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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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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

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研究以分層隨機選取臺北市國

小、國中與高中共1,042位教師；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學校考評、

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提升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皆有正向且顯著之預測

力；另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則發現，組織支持對於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進

行、提升教師知覺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程度皆有正向關聯，而教師

知覺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程度則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關聯。

此外，組織支持可以透過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

產生正向的間接效果。

關鍵詞： 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教師工作滿意度、組
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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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師是學校教育現場的核心人物，教師的專業素質對於學生學習成

效與整體學校教育成敗影響甚鉅（張德銳，2003），因此，教師專業發

展一直是教育研究與教育行政實務領域中極為重要的議題。教育部為減

輕與教學無關的行政、訪視、評鑑以及研習，讓教師回歸教學專業，在

106學年度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希望能透資源整合、夥伴

協作與多元支持的方式，提供實質協助，建立以學校本位為主的教師專

業發展模式（教育部，2016），可見學校組織與行政管理未來在教師專

業發展中的角色將日趨重要。一般來說，學校組織常被認為是一種鬆散

的雙重系統結構，行政管理與教師專業之間同時並存著衝突與合作的關

係（張明輝，1999），因此學校行政人員是否能透過考核與支持提供教

師在專業發展中具備足夠的誘因，也是影響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成功與否

的重要因素，但在臺灣討論教師專業發展時較少將組織支持因素考慮進

去，因此組織支持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變項的關聯為何值得討論，此為

研究動機之一。

其次，教師專業發展是否能真正對教師帶來正向影響，和教師實際

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性質與類型有關，在過去教育研究領域中，對於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已經建立了許多模式，提出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內涵。

Good與Brophy（1997）早期研究指出，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取決於

教師間能否共同合作討論，且活動需持續一段時間以上，但目前在實務

上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性質仍偏向於時間片段、講授式與按表操課的型

態，教師可能無法有效且即時將進修所學運用在實務工作上（Wagner, 

2003），且極少研究直接針對「有效專業發展活動」進行探討，因此本

研究聚焦在「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並探討與其他變項的關聯，

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承上所述，近年來臺灣許多教師專業發展研究，在行政層面上常與

校長領導因素聯結，更有許多研究是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主，尚未直

接討論到組織支持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此外，何謂「有效教師專

業發展活動」概念是近年來國外在研究教師專業發展時討論的重點之一

（Wei, Darling-Hammond, & Adamson, 2010），但這個概念在臺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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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卻極為少見。是以，組織支持和有效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之間的關

聯有何重要性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再者，若想探討透過組織支持

與有效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是否能真正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就需要瞭解

學校教師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後，自我評估參加專業發展活動對於

個人的影響為何？因此，「專業發展正向影響」 也是本研究的討論變

項之一。「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概念主要來

自於「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研究（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TALIS], 2013），本研究引用TALIS最新研究概念，從更細微的

角度去瞭解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與最終教師對於自身教師專業與工作滿意

度的情形，然而這兩項概念在臺灣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研究中較少被提

及，此為本研究價值與重要性所在。

本研究從學校組織層面，特別是學校行政能否營造出有利於教師專

業發展的制度與條件，以及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是否能採取合作性、持續

性等有效模式來探討教師知覺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程度，進而探討在組

織制度與專業成長的配合下，教師工作滿意度的情形。是以本研究目的

在探討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

意度的關聯性。主要有兩大研究問題：一、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

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是否有預測或解釋力？二、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

間的影響關係為何？在第一個研究問題中，本研究從組織支持與專業發

展正向影響的概念來探討不同組織支持方向與不同專業發展正向影響面

向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預測或解釋力，而在第二個研究問題中，則聚

焦在上述重要變項彼此間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是探討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

展正向影響的內涵與相關研究，第二是瞭解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

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關聯為主，最後則討論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

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聯性。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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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這兩個概念主要來

自TALIS的研究，該調查乃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主導，為第一個針

對學校學習環境與教師工作情況所進行的國際性調查，臺灣也在2018年

加入TALIS的調查團隊。在TALIS研究的教師問卷調查中，對於教師專

業發展提出了有效專業發展（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概

念，而在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回饋問卷詢問教師是否知覺到參

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後帶來任何正向改變（positive change）（TALIS, 

2013）。

根據TALIS問卷定義「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內涵，應包括教師在參

與專業發展活動中，能與同一或不同學科的同事共同參與，並且有主動

學習與和其他老師合作學習的機會，此外專業發展活動具有時間連續性

也屬於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特徵。黃政傑（1996）認為專業發展要能對

教師產生重大影響，需要每一位教師參與合作，透過同儕合作分享教學

與課程實務方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誠然，教師專業發展就像學生學習

一樣不可能一蹴可幾，幾個小時或短暫一、兩天的專業發展活動很難對

教師專業帶來實質、顯著的改變（Brennen, 2001; Villano, 2008），過去

研究大多認為傳統的演講、工作坊或研討會形式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未

必能有效促進教師專業成長（Guskey, 2000），因此許多學者建議應該

將教師專業發展從以往較為被動、間斷的活動，透過同儕系統性的支持

轉而成積極、連貫的成長活動（Desimone, 2009; Desimone, Porter, Garet, 

Yoon, & Birman, 2002），近年來臺灣教育界所推廣強調的「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就是這樣的概念，相

關研究也證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確實可以提高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

成效（Stewart, 2014），而在TALIS問卷定義「有效專業發展活動」是

強調社群、合作、主動性與時間連續性，這些應該是教師專業發展有成

效的關鍵因素。

在教師專業發展與其他正向影響方面，根據TALIS問卷內容主要可

包含兩大類，一是實質酬賞，例如上級或同儕認可程度、職務升遷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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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等物質獎勵，二則是專業提升，舉凡教學、班級經營或自我效能等都

屬於專業提升的範疇。在實質酬賞部分，國外的研究主要來自於各國

教師專業與評鑑制度，特別是在實施教師職級制度的國家，如美、英、

日、中國大陸等，多半會將實質酬賞如職務升遷或金錢獎勵納入教師專

業發展制度中（洪麗卿、黃純敏，2012；黃嘉莉，2014；劉鎮寧、吳子

宏、邱世杰，2015）。然而，目前在臺灣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中，

「實質酬賞」這個部分幾乎沒有被討論，這點可能與臺灣的學校體制有

關，相關研究多以探討專業發展所帶來的「專業提升」為主，且聚焦於

探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成效，相關研究發現專業發展能提升教師的專

業知識，有助於教學實踐（張素貞、李俊湖，2014），在研究內涵上，

除了「專業精進」是偏向於教師對其專業發展的積極性動機外，其餘有

關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等內涵皆與TALIS問卷中專業發展正向改變的專

業提升內涵相近。由於臺灣的教師工作並無如部分國外國家有教師分級

制度，因此不管教師是否積極參與專業發展活動，在職務升遷、獎金或

其他物質獎勵等實質酬賞方面能著墨之處並不多，但本研究認為沒有討

論並非代表實質酬賞這項概念在教師專業發展的推動上不重要，因此仍

保留TALIS問卷中相關題目，希望瞭解臺灣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中，教

師知覺實質酬賞對於自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情形及與其他概念的關聯

為何?

二、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關聯

教師本身專業發展的過程，不僅受到教師個人特質的影響，也受到

教師個人工作所在組織的影響而產生交互作用（Mushayikwa & Lubben, 

2009）；相對的，學校也可以透過組織與文化的力量，提供教師專業

發展必要的結構支持（孫志麟，2004）。過去研究顯示學校組織氣

氛越佳，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有正向影響（Cohen, McCabe, Michelli, & 

Pickeral, 2009; Fisher & Fraser, 1991），組織支持是良好組織氣氛中的一

環；在TALIS的調查中，組織支持的內涵主要聚焦於教師對學校在行政

制度與考評回饋上的滿意程度，過往類似的研究多以「組織（行政）支

持」為關鍵字，雖然現有相關研究不多，但國內外的研究皆顯示發現組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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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行政）支持的情形越好，則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方式情形越佳（曾文

鑑、郭碧玄、陳雯玲，2014；Fisher & Fraser, 1991; McFarlan, 2014）。

其中McFarlan（2014）對教師進行意見調查發現教師普遍認同行政支持

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而行政支持的內涵應以支援專業發展活動為主；

曾文鑑等人（2014）則是以質性研究的角度歸納個案學校行政單位在組

織整合、時間與資源分配上的支持有助於教師專業的發展。再者，若以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角度來看，相關研究也同樣發現若學校在支持系統

方面表現越佳，則學校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結果也越正向（潘慧玲、

王麗雲、張素貞、吳俊憲、鄭淑惠，2010）。

承上所述，雖然組織支持和教師專業發展兩者之間互有相關，但值

得注意的是，目前臺灣在教師專業發展議題中談到組織支持，多是以行

政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面向來討論，並未針對組織「制度」這個部分進

行討論，且在討論教師專業發展時多以專業成長的向度（如教學技能、

班級經營、學生輔導）為測量指標，屬於本研究所提出「專業發展正向

影響」概念中「專業提升」的部分，較少將「實質酬賞」也納入教師專

業發展成效的研究中。本研究認為許多重要教育議題除了從議題本身探

討外，更需要從組織制度及其對特定教育議題而產生的作為來討論，因

此，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應不能僅單從專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還應該結合

整體組織制度面一起探討，例如學校對教師的考評就是影響教師專業發

展非常重要的一環，如果學校的考評能確實秉持獎優扶劣的原則運作，

而非將考評當作是例行無差別的公事，在學校組織支持教師專業績效考

評的態度氛圍下，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應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本研究認為

這樣的概念近似於在學校組織氣氛描述問卷中有關工作要求與制度合理

性的向度（黃光國，1983；蔡培村，1985），林鈺棻（2007）在其行政

支持與教師專業發展研究中的行政支持向度之一也提到類似的概念，例

如調整薪級、校內自訂獎勵制度等，而其研究結果也發現行政制度支持

與教師專業成長有正相關，是以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組織支持與專業發展

正向影響的關聯性。

此外，在組織支持與有效專業發展活動關聯方面，雖然目前國內相

關研究尚無提出「有效專業發展活動」一詞，但透過前述的內涵分析可

知，若以其主要概念（同儕系統性支持、積極與連貫的活動）來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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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顧、江姮姬與吳宜蓉（2018）研究校長同儕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關係，發現校長同儕式領導情形越佳，越能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運作；其中校長同儕式領導內涵又以「關懷支持」向度最為重要，雖然

校長的關懷支持並不能完全等同於組織支持的概念，但從關懷支持向度

的相關題項可發現，校長為學校行政首長，校長的實際支持行動也是組

織支持的重要來源，加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是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重

要內涵之一，因此本研究聚焦探討組織支持與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關聯

性。

最後，在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方面，Good與

Brophy（1997）的研究中指出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於教師專業的提升有

所幫助，但如同前述所提，過去有關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研究多只聚焦

在「專業提升」面向，並未納入實質酬賞，因此雖然從過去研究可知，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三者間應互有關聯，

但尚不清楚若同時將這三個項變項納入研究模型時，是否會影響彼此間

的關係；此外，雖然在教師專業發展中組織支持有其重要性，但若沒無

透過有效專業發展活動，是否又會對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產生變化，因此

有效專業發展活動作為組織支持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間中介變項的角色

為何，也是本研究欲瞭解的重點。

三、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教
師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目前在有關臺灣研究教師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很多，但是將教師專業

發展相關議題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一起討論的研究卻屈指可數，此一現象

在國外亦然，相關論文多是探討專業承諾、專業認同、專業倫理、專

業學習社群等概念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關係，研究結果皆為正向關聯

（Banerjee, Stearns, Moller, & Mickelson, 2017; Canrinus, Helms-Lorenz, 

Beijaard, Buitink, & Hofman, 2012; Jones, 2016;）。

在組織支持與教師工作滿意度方面，目前臺灣並沒有相關直接的研

究，但在實務上優質的學校行政支持不但能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也能

提高教師的工作滿意度，早先管理學方面的研究已經證實支持性的組織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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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有正向關係（Rhoades, Eisenberger, & Armeli, 

2001），李政穎（2003）研究國小組織氣氛與教師專業成長也獲得了正

向預測的結論，其中國小組織氣候即包含了校長支持的概念，Gimbel、

Lopes與Greer（2011）研究指出，校長在組織支持所應扮演的角色包含

了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決策、營造出教師合作的適宜氛圍，並提供

高品質且具建設性的學校考評機制等，方能真正促進教師在工作上的進

步，這些特性說明了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

三者之間可能的正向關係。

此外，Brill與McCartney（2008）研究教師離職原因則發現主要

可歸於教師工作滿意度與專業發展情形，而這兩者又互有關聯，例如

Drolet與Arcand（2013）從教師社會網絡的觀點來看教師留任原因即發

現，教師間的專業與其他訊息交流成長與支持是影響教師對學校工作環

境滿意與否與最後是否決定留任的主因，此一概念與教師專業發展正向

影響的概念相近；Sims（2017）研究美國田納西州1,425所中小學學校教

師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看法也發現，有效（高品質）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有助於教師工作滿意度的提升，而行政支持也是影響教師工作滿意度的

重要因素（Buchanan, 2012）；根據TALIS在2013的研究顯示，幾乎所

有參與測驗的國家都發現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特別在教師合作的部分）

與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且顯著的預測力

（TALIS, 2013）。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知，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

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間應有密切關聯，且組織支

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應有一

定的預測力，然而變項間相互間的關聯為何仍有待研究進一步驗證。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與分析

本研究係採取「調查研究法」進行研究，先針對組織支持、有效專

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意度進行文獻探討，進而

建立研究架構，之後再抽取TALIS 2013年教師問卷中相關題目，翻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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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成施測問卷，蒐集臺北市學校教師對上述概念的知覺資料，再進行

統計分析。本研究係採統計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 22.0進行資料分

析，其中描述性統計用以呈現整體資料變項分布情形，信、效度分析則

分別計算Cronbach’s α係數與因素分析，相關檢定用以瞭解重要構念彼

此間相關情形，階層式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則用以瞭解組

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的

解釋或預測情形，最後以AMO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式的路徑

分析以驗證本研究提出之的假設性架構，並採用拔靴法（bootstrap）來估

計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效果值，並據此進行中介效果顯著性檢定。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綜合相關文獻探析建立研究架構，其中組織

支持應有利於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進行，以及提升教師知覺教師專業發

展正向影響的程度，進而提高教師工作滿意度，本研究預期變項間的效

果皆屬正相關，但組織支持對於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直接效果如何？其

透過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而對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產生間接效果如何等則尚

待釐清。此外，教師在專業發展過程中，雖有組織支持，但若教師並未

感受到專業發展的正向影響，是否會連帶影響其工作滿意度，因此正向

影響對於組織支持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的中介效果也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重

點，所擬定的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圖1 本研究假設模式關係圖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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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涉及組織支持因素之探討，每校問卷發放需有代表性

樣本，因此本研究以分層隨機取樣方式選取樣本，先聚焦在單一縣

市，本研究選擇臺北市各級有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活動（如教學輔

導教師、專業社群）之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本問卷於107年12月底陸

續發放146校，每校共發放10份問卷，共計1,460份，最後總計回收122

校（未回收24校），共1,045份問卷，其中3份未填答為廢卷，有效問

卷共計1,042份，回收率為71.4%。其中在學校類別方面，國小有673所

（64.4%）、國中有281所（27.9%）、高中有72所（6.9%）；教師年資

分布尚稱平均，年資未滿5年者有236位（22.6%）、年資5～10年者有

175位（16.7%）、年資10～15年者有177位（16.9%）、年資15～20年者

有217位（20.8%）、年資超過20年者有226位（21.6%）；在目前擔任職

務方面則有主任、組長共計406位（38.9%）、級任教師（導師）292位

（27.9%）、科任教師（專任）297位（28.4%），最後在學歷方面則以

研究所學歷（含四十學分班）最多，高達 547位（52.3%），師範大學、

教育大學畢業次之為319位（30.5%）。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主要翻譯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主導的

「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問卷（TALIS），該問卷為OECD召集國際專

家所發展，各構念均具有良好之信、效度（OECD, 2013），本研究選擇

教師之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改變與工作滿意度

四個分量表，經相關領域專家翻譯並反覆校正後進行施測（各量表題目

如附錄），因本問卷首次在臺灣施測，故需要進行信、效度考驗，資料

分析結果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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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支持量表

本量表共有8題，主要在瞭解教師對於學校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行

政結構，採四點計分，「非常不同意」計為1分，「非常同意」計為4

分，8題中包括兩種概念，一是學校考評4題，意指學校乃基於專業對

老師進行各種形式的考評，而非其他行政需要因素，如「我所在的學

校，表現最佳的老師獲得了最大的認可」、「學校對於教師的考評，

對於我本身工作的提升幾乎沒有影響」；二是專業支持4題，意指學校

提供教師在專業發展上的協助，如「學校會根據教師教學工作的考評給

予回饋」、「學校會和老師討論如何改進教學困境」。經分析該分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為 .687與 .795，總量表其Cronbach’s α係數為 .836，

另本研究資料經探索性因素分析獲得二個因素，共可解釋59.86%的變異

量，符合該量表的組織支持構念。

（二）有效專業發展活動量表

本量表共有4題，主要在瞭解教師參與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情形為

何，如在過去12個月內參與各種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有主動學習的機

會（不僅是被動聽講）」、「具有時間連續性的活動」等，皆採四點計

分，「非常不符合」計為1分，「非常符合」計為4分，其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34，另本研究資料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獲得一個因素，共可解

釋83.71%的變異量，符合該量表的有效專業發展活動構念。

（三）專業發展正向影響量表

本量表共有9題，主要在瞭解教師認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後的

正向改變為何，如「獲得獎金或其他物質獎勵」、「班級經營與課堂管

理效能的提升」，皆採四點計分，「沒有影響」計為1分，「非常有影

響」計為4分，本研究資料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共得到兩個因素，包括

「實質酬賞」（Cronbach’s α = .839）與「專業提升」（Cronbach’s α 

= .937），此兩個因素與原先的理論建構一致，共可解釋62.16%的變異

量。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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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

本量表共有9題，主要在瞭解教師對於教學工作的承諾與滿意度為

何，如「如果我可以再決定，我還是會選擇教師工作」、「我享受在

任職的學校工作」，皆採四點計分，「非常不同意」計為1分，「非常

同意」計為4分，9題中包括兩種概念，一是專業滿意度5題，二是工作

環境滿意度4題，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係數為 .865與 .875，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927，另本研究資料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獲得兩個

因素，共可解釋64.97%的變異量，符合該量表的工作滿意度構念。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主要研究變數之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變數包括學校考評、教學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

動、實質酬賞、專業提升、專業滿意度與工作環境滿意度，除「有效

專業發展活動」僅四題代表同一概念外，其他變數皆由量表測量得且

採取組合分數形式，將各量表求得平均分數，作為該變數的得分，表1

為本研究1,042位受試者在7個主要研究變數間的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矩

陣，以及各測量觀察指標之平均數、標準差，在相關係數矩陣中，所

有相關係數皆達 .01顯著水準且為正值，表示各主要研究變數間具有正

相關，加以各相關係數皆未超過 .8，表示共線性問題不大（Maruyama,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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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工

作滿意度預測分析

為瞭解主要研究變數間細部預測教師工作滿意度的情形，本研究採

用階層迴歸分析，模型一中先投入組織支持的兩個向度（學校考評與專

業支持），模型二則再投入「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變項，並檢定模型二

增加解釋力（ΔR2）是否達顯著水準，模型三則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

兩個向度（實質酬賞與專業提升）與前兩次模型變項全數投入，分析結

果摘要如表2所示，各預測變項共線性診斷值VIF介於1.19～2.37間，顯

示無共線性問題。  

如表2所示，模型一整體解釋力為18.3%已達顯著，其中學校考評與

專業支持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皆有正向顯著預測力，迴歸係數分為 .228與 

.241；模型二解釋力為45.7%已達顯著，其解釋力相較模型一亦高出許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表1  
各主要研究變數之相關係數矩陣及描述統計（N = 1,042）
 1 2 3 4 5 6 7
1.學校考評 1.00
2.專業支持 .665** 1.00
3.有效專業發展活動 .284** .344** 1.00
4.實質酬賞 .615** .602** .260** 1.00
5.專業提升 .562** .659** .339** .643** 1.00
6.專業滿意度 .348** .340** .613** .281** .350** 1.00
7.工作環境滿意度 .402** .421** .613** .339** .402** .845** 1.00
        Mean 9.88 12.31 13.46 10.20 15.59 12.74 15.78
         SD 3.15 2.95 3.84 3.58 3.96 3.76 4.43
註：學校考評為組織支持第一個觀察指標，專業支持為組織支持第二個觀

察指標，實質酬賞為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第一個觀察指標，專業提升為

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第二個觀察指標，專業滿意度為教師工作滿意度第

一個觀察指標，工作環境滿意度為教師工作滿意度第二個觀察指標，

Mean為算術平均數，SD 為標準差。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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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中學校考評、專業支持與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皆

有正向顯著預測力，惟專業支持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略有下降；模型三

解釋力為46.1%已達顯著，其中學校考評、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提

升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皆有正向顯著預測力，另專業支持與實質酬賞的預

測力則未達顯著，綜合來看，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的影

響力最大，其次為學校考評與專業提升兩個變項。

表2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工作滿意度階層迴

歸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學校考評 .228*** .172*** .153***
 專業支持 .241*** .086** .044
 有效專業發展活動 .559*** .549***
 實質酬賞  .000
 專業提升  .087**
 R2 .183*** .457*** .461***
 P .000 .000 .021
 ΔR2 .183*** .274*** .004*
*p ＜ .05. **p  ＜ .01. ***p  ＜ .001。

三、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工
作滿意度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的樣本之得分的分配違反多變量常態分配假定，卡方

值為介於74.67～241.95，p  < .01，另外多變量峰度值已超過25（黃芳

銘，2006），可能會影響到最大概似法（Maximun Likelihood, ML）的

估計情形，因此本研究採漸進分配自由法（Asymtotically Distribution-

Free, ADF），此法並不需要多變項常態分配基本假定，但建議使用對象

須為大樣本，本研究樣本人數達1,042符合大樣本條件（Browne, 1984; 

Kline, 2011; Olsson, Foss, Troye, & Howel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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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進行結構關係的探討前，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衡量構面的組合信度、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Anderson & Gerbing, 

1988）。結果顯示，CFA 測量模式配適度指標大致符合建議標準，適配

結果之卡方值為73.24，自由度為25，p < .01，雖然卡方值達到顯著水

準，然而卡方值在大樣本的情形下通常會較為敏感，較不具參考價值，

一般而言通常會參考卡方值與自由度之比值，本研究樣本中的比值為

2.93，合理的比值介於2～5（Tanaka, 1987），故符合標準，其它適配指

標，如GFI = .986 > .90、AGFI = .97 > .90、CFI = .994 > .90、RMSEA = 

.043 < .05，皆符合一般的標準，顯示模型與資料的整體適配情形良好。

此外，所有結構參數估計值都顯著且其正負方向皆符合理論預期，因素

負荷量則在 .760～ .939，皆達 .05顯著水準，本研究各構面的平均變異

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介於 .670～ .845間，皆達 .5

以上符合標準（Slater, Olson, & Hult, 2006），且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值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介於 .801～ .935 間，皆達 .6以上符合標準

（Bagozzi & Yi, 1988），顯示研究模式各變數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另

由表3得知，各潛在變項間具有正向相關且係數皆未超過 .8，因此共線

性問題亦不大（Maruyama, 1998）。

表3  
各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數

 1 2 3 4
1.組織支持 1.00
2.有效專業發展活動 .343** 1.00
3.專業發展正向影響 .736** .332** 1.00
4.教師工作滿意度 .428** .638** .393** 1.00 
**p  < .01。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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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模型參數估計值分析

由於測量模型的適配情形理想，本研究進行結構模型的分析以檢

視各潛在變數的關係，結構模型的模式適配指標（χ2 = 78.72, df = 24, 

χ2/df = 3.21 < 5, GFI = .985 > .90, AGFI = .966 > .90, CFI = .993 > .90, 

RMSEA = .046 < .05），顯示模型具有理想的適配性，模型之最終標準

化參數估計解如圖2所示。

圖2 組織支持、專業發展與滿意度模型之標準化參數估計解

在直接效果方面，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模型，組織支持對有效

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有直接效果；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專

業發展正向影響有直接效果，以及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於教師工作滿

意度亦具直接效果。由圖2的路徑模型所估計得出之標準化係數結果顯

示，組織支持對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直接效果為 .401，對專業發展正向

影響的直接效果為 .929，皆達p < .001的顯著水準，此標準化係數雖大

於 .90，顯示兩者潛在變項間可能有共線性存在，惟此係數未大於 .95仍

在接受範圍內（黃芳銘，2006；Jöreskog, 1999），加以組織支持與專



107

業發展正向影響在內涵上仍屬不同概念不宜合併，故接受此分析結果。

然而，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於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直接效果僅 .025，未

達 .05顯著水準；但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的直接效果為 

.473，亦達顯著水準。由結構模型參數估計值結果顯示，除了有效專業

發展對於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直接關係之研究假設未獲得支持外，其餘

假設之潛在變項間的直接關係皆達顯著，且係數強度十分理想。

在間接效果方面，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模型，組織支持會透過

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產生間接效果，也會透過專業發

展正向影響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產生間接效果；此外，有效專業發展活動

會透過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本研究使用

拔靴法（bootstrap），以重複抽樣1,000次的方式進行中介效果檢定，若

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的信賴區間CI（confidence interval）不包括

0，以及 p 值小於 .05則表示間接效果成立（李茂能，2011），經分析發

現組織支持對於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路徑係數乘積僅 .401 * .025 = .01， 

p 值為 .509 > .05，Percentile 95% CI的下限值為- .022、上限值為 .044包

含0，故間接效果不成立；組織支持透過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教師工作

滿意度關係方面，組織支持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影響的路徑係數乘積

為 .929 * .473 = .440，p值為 .002 < .05，Percentile 95% CI的下限值為 

.264、上限值為 .625不包含0，故間接效果成立；有效專業發展活動透過

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對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方面，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於

教師工作滿意度影響的路徑係數乘積為 .025 * .473 = .012，p 值為 .527 > 

.05，Percentile 95% CI的下限值為- .026、上限值為 .051不包含0，故間

接效果不成立。表4整理了圖2當中各潛在變數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

並計算出整體效果。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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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分析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

展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關聯性。就第一個研究問題來說，透過

階層迴歸分析發現：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

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大致上具正向解釋力，整體解釋力為46.1%已達顯

著；細部來看，學校考評、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提升對教師工作滿

意度皆有正向顯著預測力，其中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的

影響力最大，其次為學校考評與專業提升兩個變項；另外，專業支持與

實質酬賞的預測力則未達顯著。從第二個研究問題的分析結果來看，透

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發現：除了有效專業發展對於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

直接關係之研究假設未獲得支持外，組織支持對於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

進行，以及提升教師知覺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程度皆有正向關聯，

而教師知覺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程度則對於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

表4  
潛在變項的直接、間接與總效果之標準化效果值

  有效專業 專業發展 教師工作 
潛在變項     效果
  發展活動 正向影響 滿意度

 直接效果 .401*** .929*** ---
組織支持 間接效果 --- .01 .440***
 總效果 .401*** .939*** .440***
 直接效果 --- .025 ---
有效專業
 間接效果 --- --- .012
發展活動
 總效果 --- .025 .012
 直接效果 --- --- .473***
專業發展
 間接效果 --- --- ---
正向影響
 總效果 --- --- .473***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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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另外，組織支持尚可透過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而對專業發展正向影

響產生正向的間接效果。

（一）組織支持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性

從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結果可發現，組織支持因素不論是對於教師

專業發展正向影響，還是最後的教師工作滿意度都有顯著的正向關聯。

其中，組織支持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且有相當高的直接效果，呼

應過去研究認為組織支持情形越好，教師專業成長情形越佳（曾文鑑等

人，2014；Fisher & Fraser, 1991; McFarlan, 2014）。此外，經由階層迴

歸的結果更可進一步瞭解，在組織支持因素中又以學校考評為主要影響

因素，顯示當教師意識到其所在的學校中，表現好的老師能夠獲得了最

大的認可，以及學校對教師的考評是基於專業需求而非僅是滿足行政上

的需要時，將有助於提升教師知覺專業發展所帶來的正向影響，並進而

提高在專業與工作環境上的滿意度，此研究結果與林鈺棻（2007）以及

Gimbel等人（2011）提出學校考評需具備建設性與區別性的概念相近。

此外，實質酬賞因素在本研究分析雖然未達顯著影響力，但並非代表此

一因素不重要，很可能是受限於目前臺灣學校教育體制中並無教師分級

制度，加以臺灣目前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多採鼓勵支持導向（教育

部，2016），教師多半不會因為參與專業發展活動而獲得獎金或升遷的

可能性；但在TALIS（2013）的研究中卻可發現有14個國家將近三成以

上的教師認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對於能夠獲得獎金或其他物質獎勵

有中高度影響；另外，有20個國家將近三成以上的教師認為參與教師專

業發展活動對於能夠獲得職務升遷有中高度影響，少數國家甚至有高達

七八成的教師都認同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對自己在實質酬賞有極大的

正向影響。

（二）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組織支持的關聯及其在整體模式中的重要性

根據前述分析結果可發現，組織支持因素與有效專業發展活動也有

正向關聯，也就是當教師知覺到在自己所處的學校中，表現好的老師能

夠獲得了最大的認可、學校對教師的考評是基於專業需求而非僅是滿足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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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的需要、學校能夠根據教師教學工作的考評給予回饋或與老師討

論改進教學困境等高度組織支持因素時，通常在這樣的學校也比較能夠

提供教師越多具社群、合作、主動性與時間連續性等有效的教師專業發

展活動；整體來說，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結果確認了組織支持與教師工

作滿意度方面的正向關聯，也就是組織支持能透過教師知覺專業發展活

動的正向影響，從而提升教師的工作滿意度。然而，在結構方程模式的

分析結果中，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三者間

並未如預期中有顯著關聯。組織支持雖然對於有效專業發展活動有正向

關聯，但是並無法透過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有

顯著的間接效果，此研究結果與TALIS（2013）提出有效專業發展活動

對教師工作滿意度有正向顯著的預測力不同。但TALIS的研究並未將組

織支持因素納入考慮，本研究則另外將組織支持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兩

個因素也納入分析模型中，在考慮組織支持因素之後，本研究發現組織

支持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有非常強的直接效果。此一結果除了再

次顯示組織支持在教師專業發展中的重要性之外，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

於專業發展正向影響並無顯著的正向關聯，但不宜直接解釋兩者沒有影

響關係，因為從階層迴歸的分析結果來看，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對於教師

工作滿意度仍有顯著的預測力，因此對於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比較合

理的推測是具備高度組織支持的學校，其在有效專業發展活動的推動情

況也較好；因此組織支持可能含括了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的主要

解釋力，導致有效專業發展活動與專業發展正向影響沒有顯著的關聯。

二、建議

（一）實務建議

1. 建構有利專業發展的組織制度

本研究發現組織支持因素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教師工作滿

意度都有顯著的正向關聯，因此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在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時，也要一併將組織制度因素納入考慮。對教育行政機關來說，

可以從教師專業進階的考評或鼓勵制度思考，例如調整教師考績制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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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教師專業進修激勵方案，讓願意精進自我專業的教師得到肯定以及

獎金等物質上實質的報酬；對於學校來說，則建議可從兩個方向著手，

一是利用現有教學輔導老師制度，除了協助初任教師專業發展外，對於

在工作上需要協助的教師也能確實鼓勵加入學習；二是檢視校內教師職

務務分配或其他考評機制，把握獎優扶弱的原則，行政作為與考評則以

協助教師提升專業為核心，讓組織制度成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基石。

2. 重新檢視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內容

透過前述綜合討論，教師能否接受有效的專業發展活動也是影響其

最終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議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在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時，也要重新檢視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內容。從本研究

根據TALIS問卷所定義的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內涵可知，有效教學活動包

含教師能與同一或不同學科的同事共同參與，並且有主動學習與和其他

老師合作學習的機會，與專業發展活動時間連續性等特徵。因此本研究

建議教育行政機關應再次盤點教師進修制度，包括時數、進修時間、課

程內容與執行方式，建構多元教師進修制度，減少傳統一次性、講授式

的進修課程，鼓勵教師參與以社群、合作、主動性的進修活動，並盤點

不同生涯發展階段的教師專業發展需求，提供具系統性、時間連續性的

專業發展課程。另外也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新規劃制度進行方案評

鑑（Grossman & Hirsch, 2009），建構真正適合臺灣的教師進修制度；

對於學校來說，則可鼓勵校內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讀書會、工

作坊、行動研究、課程共備與合作（Garet, Porter, Desimone, Birman, & 

Yoon, 2001; Penuel, Fishman, Yamaguchi, & Gallagher, 2007）等方式促進

教師主動學習、合作學習；此外，配合建構有效的專業發展活動，建議

學校也要儘量協助同年級、同領域的教師有統一專業進修的時間，提供

教師共同研習與討論的機會。

（二）後續研究建議

針對後續研究，本研究就以下四方面提供建議。第一就研究對象來

說，本研究囿於時間與人力的限制，僅針對台北市各級學校進行取樣研

究，但各地區縣市教師專業發展情形未必一致，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推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112

清華教育學報     第三十六卷第二期

及臺灣其他地區縣市各級學校，並且以複核效化（cross-validation）檢

驗模式的預測效度（黃芳銘，2006）；第二在研究變項方面，本研究主

要以教師專業發展為討論重點，含括組織（支持）層面、活動層面（有

效專業發展活動）與教師知覺層面（專業發展正向影響），是目前臺灣

在討論教師專業發展較少觸及的變項，但本研究尚未涉及教師個人變

項，如成就動機、自我效能，以及學校領導變項，如校長領導風格等，

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納入不同層面的變項，如此方能對影響教師專業發

展的關鍵因素有更全面的瞭解。此外本次研究設定之預測變項以教師工

作滿意度為主，未來也可嘗試不同預測變項建立更完整的研究架構。

第三在研究工具上，由於本研究主要討論概念觸發於TALIS調查研

究，因此研究問卷以翻譯TALIS問卷中相關題目為主，雖然研究問卷經

統計驗證有良好之信、效度，但建議後續研究可重新檢視主要概念的內

涵並擴大研究。舉例來說，TALIS問卷中對於組織支持因素分為學校考

評與專業支持，但透過文獻分析可瞭解到組織支持的內涵除了前述兩

項之外應該還能再包含其他層面，例如溝通管道、行政支援、知識分

享等；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以調查研究法，並透過統計分

析進行研究問題的驗證，建議後續研究如為量化取向，可採取不同的統

計模式去瞭解不同的研究問題，例如利用集群分析瞭解目前各校教師

專業發展情形，或許可以分為不同模式及其效能，或利用階層線性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去瞭解各所學校、班級架構下的教師專

業發展與學生學習情形等。此外也可利用質性取向的研究方式，如民族

誌、文件分析或個案研究等，探討更細微的教師專業發展動機、組織作

為與實質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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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各量表題目

組織支持量表

問題：就您所任教的學校而言，對於以下敘述的認同程度如何？

 1  我所在的學校，表現最佳的老師獲得了最大的認可

 2 學校 我所在的學校，有老師因為持續表現不佳而被解雇

 3 考評 學校對於教師的考評，對於我本身的工作提升幾乎沒有影響

 4  學校對於教師的考評，主要是為了滿足學校行政需要

 5  學校是為了促進教師工作而制定相關教師培訓計畫

 6 專業 學校會根據教師教學工作的考評給予回饋

 7 支持 學校會和老師討論如何改進教學困境

 8  學校會安排教學輔導教師或同儕教師來幫助新進教師提高教

學效 能

有效專業發展活動量表

問題：您過去 12 個月所參加的各種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中，包含下述特

質的程度為何？ 

 1 有我同一學科或不同學科的同事

 2 有主動學習的機會（不僅僅是被動的聽講）

 3 有和其他老師一起合作學習活動或做研究

 4 具有時間連續性的活動（可能在數週或數月中持續進行）

專業發展正向影響量表

問題：透過參與各項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您認為對於以下項目的影響程

度為何？

 1  校長或同事對你的認可程度

 2  在學校中擔任職務的角色（如：課程發展委員、社群召集人
  實質
   等）

 3  職務升遷的可能性
  酬賞
 4  獲得獎金或其他物質獎勵

 5  班級經營與課堂管理效能的提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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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所任教學科相關知識的增進
  專業
 7  整體教學效能的提升
  提升
 8  你自己對於教師工作的信心

 9  整體工作滿意度

教師工作滿意度量表

問題：您對您的教學工作感受如何？

 1  身為教師的優勢明顯勝過劣勢

 2 專業 如果我可以再決定，我還是會選擇教師工作

 3 滿意 我後悔決定成為一名老師

 4 度 我認為教學界在社會上是受重視的

 5  總而言之，我對我的工作很滿意

 6 工作 我認為我的學校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場所

 7 環境 我對我在這所學校的表現感到滿意

 8 滿意 我享受在任職的學校工作

 9 度 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要調任到另一所學校

組織支持、有效專業發展活動、專業發展正向影響與
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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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sitive Effect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Tzu-Ling Hsieh*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sitive effect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research sample 
consists of 1,042 teachers from elementary,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The analysis, conducted through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finds that school appraisal, 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ositive 
effects of teachers positively predict job satisfaction. An analysi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hows that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job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lso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on 
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s, as well as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sitive effect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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