，以提示問卷填答教師清楚「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意涵；最後再

委由指導教授通盤審視指正，以強化預試問卷專家效度。本研究邀請審

視之專家組合名單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問卷初稿專家審查名單 

姓名 職稱 背 景 摘 要 
李隆盛 教授/校長 曾任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國立聯合大學校長，現任中臺科

技大學校長。學術及行政經歷豐碩，專精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

各項議題與研究，並擅長人力資源發展領域。 
鄭志富 教授/副校長 現任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兼任副校長。行政歷練完整，教學

及研究成果豐碩，曾指導發表多篇以計畫行為理論探討行為意

圖模式相關研究。 
陳昭珍 
(訪談) 

教授/教務長 現任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兼任教務長。曾任臺師大圖書館館

長，兼任行政職務等超過 10 年，教學年資逾 25 年，對教師兼

任行政單位職務具豐富實務經驗。  
林坤誼 教授 現任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擅長應用科學教育及科技行為領

域，就其研究領域多獲校內外學術獎勵之肯定，亦曾指導多篇

計畫行為理論領域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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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問卷包括二部分，第一部分為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

此部分量表內涵包括行為意圖構面 8 題、態度構面 8 題、主觀規範構面

4 題及知覺行為控制構面 6 題等共 4 構面 26 題，無反向題設計。另衡量

尺度採取 Likert 七點量表，衡量方式從非常同意 7 分、同意 6 分、有點

同意 5 分、普通 4 分、有點不同意 3 分、不同意 2 分、非常不同意 1 分，

每個構面的題項分數加總後，分數愈高代表其兼任行政職的意圖或對影

響兼任行政職因子同意程度愈高。反之，則表示其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

的意願較低或對影響兼任行政職因子同意程度愈低。另第二部分為「基

本資料」背景資料題項包括性別、職級、婚姻、教學年資、學術及之前

在校行政服務經歷及近四年是否有擔任行政職等 8 項。完成彙編之「公

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調查 (預試問卷) 」如附錄一所示。 

二、 預試問卷實施與分析 

考慮母群體教師人數、問卷回收率等情況，完成的預試問卷將對與

母群體屬性相近之另一所公立大學施測，以校對問卷之信效度。依據時

程於 2017 年 3 月 2 日至 4 月 5 日進行預試測，預試測統計結果經剔除

無效問卷計105份，編碼後採用統計套裝軟體SPSS  22 進行項目分析、

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 

(一) 項目分析 

預試資料以項目分析進行適切性的評估，並刪除不具鑑別度題

項(邱皓政, 2000)。依極端組檢核法，以各構面量表總分前 27%和

73 %後得分的平均數高低二組作比較，以獨立樣本 t檢定加以考驗，

如顯著性達統計水準(p< .05)，表示題目有差異性，即具鑑別度，而

應予保留(吳明隆、涂金堂, 2008)。本預試問卷 4 個構面 26 題經項

目分析結果，各題 p(t)< .05 均達顯著水準，表示預試問卷 26 題, 每

題項均可在不同受試者能反應其鑑別度，因此保留所有題項。 

 



28 
 

(二) 效度分析 

本研究問卷編撰先採專家效度建構初稿，繼以完成預試後資料，

採因素分析衡量，以因素負荷量的高低來建構效度的衡量。一般而

言，以 Kaiser-Meyer-Olkin (KMO)做為指標來衡量是否適宜進行因

素分析，依 Kaiser (1974)的判斷準則，KMO 值小於 0.5 時不適合進

行因素分析，大於 0.8 則表示題項的結構關係是良好的(邱皓政, 

2002)。本預試問卷經 KMO 與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結果，KMO 值為

0.937，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表示變項間有足夠的相關

性，具共同因素存在，因此適於進行因素分析。 

預試問卷(參附錄一)經因素分析，調整各構面題項為行政意圖

構面包含題項 1、2、3、4、21；態度構面包含題項 5、6、7、8、9；

主觀規範構面包含題項 10、11、12、13、14、15、16、17、18、19、

20；知覺行為控制構面包含題項 22、23、24、25、26 等。 

(三) 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是用以檢定調整各構面之題項後，對此因素的內部一

致性、穩定性、或估計測驗誤差，以反映真實程度的一項指標。而

Cronbach’s α 係數為各種信度中較為嚴謹，亦為現行採行最廣指標

之一(邱皓政,2000)，另根據黃俊英與林震岩(1994)認為 Cronbach’s α

係數值在 0.7 至 0.98 表示問卷資料具高度內部一致性，0.35 至 0.69

為中信度，0 至 0.34 為低信度。故預試問卷經考驗後應符合上述數

值，才足以顯示具有內部良好的一致性。 

本預試資料經信度分析結果顯示，行為意圖構面 Cronbach’s 

α= .912、態度構面 Cronbach’s α= .949、主觀規範構面 Cronbach’s 

α= .944、知覺行為控制構面 Cronbach’s α= .930。因此各構面 α值多

≧0.9 表示信度極佳。另資料雖顯示如刪題項(16.我認為兼任學校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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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職是值得受到肯定與敬佩的) 可提升些微信度，但在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值已達 0.9，表示信度良好情況下，為避免後續題項過

少可能陷入分析的困境，經與指導教授討論，不刪題項，並以因素

分析結果調整排列各構面的問卷題項。如上綜整預試問卷信效度分

析摘要如表 3-3 所示。 

表 3-3 預試問卷項目分析、信度考驗摘要表 

構面 題號 
轉軸後因

素負荷量
共同性 

累積可解

釋變異量

修正後項

目總相關 
Cronbach’s α

主觀 

規範 
15. .740 .646 75.532 .682 .944 

13. .728 .809 .846 

14. .721 .688 .730 

10. .655 .764 .805 

17. .650 .752 .832 

18. .632 .703 .807 

19. .619 .731 .800 

20. .601 .780 .841 

11. .585 .786 .738 

12. .515 .620 .710 

16. .500 .379 .475 

態度 6. .757 .898 .916 .949 

 8. .736 .814 .833 

7. .726 .912 .919 

9. .696 .741 .795 

5. .678 .831 .844 

知覺行為

控制 
24. .778 .845 .865 .930 

 25. .761 .823 .841 

26. .758 .716 .687 

23. .739 .830 .870 

22. .673 .736 .809 

行為 

意圖 
4. .763 .715 .731 .912 

3. .731 .796 .854 

2. .713 .783 .827 

1. .650 .837 .810 

21. .605 .686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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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式問卷形成與實施 

預試問卷經信效度分析並修正調整，編製完成正式問卷，定名為「公

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調查問卷」如附錄二所示。並於 2017

年 5 月 1 日起於 5 月 19 日對於北部某公立大學 798 位專任教師施測。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主要分為準備、設計、實施與撰寫結果等四階

段，依進行流程及步驟呈現如圖 3-2 所示。 

 

圖 3- 2 本研究流程圖 

設
計
階
段 

編撰研究工具問卷 

進行專家審視及修正 

發送及回收預試問卷 

修正並確立正式問卷 

撰
寫
結
果
階
段 完成研究論文 

研提結論與建議 

比較發現研究結果 

準
備
階
段 

探究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認研究主題與方向 

蒐集資料及探討文獻 

擬定並提交研究計畫 
教師兼任行政職的現況問題與對策 

大學教師兼任行政職現況 

實
施
階
段 

實施及發送正式問卷 

回/催收問卷及整理編碼 

運用統計軟體計算分析 

信、效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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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準備階段 

依大學行政組織的運作與研究者在職場觀察現況，發現並探究問題

背景，擬訂研究主題與方向，並思考研究結果可否提供研究者職場待答

問題解決方案之參考；次以蒐集、閱讀國內外文獻，整理探析影響教師

兼任行政職之現況及相關因素，初步推設研究變項間的關係，藉以建立

研究架構，並完成撰寫研究計畫送審。 

二、 設計階段 

根據研究計畫審查委員之修正意見，深化背景動機之論述及校訂研

究架構，並審慎編撰問卷內容題項包括二部分，第一部分為教師兼任行

政職之行為意圖、態度、主觀規範、行為知覺控制等變項量表，及第二

部分基本背景資料等。先進行學者專家效度審查，修正內容效度後實施

預試，俟回收預試問卷資料，以 SPSS 統計軟體進行分析與修正，校準

信、效度以確立正式問卷。 

三、 實施階段 

依研究者所設立之研究北部某公立大學之母群體範圍，按該校各學

系人數比例分層採用便利取樣方式施測。回/催收並整理問卷，資料經過

可能性檢查及邏輯性查核( Neuman, 2000) 剔除無效卷，將符合抽樣數之

問卷資料編碼、建檔後，以 SPSS 統計軟體進行本研究各項待答問題之

相關統計分析。 

四、 撰寫結果階段 

依研究分析統計報表，進行各項數據結果討論，驗證歸納文獻資料，

續以撰寫分析成果報告，彙整本研究之結論，並據以研提供教師、學校

營運層級及後續研究者之參考建議，歸納成果將提送論文口試審查，再

依口試委員意見修正內容，周延本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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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 

研究者將正式問卷回收並經資料編碼整理後，茲就本研究所使用之

統計方法說明如下：  

一、 敘述性統計 

以次數分配與百分占比分析受測教師基本背景資料如性別、職級、

婚姻、教學年資、學術及行政兼任服務年資等分布情形，及各構面題項

得分情形，再以平均數、標準差等統計分析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

意圖、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之平均數與分布情形。 

二、 單一樣本 t 檢定 

    配合本研究採取 Likert 七點量表，問卷內有關構面各題項量表平均

數和該構面整體平均值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據以區分公立大學教師對

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以及行為意圖表現。

各題項平均數如較該構面平均值高，且經樣本 t 檢定達顯著，則表示為

偏高程度；反之如題項平均數低於該構面平均值，且經樣本 t 檢定達顯

著，則表示為偏低程度，而各題項平均數如經 t 檢定未達顯著者，則表

示為居中程度。 

三、 獨立樣本 t 檢定 

將「性別」及「學校行政經歷」等二個背景變項，分別採用獨立樣

本 t 檢定(t-test)，以了解男、女大學教師及，其在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

是否有差異其學校行政經歷及在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工作行為意圖

上之差異情形。 

四、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對大學教師之「教學年資」、「婚姻狀況」背景變項分組，並進行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OVA)，分析不同組別的婚姻狀況、教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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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背在兼任行政工作之行為意圖是否具有差異。因將教學年資分為四組，

若檢定 F 值達顯著水準以上者(p <.05)，則進一步用薛費法事後比較

(Scheffe's method)，以了解不同教學年資組別其在兼任行政工作意圖之

差異情形。 

五、 皮爾森積差相關係數分析 

皮爾森積差相關係數(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檢定各信

念構面，如教師兼任學校行政行為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

行為意圖間及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間是否有線性關聯的強度。

相關係數為+1，表示一個完全正相關；相關係數為-1，表示完全負相關；

相關係數為 0 表示完全沒有線性關係。一般而言，相關係數小於 0.4，

其關聯度為低度相關；相關係教介於 0.4 至 0.7 間，表示其關聯度「中

度相關」；相關係數大於 0.7 表其關聯度「高度相關」(吳明隆, 2009)。 

六、 迴歸分析 

對於影響教師兼任行政職的因子，本研究擬採「強迫進入變數法」

的多元迴歸分析(又稱解釋型迴歸分析)，將所有的影響因素 (自變項)投

入迴歸模式，以探討整體迴歸模式對行為意圖的解釋力。意即將態度、

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等三個構面的自變項與依變項行為意圖建立迴

歸模式；及將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等二個構面的自變項與依變項行

為建立迴歸模式，不論上述二組迴歸模式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力到

底有沒有達到顯著性，都可以檢定解釋各構面間相關強度，若相關數值

達顯著水準，表示可以了解並探討各構面對行為意圖是否有方向性的預

測及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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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本章將依正式問卷施測資料整理後輸入電腦，使用 SPSS 22 統計

軟體進行統計分析，並設 .05 為各項檢驗的考驗水準，以驗證各研究假

設，並就分析結果進行說明。本章共計四節，分別為 第一節樣本特性、

第二節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與其影響因素之現況 、第三節 

不同背景變項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之差異 、第四節 大學教師

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行為與其關聯因素 等。 

第一節  樣本特性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北部某公立大學 2016 學年度第 2 學期正式編制

798位專任教師為研究對象，依該校各學系所及院級單位所屬教師人數，

採分層比例便利抽樣方式，於2017年5月1 ~19日發放及回收紙本問卷。

本次問卷調查計回收 294 份，經可能性及邏輯性錯誤查核、闕漏等，剔

除 18 份無效卷，有效問卷為 276 份占回收卷 93.87%。樣本教師基本資

料包含性別、職級、婚姻狀況、在本校教學年資、在大學整體教學年資、

兼任行政單位行政服務年資、兼任系所或學位學程、學院主管之服務年

資及近四年內是否曾在本校「擔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等八項。另在

「行為」表現，則以調查填答教師「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合計服

務年資為題項，進行統計分析。相關樣本教師背景資料之分布情形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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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研究樣本教師背景資料次數占比分配表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平均年資 

性別 男 167 60.5 60.5  
女 109 39.5 100.0  

職級 教授 125 45.3 45.3  
副教授 89 32.2 77.5  
助理教授 45 16.3 93.8  
講師 17 6.2 100.0  

婚姻狀況 已婚 227 82.2 82.2  
未婚 38 13.8 96.0  
其他 11 4.0 100.0  

本校校內教
學年資 

5 年以下 45 16.3 16.3 13.51 

6 -10 年 93 33.7 33.7
11 -15 年 37 13.4 63.4
16 -20 年 39 14.1 77.5
21 -25 年 35 12.7 90.2
26 -30 年 20 7.2 97.5
31 年以上 7 2.5 100.0

整體教學 
年資 

5 年以下 26 9.4 9.4 16.85 
6 -10 年 55 19.9 29.3
11 -15 年 42 15.2 44.6
16 -20 年 57 20.7 65.2
21 -25 年 52 18.8 84.1
26 -30 年 32 11.6 95.7
31 年以上 12 4.3 100.0

兼任行政單
位行政職年
資(行為) 

無 140 50.7 50.7 2.383 
3 年以下 74 26.8 77.5
4 -6 年 35 12.7 90.2
7 -10 年 18 6.5 96.7

11 年以上 9 3.3 100.0
兼任系所、
學程或學院
主管之年資 

無 183 66.3 66.3 1.264 
3 年以下 55 19.9 86.2
4 -6 年 24 8.7 94.9

7 -10 年 13 4.7 99.6
12 年 1 0.4 100.0

近 4 年是否
曾在本校兼
任學校行政
單位行政職 

是 74 26.8 26.8  

否 202 73.2 100.0  

N=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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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統計變項之特性 

針對填答教師人口統計敘述性分析，詳如表 4-1 所示，並說明如下： 

(一) 填答教師以男性、已婚情況居多 

根據表 4- 1 所示，樣本基本資料分析結果，了解樣本背景變項分

布情形，其中顯示男性 167 人占樣本數 60.5%，女性 109 人占樣

本數 39.5%。婚姻狀況為已婚 227 人占樣本數 82.2%、未婚 38 人

占樣本數 13.8%、其他 11 人占樣本數 4.0%。 

(二) 填答教師職級以教授較多，副教授次之，講師最少 

經樣本基本資料分析結果，職級項目分別為教授 125 人占樣本數

45.3%、副教授 89 人占樣本數 32.2%、助理教授 45 人占樣本數

16.3%、講師 17 人占樣本數 6.2%。 

(三) 填答教師整體平均教學年資約 16 年，在個案學校平均教學年資約

13 年 

填答教師在大學整體教學以 6-10 年資級距 55 人，及 16-20 年資級

距 57 人二組人數較多，分別占樣本數 19.9%及 20.7%，而 31 年以

上 12人，占樣本數 4.3%最少，整體大學平均教學年資為 16.85年。

而在調查學校校內教學年資以為 6-10 年資教師 93 人最多，占樣

本數 33.7%，而 31 年以上共計 7 人，占樣本數 2.5%最少，平均年

資為 13.51 年。 

(四) 半數以上教師不具備行政服務經歷 

填答教師在大學行政服務的情況，以未曾在大學行政單位有兼任

行政職的經驗，計有 140 人占樣本數 50.7%，在大學行政單位兼

任行政職的平均年資為 2.383 年。而有 183位教師，占樣本數 66.3%

未曾有過在系所、學位學程或學院兼任主管之學術行政服務經驗，

在大學擔任系所、學位學程或學院主管平均年資為 1.26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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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四年曾兼任行政單位主管之教師占樣本數不到三成 

樣本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的表現上，由資料顯示，在近四年

內曾在該校「擔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共計 74 人，僅占樣本數

26.8%。大學教師兼任行政單行政職的表現人數較少，主要是因為

不僅需要考量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尚受其他因素影響，

比如學校行政單位職缺數額、校長聘任決定權及教師認知到兼任

行政後自已所能掌控或負荷(知覺行為控制)等，而這些原因都會直

接或間接影響教師實際兼任行政職的表現。 

二、 樣本與母群體特性比例相近，樣本性代表性高 

(一) 依教師所屬系所按比例抽樣調查 

本研究母群體為北部某公立大學專任教師，為使樣本可以貼近母

群體分布，以利後續合理推論，正式問卷施測以該校各院級單位

及系所所屬教師人數分層按比例便利取樣，母群體及樣本人數及

占比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本研究母群體及樣本學院分布人數占比表 

學院/院級
代碼

母群體 
人數 

母群體
占比%

樣本
人數

樣本
占比%

A 143 17.9 57 19.4 

B 150 18.8 43 14.6 

C 56 7.0 28 9.5 

D 177 22.2 64 21.8 

E 21 2.6 9 3.1 

F 35 4.4 8 2.7 

G 67 8.4 28 9.5 

H 66 8.3 23 7.8 

I 44 5.5 14 4.8 

J 4 0.5 3 1.0 

K 3 0.4 2 0.7 

L 32 4.0 15 5.1 

總計 798 100.0 294 100.0 

 



39 
 

(二)  填答教師之性別占比與母群體相近 

除按教師所屬系所比例抽樣，另 276 份有效樣本基本資料發現，

在性別分布情形，男性教師 167 人占 60.5%，女性教師 109 人占

39.5%；與母群體比較，男性教師 461 人占 57.8%，女性教師 337

人占 42.2%，性別樣本數與母群體比較，比例接近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本研究母群體及樣本性別比例分析 

 性別占比 % 

 男 女 

樣本 60.5 39.5 
母群體 57.8 42.2 

(三)  填答教師之職級占比與母群體相近 

另填答教師職級計有教授 125人占 45.3%，副教授 89人占 32.2%，

助理教授 45 人占 16.3%，講師 17 人占 6.2%；與母群體比較，母

群體教師職級計有教授 419 人占 52.5%，副教授 252 人占 31.6%，

助理教授 99 人占 12.4%，講師 28 人占 3.5%，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本研究母群體及樣本職級比例分析 

 職級占比 %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樣本 45.3 32.2 16.3 6.2 
母群體 52.5 31.6 12.4 3.5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分層抽樣及樣本與母群體之特性占比相近，

表示本次研究所抽取樣本代表性高，可進行後續推論。 

第二節 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與其關聯因素之現況 

係依計畫行為理論架構，個人的行為意圖可能分別受態度、主觀規

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等構面因素影響。因此，本節將針對問卷量表教師填

答分數，以各構面平均值來檢定各構面題項平均數，進行單一樣本 t 檢

定以區分相對高、中、低程度，以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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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意圖及其影響因素，包含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之知覺現況。 

一、公立大學 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分析 

問卷在行為意圖構面計有 5 題，研究衡量尺度採取 Likert 七點量表

(1、2、3、4、5、6、7)。以本構面平均值 2.768 及 p< .05 為考驗標準，

對教師針對行為意圖各題項填答數值平均數，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據

以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各題項行為意圖表現。 

經統計資料公立大學教師在兼任行政職的平均數 2.768。在行為意

圖構面題項設計 5 題，各題項平均數經與本構面平均數 2.768 進行單一

樣本 t 檢定，以了解各題項相對偏高、居中或偏低的情況，詳如表 4-5

所示。在行政意圖構面 5 個題項中，以「1.若受到校長或行政單位主管

的邀請，我會願意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平均數 3.717 最高，且相對程

度已達顯著水準。其次是「5.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時可以妥

善分配時間，不會影響個人教師升等或評鑑的表現」平均分數 2.862。

而最可以積極表現出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4.我會主動爭取兼任學

校行政單位行政職的機會」平均數 1.982 最低，且已達顯著水準，相對

程度偏低。 

表 4-5 行為意圖構面各題項單一樣本 t 檢定表                    

行為意圖題項 M SD t 
相對
程度

1. 若受到校長或行政單位主管的邀請，我會
願意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 

3.717 1.901 8.296*** 高 

2. 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是我職涯規畫
中的一部分 

2.678 1.776 - .846   中 

3. 不論教學、研究或服務工作的負荷有多
大，我都願意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 

2.601 1.716 -1.612   中 

4. 我會主動爭取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
的機會 

1.982 1.341 -9.735*** 低 

5. 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時可以
妥善分配時間，不會影響個人教師升等或
評鑑的表現 

2.862 1.765 .888   中 

合計 2.768 1.418 -14.425*** -- 
N=276,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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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表現整體平均數

2.768，低於七點量尺理論平均值 4，且經單一樣本 t 檢定 p < .001 達顯

著水準如表 4-5 所示，表示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偏低。此與

中小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相關研究如王美月(2014)、余秋微(2014)、黃啟

賢(2015)的研究結果相似。另也符合大學教師評鑑機制(彭森明, 2006)之

研究結果，教師認為在服務工作面向需投入資源較多，且與其專業成長

無涉，大學教師對此領域的投入意願較低。另依前一章文獻探討，近年

在全球教育產業化風潮下，各大學為追求國際排名能見度，紛紛調整經

營方式(孫志麟, 2007；彭森明, 2006)，包括營造學校特色、彈性人力運

用及創新研發產學合作等，較以往大學營運模式，增加許多挑戰與困難。

因此，教師如進入學校行政經營團隊勢必要比之前花費更多心力在校務

發展面向，在目前教師評鑑仍以研究能量掛帥情況下(孫志麟, 2007；彭

森明, 2006)，本研究的填答結果顯示，兼任行政職不會影響個人升等或

評鑑的表現只有 2.864，居中等程度。其他在題項的表現上，教師學校

行政工作，大部分認為並非是其個人職涯規畫的一部分(題項平均數

2.678)，若受到校長或行政單位主管的邀請，會願意兼任行政單位行政

工作的相對程度雖偏高，但平均數也只有 3.717，低於理論平均值 4，且

經考驗達顯著水準。會主動爭取兼任行政職，以服務全校師生平均數

1.982 最低，且相對程度偏低，顯示教師對成為學校營運管理階層的成

員的企圖心明顯不足。 

二、公立大學 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之相關因素現況 

依計畫行為理論模組，以行為意圖為依變數，影響其因子分別為態

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等三個自變數。因此，本研究量表在自變

項因子有「態度」構面 5 題、「主觀規範」構面 11 題、「知覺行為控制」

構面 5 題，各題項衡量尺度採取 Likert 七點量表。先計算出各構面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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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平均數，續以各構面平均值及(p< .05)為考驗標準，對教師針對態度、

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三個構面各題項填答數值平均數，進行單一樣

本 t 檢定，經計算如題項平均數大於該構面平均值且達顯著水準，表示

相對程度偏高，反之計算後如題項平均數小於該構面平均值且達顯著水

準，表示相對偏低，若計算值經與平均值考驗未達顯著，則可視其具中

等程度。以此來了解公立大學 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之影響因素各

題項相對偏高、居中或偏低的程度，分析說明如下。 

(一) 態度構面 

在「態度」構面題項 5 題，構面平均數為 4.317，高於理論平均值 4

且考驗達顯著水準，將本構面項填答平均數與該構面平均值 4.317 進行

單一樣本 t 檢定，從表 4-6 顯示「9.學校行政團隊和諧氣氛是影響我願意

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的重要因素」平均數 4.804 明顯較高，經單一

樣本 t 檢定與本構面平均值 4.317，且達顯著水準，相對程度偏高，值得

注意。另外「10.學校行政團隊績效是影響我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

職的重要因素」平均數為 4.312 次之。上述二個題項，顯示教師相對認

同程度高，而這些因素都會影響教師兼任行政職的看法與評價。 

表 4-6 態度構面各題項單一樣本 t 檢定表                               

態度構面題項 M SD t 
相對
程度

6. 若行政單位行政職的工作內容符合我的

學術專長，我會願意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
4.181 1.834 -1.231   中 

7. 我會因為認同校長治校理念，而願意兼任

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 
4.167 1.920 -1.300   中 

8. 我會因為認同行政單位主管的經營理

念，而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 
4.123 1.887 -1.706   中 

9. 學校行政團隊和諧氣氛是影響我願意兼

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的重要因素 
4.804 1.808 4.477*** 高 

10. 學校行政團隊績效是影響我願意兼任學

校行政單位行政職的重要因素 
4.312 1.792 - .050   中 

合計 4.317 1.630 3.233**  
N=276,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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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料顯示，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立場相對程度是正向

且肯定，尤其是「9. 學校行政團隊和諧氣氛是影響我願意兼任學校行政

單位行政職的重要因素」平均數最高，且經檢定相對程度高，顯示學校

組織氣氛不僅會影響學校效能，也會影響教師願意投入的重要因素。有

研究即指出學校塑造專業、合作與支持的組織氣氛，組織成員較能產生

認同與歸屬感，並會對組織付出與努力(邱從益, 2005)。 

(二) 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構面題項 11 題，構面平均數 4.163 。構面各題項填答

平均數與該構面平均值 4.163 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從表 4-7 顯示，以「12.

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有助於了解學校資源的配置與運用」平

均數達 5.221 最高。檢定後相對程度偏高，表示獲得教師較多的同意程

度。排序第二為「16.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職有助於拓展人脈」平均數

5.062，另「17.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職是值得受到肯定與敬佩的」及「11.

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可以增進領導管理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平均數分別為 4.906 及 4.764 經過檢定已達顯著水準，相對程度偏高。 

主觀規範係指教師兼任行政職感受到重要他人或團體對其直接或

間接的影響及認同程度。上述「12.兼任學校行政職是有助於了解學校資

源的配置與運用」平均數 5.221 最高，相對程度偏高，表示教師同意社

會普遍認為兼任行政職有助於了解學校資源配置與運用。換言之，教師

認為客觀上從事行政服務可以容易獲得校內外資源管道，有利其建立學

校網絡良好關係。其次「17.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職是值得受到肯定與敬

佩的」平均數為 4.906，除了高於平均值外，經過檢定相對程度偏高，

顯示教師對於大學教師工作壓力大的情況外，如有願意額外撥出力心投

入學校行政工作的教師，都持正向觀感。而此也印證在研究訪談過程，

專家教師不認為兼任行政職時的主管加給、減授鐘點等福利措施會影響

 



44 
 

教師的行為意圖，而是需要對大學教育懷有理想、認同校長治校理念及

對學校高度服務熱忱方能趨動，而這種層次較高動機是會受到教師敬重。

此外，題項「19.我會因為朋友的支持，而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

平均數為 3.409，「20.我會因為長輩的支持，而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

政職」平均數 3.417，「21.我會因為其他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同儕的

支持，而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平均數為 3.779，經過檢定相

較程度偏低。結果顯示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受其朋友、長

輩及行政職同儕的支持或認同的影響並不大，有可能是大學教師專業養

成訓練的特質，學術成就卓然使其自主性較高，也展現獨立判斷能力，

就兼任行政職這個選項，是較不在意外在個人或團體的看法。 

表 4-7 主觀規範構面各題項單一樣本 t 檢定表                          

主觀規範構面題項 M SD t 
相對
程度

11.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可以增進領導管理

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4.764 1.770 5.645*** 高 

12.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有助於了解學校資

源的配置與運用 
5.221 1.619 10.851*** 高 

13.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有助於實現從事大

學教育的理想 
3.906 1.798 -2.376** 低 

14.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職有助於促進職涯發展 3.728 1.847 -3.909*** 低 

15.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職有助於拓展學術領域的視野 3.750 1.790 -3.832*** 低 

16.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職有助於拓展人脈 5.062 1.653 9.028*** 高 

17.我認為兼任學校行政職是值得受到肯定與敬佩的 4.906 1.709 7.219*** 高 

18.我會因為家人的支持，而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

政職 
3.859 1.916 -2.639** 低 

19.我會因為朋友的支持，而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

政職 
3.409 1.702 -7.355*** 低 

20.我會因為長輩的支持，而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

政職 
3.417 1.740 -7.124*** 低 

21.我會因為其他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同儕的支

持，而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 
3.779 1.792 -3.559*** 低 

合計 4.163 1.350 2.014* -- 

N=276, *p< .05 , **p<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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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覺行為控制 

在「知覺行為控制」構面題項有 5 題，構面平均數 3.950 。本構面

各題項填答平均數與構面平均值 3.950 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從表 4-8

顯示「24.我認為自己若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時，有信心會有良好的

工作表現」的平均數 4.330 最高，經檢定達顯著水準，相對程度偏高；

而以「26.我認為自己若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時，不會產生過度焦慮

不安的情形，也不會影響日常作息」平均數 3.500 較低，經檢定達顯著

水準，相對程度偏低。 

表 4-8 知覺行為控制構面各題項單一樣本 t 檢定表                        

知覺行為控制構面題項 M SD t 
相對
程度

22.我認為自己已具備勝任學校行政單位行

政職的知能 
3.779 2.042 -1.391   中 

23.我認為自己可以妥善應用行政資源，以完

成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的任務 
4.043 1.951 .796   中 

24.我認為自己若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

時，有信心會有良好的工作表現 
4.330 1.882 3.350*** 高 

25.我認為自己若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

遭遇任何問題時，有信心能解決問題而不

致有困擾 
4.098 1.890 1.299   中 

26.我認為自己若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

時，不會產生過度焦慮不安的情形，也不

會影響日常作息 
3.500 1.943 -3.846*** 低 

合計 3.950 1.794 - .463 -- 
N=276, **p< .01, ***p < .001 

 

知覺行為控制意指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容易或困難程度，

而上述資料顯示，「22.我認為自己已具備勝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的知

能」只有 3.779，相對程度居中，但在「24.我認為自己若兼任學校行政

單位行政職時，有信心會有良好的工作表現」平均數 4.330，相對程度

高，顯示公立大學教師雖自認尚未具足學校行政專業知能，但有信心如

兼任學校行政職時，能解決問題而不致於有困擾，亦會有良好的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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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換言之，教師或許對行政工作不感興趣或毫無頭緒，但若受邀擔任

行政職時，教師可能會轉換正向思考，自訂適切教學、研究及服務時間

分配比重，有信心將個人才智透過行政服務發揮出來，其價值觀會影響

投入行政服務心力的比重。 

綜上，本研究問卷第一部分「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量表中，

影響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之各因子構面「態度」、「主觀規範」、「知

覺行為控制」的平均數分別為 4.317、4.163 及 3.950 及其相對程度經與

理論平均值 4 考驗，詳如表 4-9 所示。因此，了解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對

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表現因子的表現情況，以教師對兼任行政職所抱

持的認知與評價較其他構面更高，其次是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整

體而言，相對程度屬中高評價。 

表 4-9 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因素單一樣本 t 檢定表   

 M SD t 相對程度 

態度 4.317 1.630 3.233** 高 

主觀規範 4.163 1.350 2.014* 高 

知覺行為控制 3.950 1.794 - .463 中 

N=276, *p< .05 , ***p < .001 

第三節  不同背景變項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之差異 

本節將以性別、職級、婚姻狀況、教學年資及行政兼任年資等 7 項

不同背景資料，來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之情況。惟依

本研究架構揭示，主要以探討背景變項中不同教學年資，及之前學校行

政經歷的二項因子與行為意圖(依變數)的關係。對此將採用適合其屬性

的考驗來分析判讀，並將依分析結果與文獻資料印證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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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同背景變項公立大學教師兼任學校行政職行為意圖表現 

本研究將以合適的檢定方式，來了解不同背景變項教師對兼任行政

職行為意圖表現狀況。探討性別與之前學校行政經驗二項對行為意圖表

現之差異情形以獨立樣本 t 檢定處理。探討教師教學年資，及婚姻狀況

等是否會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表現，採用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來如有顯著差異，再進行薛費法事後比較(Scheffe s method) 以

瞭解其差異處。 

(一) 性別 

以性別為分組依據，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以了解不同性別的大學

教師，其在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是否有差異。其中男性教師的平均數

為 2.947，女性教師的平均數為 2.493。經檢定結果發現，男女大學教師

在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差異已達顯著，t(274)=2.625, p< .05，表示男性

教師在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表現上高於女性教師。詳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不同性別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差異摘要表 

 
背景 
變項 

項目 N M SD df t 

行為意圖 性別 
男 167 2.947 1.410 

274 2.625**
女 109 2.493 1.393 

**p< .01 

(二) 婚姻狀況 

以婚姻為分組依據，將已婚、未婚及其他(ex 離婚、喪偶)為自變項

因子，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結果發現其各組差異雖達顯著，F(2, 273)= 

3.293, p< .05，但以事後比較其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p> .05)，詳如表 4-11

所示。可能是 F 值在臨界值附近，婚姻狀況對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

為意圖雖有影響，但各組間差異其實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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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不同婚姻狀況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差異摘要表 

構面 
樣本
數 

平均數 
標準 
偏差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df 
平均數
平方 

F 顯著性 
事後
比較

行
為
意
圖 

已婚 227 2.854 1.460 組間 13.039 2 6.520 3.293 .039 

– 未婚 38 2.510 1.150 組內 540.520 273 1.980   

其他 11 1.872 .968 總和 553.559 275    

婚姻狀況 平均差異 標準錯誤 顯著性

已婚 
未婚 .344 .246 .379 

其他 .981 .434 .080 

未婚 
已婚 -.344 .246 .379 

其他 .637 .481 .417 

其他 
已婚 -.981 .434 .080 

未婚 -.637 .481 .417 

(三) 職級 

以職級為分組依據，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其各組教師

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平均數差異已達顯著, F(3, 272)=7.343, p< .05，表

示不同職級的公立大學教師，其在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有差異影響。

上述結果分析公立大學教師不同職級在其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平均數

上有顯著差異後，再經事後比較顯示職級為教授(3.140)兼任行政職的行

為意圖顯著高於副教授(2.348)、講師(2.070)且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亦

有顯著差異。詳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不同職級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差異摘要表 

層面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 

偏差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df 

平均數 

平方 
F 

顯著

性 

事後 

比較 

行 

為 

意 

圖 

1.教授 125 3.140 1.508 組間 41.472 3 13.824 7.343 .000 

1>2 

1>4 

2.副教授 89 2.348 1.313 組內 512.087 272 1.883   

3.助理 
教授 

45 2.826 1.161 總計 553.559 275    

4.講師 17 2.070 1.081       

N=276 

N=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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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年資 

依研究假設以大學教師教學年資為因子，對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

意圖進行相關性分析，檢驗結果發現大學教師在本校教學年資以及整體

教學年資二項，在與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的表現上並未達顯著，

相關係數分別只有 0.032 及 0.050，約近無相關影響(吳明隆, 2009)。詳如

表 4-13 所示。接續以教師在本校教學年資及整體教學年資二項因子，分

別對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在本校

教學年資，無論是 10 年以下、11-20 年、21-30 年及 30 年以上等各組，

其在兼任行政職的意圖上表現上並無顯著差異，F(3, 272)= .237, p= .871 

> .05；另外整體的教學年資在 10 年以下、11-20 年、21-30 年及 30 年以

上等各組在對其兼任行政職的意圖表現上，亦無顯著差異，F(3, 

272)= .490, p= .689 > .05。詳如表 4-14 所示。 

表 4-13 教學年資與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之相關程度 

  本校教學年資 整體教學年資 

行為意圖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32 .050 

顯著性 （雙尾） .596 .410 

N=276 

表 4-14 不同教學年資教師在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差異摘要表 
本校教學 
年資 

N M SD 
行為 
意圖 

平方和 df 
平均數 
平方 

F 顯著性

10 年以下 138 2.729 1.359 組間 1.442 3 .481 .237 .871 

11-20 年 76 2.865 1.502 組內 552.118 272 2.030     

21-30 年 55 2.705 1.448 總計 553.559 275       

30 年以上 7 2.971 1.650       

整體教學 
年資 

N M SD 
行為 
意圖 

平方和 df 
平均數
平方 

F 顯著性

10 年以下 81 2.807 1.292 組間 2.977 3 .992 .490 .689 

11-20 年 99 2.634 1.490 組內 550.582 272 2.024     

21-30 年 84 2.866 1.465 總計 553.559 275       

30 年以上 12 2.916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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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行政經歷 

依研究假設以大學教師之前是否具有兼任學校行政職的經驗為自

變數，來觀察是否會影響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政職的意圖，經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大學教師如已具備兼任行政單位經歷，其兼任行政職

的行為意圖平均數為 3.186，高於未具兼任行政單位經歷，兼任行政職

的行為意圖平均數為 2.361，且檢驗二者行為意圖差異已達顯著，

t(274)=-5.042, p< .05；另大學教師如具備兼任學系、學程及學院主管之

行政經歷，其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平均數為 3.283，亦高於未具兼任

行政單位經歷，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平均數 2.506，經檢驗其行為意

圖差異亦同樣達顯著，t(274)=-4.450, p< .05，詳如表 4-15 所示。因此，

就分析數據顯示，如果教師之前曾擔任過不論是行政單位或學術單位的

行政工作且具備相關經驗後，其後續在兼任行政單位行政意圖的表現上，

有較高的意願。 

表 4-15 大學行政經歷對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差異摘要表 

構面 背景變項 選項 N M SD df t 

行為

意圖 
兼任行政單

位行政經驗

無 140 2.361 1.251 274 -5.042*** 

有 136 3.186 1.462 

兼任系所學

程或學院單

位行政經驗

無 183 2.506 1.306 274 -4.450*** 

有 93 3.283 1.494 

N=276, ***p < .001 

二、 學校行政經歷和教學年資對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之差異 

(一) 學校行政經歷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個人背景「之前學校經歷」在教師兼任行政職的

行為意圖上有顯著影響，教師無論是具有學校的學術或行政經歷，都有

較高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上述研究結果顯示，與陳金蘭(2012)、陳

逸霞(2013)、鍾建勇(2015)王美月(2014)對中學教師之研究結果相同，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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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師如「曾任」或「現任」行政工作，其在續任或兼任學校行政工作

意向，確實有顯著的正向差異。 公立大學教師在校行政經歷愈長其兼

任行政職行為意圖愈高。另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多認同兼任行政職除了

增進領導管理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外，亦有助於了解學校資源的配置與運

用，此亦符印文獻認為教學研究服務在時間上或有排儕，但三者在成效

上卻有相輔相成之綜效(王為國、鍾任琴, 2011)。綜上，研究假設「H5：

學校行政經歷對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有差異」獲得支

持。 

(二) 教學年資 

另研究結果也顯示，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學校行政職的意圖，並不

會因為個人整體教學年資或在本校的教學年資多寡而有所不同。此研究

結果與王美月(2014)、翁宥慈(2011)、鍾建勇(2015)等人研究結果相近，

表示教師並不會因為教學服務等經驗累積而改變對兼任行政職的工作

看法。因而本研究假設「H4：不同教學年資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

的行為意圖有差異」不成立。 

第四節  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行為與其關聯因素 

本研究是採 Ajzen(1985)計畫行為理論來探究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兼

任行政職行為意圖和行為間之因素，希望有助於了解公立大學教師對兼

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與其影響因子(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間

的關係及預測力，以及行為與其影響因子(行為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間

的關係及預測力。為判斷各構面間關係，本研究採皮爾森 Pearson 積差

相關係數來做為衡量標準，相關係數介於+1~-1 之間，如果是正號表示

正相關，反之為負相關，0 則表示不相關。相關係數小於 0.4，其關聯度

為低度相關；相關係教介於 0.4 至 0.7 間，表示其關聯度「中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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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數大於 0.7 表其關聯度「高度相關」(吳明隆, 2009)。 

一、 各構面間相關分析 

(一) 行為意圖與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之相關分析 

對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與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各構面

間進行考驗，所求得之皮爾森 Pearson 相關係數以 r 表示，詳如表 4-16

所示。各構面之間的相關程度說明如下： 

1. 行為意圖與態度相關分析 r=0.738、行為意圖與主觀規範相關分析值

r=0.687、行為意圖與知覺控制相關分析 r=0.679，顯著水準 p< .01，

結果顯示行為意圖與態度關聯程度呈顯著正向「高度相關」，而 行

為意圖與主觀規範，以及行為意圖與知覺行為控制其關聯程度均呈

顯著正向「中度相關」。 

2. 態度與主觀規範相關分析 r=0.755、態度與知覺行為控制相關分析

r=0.693，顯著水準 p< .01，結果顯示態度與主觀規範其關聯程度呈

顯著正向「高度相關」，而態度與知覺行為控制其關聯程度呈顯著正

向「中度相關」。 

3. 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相關分析 r=0.650，顯著水準 p< .01，結果

顯示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關聯程度呈顯著正向「中度相關」。 

表 4-16 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與各構面之相關矩陣 

皮爾森相關 r 行為意圖 態度 主觀規範 知覺行為控制 

行為意圖 --    

態度 .738** --   

主觀規範 .687** .755** --  

知覺行為控制 .679** .693** .650** -- 
**p < .01 

(二) 行為與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之關係 

依計畫行為理論架構，個人行為除了受到行為意圖的影響，也會因

為個人認知到無法掌握的因素所影響。因此，依該理論行為分別受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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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因素影響，本研究對教師行為測量，係以問卷第二

部分「在大學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合計服務年資」為行為表現觀察

值，將其與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二構面間進行相關考驗，所求得之

相關係數以 r 表示，詳如表 4-17 所示，各構面間的相關程度說明如下： 

1. 行為和行為意圖相關分析 r=0.296、行為和知覺行為控制相關分析

r=0.363，其顯著水準為 p< .01，結果顯示行為與行為意圖，及行為

和知覺行為控制其關聯程度呈顯著正向「低度相關」。 

2. 行為意圖與知覺行為控制如前述相關分析 r=0.679，其顯著水準為

p< .01，表示二者間其關聯程度呈顯著正向「中度相關」。 

表 4-17 兼任行政職行為關聯因素之相關矩陣 

皮爾森相關 r 行為意圖 知覺行為控制 行為 

行為意圖 --   

知覺行為控制 .679** --  

行為 .296** .363** -- 
**p < .001 

行為與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間各呈現低度相關，可能因為

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並非僅由行為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所影響。

除前二項因子之外，兼任行政職行為，仍被其他重要因素，如大學

行政單位職缺的多寡，校長或行政主管聘任與否所影響。因此兼任

行政職，相對而言教師是處在較被動的立場，而非單以教師行為意

圖的高低就可以直接反應在行為的表現。 

二、 整體預測力與路徑分析 

以多元迴歸分析來了解計畫行為理論各關聯因子包括態度、主觀規

範、知覺行為控制等自變數，對行為意圖的影響的預測分析；以及行為

意圖、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的預測分析。本項研究採用針「強迫進入變

數法」多元迴歸分析，將所有的自變項(預測變項及控制變項)投入迴歸

模式，以區分確認各變項的影響效果，並探討其對依變項的解釋力。 

 



54 
 

(一) 行為意圖的多元迴歸分析模式 

為確認本研究變項間之關聯，針對可能影響行為意圖之自變項，包

括性別、婚姻、職級等類別變項以虛擬編碼(dummy coding)處理後，採

用強迫進入變數法進行多元迴歸分析，將九個自變數(含六個虛擬變項) 

投入迴歸模式，以先了解非本研究焦點之變項對本研究依變項(行為意圖)

之可能干擾，而九個自變項進入分析模式的順序無涉對依變項的影響大

小。自變項分別有男_女、未婚_已婚、其他_已婚、講師_教授、助理教

授_教授、副教授_教授、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等，其對行為

意圖的多元迴歸模式，詳如表 4-18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個人背景

變項包括性別、婚姻狀況及職級等對行為意圖的預測效果皆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後續應可聚焦分析本研究變項「態度」、「主觀規範」與「知

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圖間的影響效果及預測力。 

表 4-18 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顯著性  

迴歸 346.027 9 38.447 49.279 .000  

殘差 207.532 266 .780    

總計 553.559 275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非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共線性統計資料 

B 標準錯誤 Beta 允差 VIF 

行為 
意圖 

（常數） -.372 .212  -1.757   

男_女 .099 .113 .034 .876 .931 1.074 

未婚_已婚 .010 .165 .002 .058 .878 1.139 

其他_已婚 -.263 .280 -.036 -.938 .942 1.062 

講師_教授 -.109 .241 -.019 -.453 .839 1.191 

助理教授_教授 -.056 .164 -.015 -.339 .768 1.303 

副教授_教授 -.200 .130 -.066 -1.542 .765 1.307 

態度 .320 .056 .367 5.659*** .335 2.989 

主觀規範 .242 .063 .230 3.842*** .392 2.548 

知覺行為控制 .198 .044 .251 4.466*** .447 2.238 

效標變項 R R2 調整後 R2 
標準偏斜度 

錯誤 

行為意圖 .791 .625 .612 .883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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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圖的整體預測力 

本研究為了解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圖的整體預

測力，採取解釋型多元迴歸分析。因此，只有一個迴歸模式，且相關自

變項投入的順序與其對依變項的影響無關。將態度、主觀規範和知覺行

為控制等與行為意圖進行多元迴歸分析，迴歸分析結果本迴歸模式顯著, 

F(3, 272)=147.102, p< .05，且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三變項均

達顯著影響，詳如表 4-19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兼任

行政職行為意圖之因素為：態度 β= .385, p< .05、主觀規範 β= .223, p< .05、

知覺行為控制 β= .267, p< .05。而各構面VIF值 2.782, 2.504, 2.067<10, 代

表各變項間並沒有共線性的問題，且適合以此多元模組來進行預測力的

解釋，調整後的整體解釋總變異量為 61.4%，詳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 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關聯因素多元迴歸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顯著性 

迴歸 342.474 3 114.158 147.102 .000 

殘差 211.085 272 .776  

總計 553.559 275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非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Beta 
t 

共線性 

B 標準錯誤 允差 VIF 

行為 
意圖 

（常數） -.487 .174  -2.797**   

態度 .335 .054 .385 6.165*** .360  2.782

主觀規範 .234 .062 .223 3.759*** .399  2.504

知覺行為控制 .211 .043 .267 4.953*** .482  2.076

效標變項 R R2 調整後 R2 
標準偏斜度

錯誤 

行為意圖 .787 .619 .614 .880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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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的整體預測力 

為了解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對兼任行政職的

行為的整體預測力，亦採取解釋型多元迴歸分析。將填答者教師之行為

意圖、知覺行為控制等與其在大學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合計服務年

資進行多元迴歸分析，迴歸分析結果本迴歸模式達顯著，F(2,273)=21.550,  

p< .05，其中知覺行為控制變項達顯著影響，如表 4-20 所示。分析結果

顯示，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之因素：行為意圖 β= .092, p 

> .05、知覺行為控制 β= .300, p< .05。而各構面 VIF 值 1.855<10, 代表各

變項間並沒有共線性的問題，得以此多元模組來進行預測力的解釋，惟

調整後的整體解釋總變異量只有 13%，詳如表 4-20 所示。 

表 4-20 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關聯因素多元迴歸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平均值

平方 
F 顯著性

迴歸 600.465 2 300.233 21.550 .000

殘差 3803.491 273 13.932

總計 4403.957 275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非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Beta 
t 

共線性 

B 標準錯誤 允差 VIF 

行為 

（常數） -1.084 .562  -1.929   

行為意圖 .260 .216 .092 1.205 .539 1.855 

知覺行為控制 .670 .171 .300 3.920***
.539 1.855 

效標變項 R R2 調整後 R2 
標準偏斜度 

錯誤 

行為 .369 .136 .130 3.732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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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圖的路徑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之因素

較大為「態度」，其次為「知覺行為控制」，顯示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

政職所抱持的評價對行為意圖的影響最大；而教師自覺兼任學校行政職

的容易或困難程度對行為意圖的影響次之。依據上述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三個變項對行為意圖，調對後的整體解

釋總變異量達 61.4%。其標準化的多元迴歸方程式及路徑分析圖 4-1 如

下所示：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 .487(常數)+ .385×態度+ .223×職主

觀規範+ .267×知覺行為控制 

 

 

 

(五) 行為意圖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的路徑分析 

以多元迴歸模式分析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

對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的程度之結果顯示，「知覺行為

控制」對行為影響程度顯著，而行為意圖對行為不具影響性。調對後的

整體解釋總變異量只有 13%。其標準化的多元迴歸方程式及路徑分析如

圖 4-2 所示： 

 

X1教師兼任行政職態度 

X1教師兼任行政職主觀
規範 

X1教師兼任行政職知覺
行為控制 

Y1教師兼任行政職行
為意圖 

.385***

.223***

.267***

圖 4- 1 本研究行為意圖依變項路徑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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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 -1.084(常數)+ .092×行為意圖+ .300×知覺行

為控制 

 

由第二章文獻探討得知，計畫行為理論原為學者用來預測和瞭解人

類消費者行為，經過許多實證研究結果，被認定較能完整闡述人類在消

費、醫療、科技資訊等各種面向的行為意圖模式。本研究在前述探討教

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對行為的影響，顯示行為與行為意圖呈現低度

相關，探求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不同於一般消費行為，其可能原因為

大學教師是否願意兼任學校行政單位主管除了個人意圖因素外，仍被其

他重要因素所調控，比如大學行政主管職缺的比例，學校領導階層的意

向與聘任與否所影響，而此與一般消費者掌握優勢決定的行為情況有別。

因此，以計畫行為理論探討兼任行政職教師的行為意圖對行為的影響，

顯示教師之行為意圖未能完全反應表現於教師兼任行任職的行為，對此

將納入對未來研究方法的建議。  

圖 4‐ 2  本研究行為依變項路徑分析圖 

X4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

意圖 

X3教師兼任行政職知覺

行為控制 

Y2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 
.092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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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行為意圖在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之中介效果檢驗 

依計畫行為理論架構，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會透過行為

意圖的中介影響實際行為。本研究針對填答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

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各項分別以 SPSS 進行行為意圖之中介效果

檢驗。結果顯示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圖有正向的直

接效果，且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也有正向的直接效果，

而行為意圖在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各項對行為的中介效果達

顯著水準。其中態度透過行為意圖在行為效果具完全中介效果，而主觀

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則透過行為意圖在行為表現具部分中介效果，詳如

表 4-21 所示。因此本研究以行為意圖作為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

制和行為之間的中介變項，研究證實可以中介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

為控制對行為的影響，符合計畫行為理論架構。 

表 4- 21 行為意圖之中介效果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迴歸模式(依變項) 

行為意圖 行為 

β t β t β t β t 

態度 .738 18.120*** .269 4.628*** -- -- .111 1.301 

行為意圖 -- -- -- -- .296 5.133*** .214 2.506* 

F 328.319*** 21.420*** 26.353*** 14.506*** 

R2 .545 .073 .088 .093 

調整後 R2 .543 .069 .084 .087 

主觀規範 .678 15.653*** .325 5.689*** -- -- .230 2.938**

行為意圖 -- -- -- -- .296 5.133*** .138 1.763 

F 245.002*** 32.366*** 26.353*** 17.861*** 

R2 .472 .106 .088 .116 

調整後 R2 .470 .102 .084 .109 

知覺行為控制 .679 15.307*** .363 6.488*** -- -- .300 3.920***

行為意圖 -- -- -- -- .296 5.133*** .092 1.205 

F 234.307*** 41.578*** 26.353*** 21.550*** 

R2 .461 .132 .088 .136 

調整後 R2 .459 .129 .084 .130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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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假設檢定 

依前項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為職之行為意圖與態度、主觀規範及知

覺行為控制間相關分析及預測力分析，研究結果為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

為職之「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圖」均呈

現「顯著正向相關」。其中 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為職之行為意圖與態度

相關分析值 r=0.738，為正向高度相關；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為職之行

為意圖與主觀規範相關分析值 r=0.687，為正向中度相關。而教師兼任

行政單位行為職之行為意圖與知覺控制相關分析值 r=0.679，為正向中

度相關。而因本研究假設「H1：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與其

行為意圖呈正相關」、「H2：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主觀規範對其

行為意圖呈正相關」及「H3：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

制與行為意圖呈正相關」等三項假設皆獲得支持。此外，以教師兼任行

政單位行為職之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為自變項，行為意圖為

依變項進行解釋性多元迴歸，結果顯示影響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

行為意圖因素：態度 β= .385、主觀規範 β= .223、知覺行為控制 β= .267

等三個變項，調對後的整體解釋力達 61.4%。 

本研究架構另探討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為職之行為，受行為意圖及

知覺行為控制因素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為職之行為

和行為意圖相關分析值 r=0.296；行為和知覺行為控制相關分析值

r=0.363，顯示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為職之行為分別與行為意圖及知覺行

為控制間呈「顯著正向低度相關」。因此，假設「H6：公立大學教師兼

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與行為呈正相關」成立及「H7：公立大學教師兼任

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呈正相關」成立。此外，以教師兼任行政

單位行為職之行為意圖、知覺行為控制為自變項，教師兼任行政單位行

為職之行為表現為依變項，進行解釋性多元迴歸具顯著，結果顯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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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因素只有知覺行為控制 β= .314，調對

後的整體解釋力僅有 13%。綜上，本研究假設「H8：公立大學教師兼

任行政職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行為意圖對兼任行政職行

為具有預測力」成立。 

此外，在本章第三節已針對教師學校行政經歷及教學年資自變項檢

定發現研究假設「H4：不同教學年資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行為

意圖有差異」不成立，「H5：學校行政經歷對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

的行為意圖有差異」成立。茲將本研究假設經實證分析後整理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各項研究假設實證分析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研究 
結論 

H1：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與其行為意圖呈正相關 成立 

H2：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主觀規範對其行為意圖呈正相關 成立 

H3：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意圖呈正相關 成立 

H4：不同教學年資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有差異 不成立

H5：學校行政經歷對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有差異 成立 

H6：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與行為呈正相關 成立 

H7：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呈正相關 成立 

H8：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行

為意圖對兼任行政職行為具有預測力。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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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期以了解影響大學教師對兼任行職意圖的相關因素，正向強

化教師投入行政服務的動機，或研提可行的人力資源策略，進而提升學

校營運績效。因此，本章旨在歸納前面章節之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之主

要研究發現，據以提出結論與建議，俾利個案及性質相近學校及後續研

究者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以計畫行為理論作為研究基礎，探討公立大學教師對於兼任

行政單位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模式，經研究分析結果，各項假設及指標達

顯著水準，表示計畫行為理論對驗證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

圖表現良好。本節將依據研究目的、各項待答問題及綜合討論，形成結

論如下： 

一、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偏低 

本研究發現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明顯偏低，由研究分

析得知大部分教師認為兼任教師學校行政工作，並非是其個人職涯規畫

的一部分，就算有機會也不一定會接任，而研究顯示如學校行政職符合

教師學術專長時，也只有相對中程度表現有兼任行政職的意圖。由於高

等教育環境丕變，相關文獻顯示教師工作壓力及工作負荷量大(周子敬、

彭睦清, 2005)，因而校務行政管理並非公立大學教師工作核心，且與其

專精範疇並非有一定關聯。因此，未來除藉由操作各影響因素，增強教

師行政服務動機外，亦可思考調整學校行政單位專業團隊成員與改變學

校經營模式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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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程度

為中高 

公立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整體

屬中高等程度。在「態度」構面中學校行政團隊和諧氣氛對教師兼任行

政職的意圖正向影響程度最大，其次為學校行政團隊展現治理績效，學

校領導階層如能建立高績效行政合作團隊，應較能吸引教師投入行政工

作。另研究也顯示教師認同校長治校理念及行政單位主管經營理念確實

會帶動教師兼任行政職意圖。在「主觀規範」構面中教師多認同兼任學

校行政職是值得受到肯定與敬佩的。另外，教師也認同從事行政服務可

以容易拓展人脈並獲得校內外資源管道，有利教師建立學校資源網絡之

良好關係。在「知覺行為控制」構面中得知教師或許對行政工作不感興

趣或毫無頭緒，但若受邀擔任行政職時，教師可能會轉換正向思考，有

信心將個人才智透過行政服務發揮出來。未來可以針對上述特性，研擬

適切之策略，進而增強教師兼任行政職動機。 

三、 公立大學教師的學校行政經歷愈長其兼任行政職行為意圖愈高，但

教學年資則與意圖無關 

研究結果發現，公立大學教師背景變項中如大學教師之前具有學校

行政經歷，無論在學術單位或行政單位兼任過行政工作，其後續對兼任

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較高，或許因為大學教師曾任或現任行政職位，不僅

擁有適任的知能，了解學校運作及互動的模式，也較能體會或詮釋行政

工作的技巧與關鍵，而其之前在行政或學術單位所建立的相關資源或人

際脈絡亦有助校務工作的推動，進而對兼任行政職的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至於大學教師具備行政單位或學術單位行政經驗在兼任行政職的意圖

表現上則無顯著差異。 

此外，在教學年資背景變項上，公立大學教師無論是個人整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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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或在個案學校教學年資，其在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並無顯著差

異。以大學教師的特質及專業養成目的而言，大學學科分工日益精細，

專業化要求更高，初任大學教師固然有升等年限的壓力，但升上教授後

仍必須不斷地投入心力在專業領域從事研究，力求專業知能精進與成長，

方能符應教學的需求與社會各界的期待，因而不管是資深或資淺大學教

師對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並無顯著影響。 

四、 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和行為意圖可由教師態度、主觀規

範及知覺行為控制所預測 

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會受「態度」、「主觀規範」及

「知覺行為控制」正向影響。其中，態度與行為意圖具正向高度相關，

如本研究結果所示，若要增加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行為態度，學校應

營造行政團隊高績效合作氛圍，進而吸引教師投入行政工作的行列，其

次是知覺行為控制和主觀規範也對兼任行政職有顯著正向中度相關。本

研究以多元迴歸驗證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等相關因子對公立

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預測力，表現顯著，表示公立大學教師

對兼任行政職如有正向評價、感受到社會對其兼任行政職有較高壓力及

教師在擁有充足資源情況下，其兼任行政職的意圖就會隨之提升，而由

態度、主觀規範和知覺行為控制 3 個變項對行為意圖的預測力的總解釋

力達 61.4%。此外，研究也發現行為意圖可以完全中介態度對行為的影

響，而行為意圖在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的影響，也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表示大學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態度、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

制等，各項構面會透過行為意圖後對行為產生重要的間接影響。 

五、 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知覺行為控制愈高愈可能兼任行政職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驗證，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受「行為

意圖」及「知覺行為控制」正向影響。其中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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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力達顯著。表示公立大學教師擁有充足資源或機會時，當受到校長

或行政主管的邀請，而兼任行政職的行為表現也會隨之提升。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論，提出對本研究個案及性質相似近之學校及未來研

究建議等，以供參考，茲分述如下： 

一、 對個案及性質相近學校的建議 

(一) 宜加速建立彈性多元教師績效評量機制建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偏低，且知覺行

為控制愈高愈可能兼任行政職。而在行為意圖表現上，普遍認為兼任行

政單位行政職會影響個人升等或評鑑的表現。因此呼應傳統教師評鑑加

速改革的建議，是學校可以努力的方向。如依教師個別差異，在合理範

圍內使用不同的評比權重，建立一套彈性多元的教師績效評量系統，內

涵可廣泛包容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不同面向及不同評量權重，讓教師

在規劃工作內涵可依照個人專長興趣，並達成自我實現之績效評量表，

如此讓教師擁有較多的資源或機會時，其兼任的行為表現自會提升。 

(二) 營造高績效的合作行政團隊 

由本研究發現學校行政團隊和諧氣氛，及高績效學校行政團隊表現，

確實較能讓教師在兼任行政職的行為意圖提高。此外，認同校長治校理

念和行政單位主管的經營模式，也會讓教師願意投入學校行政工作的關

鍵之一。因此，學校領導階層如能建立高績效行政合作團隊，並時常展

現治理績效，應可吸引教師投入行政工作。另也應加強學校行政團隊與

教師正向對話機會，共同形塑學校願景或目標，如果學校行政團隊和教

師溝通管道十分通暢，學校重視教師所提出學術或教學專業意見，而教

師也應體恤學校發展整體行政團隊的努力，相互尊重合作互補，當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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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師投入兼任行政職的服務的熱忱。 

(三) 建構衡平的福利與尊榮激勵措施，增強教師行政服務動機 

本研究除了發現 行為意圖會正向影響行為表現外，且行為意圖分別

在態度與行為之間具完全中介效果，在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與行為

之間具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建議學校可從馬斯洛 Maslow (1971)提出人類

動機的需求層次理論，研擬相關激勵措施來強化教師兼任行政職的行為

意圖。例如依訪談教師表示，現行公立大學所提供的主管加給、減授鐘

點等福利措施等較無法趨使教師加入學校行政團隊，未來如採取厚實相

關福利制度。亦或依研究結果顯示，教師認為兼任學校行政職是值得受

到肯定與敬佩的，如能研擬提升兼任行政職的尊榮感，滿足教師在

Maslow 需求層次理論中尊榮感及成就層次，除了可以提升教師兼任行政

職的行為意圖之外，也可以研擬可行措施正向影響教師對兼任行政職的

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的評價。如此雙管齊下，應可增強教師投入學

校行政服務的行為表現，而這也是未來大學教師人力資源管理可以努力

的方向。 

(四) 建置校內優秀行政教師人才庫 

本研究發現公立大學教師背景變項中，教師如具之前學校行政經歷，

其後在學校兼任學校行政單位行政職的行為意圖較高，且與教師教學年

資無關。因此建議學校可以思考建置行政人才庫的策略，對之前在本校

或他校曾有過行政服務經驗的教師，建立完整教師人才庫系統，借重其

行政專業體系經驗傳承，並可供未來學校領導階層在組成行政團隊時的

參考依據。此外，在辦理行政團隊共識營時，有效推導經驗及成果分享

活動，除了增進兼任行政職教師日後學習取經的機會，強化行政快速決

策回應能力外，亦可營造行政團隊的和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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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 宜改善研究取樣方式 

本研究受限時間、教師填答意願等因素而採取依系所教師人數按比

例分層便利取樣。惟為能將獲致研究結果，毫無偏差推論至母群體，樣

本的代表性非常重要，建議未來研究可以隨機抽樣方式進行取樣研究。 

(二) 宜採跨校比較建立更周延結論 

本研究僅以臺灣北部某公立大學為研究範圍，考量該校為位處都會

地區，且為頂尖大學獲教育部挹注經費，資源相較豐沛且教師專業學術

成就卓著。但綜觀在北、中、南各區域有不同型態的大學場域，其不管

在學校資源、教師工作重心或研究表現等都有所不同，建議後續可將跨

校納入研究比較，以便周延研究結論。 

(三) 宜採事後回溯法，釐清關鍵變項間因果關係 

本研究採用計畫行為理論架構進行探討，該理論原用意在探討人類

消費行為，本研究在各構面題項中有些闡述，填答教師回答相較程度偏

高或偏低，值得未來限縮研究變數，輔以質性研究方式，貼近問題核心

探討剖析。或採用回溯的方式去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如此更能

聚焦並釐清影響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的關鍵因素及其間因果關係，以

提高研究結果對實務界的參考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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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  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調查問卷(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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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公立大學教師兼任行政職之行為意圖調查問卷(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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