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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自我效能、知覺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組織公民

行為之關係，採用問卷調查法與分層比例抽樣方式，針對台南市某公立國

民中學進行施測並發出 423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 390 份，其有效回收

率為 92.2%，進行相關分析、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考驗各項研

究假設並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1.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與國中生自我效能間呈正相關，其中以「自我調整」

的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最高。 

2.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與知覺教師領導風格間呈正相關，其中以轉型領導中

的「激勵動機」、互易領導中的「例外管理」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

最高。 

3. 國中生「社會性」、「自我調整」的自我效能與教師「激勵動機」的轉

型領導風格、「例外管理」的互易領導風格等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

測作用，預測力達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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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efficacy, perceived leadership styles of teach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The study method appli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ratified proportion sampling in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nan City.  A total number of surveying questionnaires was 423 

and 390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The effective return rate was 92.2%.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stepwis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and self-efficac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especiall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regulation" dimension of self-efficacy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wer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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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perceived leadership styles of teachers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especiall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dimension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tyle, "management by exception" dimension of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were highest. 

3. Self-efficacy and perceived leadership style of teachers had predictive effect 

to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self-efficacy, leadership styles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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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近年來於學校的教育工作，深深感受到學生暴力文化充斥於學生組織

之中，根據魏麗敏與黃德祥 (2002) 對國中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有 20.0

％的學生表示曾經霸凌他人，有 22.5％的學生表示曾受到他人霸凌；邱珍

婉 (2002) 研究調查亦發現，近 50％的國中生曾為霸凌行為中的霸凌者或

受害者；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 (2007) 對國小中高年級及國中一、二年級

學生進行校園霸凌調查，發現 67%的國中生知道霸凌現象普遍存在校園

內；63%的學生曾受過被霸凌的經驗 (其中 7%學生被霸凌的頻率是經常

性，甚至每天) ，而且校園道德倫理觀念也早已蕩然無存。面對頻傳的學

校霸凌事件，僅教育當局推動學校單位要進行反霸凌觀念的宣導之外，學

校單方面對校園暴力的遏止、訓斥，若能再透過教師領導對學生品德的再

教育與模範行為如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在校園內的積極培植，應有相輔相成

之效。相關學術研究發現導師領導風格之互易領導、轉型領導與學生組織

公民行為表現具有高度正相關(黃淑梅，2004；陳清檳、蕭育琳、徐智瑋，

2010)，所以，藉由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以建構友善校園的安全氛圍，發展同

儕間的互助及和諧共處，因而消弭學生的暴戾之氣，必能成為校園的一股

清流。 

Organ (1988) 對組織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所下的定義：「未被組織正式的薪酬制度所承認，但是整體而言，對

組織之整體運作績效有益的各種員工行為。此類行為並未涵蓋於員工之工

作要求或工作說明書中，員工可自行加以取捨的行為」。因此，所謂的組織

公民行為可歸納為：(一) 組織成員外顯且為正面的行為表現、(二) 超越組

織工作規範之角色外行為、(三) 組織成員非正式的個人行為、(四) 對組織

有益與利社會的行為。許多研究都強調組織公民行為對員工個人工作績效 

與團體效能的正面效果，Podsakoff 等人. (2000) 研究發現組織公民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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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層面的績效指標間有正向關係，藉由組織公民行為創造社會資本、增

加效率、提高生產力因而對組織產生有效率的運作；另外又使用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 觀察組織公民行為與單位間的層次績效指標之縱向研究，

檢驗組織公民行為與個人層級、組織層級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組織公民

行為會影響個體層級結果：包括管理者對員工的績效評比、獎勵分配的決

策以及各種有關的準則，如員工離職意向和缺曠等；而影響組織層級結果

則包括生產力、工作效能、成本減少、客戶滿意度和單位營業額 (Podsakoff, 

et al., 2009) 。由此可知，組織公民行為不論對組織與員工個人的影響層面

均甚為廣泛。 

然而在非營利組織的學校體系也是屬於組織結構，學校的組織公民行

為也泛指所有對學校有幫助的行為，而本研究欲探討的「學生組織公民行

為」，係以學校或班級情境為主，而其核心精神和內涵與企業的「組織公

民行為」是相仿的，以學生組織公民行為探討對象的教育研究是較新的主

題，國內文獻僅有黃淑梅 (2004) 的教師領導風格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影

響之研究-以桃園縣某私立高中為例；；；；陳清檳、蕭育琳、徐智瑋 (2010) 的

國中生知覺導師領導風格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研究，其研究結果均發現

教師轉型領導、交易型領導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均有正向顯著的影

響。由此可見，亦可將組織公民行為理念運用在學校或學生身上，本研究

擬從外在因素 (教師的領導風格) 與內在因素 (學生自我效能感) 來探討

對學生個體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進而建構出有助於學生群體公民行為提

昇的正式與非正式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並透過這些活動進行在組織內形成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規範，期望透過群體 (同儕) 壓力與環境 (班級) 影響機

制，促使學生主動從事組織公民行為，展現自發性的行動力，從幫助他人、

班級與團體組織做起，強調互相合作、發揮助人利他的精神，培養組織公

民行為的表現，對於整體學校氣氛的改善以及社會善良風氣的建立，實踐

優質教育理想目標是有助益的。 

另外，對國中階段學生而言具有關鍵作用的是─學生個人的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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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它不但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挑戰並能承受壓力及解決困難，亦有較高

的意願參與活動並堅定地持守目標 (江玉卉，2003)；自我效能是影響國中

生行為表現的重要變項，自我效能愈高者，行為表現也愈好 (楊文玲，

1989)；國中生愈持精熟目標導向者、高自我效能者，較不容易產生不適應

學習行為 (黃惠卿、林啟超，2005)。另外 Shahzad 等人 (2010) 的研究發

現在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上，轉型及互易領導風格在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中

是主流中的關鍵焦點，且在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上領導風格與組織公民行為

間具有關聯性。劉坤桐 (2009) 認為教師透過班級經營的過程，運用領導

的影響力以激勵學生，有助於凝聚學生對學校和班級的向心力，可以促進

學生透過行為表現以達成學習目標；同時黃雅芳 (2006) 的研究亦指出導

師領導行為與學生自我效能之「正向肯定」有顯著正相關。概括而言，經

由教師領導來發展學生自我效能，進而促使學生自發性的表現組織公民行

為，對於校園氛圍的改善以及提升學生面對社會的適應力是重要的，所以，

教師領導、學生自我效能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是否具有影響是本研究欲深

入探討的。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的重要性，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國中生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情形。 

2.探討教師領導風格與國中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情形。 

3.探討教師領導風格、國中生自我效能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預測力。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人力資源管理實務被視為是人力資本管理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的投資(Snell & Dean, 1992)，此對任何機構而言都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源，

Arnett 與 Obert (1995)、Pfeffer 與 Veiga (1999) 均曾提出人力資源管理實

務用來增加組織的效果以及留任有才能的員工；Katz (1964) 亦曾提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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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組織通常會尋求三件事：(1) 所有員工能執行指派角色的要求、(2) 

希望能留任員工在組織系統中、(3) 希望員工能超越其角色要求而展現出

創新的 (innovative) 且自發的 (spontaneous) 活動。Williams 與 Shiaw 

(1999) 以新加坡各產業為研究對象，包括製造業、金融服務、政府部門等，

結果發現當員工所體驗的情感越正向，越能展現組織公民行為。所以，組

織公民行為對於維持組織社會系統的運作，促進組織系統的運作效率有相

當大的貢獻，主管應正向積極鼓勵員工從事組織公民行為 (林尚平、湯大

緯，2005)。 

而以學校情境為主之「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其內容包括：學生的利他

行為、良心行為、刻苦精神、守規盡責與公民道德等五個面向，即意謂學

生主動自發性的展現出超越學校、教師基本要求以上，對班級、對他人展

現有利的行為，雖不受獎懲影響，但會因為學生的自我認知而引發，所以，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有助於班級效能的提升與學生良善品格之建立。黃馨賢 

(2003) 的研究結果發現護生對老師愈信任、對老師督導行為的評價愈高，

則護生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愈明顯；陳清檳等 (2010) 的研究結果顯示偏

遠地區學校與私立學校的國中生於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較佳、曾擔任

幹部與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國中生於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較佳。所以，

從人力資源管理觀點而言，學生會感受並衡量教師對他的重視與關懷，如

果學生的感受是正向與被肯定的，會把彼此的關係視為相互信任，情感也

是相互連結的，進而激發學生表現出超越教師規範基本要求的利組織行

為，用以回饋班級。因此，藉由學校教育資源的投入和教師的有效管理，

可以涵養學生的利他精神並內化成自身的價值觀，則有利於發展出學生組

織公民行為的外在表現。 

所謂「自我效能」是個人自信有能力運用各種資源以完成某項特定任

務的信念，它是個人對自我表現能力的預期和信念 (Bandura, 1986)。自我

效能的內容包括：社會性自我效能、自我調整效能以及解決問題效能三個 

面向，個體對自我效能所持有的信念，是影響個體社會技巧能力、自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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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調適，以及面對問題情境的反應與表現的重要因素，自我效能較高的員

工會較自我效能低的員工更容易受到組織公民行為規範的影響，而從事更

多的組織公民行為 (林尚平、湯大緯，2005)。本研究是以國中生做為研究

對象，因此學生的效能信念可以用來預測面對生活挑戰以及行為的指標，

溫明晶(1993) 的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可以預測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自我效能

不但可以預測學生的動機和學習成就，也是預測後續成就的重要指標 

(Schunk, 1989)。學生自我效能既對其行為具有預測作用，更是突顯自我效

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之間的重要性。 

領導行為被發現與組織公民行為有關 (Ehrhart, 2004)，國外研究發現

轉型與互易領導風格可以協助發展員工的信任、忠誠、承諾，而這些領導

風格亦可協助促進員工並提供環境以使所有員工能展現角色外的行為 

(extra role behaviors)，這些領導風格已被發現與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

相關 (Podsakoff et al., 2000)。轉型領導強調的是高層次的、內在的動機與

需求，亦即關心部屬的自尊、自主及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心理需求，以及

求善、公正、責任與義務的道德問題，內容包括魅力影響、激勵動機、智

力啟發、個別關懷等四個面向；互易領導則強調基本的、外在的動機與需

求，部屬為獲得某種目的，知道如何行事可以獲得獎賞及避免懲罰，內容

包括權宜獎賞、例外管理兩個面向 (Burns, 1978)。而學校的教師領導是為

達成班級有效管理及完成學校目標，透過關懷、激勵和策略運用，發揮其

影響力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以達成最終教育目的，Wentzel (1996) 的

研究發現學生感受到教師的關懷，和其致力於學業以及社會成就的努力有

正相關，並指出當學生感受到支持或價值感，會更投入班級活動；而陳清 

檳等 (2010) 的研究發現國中生知覺導師領導風格之互易領導傾向「條件

式酬賞」與「主動例外管理」和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之間達高度正相關，

同時導師轉型領導風格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之間亦達高度正相關；蔡

欣虹 (2007) 的研究亦發現國小教師展現轉化領導行為愈佳，愈有助於學

生利社會行為的表現。所以，轉型領導與互易領導應用在教室層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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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愈來愈多的趨勢，發現學校教師著實對班級氣氛與學生行為具有影響

力，因此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運用在本研究是否也是習

習相關。 

        綜合上述文獻，組織公民行為在企業界已受到相當重視，由於許多文

獻發現組織公民行為可以提升組織的效能，因此，組織公民行為對於企業

組織之穩定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而組織公民行為議題也在教育單位、

學校組織逐年受到關注，在班級中的同儕與師生之間因朝夕相處，其價值

觀、處事態度、教師期望與師生行為互動的影響之下，於潛移默化中改變

班級每一位成員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若學生組織公民行為會因為老

師的領導或學生對自我效能的認知而引發，將有助於個人和班級效能的提

升以及良好公民行為與品格之建立。陳世寶 (2007) 的研究發現轉換型領

導與自我效能交互作用對於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黃雅芳 

(2006) 的研究亦發現國中導師領導行為對學生自我效能或班級集體效能

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導師領導行為各層面與學生自我效能之「正向肯定」

層面有顯著正相關、國中生知覺到導師運用互易領導的行為多於轉型領導

的行為。在互易領導方面，導師最常採取介入管理的行為；在轉型領導方

面，導師最常採取激勵鼓舞的行為。黃淑梅 (2004) 的研究亦顯示轉型領

導、交易型領導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均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導師採轉

型領導會讓學生產生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程度大於交易型領導；陳清檳等 

(2010) 的研究發現導師領導風格之互易領導、轉型領導與學生組織公民行

為的表現具有高度正相關，以「轉型領導-個別關懷」最為顯著，依次為「轉

型領導-激勵」、「轉型領導-建立願景」、「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地

理位置」、「學校屬性」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具有預測力。所以，根

據以上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教師領導風格、學生自我效能二者對學 

生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作用進行深入之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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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就讀於台南市某雙語國民中學一、二、三年級國中生為研究

對象，由於教育當局對就讀雙語班的入學規定，需符合某些條件限定，諸

如：華僑、曾旅居國外教授、高科技公司主管、律師或醫生的子弟，都是

高社經地位家庭出身的子弟，所以，雙語班是高社經家庭較為集中的班級，

但該校也有為數不少中、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族群，是台南市大型學校

之一，以 99 學年度全校學生人數就有 2,641 名且逐年增班，該校曾獲「標

竿一百學校」、「教學卓越獎」等的多項殊榮，位處台南市鬧區地段，因具

有指標性作用，而以該校做為研究樣本。 

在性別抽樣部分，男學生有 200 人 (佔 51.3%)；女學生有 190 人 (佔

48.7%)；在年級抽樣部分，一年級學生有 126 人 (佔 32.3%)；二年級學生

有 136 人 (佔 34.9%)；三年級學生有 128 人 (佔 32.8%)。採分層比例抽樣

方式，共計抽出並發放 423 份正式問卷，總計獲得有效問卷為 390 份，其

有效回收率為 92.2%。 

二二二二、、、、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依據文獻探討及所提出的研究假設以建構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係為探究教師領導風格 (包括轉型領導：魅力影響、激勵動機、智

力啟發、個別關懷等四個因素；互易領導：權宜獎賞、例外管理等二個因

素)、國中生自我效能 (包括社會性、自我調整、解決問題等三個因素) 兩

者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 (包括利他行為、守規盡責、刻苦精神、良心行為、

公民道德等五個因素) 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探討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1：國中生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相關。 

H2：國中生知覺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相關。 

H3：教師領導風格、國中生自我效能各構面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具有 



李金泉、李那莉 

國中生自我效能、知覺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   37 

 

預測力。 

本研究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分別檢驗國中生自我效能、知覺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組織公民

行為之間的相關性，以驗證假設 1、假設 2 是否被接受；並採用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檢驗自我效能與知覺教師

領導風格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力，以驗證假設 3 是否被接受。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三三三、、、、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以下針對本研究使用之各量表分述之： 

(一)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本 研 究 採 用 Podsakoff 等 人 (1990) 的 「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量表，此量表分為五項構面：經項目分析及信、效度考驗得知

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0.892 (合計 21 題)，各分量表為利他行為 0.886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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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題)；守規盡責 0.749 (共 4 題)；刻苦精神 0.679 (共 3 題)；良心行為 0.846 

(共 5 題)；公民道德 0.814 (共 4 題)。 

(二) 國中生自我效能量表 

本研究採用江玉卉 (2003) 的國中生自我效能量表，此量表分為三項構

面。經項目分析及信、效度考驗得知總量表 Cronbach α 值為 0.907 (合計 27

題)，分各量表為社會性自我效能 0.831 (共 10 題)；自我調整效能 0.854 (共

8 題)；解決問題效能 0.882 (共 9 題)。 

(三) 教師領導風格量表 

本研究採用武佩文 (2008) 的國民中學導師領導風格量表，此量表分為

轉型領導和互易領導共六項構面。經項目分析及信、效度考驗得知總量表

Cronbach α 值為 0.966 (合計 29 題)，各分量表為魅力影響 0.898 (共 4 題)；

激勵動機 0.895 (共 5 題)；智力啟發 0.905 (共 5 題)；個別關懷 0.887 (共 5

題)；權宜獎賞 0.907 (共 5 題)；例外管理 0.811 (共 5 題)。 

本研究各量表分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與總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 (除

刻苦精神分量表外) 均達 0.7 以上，如表 1 的信、效度分析摘要表所示，各

量表因素分析的解釋量(除自我效能量表)均達 50%％以上，顯示本研究各量表

之信、效度均達良好。 

 

 

 

 

 

 

 

 

 

 



李金泉、李那莉 

國中生自我效能、知覺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   39 

 

表 1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自我效能與教師領導風格量表信度、效度分析摘要表 

Cronbach's α係數 效 度 

研究工具及各向度 
題 

數  預試量表(N=117) 正式量(N=390) (因素分析解釋量%) 

利他行為 5 0.886 0.857 6.769 

守規盡責 4 0.698 0.749 8.804 

刻苦精神 3 0.669 0.679 9.669 

良心行為 5 0.863 0.846 33.230 

公民道德 4 0.832 0.814 4.764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21 0.905 0.892 63.236 

社會性 10 0.858 0.831 10.516 

自我調整 8 0.867 0.854 8.380 

解決問題 9 0.880 0.882 29.775 

自我效能量表 27 0.914 0.907 48.671 

魅力影響 4 0.914 0.898 5.979 

激勵動機 5 0.899 0.895 3.701 

智力啟發 5 0.911 0.905 59.448 

個別關懷 5 0.904 0.887 3.872 

轉型領導量表 19 0.968 0.962 73.000 

權宜獎賞 5 0.917 0.907 50.839 

例外管理 5 0.917 0.811 14.749 

互易領導量表 10 0.921 0.809 65.588 

教師領導風格量表 29 0.969 0.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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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研究結果發現與討論研究結果發現與討論研究結果發現與討論研究結果發現與討論 

 

一一一一、、、、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轉型轉型轉型轉型、、、、互易領導風格互易領導風格互易領導風格互易領導風格、、、、國中生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國中生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國中生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國中生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

關分析關分析關分析關分析 

本研究相關分析之結果如表 2 所示。茲詳述分別如下： 

(一) 國中生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在國中生自我效能部分，其「社會性自我效能」、「自我調整效能」、

「解決問題效能」及「整體自我效能」和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與整體組織

公民行為均有高度相關性，顯示學生的自我效能感愈高，整體組織公民行

為的表現愈高，其中相關係數最高者為「自我調整效能」構面。由此可知，

自我調整效能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是最具影響力，也就是說，透過增強學

生的自我調整效能，其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就會愈明顯。此分析結果與楊文

玲 (1989)；黃惠卿、林啟超 (2005) 的研究─自我效能愈高者，工作表現

也愈好；國中學生本身愈是高自我效能者，較不容易產生不適應學習行為

結果雷同。 

(二) 教師轉型領導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在轉型領導部分，除了「轉型領導─激勵動機」對「組織公民行為─刻

苦精神」未呈現相關之外，其「魅力影響」、「激勵動機」、「智力啟發」、

「個別關懷」及「整體轉型領導」和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與整體組織公民

行為均有高度相關性，顯示教師轉型領導影響愈高，學生整體組織公民行

為的表現愈高。其中相關係數最高者為「轉型─智力啟發」、「轉型─激

勵動機」構面。由此可知，轉型─智力啟發、轉型─激勵動機對學生組織

公民行為是最具影響力，也就是說，透過教師不斷地對學生教悔、鼓勵，

在智力啟發與激勵內在動機的雙效作用下，學生的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就會

愈明顯。 

(三) 教師互易領導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在互易領導部分，「權宜獎賞」、「例外管理」及「整體互易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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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與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均有相關性，顯示教師的互易

領導影響愈高，學生整體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愈高。其中相關係數最高者

為「互易─例外管理」構面。由此可知，互易─例外管理對學生組織公民

行為是最具影響力，也就是說，透過教師對學生例外管理策略的運用，則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就會愈明顯。 

綜合轉型領導和互易領導的分析結果，以「轉型領導─激勵動機」、

「互易領導─例外管理」是最具有影響力，意謂欲培養學生表現良好的組

織公民行為，可以運用獎賞激勵提升學生的動機，同時輔以適度的處罰不

當行為。分析結果與陳清檳等(2010)─導師領導風格之互易、轉型領導與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高度正相關；黃淑梅(2004)─轉型領導、交易型領

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均有正向顯著影響；張潔如(2004)的研究─交易型

領導與轉換型領導，對知覺工作特性以及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影響相同。 

國中生內在自我效能與外在環境的教師領導，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

表現是有關聯互為影響，與 Bandura(1977)在「社會學習論」提出個體行為

的決定過程是行為、個人以及環境三者相互關聯、影響了決定歷程，最後

才產生行為的理論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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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師領導風格、國中生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分析摘要表(N=390) 

*p<0.05 ; ***p<0.001 

二二二二、、、、教師領導風格教師領導風格教師領導風格教師領導風格、、、、國中生自我效能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逐步迴歸分析國中生自我效能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逐步迴歸分析國中生自我效能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逐步迴歸分析國中生自我效能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逐步迴歸分析 

教師領導風格、國中生自我效能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逐步迴歸分析

結果如表 3 彙整所示。茲詳述分別如下： 

(一) 自我效能及教師領導風格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利他行為」的預測分析 

經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自我調整 (β=0.240)、轉型─激勵動機 

(β=0.246)、社會性 (β=0.115)，對「利他行為」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即學

生自我效能感與知覺教師領轉型導風格愈高，學生的利他行為表現就愈

高。其中以「自我調整」的預測力最佳，解釋量為 13%；投入變項的整體

預測力為 0.203，即預測的總變異量為 20.3%。 

(二) 自我效能及教師領導風格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守規盡責」的預測分析 

經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自我調整 (β=0.449)、轉型─激勵動機 

(β=0.225)，對「守規盡責」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即學生自我效能感與知 

 

因素構面因素構面因素構面因素構面 利他行為利他行為利他行為利他行為 守規盡責守規盡責守規盡責守規盡責 刻苦精神刻苦精神刻苦精神刻苦精神 良心行為良心行為良心行為良心行為 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公民道德 
整體組織整體組織整體組織整體組織 

公民行為公民行為公民行為公民行為 

魅力影響 0.267***  0.330*** 0.121* 0.238*** 0.233***  0.312*** 

激勵動機 0.348***  0.365*** 0.095 0.357*** 0.330***  0.405*** 

智力啟發 0.312***  0.315*** 0.107* 0.319*** 0.367***  0.373*** 

個別關懷 0.292***  0.337*** 0.106* 0.334*** 0.336***  0.356*** 

整體轉型領導 0.337***  0.371*** 0.118* 0.346*** 0.352***  0.399*** 

權宜獎賞 0.267***  0.324*** 0.118* 0.296*** 0.277***  0.342*** 

例外管理 0.316***  0.338*** 0.190*** 0.394*** 0.368***  0.422*** 

整體互易領導 0.325***  0.372*** 0.167*** 0.380*** 0.355***  0.424*** 

社會性 0.266***  0.228***   0.326*** 0.245*** 0.331***  0.331*** 

自我調整 0.361***  0.519***   0.244*** 0.364*** 0.564***  0.479*** 

解決問題 0.171***  0.310***   0.388*** 0.205*** 0.329***  0.299*** 

整體自我效能 0.328***  0.437***   0.408*** 0.337*** 0.506***  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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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教師轉型領導風格愈高，學生的守規盡責的行為表現就愈高。其中以「自

我調整」的預測力最佳，解釋量為 27%；投入變項的整體預測力為 0.315，

即預測的總變異量為 31.5%。 

(三) 自我效能及教師領導風格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刻苦精神」的預測分析 

經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解決問題 (β=0.305)、社會性 (β=0.196)，

對「刻苦精神」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即學生自我效能感愈高，學生的刻

苦精神表現就愈高。其中以「解決問題」的預測力最佳，解釋量為 15.1%；

投入變項的整體預測力為 0.182，即預測的總變異量為 18.2%。 

(四) 自我效能及教師領導風格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良心行為」的預測分析 

經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互易─例外管理 (β=0.226)、自我調整 

(β=0.242)、轉型─激勵動機 (β=0.152)，對「良心行為」具有正向的預測作

用，即學生自我效能感與知覺教師轉型、互易領導風格愈高，良心行為表

現就愈高。其中以「例外管理」的預測力最佳，解釋量為 15.5%；投入變

項的整體預測力為 0.232，即預測的總變異量為 23.2%。 

(五) 自我效能及教師領導風格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之「公民道德」的預測分析 

經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自我調整 (β=0.479)、轉型─智力啟發 

(β=0.228)、互易─例外管理 (β=0.146)，對「公民道德」具有正向的預測作

用，即學生自我效能感與知覺教師轉型、互易領導風格愈高，公民道德表

現就愈高。其中僅魅力影響 (β=-0.127)為負值，對「公民道德」具負向的

預測作用；又以「自我調整」的預測力最佳，解釋量為 31.8%；投入變項

的整體預測力為 0.378，即預測的總變異量為 37.8%。 

(六) 自我效能及教師領導風格對「整體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分析 

經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自我調整 (β=0.328)、互易─例外管理 

(β=0.174)、轉型─激勵動機 (β=0.179)、社會性 (β=0.098)，對「整體學生

組織公民行為」具正向預測作用，即學生自我效能與知覺教師轉型、互易

領導風格愈高，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就愈高。以「自我調整」預測力最

佳，解釋量為 22.9%；投入變項整體預測力為 0.335，即預測總變異量為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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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研究結果加以討論，隨著不同的效標變項而有不同的預測力。

以「自我調整效能」、「社會性自我效能」、「轉型─激勵動機」、「互

易─例外管理」對國中生的學生組織公民行為最具有預測力。「自我調整

效能」對利他行為、守規盡責、良心行為、公民道德及整體學生組織公民

行為均具有正向影響，表示學生會因自己觀察或經驗到社會規範或是透過

參照團體的表現，調整自己的認知而表現組織公民行為；「社會性自我效

能」則對刻苦精神、利他行為、整體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響，表

示學生為了得到同儕團體的認同，會自我要求配合團體而改變不良作風並

表現利於他人的行為；「轉型─激勵動機」對利他行為、守規盡責、整體

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及良心行為分別具有正向影響，表示教師透過激勵改變

學生個人行為、重建學生自我概念，培植學生表現組織公民的建設性行為；

「互易─例外管理」對良心行為、整體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及公民道德分別

具有正向影響，表示教師是透過班規的訂定或對學生不當行為的處罰，才

能塑造出學生的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研究結果表示學生的自我效能信念與

教師的領導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表現是有顯著影響的，與 Bandura (1997) 

指出學校是一個發展自我效能的良好場所，因此若能在求學過程透過學校

和教師的協助，將有助於青少年發展自我效能，對其學業成就、身心健康

以及公民行為必能有所助益；以及 Bass (1985) 所提出的：轉型領導可說

是互易領導的擴大與延伸，雖然二者有所不同，但並非彼此排斥，一位領 

導者可以權衡情境因事、因地制宜，同時運用這兩種領導行為，必能達成

良好的效果的理論相對應。 

總而言之，欲改善學校風氣，消弭校園暴力，減少霸凌的發生，除了 

消極對暴力事件的處理之外，更應強調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積極給

予教師全力的支援，透過教師的激勵來增強學生的自我調整效能，同時明

確的常規管理以及適當的獎懲策略運用來修正學生不當的行為，藉由同

儕、師長的社會支持促進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建立學習楷模，進而改善學校 

氣氛創造優質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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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之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彙整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利他行為 守規盡責 刻苦精神 良心行為 公民道德 

整體學生組 

織公民行為 

教師轉型領導       

魅力影響     -0.127*  

激勵動機 0.246*** 0.225***  0.152**  0.179*** 

智力啟發     0.228***  

個別關懷       

教師互易領導 

權宜獎賞 
      

例外管理    0.226*** 0.146** 0.174*** 

國中生自我效能       

社會性 0.115*  0.196***   0.098* 

自我調整 0.240*** 0.449***  0.242*** 0.479*** 0.328*** 

解決問題   0.305***    

 解釋量(%) 20.3 31.5 18.2 23.2 37.8 33.5 

*p<0.05 ; **p<0.01 ; ***p<0.001 

 

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綜合上述資料分析結果，其研究結果與發現整理結論如下： 

(一) 教師領導風格、國中生自我效能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高度相關存在 

研究結果顯示，自我效能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呈現正相關，表示學生

自我效能愈高，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就愈高，其中以「自我調整效能」

對組織公民行為是最具有影響力，意思是欲培養學生表現良好的組織公民

行為，可以從學生的內在自我調整效能部分進行補強。 

教師轉型領導和互易領導與學生組織公民行為亦呈現正相關，表示學

生知覺教師轉型領導和互易領導愈高，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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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轉型領導─激勵動機」和「互易領導─例外管理」是最具有影響

力，意思是欲培養學生表現良好的組織公民行為，可以透過獎賞的方式激

勵學生、提升學生的表現動機，同時須輔助適度的處罰，警戒不當行為的

發生。 

綜合以上相關分析的結果，欲強調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必須從

剛入學的國中一年級新生即開始進行公民教育，透過教師的激勵與關懷，

循循善誘增強學生自我調整效能，強調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肯定塑造行為

典範，並藉由同儕的友善支持以及學校師長的有效領導，共促進此行為在

校內建立學習楷模，確實扎根於基礎行為與正確信念的建立，進而消弭青

少年的衝動暴戾之氣，對於改善學校氣氛營造優質的校園環境，應能助益

良多。 

(二) 國中生自我效能與知覺教師領導風格對學生組織公民行具有預測力 

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自我效能部分，發現以「自我調整效能」對學

生組織公民行為最具有預測力，其中對「利他行為」、「守規盡責」、「良心

行為」、「公民道德」有顯著性；另外「社會性自我效能」與「解決問題自

我效能」則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刻苦精神」有顯著性。也就是說，學

生是否能在特定情境中導致成功改變其行為有關的信念，是受到環境和認

知因素的雙重影響 (Feist , 1998)，然而同儕對國中階段的學生其認知與行

為是最具有影響力，國中生常會以同儕的行為表現作為他模仿的對象。因

此，教師有責任營造友善的班級情境，塑造學生解決問題的行為能力，培

養學生良好的品德，改變班級整體氣氛並即時糾正學生錯誤的觀念，學生

在耳濡目染之下，得以建立正確認知和表現建設性的行為，而教師的領導 

作為就是學生學習的最大鷹架，同時也是學生社會支持的「重要他人」。 

國中生知覺教師轉型領導風格部分，發現以「轉型領導─激勵動機」

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其中對「利他行為」、「守規盡責」、「良

心行為」有顯著性；另外「轉型領導─智力啟發」則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

的「公民道德」有顯著性。也就是說，教師可以透過教育啟發學生公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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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觀念，改變學生個人價值、重建學生自我概念，同時激勵學生的熱誠

與動力進而產生學習動機與對班級的向心力，培植學生積極表現組織公民

的建設性行為。 

國中生知覺教師互易領導風格部分，發現以「互易領導─例外管理」

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其中對「良心行為」、「公民道德」有顯

著性；「互易領導─權宜獎賞」則對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完全不具有顯著性 

也就是說，國中教師運用班級經營管理策略，大多是學生犯錯就會給予糾 

正或處罰，用此來修正學生的不當行為，藉以達到順利正常教學和常規管

理。 

綜合迴歸分析結果，學校教師既是影響學生的「重要他人」，如果教

師能善用激勵領導，重建學生的理念與價值觀，滿足學生內在動機需求，

增強學生的自我效能，同時配合適當獎賞制度的建立，當學生的行為或學

習表現優異時則給予肯定與獎勵，若學生的行為發生偏差時，則加以糾正、

處罰、或剝奪其權利，讓學生得到立即的負回饋而予以警惕，藉此不但對

學生行為產生有效規範，更透過激勵建立正確行為。所以，轉型領導與互 

易領導可說是相輔相成的，教師若能巧妙運用這兩種領導行為，同時對學

生的內在效能與外在行為造成影響，則班級管理必能達到良好的成效。 

二二二二、、、、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一) 對教師的建議 

1. 增強學生的自我調整效能，營造學生對班級的認同感：透過研究結果發

現學生的自我調整效能對其組織公民行為深具影響，來自於教師的期望與

同儕的支持會改變學生的自我效能及其行為表現，當學生觀察到自己或同 

儕的行為恰當與否，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獎賞或處分時，會加以調整本身行

為，而調整行為的結果會對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動產生控制引導的作用， 

因此，教師在教學上不可僅著重學習成績，應多注意觀察學生各方面的表

現，師生共同訂定明確的班級常規辦法，讓學生多參與班務運作，多鼓勵 

學生好的行為表現以幫助學生提昇自我效能，並透過班級行為楷模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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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團體的仿傚，促進學生組織公民行為可以普遍性的在班級中產生。 

2. 導師應多嘗試使用轉型領導與互易領導─權宜獎賞：透過研究結果發現

學生知覺到導師領導最多運用的是 「互易領導─例外管理」，最少使用「互

易領導─權宜獎賞」，也就是說，國中教師運用在班級經營上，大多是學

生犯錯就只會使用糾正或處罰，藉此修正學生的違規行為。所以，若能多

運用轉型領導之正向激勵、肯定與關懷，以及「互易領導─權宜獎賞」的

並用，以積極獎勵式正增強取代消極剝奪式負增強，例如，口頭讚美、獎 

賞學生喜好的增強物、提供學生喜愛的活動，用以鼓勵學生良好行為的表

現，不但可以激發學生正確的行為反應並改善不當行為的發生率，同時潛

移默化地改變學生的認知與行為模式，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產生具有加乘

效果。 

(二) 對學校的建議 

1. 提供教師相關班級領導及學生輔導知能的進修課程，提升教師專業素

質：教育行政機關多舉辦各種校內外、定期及不定期的專業進修，尤其是

教師轉型領導和互易領導的相關課程，例如成功案例分享或培育種子教師 

進行教師班級視導，讓教師們彼此間不但可以經驗交流，同時還可以互相

支援，讓教師可以因地制宜的靈活運用班級經營技巧來處理班級事務，得

以有效做好班級管理。 

2. 提供學生多元適性的學習環境，適切引發其潛能建立自我效能：透過研

究結果發現自我效能與學生的組織公民行為具有相關性，若學生自我效能

低落，在執行工作時不但缺乏熱忱也自認能力不足，在行為表現上不但配

合度低而且會習得無助感而直接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因此，學校若能多 

提供學生多元化且適性的學校活動或情境教學，例如，舉辦以節慶或學校 

特色之類的主題活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積極參與並發揮潛

能，讓學生透過活動產生成就動機，建立自我認同，不但可以提升學生對

學習的熱忱和自信心，並強化其正向的行為能力。 

(三)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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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取樣僅以台南市某國民中學的學生為研究對

象，如能擴及加入中學教師和學生家庭之背景因素，例如教師的性別、年

齡、教學年資、任教科目、人格特質或帶班風格；學生家庭的管教模式 (態

度)、父母的職業、學歷和婚姻狀況，以及家庭成員等方面，則研究結果將

可更完整周延。 

2. 在研究範圍方面：本研究僅以台南市某國民中學做研究，如能將研究取 

樣範圍擴及至大台南地區或其他縣市等，除了在市區學校取樣之外，亦須

包括偏遠或山區學校，以及可再深入探討學校規模、學校歷史和辦學理念

等，使研究結果推論涵蓋範圍與層面可以更為廣泛。 

3.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以文獻分析法探討研究構

面，未來的研究可配合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或實驗研究等方式，以獲得更

深入且客觀的資料分析。 

4. 在研究內容方面：影響學生組織公民行為的前因變項甚多，本研究僅以

學生自我效能與教師領導風格來探討，若後續研究者能再從班級 (校園)  

氣氛、學生情緒智力、壓力、人格特質或同儕關係等方向進行研究，並採

用線性結構分析 (SEM) 的統計方法建立更完整的理論模式，將可提高學

生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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