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十期  107.09  page 57-69 
ISSN：2076-9474 

工作投入在組織認同、角色認同與工作績效間關係之中介效果研究

—以台南市小學教師為例

 

57 
 

工作投入在組織認同、角色認同與工作績效間關係之中

介效果研究—以台南市小學教師為例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Job Involv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Role Identity and Job Performance – Cas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nan City 

陳怡昌a    陳玲英b 

摘要 

由於教學環境受到各利益關係人的要求，國小教師所面臨的教學環境不再如以往的單純不變，在

有限的時間裡，為應付來自多方的要求，國小教師必須要有效展現工作績效。本研究從認同角度切

入，探討組織認同、角色認同與工作投入以及工作績效的關係。並且探討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角色

認同與工作績效之間關係的中介效果。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於 2017 年 12 月下旬進行問卷發放，

並依學校規模採分層抽樣方法，回收有效問卷 389 份，所得資料進行分析後主要研究結果如下：一、

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對工作績效有顯著影響、二、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組織

認同對工作投入有顯著影響、三、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與工作績效的關係有部分中介效

果；而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與工作績效的關係也有部分中介效果。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將提

出相關的建議。 

關鍵字：國小教師、角色認同、組織認同、工作投入、工作績效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need to achieve variety of 
job performance. Based on identifica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job 
involv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role identific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Conducting the survey research from December 2017, stratified sampling was used base on elementary school 
size in Tainan City. 38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were revealed：1. Role 
iden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d the influence on job performance; 2. Role iden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d the influence on job involvement; 3. Job involvement had partial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id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results, some managerial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Keywords：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role id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ob involvement, job 
performance 

1. 前言 

1.1 研究動機 
教育環境的快速變遷，變得多元化，而學

校為符合要求不被淘汰凋零，惟有教師積極工

作投入，展現工作績效，對學校推動校務而言

才是一件重要且迫在眉睫的事。而不同背景的

教師對教師這項工作的付出是源自於對學校的

                                                           
a崑山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助理教授 Email: alexchen@ksu.edu.tw 
b崑山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及台南市佳里區佳興國小教師 Email:beast1015@gmail.com 

組織認同或是對教師的角色認同呢？過往國內

研究有關認同部分均著重在組織認同部分，角

色認同部分較少著墨，且研究對象尚未涉及國

小教師部分，此為研究者好奇想一窺究竟的原

因。 

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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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驗證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組織認同對工

作績效之影響。 

二、驗證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組織認同對工

作投入之影響。 

三、驗證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對工作績效之影

響。 

四、驗證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組

織認同和工作績效之影響。 

1.3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探討

下列問題：  

一、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組織認同對工作績

效是否有顯著影響？ 

二、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組織認同對工作投

入是否有顯著影響？ 

三、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對工作績效是否有顯

著影響？ 

四、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組織認同與工作績

效間關係與工作投入的中介效果？ 

2. 文獻探討 

2.1. 工作績效 
Campbell(1990)認為工作績效是指個體能

控制的，且對達成組織目標有所貢獻的行為和

表現。除了一般常認為的任務績效、脈絡績效

以及適應性績效外，Koopmans, Bernaards & 
Hildebrandt(2014)認為還應加入反生產力工作

行為，且將工作績效定義為「與組織目標相關

的行為或行動」，本研究採用該定義。

Koopmans et al. (2014)認為時至今日的研究，個

人工作績效是由四個廣泛且一般的構面組成，

分別為任務績效、脈絡績效、適應性績效以及

反生產力工作行為，本研究以其中的任務績

效、脈絡績效以及反生產力工作行為為研究構

面。 

2.2. 組織認同與角色認同 
2.2.1 組織認同 

組織認同是一種解釋個人和組織工作關係

的方法。組織認同可以被定義是對組織的一致

性或屬性的看法，而個人根據他或她是其成員

的組織來定義他或她自己 (Mael & Ashforth, 
1992)。認同感愈強的組織成員對組織的評價

就會愈高，並且願意為組織做更大的貢獻，同

時成員彼此之間也更能融洽的工作，並朝組織

目標邁進 (陳敏郎 , 2015; He, Zhu & Zheng, 
2014)。因此，本研究認為組織認同即一個人

以組織成員的身份定義自我的一種狀態，是知

覺到自己屬於該團體，個人會對特定團體產生

強烈的認同感。 

2.2.2. 角色認同 
Mead (1934)與 McCall & Simmons (1966)把

角色和認同兩個概念合併為角色認同，認為

「認同」就是角色在心目中的重要性，在自我

的概念裡可以同時包含多種角色。角色認同對

行為者本身重要是因為符合角色的行為能為他

或她帶來自我肯定 (Self-verification) ；而角色

行為對行為者以外的人重要，是因為它能替其

他人提供對行為者認定的標準(Riley & Burke, 
1995)。Farme 等人(2003)也指出個人對於其角

色認同，對於其角色行為的表現是具有相當一

致性的。本研究參考 Callero (1985)的定義，認

為角色認同為個體將某特定角色，視為自我之

一部分的程度。 

2.3. 工作投入 
Lodahl & Kejner (1965)提出「工作投入」

一詞，其定義為工作在個體自我印象  (Self-
image) 中的重要性程度。就 Cassar & Debono 
(2000)的觀點，認為教師的工作投入程度和教

育功能的發揮息息相關。此外，提高個人工作

投入的程度，也可提昇效能以及生產力(Brown, 
1996)。本研究則參考 Kanungo (1982)的定義，

認為工作投入即對於現在的工作是一個特定的

信念，指的是一個人的工作滿足自己需要的程

度。 

2.4. 各變項間關係之研究 
2.4.1. 組織認同與工作績效 

Cheney(1983)探討組織認同的影響層面，

發現工作動機、工作滿意度和工作績效明顯受

到組織認同影響。而且組織認同與績效回應

(如任務投入、投資程度以及成果效能)具備正

向關係 (Efraty & Wolfe, 1988)。 Chughtai & 
Buckley (2010)以巴基斯坦高中教師為研究對象

也發現，組織認同對角色內工作績效具有顯著

的獨特作用；Karanika-Murray 等人 (2015)發現

組織認同對於態度績效(工作滿意度)有正向影

響；國內許順旺, 林顯邦與張姮燕 (2011)的研

究，也支持組織認同與績效表現存在顯著正相

關；何美欣(2017)則發現行政人員的組織認同

對工作績效有正向的影響，組織認同對行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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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職場友誼與工作績效有正向中介效果。針對

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1：國小教

師的組織認同會正向影響工作績效程度 

2.4.2. 組織認同與工作投入 
多數研究結果顯示員工對組織產生認同

後，將更加投入工作中，如張嘉達(2009)研究

外籍勞工，發現組織認同對工作投入具有顯著

正向影響；袁慧姍(2014)的研究支持國中教師

的組織認同對工作投入有顯著的預測力；林佳

瑩(2017)研究發現新北市國民小學兼任行政教

師處室人員，其組織認同對其工作投入具有高

度預測力，顯示兼任行政教師對處室認同的程

度愈高，其工作投入表現愈佳。此外，謝安

田、 蔡旻秀(2013)也發現員工分紅與組織認同

及工作投入呈顯著正相關，且員工分紅會經由

組織認同正向影響工作投入。即使在非營利組

織志工的研究上也發現，組織認同越高工作投

入的程度也越高(廖見文, 2012)。根據上述分

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2：國小教師的組

織認同會正向影響工作投入程度 

2.4.3. 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 
假如個人的工作本身有滿足個人心理需求

的特性時，那麼個人會受到激勵而更加投入在

工作，致力在工作績效的提昇 (Moch, 1980; 
Rabinowitz & Hall, 1977)。例如工作投入對組織

公民行為(OCB)和角色內績效的主管評級是重

要預測 (Diefendorff, Brown, Kamin, & Lord, 
2002)；Chughtai (2008)針對巴基斯坦大學教師

研究發現，工作投入與角色內績效和OCB呈正

相關，工作投入對OCB的影響比對角色內績效

的影響更大；何美欣(2017)研究發現行政人員

工作投入對工作績效有正向的影響，且工作投

入對行政人員職場友誼與工作績效有正向中介

效果；劉仲矩、羅奐妤(2017) 的研究結果顯示

工作投入在美學行銷訓練知覺工作質感的關係

上，確實有部分干擾效果。針對以上結果，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設：H3：國小教師的工作投入

會正向影響工作績效程度 

2.4.4. 角色認同與工作績效 
許多研究均證實價值觀會影響個人或組織

的績效 (O’Reilly, Chatman & Caldwell, 1991; 
Posner, Kouzes & Schmidt,1985)，因此高績效組

織需要具備高度動機的員工願意自律地配合組

織目標而努力，例如王志宏與翁振益(2010)的
研究就發現，角色認同對於領隊人員情緒勞

務、工作倦怠與工作滿意度間的關係，具有一

定的調節效果。所以當個體的角色認同高時，

會願意為此角色任務給予最完美的展現。李宛

玲(2008)認為當專業人員的自我認同及角色認

同愈高時，其工作績效愈高。專業人員的角色

認同對工作績效最為重要；施秋萍(2011)認為

派遣員工的角色認同對工作績效具有顯著正向

影響；游佳萍(2014)的研究也發現角色認同跟

創造力行為有正向相關。針對以上結果，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設： H4：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

會正向影響工作績效程度 

2.4.5 角色認同與工作投入 
角色認同顯著性的差異可以在與角色認同

相關的行為方面得到反映(Callero, 1985)，所以

角色認同程度愈高應該會愈投入工作之中。例

如潘政宇 (2013)指出工作投入在教師角色認同

及情緒勞務之間具有部分中介角色；蔡惠如 
(2013)以國軍人事人員為樣本的研究發現，專

業職能、角色認同與工作投入間具有高度相關

性；李麗雲與李麗日(2014)的研究也發現，國

民小學教師專業角色知覺對工作投入具有良好

的預測作用；陳淑卿 (2016)的研究發現，一個

人對自己工作的角色有認同感，相對的會在這

份工作上投入更多時間以及精力，讓自己在工

作上展現優異表現。針對以上結果，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設：H5：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會正向

影響工作投入程度 

2.4.6. 中介效果推論 
在許多研究中探討組織認同和工作績效的

關係中，發現組織認同會正向影響工作績效

(何美欣, 2017; 陸象君, 2013)，且王宜君(2008)
也發現工作投入是組織認同與工作績效之中介

效果的因素，所以本研究推論工作投入是組織

認同與工作績效的中介效果因素。Haslam, 
Powell & Turner (2000)認為假如一個人對自己

工作的角色有認同感，相對的就會在這份工作

上投入更多時間以及努力，讓自己在工作上展

現優異表現。所以本研究推論工作投入是角色

認同與工作績效的中介效果因素。針對以上結

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6：國小教師的

組織認同影響工作績效過程中，工作投入具有

中介效果、H7：國小教師的角色認同影響工作

績效過程中，工作投入具有中介效果。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圖 
根據前述研究問題與假設，並參考文獻資

料，提出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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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組織認同、角

色認同、工作投入及工作績效關係問卷調查

表」進行施測，採取李克特式(Likert-type)七點

量表，從「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或

「從來沒有」至「經常如此」分成七個等級，

依次以 1、2、3、4、5、6、7 給分計算。下表

為量表來源、題目數以及經因素分析後所保留

的題目數還有各變項的 KMO 值跟 α 值的統整

表。 

表 1 量表分析統整表 
變  項 構  面 題數 因素分析後題數 KMO 值 α 值 來  源 

工作績效 

任務績效 5 4 

0.87 (p<.001) 

0.85 
Koopmans, 

Bernaards, & 
Hildebrandt 

(2014) 

脈絡績效 8 5 0.91 

反生產力工

作行為 
5 5 0.83 

組織認同 組織認同 6 6 0.871 (p<.001) 0.90 
Mael & 

Ashforth (1992)

角色認同 角色認同 5 4 0.761 (p<.001) 0.79 Callero (1985)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10 6 0.854 (p<.001) 0.88 Kanungo (1982)

3.3.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 106 學年度台南市公立國小依學

校規模分為 6 班(含)以下、7-12 班、13-24 班、

25-48班、49班(含)以上之學校，共分為五個層

級，抽樣間數每層級抽取一成，分層抽樣，於

每一層級再採便利抽樣，其中正式教師與代課

老師(代理教師、兼任教師以及代課教師)各
半。共發放 460 份，問卷回收份數 422 份，剔

除無效問卷 33份，有效問卷 389份，有效回收

率達 84.6%。 

4. 資料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資料分析使用方法包括：敘述性統

計分析、信度和效度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

因素分析、獨立樣本 t檢定、ANOVA以及中介

效果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工作績效的平均數分別為任務績效

(m=5.59 ， SD=0.72) 、 脈 絡 績 效 (m=5.21 ，

SD=0.92) 、 反 生 產 力 工 作 行 為 (m=3.59 ，

SD=1.01)，任務績效以及脈絡績效介於稍微同

意跟多數同意間，而反生產力工作行為介於很

少跟偶爾之間，顯示台南市國小教師認為自身

有達到工作績效。組織認同的平均數為

(m=5.42，SD=0.97)，介於稍微同意跟多數同

意間，顯示台南市國小教師對所服務學校有認

同感。角色認同的平均數為(m=5.63，SD=0. 
84)介於稍微同意跟多數同意間，顯示台南市

國小教師對教師這角色有認同感。工作投入的

平均數為(m=4.90，SD=1.01)介於普通跟稍微

同意間，顯示台南市國小教師對教師工作稍有

投入。 

4.2. 相關分析 
從表 2 中可以看出除了反生產力工作行為

與其他變項是負相關外，其餘皆是正相關，且

都有達到顯著水準。 

4.3. 差異分析 
以獨立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後，發現樣本在性別、學歷、服務年資以及年

齡均沒有明顯差異，而具有顯著差異的部分則

整理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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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變項之相關係數表 

 任務績效 脈絡績效 
反生產力

工作行為 
組織認同 角色認同 工作投入 

任務績效 1      

脈絡績效 0.61** 1     

反生產力工作行為 -0.32** -0.33** 1    

組織認同 0.51** 0.50** -0.24** 1   

角色認同 0.60** 0.52** -0.29** 0.50** 1  

工作投入 0.49** 0.50** -0.20** 0.43** 0.53**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 3  人口統計變項對研究構面的差異分析表 

變項 構面 婚姻狀態 個數 平均數 t 值/F 值 

工作績效 
反生產力工作行為 已婚 247 3.48 

-2.85** 
 未婚 142 3.78 

角色認同 
角色認同 已婚 247 5.71 

2.28* 
 未婚 142 5.51 

變項 構面 師資類別 個數 平均數 t 值/F 值 

工作績效 

任務績效 師範體系 262 5.53 
-2.64** 

 非師範體系 127 5.72 

脈絡績效 師範體系 262 5.14 
-2.43* 

 非師範體系 127 5.38 

反生產力工作行為 師範體系 262 3.67 
2.34* 

 非師範體系 127 3.43 

角色認同 
角色認同 師範體系 262 5.54 

-3.34*** 
 非師範體系 127 5.82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師範體系 262 4.82 

-2.34* 
 非師範體系 127 5.06 

變項 構面 職務類別 個數 平均數 T 值/F 值 

工作績效 
脈絡績效 正式老師 208 5.11 

-2.43* 
 非正式老師 181 5.33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正式老師 208 4.80 

-2.09* 
 非正式老師 181 5.01 

變項 構面 在本校服務年資 個數 平均數 T 值/F 值 

工作績效 
脈絡績效 5 年(含)以下 216 5.39 

4.32*** 
 5 年以上 173 4.99 

變項 構面 工作職稱 個數 平均數 T 值/F 值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導師 176 4.99 5.50** 
Scheffe 

test 
1,3>2 

 教師兼行政 69 4.54 

 科任含其他 144 4.96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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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介效果分析 
檢視工作投入是否為組織認同、角色認同

與工作績效的中介要素，本研究參考 Baron & 
Kenny (1986)的建議步驟，其檢驗中介效果的

方式為：自變項對依變項要有顯著的影響效

果；而且單看中介變項和依變項時，中介變項

也要對依變項有顯著影響；單看自變項和中介

變項時，自變項也要顯著影響中介變項；同時

看自變項和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效果時，

則自變項會減弱或變得沒有顯著。當加入中介

變項後，自變項和依變項之間的直接效果依舊

是顯著，此中介效果稱為部份中介 (Partial 
Mediation)，若轉變為不相關則稱為完全中介 
(Full Mediation)。其他研究者也採用這方式從

事相關研究(王正華 & 陳寬裕, 2011; 蕭文龍, 
2007)。 

中介效果的檢驗，步驟如下： 

1.第一步驟：以 X(在本研究為角色認同、組織

認同)預測 Y(在本研究為工作績效) 

2.第二步驟：以 X(在本研究為角色認同、組織

認同)預測 M(在本研究為工作投入) 

3.第三步驟：以 X(在本研究為角色認同、組織

認同)和  M(在本研究為工作投入)同時預測 
Y(在本研究為工作績效) 

4.4.1. 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與工作績效的中介

效果檢視 
照上方步驟採用迴歸方程式檢視，結果如

表 4 至表 6 所示。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與工作

績效(任務績效、脈絡績效、反生產力工作行

為 )有顯著影響，且 X 對 Y 的 β 值分別

從.51、.50、-.24變為.37、.35、-.19，所以呈現

部分中介。 

表 4  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與任務績效的中介效果 

自變項 
依變項 

組織認同 工作投入 R2 調整後 R2 F 

任務績效 模型一 0.51＊＊＊  0.26 0.26 134.99＊＊＊ 

工作投入 模型二 0.43＊＊＊  0.18 0.18 86.76＊＊＊ 

任務績效 模型三 0.37＊＊＊ 0.33＊＊＊ 0.35 0.34 102.60＊＊＊ 
       ＊=p<0.05    ＊＊=p<0.01    ＊＊＊=p<0.001 

表 5  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與脈絡績效的中介效果 

自變項 
依變項 

組織認同 工作投入 R2 調整後 R2 F 

脈絡績效 模型一 0.50＊＊＊  0.25 0.25 128.52＊＊＊ 

工作投入 模型二 0.43＊＊＊  0.18 0.18 86.76＊＊＊ 

脈絡績效 模型三 0.35＊＊＊ 0.35＊＊＊ 0.35 0.35 103.10＊＊＊ 

       ＊=p<0.05    ＊＊=p<0.01    ＊＊＊=p<0.001 

表 6 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與反生產力工作行為的中介效果 

自變項 
依變項 

組織認同 工作投入 R2 調整後 R2 F 

反生產力工作行為 模型一 -0.24＊＊＊  0.06 0.05 22.87＊＊＊ 

工作投入 模型二 0.43＊＊＊  0.18 0.18 86.76＊＊＊ 

反生產力工作行為 模型三 -0.19＊＊ -0.12＊ 0.07 0.06 13.83＊＊＊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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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與工作績效的中介

效果檢視 
照上方步驟採用迴歸方程式檢視，結果如

表 7 至表 9 所示。發現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與

任務績效、脈絡績效，有顯著影響，且 X 對 Y

的 β 值分別從.60、.52 變為.48、.36，所以呈現

部分中介，而對反生產力工作行為則沒有顯著

的中介效果。 

 

表 7  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與任務績效的中介效果 

自變項 
依變項 

角色認同 工作投入 R2 調整後 R2 F 

任務績效 模型一 0.60＊＊＊  0.36 0.36 221.39＊＊＊ 

工作投入 模型二 0.53＊＊＊  0.28 0.28 151.98＊＊＊ 

任務績效 模型三 0.48＊＊＊ 0.23＊＊＊ 0.40 0.40 129.93＊＊＊ 

      ＊=p<0.05    ＊＊=p<0.01    ＊＊＊=p<0.001 

表 8  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與脈絡績效的中介效果 

自變項 
依變項 

角色認同 工作投入 R2 調整後 R2 F 

脈絡績效 模型一 0.52＊＊＊  0.27 0.27 146.11＊＊＊ 

工作投入 模型二 0.53＊＊＊  0.28 0.28 151.98＊＊＊ 

脈絡績效 模型三 0.36＊＊＊ 0.30＊＊＊ 0.34 0.34 100.05＊＊＊ 

     ＊=p<0.05    ＊＊=p<0.01    ＊＊＊=p<0.001 

表 9  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與反生產力工作行為的中介效果 

自變項 
依變項 

角色認同 工作投入 R2 調整後 R2 F 

反生產力工作行為 模型一 -0.29＊＊＊  0.09 0.08 36.06＊＊＊ 

工作投入 模型二 0.53＊＊＊  0.28 0.28 151.98＊＊＊ 

反生產力工作行為 模型三 -0.26＊＊＊ -0.06 0.09 0.08 18.53＊＊＊ 

     ＊=p<0.05    ＊＊=p<0.01    ＊＊＊=p<0.001 
 
4.5. 路徑分析 

因中介分析結果為部分中介，所以再以路

徑分析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直接路徑)以及經

由中介變項(間接路徑)的關係，何者影響較

大。再者，因研究樣本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師

約佔各半，故針對兩者也作路徑分析，以分析

兩者差異，結果如表 10所示。以下將從全體教

師、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師三種樣本角度進行

說明。 

 

4.5.1. 全體教師路徑結果分析 
從表 10 資料可以看出，在全部教師樣本

中，無論組織認同或角色認同對工作績效的影

響力，直接路徑的影響力大於間接路徑(即透

過工作投入)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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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教師路徑結果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全部教師 正式教師 非正式教師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任務績效 
組織認同 0.51*** 0.21 0.61*** 0.28 0.39*** 0.13 

角色認同 0.60*** 0.26 0.70*** 0.37 0.48*** 0.14 

脈絡績效 
組織認同 0.50*** 0.21 0.56*** 0.24 0.42*** 0.17 

角色認同 0.52*** 0.26 0.55*** 0.32 0.49*** 0.18 

反生產力

工作行為 

組織認同 -0.24*** -0.08 -0.24*** -0.12 -0.22** -0.04 

角色認同 -0.29*** -0.10 -0.32*** -0.16 -0.25*** -0.04 
＊=p<0.05    ＊＊=p<0.01    ＊＊＊=p<0.001 
 
 
4.5.2. 正式教師路徑結果分析 

根據表 10 數據發現在全部正式教師樣本

中，無論組織認同或角色認同對工作績效的影

響力，直接路徑的影響力大於間接路徑(即透

過工作投入)的影響力。而其中以任務績效 β 值

最高，代表組織認同、角色認同每增加一標準

單位，則在任務績效分別會增加 0.61 以及 0.70
標準單位。脈絡績效 β 值次高，代表組織認

同、角色認同每增加一標準單位，則在脈絡績

效分別會增加 0.56以及 0.55標準單位。而反生

產力工作行為 β 值最低，代表組織認同、角色

認同每增加一標準單位，則在反生產力工作行

為分別會減少 0.24 以及 0.32 標準單位。 

4.5.3. 非正式教師路徑結果分析 
根據表 10 數據顯示，在非正式教師樣本

中，無論組織認同或角色認同對工作績效的影

響力，直接路徑的影響力大於間接路徑(即透

過工作投入)的影響力。而非正式教師不論任

務績效或脈絡績效，角色認同均高於組織認

同，顯示對非正式教師而言，驅使非正式教師

在任務績效或脈絡績效的表現，角色認同較重

要。 

4.5.4. 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師比較 
從表 10數據的比較發現，正式教師在組織

認同與角色認同對任務績效與脈絡績效的直接

路徑上，迴歸係數 β 值均大於非正式教師，但

在組織認同與角色認同對反生產力工作行為的

直接路徑上，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師的迴歸係

數 β 值則差距不大。而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師

不論組織認同或角色認同對任務績效 β 值的差

距均大於脈絡績效，顯示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

師在任務績效上的表現有一定差距，且高於脈

絡績效的差距。 

5. 研究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結論  
5.1.1. 差異性分析部分 

前述差異分析的結果整理如表 11 所示，顯

示以下結論： 

一、在婚姻狀態上，已婚教師在反生產力工作

行為之平均數顯著低於未婚教師；而且已

婚教師在角色認同之平均數顯著高於未婚

教師，推論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已婚教師

有家累需要養家活口，考慮經濟因素，不

能隨意失去收入，故在工作上較少抱怨或

做出危害學校的行為，對自己工作的角色

也較認同。 
二、在師資類別上，除了組織認同沒有顯著差

異外，其餘出自師範體系的教師之平均數

顯著低於非師範體系的教師，推論其原

因，可能是因為非師範體系教師得經過層

層關卡才得以擔任教職，故會較珍惜教師

工作。 
三、在職務類別上，正式老師在脈絡績效以及

工作投入之平均數顯著低於非正式教師，

推論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正式老師工作已

經穩定，不用再為接下來的工作煩惱、奔

波，所以對工作較沒那麼積極投入。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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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正式教師相對非正式教師而言課務

變動較少，之前也累積相當的經驗值，故

不用投入大量心力就能達到績效，而非正

式教師因常變動，故常需接觸新課務，自

然要積極投入工作當中，才能達到績效。 
四、在本校服務年資上，5年(含)以下教師在脈

絡績效之平均數顯著高於 5 年以上教師，

推論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新進教師在新學

校想獲得家長或主管的認可，故會較積

極，而在該校服務高於 5 年以上的教師應

該已樹立口碑，有一定評價了，所以不用

刻意營造印象。 
五、在工作職稱上，導師、科任含其他教師在

工作投入之平均數顯著高於教師兼行政，

推論其原因，可能是因為行政工作繁瑣，

造成沒人願意接行政的窘境，甚至有部分

學校還得抽籤決定，人人避之唯恐不及，

所以一旦擔任行政工作因壓力與意願關係

無法對工作投入。 

表 11 人口統計變數對各構面的差異分析 

變項名稱 
性

別

婚姻

狀態 

師資 

類別 

學

歷 

職務 

類別 

服務

年資

在本校服

務年資 
年

齡 

工作 

職稱 

工

作

績

效 

任務

績效 
n.s n.s 

師範體系<
非師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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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脈絡

績效 
n.s n.s 

師範體系<
非師範體系

n.s
正式老

師<非正

式老師 
n.s 

5 年(含)以
下>5 年以

上 
n.s n.s 

反生

產力

工作

行為 

n.s
已婚<
未婚 

師範體系>
非師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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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認同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角色認同 n.s
已婚>
未婚 

師範體系<
非師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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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投入 n.s n.s 
師範體系<
非師範體系

n.s
正式老

師<非正

式老師 
n.s n.s n.s 

導師、

科任含

其他>教
師兼行

政 

註：n.s=不顯著 
 
5.1.2. 相關性分析部分 

由表 2 可得知，反生產力工作行為與其他

研究構面間呈低度相關(0.2＜︱r︱＜0.4)，任

務績效與脈絡績效以及角色認同呈高度相關

(0.6＜︱r︱＜0.8)，其餘構面間則呈普通相關

(0.4＜︱ r︱＜0.6)。在所有顯著相關的關係

中，反生產力工作行為與各構面間的關係為負

相關，顯示反生產力工作行為越高則任務績

效、脈絡績效、組織認同、角色認同以及工作

投入越低，而其餘構面間的關係則是正相關，

顯示其中一個構面升高，另一個構面也隨之升

高。 

5.1.3. 中介效果分析部分 
一、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與工作績效的中介效

果檢視 
從前述中介效果驗證結果顯示(詳見表 4、

表 5 及表 6)，工作投入對組織認同與工作績效

的中介效果，呈現部分中介的結果，即組織認

同只有部分是經由工作投入來影響工作績效。 

二、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與工作績效的中介效

果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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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角色認同部分，從表 7、表 8及表 9的
資料可看出，工作投入對角色認同與工作績效

中的任務績效、脈絡績效的中介效果，呈現部

分中介的結果，即角色認同只有部分是經由工

作投入來影響任務績效、脈絡績效。 

本研究推論以上兩項結果為部分中介而非

完全中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的可能：其一可

能為工作方法不適宜，即雖然認同組織或角

色，也很積極的投入工作，但沒用對方法或不

知訣竅，自然無法展現預期的工作績效。其二

可能為工作環境不許可，即當很熱血的想投入

工作但實際行動後遇到挫折，像支援不足、或

有執行上的困難等因素，可能導致工作績效

低。其三可能為工作投入或許占很重要的部

分，而填卷者在填卷當下卻認為並沒有很投入

工作。因為一般國小教師其自身職務沒什麼重

大的變動，也已經相當熟悉工作內容，並知道

如何達到工作績效，所以並不需要再額外投注

很多心力在工作上，忘了在剛接下新職務時其

實是有花心力投入工作的，否則怎能達到工作

績效呢？只是這些都變成自己的經驗值，做起

事來駕輕就熟，自然認為不需要積極投入工作

當中就能展現工作績效。 

根據前述驗證數據結果，本研究所提假設

從 H1 至 H7-2 均接受，而 H7-3 拒絕。 

5.1.4 路徑分析部分 
一、從表 10中發現，在所有教師樣本中，無論

組織認同或角色認同對工作績效的影響

力，直接路徑的影響力皆大於間接路徑

(即透過工作投入)的影響力，顯示藉由工

作投入來達成工作績效的中介效果不大。 
二、至於在反生產力工作行為上數據偏低的原

因，推論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職業別的關

係，教師在眾人眼中被要求超高標準來審

視，且身為師表對自身行為也有一定要

求，所以自我認定較不會做出有害學校的

行為。  
三、對於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師的比較上，正

式教師在組織認同與角色認同對任務績效

與脈絡績效的直接路徑上，迴歸係數 β 值

均大於非正式教師，顯示正式教師在這兩

類績效上表現比非正式教師好，推論其原

因，可能是因為正式教師能如願當上教

師，均有一定教學工作能力或經驗值，工

作表現上自然游刃有餘。此外，比較值得

關注的是，在組織認同與角色認同對任務

績效的直接路徑上，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

師的 β 值有一定差距，也就是正式教師的

β值遠大於非正式教師。這可能顯示了對

學校與教師角色的認同感對正式教師在任

務績效的執行上影響頗大，對於非正式教

師的影響相對較小。推論其原因，可能是

因為非正式教師對所處環境的不確定感較

深，所以對組織的認同感無法像正式教師

那麼深厚，在執行學校規定事項上，沒辦

法全心全力去做。加上可能無法確認自己

有多長時間能持續擔任教師，所以較無法

產生穩定的角色認同感以對工作績效產生

較多的影響。 

5.2. 研究建議  
一、依照差異分析結果，導師、科任含其他教

師在工作投入之平均數顯著高於教師兼行

政，所以教育主管機關應儘量減少不必要

的交辦事項，讓教師能回歸正常的教學活

動，也能降低兼任行政教師的工作壓力，

除了處理公務外，能有更多餘力投入教學

活動。 
二、教育主管機關對非正式教師在薪資福利上

與正式教師應力求平等，差距不宜過大，

且研習進修管道也能適時開放給非正式教

師，以減少其受到不合理對待的感受，能

迅速融入組織中，產生一定的組織與角色

認同，且能提升其教學技能。 
三、依照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組織認同、角色

認同對工作績效有顯著影響力，尤其是任

務績效，所以就學校而言，如何強化教師

的認同感委實重要，因為研究者認為實質

獎勵對經費有限的學校而言，要以財務因

素作為誘因，在執行上確有其困難性。參

考雙因子理論的看法，或許可以嘗試從激

勵因子進行努力。例如在教師間營造一個

生命共同體的氛圍，且校長能調整領導風

格，廣納建言並常和教師們互動，讓教師

感受到受重視，自然對學校或教師工作產

生認同感，必會對教育工作更加願意付

出。 

四、依照路徑分析結果，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

師在組織認同與角色認同上除了在反生產

力工作行為上差異不大外，正式教師的組

織認同與角色認同，對於任務績效與脈絡

績效的影響力皆高於非正式教師。所以本

研究建議學校方面，可以採用類似師徒制

的方式，由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師組成同

一個任務或教學組別，由正式教師肩負起

傳承的任務，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非正式

教師，並能隨時解答非正式教師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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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正式教師也可用熱情感染正式教師，

並將有關教學的新知(如教學社群、教學

法…)分享討論，彼此激發出正向火花，

因此能增進工作績效的提升，又能從中獲

得成就感，對學校的認同感或教師角色的

認同感也能快速累積，邁向正向循環。 
五、增加學校同仁間的互動機會，在公領域方

面可以成立教學工作坊、開設教學相關研

習；在私領域方面可以成立社團，發展共

同的課餘休閒活動，如運動、旅遊、音樂

欣賞、踏青、登山健行……在輕鬆氣氛的

催化下，同仁間感情能迅速增溫，且也能

利用該段時間提出目前所遭遇問題，尋求

大家的幫助或意見，集結歸納大家意見做

出後續的處理，而這種互相幫忙的氛圍也

是最容易提升認同感的時刻。 
六、根據中介效果分析，建議學校方面要設置

教師求助管道，在教學方面，設立教學群

組，當教師遇到問題可以在群組提問，彼

此教學相長，也可激盪出滿意的答案；在

輔導方面，針對學生問題，輔導室或輔導

教師要能隨時支援介入；在面對家長方

面，學校當局要能適時站出，居於溝通協

調的角色，不放任老師獨自面對家長。再

者，學校當局應提供教師在教學上必要的

支援，包含軟硬體的需求，降低工作投入

所附隨的成本及風險，使教師能無後顧之

憂，義無反顧的投入工作之中，展現工作

績效，同時也能促進其對學校的認同感以

及對教師工作的認同。 

5.3. 研究範圍與限制 
5.3.1. 研究樣本方面 

本研究礙於人力、財力以及時間之限制，

只能以台南市公立國民小學之教師做為研究對

象，並未擴及其他教育階段或其他縣市之教

師，後續研究者可以考慮擴大研究範圍，以求

有更完整之分析與成果。 

5.3.2. 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各變項所採用的量表，均參考國外

研究者的研究量表所改編，雖然進行信效度分

析後，各構面的信效度狀況皆良好，但由於研

究對象以及研究背景的不同，還是會受到些許

影響，因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除了採

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外，也可以透過質性訪談的

方式來了解國小教師在組織認同、角色認同、

工作投入以及工作績效的實際概況，並配合量

化的問卷統計分析結果來進行交互驗證和分

析，探討兩者之間的相似性以及差異性，讓後

續研究者在進行相關研究時，有兼具廣度與深

度的測量工具。 

5.3.3. 分析方法方面 
本研究對中介效果分析，採用 Baron 

&Kenny (1986)建議的迴歸方程式方法來驗證，

沒有使用更為嚴謹的分析工具來作分析，例如

結構方程式(SEM)，後續研究者可考慮使用該

方法做進一步的分析，將使變數間的關係研究

更加深入。此外，因為樣本分散從不同學校教

師而來，因此組織層面的變數 (例如學校規

模、學校位置)等，可以運用 HLM 進行分析，

以了解組織層級因素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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