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後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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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隨著正向心理學研究之蓬勃發展，正向組織研究的觀點業已成為
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領域最受關注的焦點之一。而在校長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議題上，迄今，國內已有不少研究試圖應用正向組織的概念如「正向領
導」與「組織公民行為」
，以剖析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
三者間之關聯性。然而，目前仍欠缺針對相關實徵調查研究結果進行統合的後
設分析研究。基於此，本研究採取直接和中介效果模式的觀點，應用後設分析
和後設分析取向之結構方程模式，以統整歷年來之實徵研究成果。研究所獲致
之主要結論為：一、在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彼此
間的關係上，無論在變項整體層面彼此間、整體層面與分層面之間，以及分層
面彼此間，變項間之平均效應量皆為顯著正相關，而且，若依Cohen（1988）之
標準，效應量之強度都至少達中度以上。二、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分別透過「整
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分層面」的中介作用，間接對
整體學校效能造成正向的影響。三、在中介效果強度之差異比較上，整體校長
正向領導透過「認同組織」間接影響整體學校效能之中介效果，此在強度上係
顯著高於透過「敬業守法」與「主動助人」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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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在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研究領域上，隨著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之興起，以正向或積極組織（positive organization）研究視角切入，
研析行政與組織運作之理論與實務的研究即受到高度的重視，此漸成為教育行
政與組織行為領域之研究顯學（Hoy & Tarter, 2011）
。舉其犖犖大者如正向領導
（ positive leadership ）（ Cameron, 2008, 2012, 2013 ） 與 組 織 公 民 行 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rgan, 1988）等正向組織研究的相關概
念，已是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研究領域之學者積極投入研究的重要議題（吳政
達，2011；林新發，2010a，2010b；湯家偉、秦夢群、吳政達，2017；賴協志，
2018；謝傳崇，2012；Belogolovskv & Somech, 2010; DiPaola, Tarter, & Hoy, 2005）
。
換言之，正向組織研究的觀點正是當今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研究之熱門議題。
就正向領導概念之發展而言，隨正向心理學運動崛起，著重人與社會的全
面發展，關心人類長處與美德，期能促使人類生活變得更好，組織領導的新思
維也應運而生。現今組織之經營正逐漸轉移到正視員工的長處，激發成員的正
向思維。要言之，正向領導並非是要領導者一味樂觀，它是指當組織面臨到困
境或挫折時，領導者仍能肯定成員的長處、能力，引導組織成員的潛能，主動
積極地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並能以正面的態度接受挑戰或改變後的成果，營
造愉悅的工作氛圍（林新發，2010a）。有效地運用正向領導，將有助主管成為
有效能的領導者，創造組織更高的效能（吳清山，2013）。林新發（2011a）認
為，學校領導者在 21 世紀裡，應學習正向領導的思維與策略，肯定人類的潛
能，運用成員的優勢，並善用激勵的力量，以促發成員最好的狀態，帶領組織
無論在順境或逆境中，都能開發創造極度正向的表現結果。
另外，就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而言，組織公民行為獲得迴響的主要原因在
於組織無法設計出可涵蓋所有有助於組織利益的正式規範，而正向心理學強調
人類長處與美德之探討，此正可彌補組織設計的不足，所以，強調公民美德的
組織公民行為便應運而生，成為探討組織行為的重要課題（吳清山、林天祐，
2007）
。質言之，隨著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的興起，彰顯了不受報酬利益制約的自
發性貢獻，充份展現公民美德的人性光明面，符合正向心理學派強調人的美德
之探索。在學校組織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係指教師不求組織的獎賞，仍能表
現出利他助人的行為。實際上，教師的教學工作是一項具備專業判斷的複雜活
動，所以學校其實並無法全然適切規範教師之工作，於是組織公民行為對教師
的表現就更顯重要（楊雅鈞，2012）
。而且，實徵研究顯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對於學校效能之提升具有顯明的正向助益（秦夢群、吳勁甫、簡瑋成，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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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勝宇、郎芳麟、陳美秀，2010；DiPaola, Tarter, & Hoy, 2005）。因之，欲改善
學校效能之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觀諸文獻可知悉，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論者一直熱衷於探討校長領導與學
校效能之關係（Hoy & Miskel, 2012），有關分析校長領導係如何影響學校效能
之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不僅實徵研究已累積相當可觀的數目，更有相關文獻回
顧或後設分析（meta-analysis）（Hendriks & Scheerens, 2013; Robinson, Lloyd, &
Rowe, 2008; Witziers, Bosker, & Krüger, 2003）之研究試圖統整歷年來的研究成
果。質言之，放眼整個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研究領域可獲悉，就後設分析之研
究應用而言，在有關校長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研究議題上，至今所累積的研究統
合成果已相當豐碩。換言之，此議題堪稱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研究中後設分析
方法應用最為頻繁及深入的代表之一（吳政達、徐宗盛，2013；Creemers,
Kyriakides, & Sammons, 2010; Sammons, 2012）。
然而，須指出的是，在分析校長領導影響學校效能時，教育行政與組織行
為領域之研究者可採諸多理論模式，以實徵調查研究的方式來檢測所提出之模
式（Hallinger & Heck, 1998），而且，分析模式之應用已由較簡化之直接效果模
式走向較複雜的理論模式。例如，研究者不只想得知校長領導能否直接影響學
校效能（直接效果模式之應用）
，更想知道影響之過程機制究竟為何（中介效果
模式之應用）（吳勁甫，2011）。但細究上述相關後設分析研究可得知，現有之
後設分析研究大都立基於直接效果模式的架構，僅只單純探討校長領導與學校
效能雙變項之關係。事實上，先前受限於後設分析方法之進展，吾人僅能以傳
統後設分析方法，在直接效果模式的分析框架下了解校長領導與學校效能的關
係。
在近年來，隨著後設分析方法論之迅速的進展，已有方法論者（Becker, 2009;
Cheung, 2014; Cheung & Chan, 2005; Landis, 2013; Schmidt & Hunter, 2014）提
出結合傳統之「後設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兩種方法，形成新興之「後設分析取向之結構方程模式」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ASEM）。要言之，此法正融合後設分析可用於統整量化研
究成果，結構方程模式長於理論模式之檢測的優點，可幫助教育行政與組織行
為研究者從研究統合之角度來檢證各種可能的理論模式。換句話說，在新興
MASEM 方法被提出後，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研究者即可突破以往分析方法之
局限，從植基於歷年研究之研究統合立場，進一步去解答如「校長領導影響學
校效能之過程機制為何？」此種有關中介效果模式觀點之問題（吳勁甫，2014）
。
如前所述，正向組織研究是當前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領域備受重視的研究
觀點，而且，國內亦已有相關研究採「正向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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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相關概念，用以探討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彼此間
之關係（李勇緻，2012；秦夢群、吳勁甫、簡瑋成，2014；謝勝宇、郎芳麟、
陳美秀，2010）
。值此之際，吾人正可從正向組織的觀點出發，將歷年來所累積
有關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實徵研究成果進行研
究統合，以了解變項彼此間之確切的關係為何。
而值得一提的是，因現有文獻顯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校長正向領導和學
校效能存在正向之關聯。再者，教育組織論者（DiPaola & Hoy, 2005; DiPaola,
Tarter, & Hoy, 2005）認為校長領導是促進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學校特徵之
一，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又是影響學校效能的要素。而且，更有實徵調查研究
發現校長採分佈式、變革與全面領導等領導做法可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中
介作用，間接對學校效能產生正向影響（李貞儀，2011；謝傳崇、王瓊滿，2011；
鍾雯豐，2012；鐘啟哲，2014）。
然校長若採正向領導是否和上述其他領導作法一樣，可藉由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來間接影響學校效能，此是值得去研析的問題。因之，本研究擬進一步採
取中介效果模式的理論觀點，應用新興 MASEM 方法，根基於現有之實徵調查
研究成果，去檢證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為校長正向領導影響學校效能過程中
之中介變項，以助吾人更加深入了解校長正向領導影響學校效能之過程機制。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利用傳統的後設分析以及後設分析取向之結構方程模式的方法，
以研究整合的角度瞭解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彼此間之
關聯性，以及變項間之中介影響模式的成立與否。基此，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
題為：
1.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2.校長正向領導是否可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中介作用，間接影響學校效
能？如果可以，則中介影響機制為何？

貳、文獻探討
以下，茲就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意涵，以及校
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關係等加以說明。
一、校長正向領導之意涵
就正向領導之意涵而言，教育行政論者業已提出相關之見解，舉其要者如
林新發（2010a）認為正向領導係指：組織領導者在建立共同意義的目標下，所
4

展現正向的執行力與影響力，以營造正向氛圍與付出愛心關懷，進而提升組織
成效。吳清山（2013）提及正向領導可界定為：領導者運用其影響力，建立成
員能力，營造組織正向氣氛與文化，鼓勵成員相互支持與關懷，並激勵成員開
展其潛能，以達成組織目標的領導過程與行為。
另外，謝傳崇（2011）表示，就校長正向領導的意涵來說，其係指校長與
學校成員建立正向的共同願景，以正向思考處理學校事務，並採取關懷、同理
的心態協助成員解決問題，使學校瀰漫正向之氛圍，進而提升學校教育成效。
再者，就構念評估之面向來說，謝傳崇（2012）認為，若依照 Cameron（2008,
2012）所持之正向領導見解，校長正向領導的內涵可分為「正向氣氛」、「正向
關係」、「正向溝通」、「正向意義」四個層面。
觀諸國內有關校長正向領導之實徵研究可知悉，多數研究者是採取
Cameron（2008, 2012）及謝傳崇（2011，2012）所主張之正向領導的看法在定
義校長正向領導，並且以「正向氣氛」、「正向關係」、「正向溝通」與「正向意
義」等四個面向來評估（吳勁甫，2015）
。因之，本研究即依上述觀點來界定校
長正向領導，茲就校長正向領導各面向之意涵說明如下（謝傳崇、許文薇，2014）
：
（一）正向氣氛：係指校長能以同理心傾聽同仁心聲，時時關懷與同情每位同
仁，讓校內成員互相支援，並抱持寬容接納的心態，隨時感謝同仁為學校盡心
盡力付出，以塑造一個支持的正向組織氛圍。
（二）正向關係：係指校長在校園裡，尊重教師的專業能力，並充分信賴授權，
和教師建立緊密的夥伴關係，讓學校成員能處在充滿信任的環境中。
（三）正向溝通：係指校長能對於教師的優點與貢獻，多使用肯定與支持的言
語，在指導教師的不當作為時，也避免使用負面或攻擊性的字句，委婉陳述、
善意回饋。
（四）正向意義：係指校長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分享個人的教育理想，帶領老師
們跳脫個人利益，同時透過校長利他行為的良性示範，把學校的願景跟老師個
人的工作意義與價值信念相結合。
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意涵
就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學者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意涵的看法而言，依
DiPaola、Tarter 與 Hoy（2005）之見解，組織公民行為是一個相當有用之詞語，
此可用以描繪教師付出額外心力幫助學生及同事獲致成功之自願性行為，而此
行為係超越工作角色要求之一般或正式規範。彼等認為，在 Organ（1988）之研
究中，利他、盡責、運動精神、禮節及公民道德等係公民行為的重要面向。然
相關實徵研究顯示不同研究間所獲致的面向不見得一致。具體而言，在一些有
關學校之組織公民行為研究，所獲得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面向不一定是 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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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的五個面向，可能是兩個（如幫助組織及幫助個人）
，或僅有單一面向，例
如可能係由利他、盡責、運動精神、禮節及公民道德等公民行為面向構成單一
或整合性的概念。
Belogolovskv 與 Somech（2010）認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乃是那些超越既定
角色規範要求之行為，且會趨向將組織視為具單位、團隊及個人化屬性，以促
進學校組織之目標。而此種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界定方式乃強調三種主要的角
色外行為：其一、行為須是自願的。其二、置焦於行為，而行為不僅是在組織
中發生，而且是朝向組織或將行為視為是有裨於組織。其三、此定義在本質上
具多面向或多層面的特性。而儘管多數學者同意概念具多面向的特性，然而對
於其面向為何則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Belogolovskv 與 Somech 表示，在彼等
的研究中，是依照朝向學生、團隊以及整個組織等三個不同的面向來評估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
范熾文、林加惠（2010）在參考學者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定義後，其將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界定為：超越組織正式角色規範之行為，屬於一種非正式的貢獻，
在於組織所明訂的正式規範之外的一種自發性行為。進言之，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是教師在基本工作要求外，所表現出有利於學校、同事與學生的一切自發性
行為。就組織公民行為包括哪些層面而言，彼等表示組織公民行為研究有朝多
構面發展的趨勢。不同學者對構面有不一樣的主張，在彼等之研究中，所包含
的面向為：敬業精神、利他行為、認同學校、不爭私利等。
值得說明的是，高家斌、蘇玲慧（2013）曾從事國民中小學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研究之後設分析，彼等於進行歷年來國內相關實徵研究之文獻回顧後，在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面向上，所歸納得到的發現為：
「敬業守法」
、
「主動助人」
、
「認同組織」
、
「尊重體制」
、
「自我要求」
、
「不爭利營私」
、
「重視學校效益」
、
「協
助同事」以及「自我充實」等九個面向是研究者主要用以評估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的面向，而就可供納入本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的實徵研究來說，則是以「敬業
守法」、「主動助人」以及「認同組織」為最共通之面向。換言之，其他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面向雖亦具研究的價值性，但在本研究中其實較不適合納入分析。
茲從高家斌、蘇玲慧的見解，就上述面向之意涵說明如下：
（一）敬業守法：教師能克盡職責，遵守學校規定的基本要求，對工作積極投
入，儘可能接受學校賦予之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二）主動助人：教師能協助他人，給予適當的幫助，並積極參與學校組織，
透過主動溝通協調，建立信任及合作關係。
（三）認同組織：教師能主動維護學校形象、積極參與學校會議與活動，對學
校效能提出建設性改善方案，並持續付出貢獻，表現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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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效能之意涵
就學校效能的意義而言，Bollen（1996）表示，學校效能是指任何作為社會
系統的教育組織，在給定的資源與目的之下，實現其目標之程度。賴協志（2009）
對學校效能所做的界定為：學校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及內部成員需求，有效運
用教育資源，並積極從事經營與管理，使各方面表現，包括學生學習效果、課
程與教學品質、教師專業發展、校長領導、行政管理、學校環境規劃、學校氣
氛、學校文化與價值、公共關係、社區家長支持等，均有良好的成效，因而能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程度。
事實上，不同學者對學校效能意涵之認知並不完全相同（Hoy & Miskel,
2012）
。然而，若綜合學者之看法，大致可將學校效能歸納為（吳清山、高家斌，
2009）
：目標達成、學生效能、教師效能、行政效能、優質文化及家長支持等重
要部分。據此，可將學校效能界定為：學校為達到預定之教育目標，以期在各
方面均有優異的績效表現，藉由行政支持、教師教學、優質文化之型塑與家長
的全力支持，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與教育品質，使得學生各項表現良好。
本研究在進行後設分析時，歸納各實徵研究後發現以下四個學校效能面向
為較具共通性的架構，茲就相關面向之意涵說明如下（吳清山、高家斌，2009）
：
（一）行政效能：行政效能主要係包括校長領導，以及學校相關行政單位與行
政人員之溝通協調、服務品質、公共關係，以及資源的整合與運用。
（二）教師效能：教師效能之重要內涵包括教師教學效能、教師專業發展、教
師進修、教師承諾、教師信念等部分。
（三）學生效能：學生表現乃是學校效能的主體，要言之，學校效能係強調良
好的學生表現，此包括學習態度、學業表現、行為表現與測驗表現等。
（四）家長支持：家長及社區人士是提升學校效能之主要的利害關係人，學校
應與家長及社區人士努力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共同為達到學校的教育願景而
努力。
四、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相關研究
首先，就「直接效果」模式的架構而言，目前已有許多實徵研究去分析校
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在變項兩兩關係間之相關、預
測或影響的關聯性：1.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或是校長正向領導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宋元志，2014；林凱莉，2013；陳麗君，2012；管意凱，
2014；蔡宜萱，2012）
；2.校長正向領導↔學校效能，或者校長正向領導→學校
效能（吳勁甫，2015；吳麗真，2013；李勇緻，2012；李菁菁，2014；林佩靜，
2013；邱顯坤，2014；戴國雄，2013）
；3.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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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
（丁雍哲，2014；王錦木，2010；朱嘉芳，2008；
江俊昇，2010；江淑瑰，2010；呂慧倩，2011；李玉美，2010；李貞儀，2011；
林欣豫，2007；秦夢群、吳勁甫、簡瑋成，2014；高仕杰，2008；張婉君，2009；
陳如明，2010；彭聲聞，2013；謝勝宇、郎芳麟、陳美秀，2010；鍾雯豐，2012；
Cooper, 2010; DiPaola, Tarter, & Hoy, 2005）。
從上述研究中可獲悉，多數研究者係以國小、國中及高中職之教師及行政
人員為研究對象，應用積差相關、迴歸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在分析
變項之關係，而這些研究大致皆發現：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
校效能三者彼此間皆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校長正向領導（自變項）可正向預測、
解釋或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依變項）以及學校效能（依變項）
。此外，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自變項）亦可正向預測、解釋或影響學校效能（依變項）。
其次，就中介效果模式的研究而言，目前尚欠缺相關研究去剖析校長正向
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中介影響關係。然而，已有少數研究者
嘗試去分析其他校長領導理念是如何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中介作用，進而
間接影響學校效能之情形。舉例言之，謝傳崇和王瓊滿（2011）曾以新竹市、
新竹縣及苗栗縣三個縣市之公立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校長、主任、組長、教師）
為研究對象，研究校長分佈式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生學習表現之影響。
在藉由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後，其研究結果顯示，校長分佈式領導可正向影響
學生學習表現，而且，校長分佈式領導亦可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接正向
影響學生學習表現。李貞儀（2011）則將台灣本島公立國小教師作為調查對象，
在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後，研究所獲致之結論為：校長的變革領導行為
可以透過教師組織信任、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作用，對學校效能產生正向
影響。
而除上述有關國小之研究外，在國中方面，鍾雯豐（2012）在以桃園縣公
立國中校長及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並進行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後，其研
究發現：校長全面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之間具影響關係，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校長全面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間的中介變項。此外，鐘啟
哲（2014）在國民中學校長分布式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創新經營效
能關係之研究中，針對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園縣三縣市之國中教師進行調查，
其研究經採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後，結果顯示：校長分布式領導能夠透過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有所提升 。
至於在國外研究方面，亦有少數研究者曾試著提出中介效果模式進行檢測，
例如 Mahembe 和 Engelbrecht（2014）以南非開普南海岸地區之學校教師為對
象，分析校長之服務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團隊效能之影響關係。在

8

經由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後，彼等之研究結果顯示：校長服務領導除可正向影
響學校團隊效能之外，校長之服務領導也可正向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而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亦對學校團隊效能具正向的影響作用。因之，校長服務領導正
可間接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來正向影響學校團隊效能。
由上述研究可得知，校長之分佈式領導、變革領導、全面領導與服務領導
等領導作為皆可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中介作用，間接對學校效能造成正向
影響。植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認為，先前之相關實徵研究顯示，校長正
向領導可正向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也可正向影響學校效
能。因此，本研究假設校長正向領導（自變項）正如同其他領導作為（如分佈
式領導、變革領導、全面領導與服務領導）一樣，其亦可間接透過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中介變項）之中介影響機制，進而對學校效能造成正向之影響。

參、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後設分析（Card, 2011; Cooper, 2009）係從事研究所採取的主
要方法，以下茲針對分析之模式、研究樣本，以及資料處理等部分加以說明。
一、分析之模式
在分析模式上，本研究係採取「直接效果」模式及「中介效果」模式的觀
點（吳勁甫，2011；Hallinger & Heck, 1998）來分析變項間之關聯，茲就兩個模
式的意涵說明如下。
（一）直接效果模式
所謂直接效果模式係指研究者並不試圖去考量或控制其他變項之效應，僅
單純去分析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兩兩間之相關或
影響的關係（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校長正向領導↔學校效能；校長正向領導→學校效能；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學校效能；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
（吳勁甫，2011，2014；Hallinger
& Heck, 1998）。在直接效果模式的分析上，本研究係採傳統的後設分析方法，
分析變項彼此間之關聯性。
（二）中介效果模式
中介效果模式係假定校長正向領導可透過間接的途徑，而對學校效能造成
影響。換言之，校長正向領導對學校效能的影響可藉由其他中介變項或機制來
達成，在本研究中所謂的中介變項即是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校長正向領導→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
（吳勁甫，2011，2014；Hallinger & Heck,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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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採中介效果模式之觀點旨在了解校長正向領導能否透過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之中介機制對學校效能造成影響，而如果可以，其中介的過程又為如何（參
見圖 1、圖 2、圖 3）。具體而言，在本研究中介效果模式之分析上，自變項為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依變項為整體學校效能，中介變項則為「整體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分層面」（包括「敬業守法」、「主動助人」、
「認同組織」三個面向）。
就中介效果模式在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研究的應用而言，國內學者對於中
介效果之研究，主要係集中在單一中介變項中介效果之檢測，此種中介效果乃
稱之為簡單中介模式（simple mediation model）。除此之外，研究者其實亦可進
一步考慮提出多重中介模式（multiple mediation model），而所謂多重中介模式
係指存在多個中介變項在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起作用之情形。要言之，多重中
介旨在探究自變項通過不同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產生作用的機制。在多重中介模
式之中介效果的檢測上，除了分析整體的中介效果外，更重要的是對於不同路
徑的中介效果，或不同中介效果的組合之間進行比較分析（方杰、溫忠麟、張
敏強、孫配貞，2014；柳士順、凌文輇，2009；Preacher & Hayes, 2008）。
在本研究的應用上，大致可區分成簡單中介及多重中介兩種分析模式。就
「簡單中介」模式而言（請參見圖 1 及圖 2），本研究想了解整體校長正向領
導透過 1.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以及 2.單一個別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分層面
（「敬業守法」、「主動助人」、「認同組織」）之中介作用，進而間接影響整體
學校效能的情形。
另外，就「多重中介」模式之應用來說（參見圖 3）
，本研究擬採取多重中
介模式，進一步去比較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在同時透過不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分
層面（「敬業守法」、「主動助人」、「認同組織」）之中介作用，間接影響整體學
校效能時，這 3 條不同路徑的中介效果之差異或相對強弱的情形為何。如此一
來，吾人將可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中介影響機制有更深入的認識。

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

整體學校效能

圖 1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中介效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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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敬業守法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

整體學校效能

（二）
主動助人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

整體學校效能

（三）
認同組織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

整體學校效能

圖 2 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單一面向為中介變項之中介效果模式

敬業守法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

主動助人

整體學校效能

認同組織

圖 3 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個面向為中介變項之「多重中介」效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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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所欲納入分析的研究樣本係指國內有關此議題之相關實徵調查研究
成果，範圍包括：期刊、博碩士、研討會及專案研究等論文。在相關論文之搜
尋上，係參考國內外相關後設分析研究之作法（吳政達、黃淑娟、王芝翔，2013；
秦夢群、吳勁甫，2013；Witziers, Bosker, & Krüger, 2003），採取資料庫及網路
檢索之方式進行研究資料搜尋（主要係包括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系
統」和「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以及GOOGLE Scholar等資料庫）
。在資料檢
索上，本研究以中文（「領導」
、
「組織公民行為」及「效能」）及英文（「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effectiveness」）的關鍵字作為初步搜尋
條件，而為使相關文獻資料符合本研究之議題和後設分析的要求，又針對上述
搜尋結果，再設定以下篩選標準來決定納入之研究樣本（吳勁甫，2014）：
（一）研究論文納入之時間至 2016 年為止。
（二）研究論文須為量化研究取向。
（三）研究對象限定在學校組織。
（四）研究須探討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彼此之關係。
（五）研究須提供變項間之積差相關係數及樣本數。
在本研究於從事後設分析所納入的研究數方面，資料經搜尋後可發現：1.
在校長正向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的研究上，共計 11 篇相關研究，篩選後其中有
8 篇可供納入分析（吳勁甫，2015；吳麗真，2013；李勇緻，2012；李菁菁，
2014；林佩靜，2013；邱顯坤，2014；陳志揚，2016；戴國雄，2013）
；2.校長
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相關研究有 8 篇，當中有 5 篇可納入分析
（宋元志，2014；林凱莉，2013；陳麗君，2012；管意凱，2014；蕭文智，2015）
；
3.探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的研究數有 17 篇，符合篩選標準可納
入之研究有 14 篇（丁雍哲，2014；王錦木，2010；朱嘉芳，2008；江俊昇，2010；
江淑瑰，2010；呂慧倩，2011；李玉美，2010；李貞儀，2011；秦夢群、吳勁
甫、簡瑋成，2014；高仕杰，2008；張婉君，2009；陳如明，2010；彭聲聞，
2013；謝勝宇、郎芳麟、陳美秀，2010）。
須特別說明的是，探討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實徵研究
數較少，而且有些研究在論文當中並未呈現積差相關之資料，為有助在後設分
析時有較足夠的數據可供應用（儘量讓納入分析之研究數達 5 個以上）
，因此，
本研究在進行時即主動連絡相關研究者（如宋元志，2014；陳麗君，2012；蕭
文智，2015），委請彼等提供積差相關之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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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
在分析雙變項間之效應量時（校長正向領導與學校效能；校長正向領導與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
，本研究係採一般傳統的後
設分析方法，以後設分析之專用統計套裝軟體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3
（Borenstein, Hedges, Higgins, & Rothstein, 2014）來從事分析。具體之分析程序
可參考軟體之操作手冊及其他相關文獻之說明（李茂能，2014；Card, 2011;
Cooper, 2009）
。另外，在中介效果模式之分析上，本研究則是以 Mplus 7.4 之軟
體（Muthén & Muthén, 1998-2015）
，進行「後設分析取向之結構方程模式」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ASEM）的分析（Landis, 2013; Viswesvaran
& Ones, 1995），用以檢測單一及多重中介之效應為何。

肆、研究結果之分析
一、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相關性
（一）校長正向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
就校長正向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來說，從表 1 中可知，整體校長正向領
導與整體學校效能之平均效應量為.695，且達.05 顯著水準；整體校長正向領導
與四個學校效能分層面之平均效應量介在.471（教師效能）至.687（行政效能）
之間，且皆達.05 顯著水準；整體學校效能與四個校長正向領導分層面之平均效
應量介在.614（正向溝通）至.655（正向關係）之間，且皆達.05 顯著水準；校
長正向領導四個分層面與學校效能四個分層面之平均效應量介在.433（正向溝
通與教師效能）至.651（正向關係與行政效能）之間，且皆達.05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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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校長正向領導與學校效能相關之後設分析摘要
正向領導

學校效能

行政效能
（S1）

教師效能
（S2）

學生效能
（S3）

家長支持
（S4）

整體學校效能
（TS）

整體正向

正向氣氛

正向關係

正向溝通

正向意義

（L1）

（L2）

（L3）

（L4）

.617*

.651*

.622*

.643*

.687*

[.598-.636]

[.633-.669]

[.602-.640]

[.625-.661]

[.669-.704]

k=7

k=7

k=7

k=7

k=6

N=4006

N=4006

N=4006

N=4006

N=3443

.435*

.446*

.433*

.452*

.471*

[.410-.460]

[.421-.471]

[.408-.458]

[.427-.476]

[.444-.496]

k=7

k=7

k=7

k=7

k=6

N=4006

N=4006

N=4006

N=4006

N=3443

.456*

.462*

.452*

.466*

.487*

[.431-.480]

[.438-.486]

[.427-.477]

[.442-.490]

[.461-.512]

k=7

k=7

k=7

k=7

k=6

N=4006

N=4006

N=4006

N=4006

N=3443

.498*

.512*

.492*

.519*

.525*

[.475-.521]

[.489-.534]

[.469-.516]

[.496-.541]

[.501-.549]

k=7

k=7

k=7

k=7

k=6

N=4006

N=4006

N=4006

N=4006

N=3443

.628*

.655*

.614*

.654*

.695*

[.609-.647]

[.637-.672]

[.594-.633]

[.636-.672]

[.678-.710]

k=7

k=7

k=7

k=7

k=7

N=4035

N=4035

N=4035

N=4035

N=4035

領導
（TL）

註：表中括號內之數值為效應量 r 值之 95 信賴區間。k 為納入之研究數，N 為累計總樣本數。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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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
就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而言（見表 2）
，整體校長正向
領導與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平均效應量為.538，且達.05 顯著水準；整體校
長正向領導與三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分層面之平均效應量介在.420（敬業守法）
至.548（主動助人）之間，且皆達.05 顯著水準；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四個
校長正向領導分層面之平均效應量介在.493（正向氣氛）至.510（正向意義）之
間，且皆達.05 顯著水準；校長正向領導四個分層面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個分
層面之平均效應量介在.381（正向氣氛與敬業守法）至.542（正向關係與主動助
人）之間，且皆達.05 顯著水準。
表2
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之後設分析摘要
正向領導

公民行為

敬 業 守 法
（C1）

主 動 助 人
（C2）

認 同 組 織
（C3）

整體公民行為
（TC）

整體正向

正向氣氛

正向關係

正向溝通

正向意義

（L1）

（L2）

（L3）

（L4）

.381*

.393*

.392*

.405*

.420*

[.354-.406]

[.367-.419]

[.366-.418]

[.380-.430]

[.395-.445]

k=5

k=5

k=5

k=5

k=5

N=4158

N=4158

N=4158

N=4158

N=4158

.493*

.542*

.480*

.471*

.548*

[.469-.515]

[.520-.563]

[.457-.504]

[.447-.494]

[.526-.569]

k=5

k=5

k=5

k=5

k=5

N=4158

N=4158

N=4158

N=4158

N=4158

.434*

.458*

.454*

.467*

.486*

[.408-.458]

[.434-.482]

[.429-.478]

[.443-.490]

[.462-.509]

k=5

k=5

k=5

k=5

k=5

N=4158

N=4158

N=4158

N=4158

N=4158

.493*

.505*

.501*

.510*

.538*

[.470-.516]

[.482-.527]

[.478-.524]

[.487-.532]

[.516-.559]

k=5

k=5

k=5

k=5

k=5

N=4158

N=4158

N=4158

N=4158

N=4158

領導
（TL）

註：表中括號內之數值為效應量 r 值之 95 信賴區間。k 為納入之研究數，N 為累計總樣本數。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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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相關
就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相關而言（見表 3）
，整體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與整體學校效能之平均效應量為.630，且達.05 顯著水準；整體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與四個學校效能分層面之平均效應量介在.476（家長支持）至.558（教師
效能）之間，且皆達.05 顯著水準；整體學校效能與三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分層
面之平均效應量介在.482（敬業守法）至.593（認同組織）之間，且皆達.05 顯
著水準；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個分層面與學校效能四個分層面之平均效應量介
在.374（敬業守法與家長支持）至.523（認同組織與行政效能）之間，且皆達.05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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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相關之後設分析摘要
公民行為

學校效能

行政效能
（S1）

教師效能
（S2）

學生效能
（S3）

家長支持
（S4）

整體學校效能
（TS）

整體公民

敬業守法

主動助人

認同組織

（C1）

（C2）

（C3）

.405*

.419*

.523*

.529*

[.386-.424]

[.400-.437]

[.506-.539]

[.512-.545]

k=12

k=12

k=12

k=11

N=7474

N=7474

N=7474

N=7087

.438*

.469*

.507*

.558*

[.420-.456]

[.451-.486]

[.490-.524]

[.542-.574]

k=12

k=12

k=12

k=11

N=7474

N=7474

N=7474

N=7087

.381*

.435*

.474*

.503*

[.360-.401]

[.416-.454]

[.456-.493]

[.484-.520]

k=11

k=11

k=11

k=10

N=6936

N=6936

N=6936

N=6549

.374*

.394*

.458*

.476*

[.354-.393]

[.375-.413]

[.440-.476]

[.458-.494]

k=12

k=12

k=12

k=11

N=7474

N=7474

N=7474

N=7087

.482*

.518*

.593*

.630*

[.464-.500]

[.501-.535]

[.578-.608]

[.617-.643]

k=11

k=11

k=11

k=14

N=7087

N=7087

N=7087

N=8274

行為
（TC）

註：表中括號內之數值為效應量 r 值之 95 信賴區間。k 為納入之研究數，N 為累計總樣本數。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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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效果模式之分析
以下，茲就單一中介效果模式（模式 1 至模式 4）與多重中介效果模式（模
式 5）之分析結果加以說明。
（一）單一中介效果模式
就模式 1 分析之結果而言（可參見圖 1 及表 4）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正向
影響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0.538，p<.05）；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可正向影
響整體學校效能（0.360，p<.05）；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
（0.501，p<.05）
。另外，經採取 Mplus 軟體中 model indirect 指令（delta method）
進行間接效果之檢定後（Muthén & Muthén, 1998-2015），結果顯示中介效果檢
定之結果達顯著（係數乘積之參數值為 0.194，p<.05）。
就模式 2 之分析結果言之（可參見圖 2 及表 4）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正向
影響「敬業守法」
（0.420，p<.05）
；
「敬業守法」可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0.231，
p<.05）；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0.598，p<.05）。另外，
從間接效果檢定的結果觀之，可得知中介效果檢定之結果達顯著（係數乘積之
參數值為 0.097，p<.05）。
就模式 3 之分析結果言之（可參見圖 2 及表 4）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正向
影響「主動助人」
（0.548，p<.05）
；
「主動助人」可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0.196，
p<.05）；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0.588，p<.05）。另外，
從間接效果檢定的結果觀之，可得知中介效果檢定之結果達顯著（係數乘積之
參數值為 0.107，p<.05）。
就模式 4 之分析結果言之（可參見圖 2 及表 4）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正向
影響「認同組織」
（0.486，p<.05）
；
「認同組織」可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0.334，
p<.05）；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0.533，p<.05）。另外，
從間接效果檢定的結果觀之，可得知中介效果檢定之結果達顯著（係數乘積之
參數值為 0.162，p<.05）。
由上述模式 1 至模式 4 的分析結果可知悉，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分別透過
「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以及「敬業守法」、「主動助人」與「認同組織」
等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分層面之中介作用，間接對整體學校效能造成正向的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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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單一中介效果模式之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考驗摘要

參數值

間接效果

採用樣本之

估計值

調和平均數

標準誤

模式 1
0.538

＊

0.012

0.360

＊

0.011

TL 對
TS 影響
LEADCOM

0.501

＊

0.011

TC 殘差變異數

0.710

＊

0.014

0.425

＊

0.009

TL 對 TC 影響
TC 對 TS 影響

TS 殘差變異數

0.194

＊

4924

0.097

＊

4766

0.107

＊

4766

0.162

＊

4766

模式 2
TL 對 C1 影響

0.420

＊

0.013

C1 對 TS 影響

0.231

＊

0.011

0.598

＊

0.011

C1 殘差變異數

0.823

＊

0.017

TS 殘差變異數

0.473

＊

0.010

TL 對
TS 影響
LEADCOM

模式 3
0.548

＊

0.012

C2 對 TS 影響

0.196

＊

0.012

TL 對
TS 影響
LEADCOM

0.588

＊

0.012

C2 殘差變異數

0.700

＊

0.014

TS 殘差變異數

0.490

＊

0.010

TL 對 C2 影響

模式 4
TL 對 C3 影響
C3 對 TS 影響
TL 對
TS 影響
LEADCOM
C3 殘差變異數
TS 殘差變異數

0.486

＊

0.013

0.334

＊

0.011

0.533

＊

0.011

0.764

＊

0.016

0.432

＊

0.009

註：在變項之代號上，TL表示「整體校長正向領導」；TC表示「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C1表示「敬
業守法」；C2表示「主動助人」；C3表示「認同組織」；TS表示「整體學校效能」。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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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中介效果模式
就多重中介效果模式的分析結果而言（可參見圖 3 及表 5）
，整體校長正向
領導可分別對「敬業守法」（0.420，p<.05）、「主動助人」（0.548，p<.05）
與「認同組織」（0.486，p<.05）產生正向影響；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對整體學校
效能具有正向影響力（0.533，p<.05）；「敬業守法」能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
（0.114，p<.05）
，「主動助人」能負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0.079，p<.05）
，「認
同組織」能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0.324，p<.05）。
在多重中介效果之檢定上，本研究參照中介效果方法論文獻之建議做法（方
杰、溫忠麟、張敏強、孫配貞，2014；Lau & Cheung, 2012），於 Mplus 軟體中
使用 model constraint 以及 new 指令來進行分析。從表 5 可知悉，整體校長正向
領導透過「敬業守法」間接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的中介作用達顯著（中介效
果 1：0.048，p<.05）；整體校長正向領導透過「主動助人」間接負向影響整體
學校效能的中介作用達顯著（中介效果 2：-0.043，p<.05）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
透過「認同組織」間接正向影響整體學校效能的中介作用達顯著（中介效果 3：
0.157，p<.05）。
接下來，本研究進一步針對三個特定中介效果之強弱進行比較，具體而言，
此係分別對於三個中介效果進行差異比較。而依照 Lau 與 Cheung（2012）在多
重中介檢測上之見解，當中介效果在多個以上時，便可能會因壓抑效果
（suppression effects）
，而使中介效果有正向與負向方向相反之情形，此時即可
比較中介效果之間絕對強度的差異。而由於上述三個中介效果各有正值與負值
的情形（可能原因為三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分層面的相關較高，或者有壓抑效
果的情形發生），因此本研究採取中介效果絕對強度差異比較之做法。
由結果可得知（見表 5）
，就中介效果 1 與中介效果 2 之絕對強度的比較而
言（中介效果 1+中介效果 2）
，兩者在絕對強度上並無顯著差異（0.005，p>.05）
；
就中介效果 2 與中介效果 3 之絕對強度的比較而言（中介效果 2+中介效果 3）
，
兩者在絕對強度上達顯著差異（0.114，p<.05）。就中介效果 1 與中介效果 3 之
強度的比較而言（中介效果 1-中介效果 3）
，兩者在強度上達顯著差異（-0.109，
p<.05）。
換句話說，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分別透過「敬業守法」
（中介效果 1）與「主
動助人」
（中介效果 2）間接影響整體學校效能，上述兩個中介效果在絕對強度
上並無差異；整體校長正向領導透過「認同組織」間接影響整體學校效能之中
介效果（中介效果 3）
，此在絕對強度上係顯著高於整體校長正向領導透過「主
動助人」間接影響整體學校效能之中介效果（中介效果 2）
；整體校長正向領導
透過「認同組織」間接影響整體學校效能之中介效果（中介效果 3）
，此在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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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係顯著高於整體校長正向領導透過「敬業守法」間接影響整體學校效能之中
介效果（中介效果 1）。
表5
多重中介效果模式之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考驗摘要

參數值

標準誤

特定間接

特定間接

效果

效果之間

檢定結果

差異的檢定結果

模式 5
0.420

＊

0.024

0.548

＊

0.022

TL 對
C3 影響（a3）
LEADCOM

0.486

＊

0.023

TL 對 TS 影響

0.533

＊

0.021

0.114

＊

0.023

TL 對 C1 影響（a1）
TL 對 C2 影響（a2）

C1 對 TS 影響（b1）

＊

C2 對 TS 影響（b2）

-0.079

C3 對LEADCOM
TS 影響（b3）

0.324

＊

0.026

C1 殘差變異數

0.823

＊

0.031

C2 殘差變異數

0.699

＊

0.026

0.763

＊

0.028

TS 殘差變異數

0.423

＊

0.016

C1 殘差與 C2 殘差相關

0.380

＊

0.022

C1 殘差與 C3 殘差相關

0.390

＊

0.023

C2 殘差與 C3 殘差相關

0.460

＊

0.023

C3 殘差變異數

0.028

New/Additional Parameters
＊

a1*b1（透過 C1：中介效果 1）

0.048

a2*b2（透過 C2：中介效果 2）

-0.043

a3*b3（透過 C3：中介效果 3）

0.157

＊

＊
＊

a1*b1- a2*b2（中介效果 1-中介效果 2）

0.091

a1*b1- a3*b3（中介效果 1-中介效果 3）

-0.109

＊

a2*b2- a3*b3（中介效果 2-中介效果 3）

-0.201

＊

a1*b1+ a2*b2（中介效果 1+中介效果 2）
：絕對強度比較

0.005

a2*b2+ a3*b3（中介效果 2+中介效果 3）
：絕對強度比較

0.114

＊

註：
1.在變項之代號上，TL 表示「整體校長正向領導」；C1 表示「敬業守法」；C2 表示「主動助人」；C3 表
示「認同組織」；TS 表示「整體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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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分析多重中介模式上，依 Preacher 和 Hayes（2008）之建議，模式中的中介變項之殘差係設定相關。
3.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時，須輸入 TL、C1、C2、C3、TS 等變項之相關矩陣。而在納入後設分析之研
究中，僅見李玉美（2010）在其研究中呈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分層面之相關，因此依照 Landis（2013）之建
議做法，將李玉美之研究結果作為相關係數之代表值（C1 與 C2 之 r 值為.610；C1 與 C3 之 r 值為.594；C2
與 C3 之 r 值為.727）。
4.此模式分析採用樣本之調和平均數為 1435。
*p < .05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分析之相關結果，本研究所獲致之主要結論有三：一、在校長正
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彼此間的關係上，無論在變項整體
層面彼此間、整體層面與分層面之間，以及分層面彼此間，變項間之平均效應
量皆為顯著正相關，而且，若依 Cohen（1988）之標準，效應量之強度都至少
達中度以上。二、整體校長正向領導可分別透過「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分層面」（包括「敬業守法」、「主動助人」與「認同組
織」三者）之中介作用，間接對整體學校效能造成正向的影響力。三、在中介
效果強度之差異比較上，整體校長正向領導透過「認同組織」間接影響整體學
校效能之中介效果，此在強度上係顯著高於透過「敬業守法」與「主動助人」
兩者。以下，茲就研究的理論與實務意涵說明如下。
在有關校長正向領導之模式建構上，教育行政與組織行為學者 林新發
（2011a，2011b）表示，實徵研究雖顯示，領導者的正向領導能有效提升組織
績效，但是正向領導的模式和內涵在當前國內外研究中尚未形成完整之體系，
仍處在萌芽發展階段。而華人地區學校校長正向領導模式如能建構，將有助於
指引校長從事正向領導的推動。迄今，國內外仍欠缺適切的正向領導模式，詳
細的建構過程及結果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賴協志、吳清山，2017）
。就研究之理
論貢獻而言，本研究試圖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納入，在正向組織研究的
視角下從事中介效果模式之檢證（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
能）
，此正可迎合校長正向領導之研究趨勢，填補校長正向領導研究至今較缺乏
理論模式的研究缺口。
縱觀文獻可知悉，歷年來之實徵研究雖發現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與學校效能兩兩間存在正向之相關或影響關係，但每篇實徵研究所顯示之
變項間關聯之強度其實是有些出入的。因此，值得以後設分析之方法來統整歷
年來之研究結果，以鉅觀及整合的角度得到變項間確切的關聯強度值。質言之，
本研究主要貢獻之一即在將變項間之相關清楚呈現，明白顯示校長正向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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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間皆具有正相關，且效應量強度可達中度以上。
而基於變項間密切的正向關係，此便是進一步檢測中介效果模式的重要根基。
因先前尚未有研究針對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
提出中介效果模式來解釋變項間之中介影響關係。而且，現有探討其他校長領
導作為（如分佈式領導、變革領導、全面領導與服務領導）透過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影響學校效能的中介效果模式研究（李貞儀，2011；謝傳崇、王瓊滿，2011；
鍾雯豐，2012；鐘啟哲，2014； Mahembe & Engelbrecht, 2014）
，僅應用較單純
的簡單中介模式，了解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中介作用，並未深入探討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分層面之中介效果，以及各分層面中介效果之相對強弱。故而，
本研究除簡單的單一中介模式外，更嘗試由多重中介模式的角度切入（方杰、
溫忠麟、張敏強、孫配貞，2014；Preacher & Hayes, 2008）
，同時去剖析各分層
面中介效果之相對強弱情形。
要言之，本研究特別從正向組織研究的視角出發（正向領導與組織公民行
為皆屬正向組織研究的概念），去分析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為校長正向領導
影響學校效能之中介變項。在經後設分析取向之結構方程模式（MASEM）方法
的分析後，可得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確係校長正向領導影響學校效能之重要
的中介影響機制。就學校領導之實務意涵來說，校長在校務經營上，的確值得
學習正向領導的理念。易言之，校長可從塑造「正向氣氛」
、建立「正向關係」
、
採取「正向溝通」
，以及彰顯「正向意義」等做法，以展現正向領導之影響力。
此外，吾人可理解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在學校領導上，校長為改善學校效能，應借重教師的力量。本研究之結果正顯
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校長正向領導影響學校效能重要的過程機制。校長如果
能引領教師除了做好基本工作之外，更願意為了學生、同事與學校之福祉，而
自發性的付出與奉獻。此時，學校效能便會隨著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所發揮之中
介影響力而提升。具體而言，校長可針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主要面向如「認
同組織」、「敬業守法」和「主動助人」等切入，思考如何讓教師能認同學校，
並且表現出敬業守法和主動助人的行為。
特別值得一提是，本研究顯示校長正向領導在透過「認同組織」此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面向的中介作用係高於「敬業守法」和「主動助人」層面，此意味
「認同組織」具有相對較高的重要性。故而，校長實應設法強化教師對於學校
之認同，例如可藉由多提供教師參與學校會議和活動之機會，鼓勵教師提出改
善校務之意見。一旦教師能參與相關會議決策和活動，便較可理解與願意支持
學校的目標和共識，且會為了學校目標的達成與學校聲望之維護付出心力。
最後，就未來研究之建議而言，在教育領導研究議題上，其他校長領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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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如轉型領導、交易領導、分布式領導等，亦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和學校效能
有密切的關係。國內迄今也累積相當數量的實徵研究成果，後續研究可考慮從
事後設分析，以 MASEM 之方法，進一步檢測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和分布
式領導等，能否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中介作用，間接影響學校效能。而假
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中介作用能成立，在多重中介的分析架構下，校長轉型
領導、交易領導和分布式領導等相關研究發現，又將與本研究的結果有何異同。
總而言之，本研究在校長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和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議題
上，算是研究整合或後設分析方面的初探性研究，後續仍有待未來研究持續不
斷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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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years have seen increased attention being given to positive psych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relatively new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 studies. A lot of empirical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in this research topic. However,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few meta-analysis studies.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results of these studies, this study
use meta-analysis and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ASEM) to test
the “direct-effects model” and “mediated-effects model”.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do exist with
at least the medium effect sizes. Besides,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school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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