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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力資源發展是晚近十餘年快速崛起的管理學門主流，智慧資本則為其核心
之所在，甚受重視。由於教師居於教與學過程的關鍵地位，而教學產出則是教學
活動結果之中，合乎教學目的的部分，以及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收益，亦直接影
響教育品質之良窳。鑑于針對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與教學產出關聯性的實證研
究很少。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二：(1) 探討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及教學產出的適
當指標；(2) 探討智慧資本中的人力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與教學產出之教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的關聯性。本研究以南亞技術學院的教師為研究對象，以
TAO

問卷調查的方式，共發出 150 份問卷而回收之有效問卷計有 105 份，有效問卷率
高達 70%。研究結果發現：就整體而言，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對教學產出具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在構面部分，只有人力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教學、研究、服務
及輔導皆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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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ominent branches in the
discipline of management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attracts most attention. Teachers, standing in the critical turning poi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superior or
inferior. In light of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eaching
output of teachers in technology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s seldom. Therefore, the
TAO

purpose of this study includes： Explore proper index of teacher’s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eaching output in technology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xplore human capital,
structural capital, relational capital in intellectual capital, how link with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and student consulting in teaching output. This study conducted
survey on the “teachers” of Nan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the 15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105 effective ones were returned, providing an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70%.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overall teacher’s intellectu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eaching output. Human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mensions of teaching output in terms of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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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consulting ; structural capital and relational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mension of teaching output in terms of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and
student consulting.
Key Words: technology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ers' intellectual
capital, teaching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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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

研究背景

在「師一生」的教學過程中，教師素質、課程與教學方法、教材與教科書三
者，直接關乎能否達成有效教學的關鍵因素。其中，教師個人素質的良窳，則居
於整體教學活動成功的中心。在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競爭日益激烈的教育環境
中，如何提昇教師素質，評鑑其教學產出結果，並瞭解兩者之間的關聯性，顯得
十分重要。
近年來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概念受到許多企業商管界的討論，又稱為
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 Edvinsson ＆ Malone, 1997; Stewart, 1994, 1997），愈
來愈多的企業將價值根基，由有形的資產轉向以無形資產為基礎(Itami, 1987)。智
慧資本泛指所有能夠用來創造競爭優勢的知識、資訊、經驗、能力及人力素質等
的總合。本研究將此概念引入教育領域，進行探討學校智慧資本，希冀有助學校
經營運作，教學行為改善，以及人力資源發展之意圖（林以婷，2005；李榮東，
2003；陳玉鳳，2003；彭森明、李虎雄、簡茂發等，1998；張德銳，1992）。
由於技專院校兼有培訓職場實務、理論探研雙重性，特別看重專業知識與技
能的應用，使得針對教師智慧資本與教學產出之間關係的深入探討，將更具有學
術與實務意涵。

二、研究動機
TAO

「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乃係 21 世紀評估組織競爭力的新價值觀。伴
隨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使得「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重要性日漸凸顯。
就技專院校而言，其設置之宗旨乃在培訓就業職場之實務工作者，以及研發
更精確有效率的專業知識與技術，從而提升經濟成長。目前有關智慧資本研究大
部分集中在企業，對學校研究較少，而對學校的研究又大多集中在中小學教師評
鑑指標方面，在技專院校這方面研究很少，尤其在探討智慧資本的人力資本、結
構資本及關係資本與教學產出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關聯性之研究更少，本
研究可彌補部份文獻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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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
Johnson (1999)指出企業建立智慧資本是維持競爭能力的重要關鍵，技專院校
亦然，私立技專院校不僅是由一群高學歷的專業知識學者作育英才的場所，更是
知識密集的學府，學校的競爭優勢在於將智慧資本之人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
資本，有效能及有效率地移轉至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個構面，本研究目的
有二：
1. 探討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及教學產出的適當指標；
2. 探討智慧資本中的人力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與教學產出之教學、研究、
服務、輔導的關聯性。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說
本研究主要針對教師智慧資本與教學產出的相關文獻探討。

一、文獻探討
1. 智慧資本的意義
有關智慧資本的意義，由於立場、學門的不同，國內、外學者的看法，可謂
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將智慧資本視為一種知識或能力者；亦有將智慧資本視
為一種過程或策略者，唯以不管看重是知識、能力，或者是過程、策略，都認為
TAO

智慧資本是一種無形的資產，能為組織創造價值及取得競爭優勢。為涵蓋整體概
念意涵，謹將具代表性之各說，摘要彙整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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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慧資本之定義
觀點

學者

對智慧資本之定義

Edvinsson & Malone（1997） 智慧資本的概念為「能轉換成為價值
的知識」，舉凡設計、程式、資料及
書刊、出版品等，都可定義為智慧資
本。
認為「智慧資本」是一種有關知識、
能力＆競爭 Edvinsson（1996）
實際經驗、組織技術、顧客關係和行
銷的能力，且能讓公司在市場中取得
優勢
競爭優勢。
智慧資本是指每個人能為公司帶來競
知識與能力 Stewart（1991,1997）
爭優勢的一切知識。
智慧資本是組織全部成員知識的總
價值＆資源 Roos, Edvinnsson &
和，與該知識轉換後的實體形成。也
就是說，凡是組織裡可以創造價值的
Dragonetti（1997）
無形資源均可稱為智慧資本。
智慧資本是屬於組織中的知識資源，
資源
Bell（1997）
可能是一套模型、策略、特殊方法及
心智模式。
智慧資本是一種透過取得、學習新知
智力活動＆ Wiig（1997）
識與發展創造力的智力活動下所產生
具有價值的資產。
價值
知識＆價值

認知過程＆ Bassi & Van Buren（1999） 智 慧 資 本 包 括 組 織 內 員 工 的 智 力 、
know-how、創造的顧客相關知識與作
業流程，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來源。
競爭優勢
個人

智慧資本是員工能力（competence）與
員工對組織的承諾（commitment）之
乘積。
智慧資本為涵蓋公司整體所呈現的技
能、知識、資訊、經驗、解決問題的
能力及智慧，並融合於人力資本、結
構資本與關係資本中。

Ulrich（1998）

TAO

能力與智慧

陳美純（200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對智慧資本的定義是採用(陳美純，2002)的觀點，將其應用至教育領
域中，認為智慧資本為涵蓋學校整體所呈現的技能、知識、資訊、經驗、解決問
題的能力及智慧，並融合於人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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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資本的構面
智慧資本雖是近來的新興理論，但實際上已經流傳多年，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智慧資本的存在與影響力是顯而易見，每一項產品的製作過程，都是知識與
智慧的結晶。知識無所不在，充斥於我們製造的東西、我們做的事、我們買的物
品、我們銷售的商品。因此，能否找出這些知識並且妥善管理，或是將這些知識
有效的蓄積與應用，都是能否擁有智慧資本的重要關鍵。
有關智慧資本的組成要素，以及其內涵的探討，首先是由瑞典斯堪地亞金融
與服務公司領航計畫(Skandia Navigator)提出，該公司將市場價值區分為財務資本
和智慧資本，並以人力資本和結構資本二者作為智慧資本的內涵，此獲得學者的
認同，並將人力資本細分為能力、工作態度、智慧敏捷力；結構資本分為關係、
組織、更新與發展能力(Roos et al, 1998) 。其後，引起許多學者的投入研究，加上
「關係(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為第三個面向，組成為大家現今多所採
用的智慧資本三個構面「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關係資本」（Customer Capital）( Stewart, 1997； Bontis, 1998, 1999;
黃進發譯, 2001)。
就智慧資本三個構面的內涵而言，人力資本乃為組織員工與管理者帶至工作
職場的個人能力、知識、技術及經驗，重視能力、工作態度、智慧等要項；結構
資本則為一種基礎架構建設，舉凡資訊通信技術系統的品質和範圍、組織文化與
氣候，組織形象、專利、商標、版權、文件等智慧財產，側重組織、創新、流程
等要項；關係(顧客)資本係關注組織與顧客之間所建立的關係，特別看重顧客滿
意度、忠誠度、持久性、價值敏感度等要項。（江岷欽、莫永榮，2001）。
TAO

3. 教學產出的定義
教學是學校實現教育目的，完成教育任務的基本途徑。教學是「教」與「學」
的過程，也就是教學是教師的敎和學生的學所組成的一種人類特有的人才培養活
動。通過這種活動，教師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引導學生積極自覺地學習和
加速掌握文化、科學基礎知識和基本技能，促進學生多方面素質全面提高，使他
們成為社會所需要的人。
教學所要實現的不單單只是知識的傳授，它要完成的任務始終是全方面的，
既有知識的獲得、智力的發展、能力的培養和提高，又有思想品德的完善、基本
技能的形成、個性特長的發展等等，這種全方面發展的實現只有教學才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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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產出則是教學活動結果之中，合乎教學目的的部份，亦即教學效果。通
常教學活動的產出包括二方面：(1)是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所獲得的知識、技能，
形成的認識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養成的態度、習慣等；(2)是教師在教學過
程中的收益，包括掌握一定的教學藝術，形成一定的教學技能，獲得學生的愛
戴、家長的信任等等。一般而言，教學活動投入與產出是相對應的，可根據產出
回溯投入過程。顯見，教學產出實是教學有效與否的具體呈現。

4. 教學產出的構面
由於教師教學產出直接涉及教學效果，舉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一切習得，
以及教師個人的教學收益等，可謂極其廣泛、複雜。為期本研究順利進行，特別
擇取一般評鑑教師職能所採用的四項指標：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作為教學
產出的主要鑑別項目。
就教學而言其評鑑項目包括製作教材與訂定教學計畫、依規定按時上課與舉
行考試、指導學生製作專題、校內或校外之教學研討會。就研究而言其評鑑項目
包括發表期刊論文及出版專書、正式註冊所發明之專利、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
參與研究計畫之執行。就服務而言其評鑑項目包括兼任行政職、舉辦研討會、編
輯論文集、參與招生宣傳、擔任校內外專業服務。就輔導而言其評鑑項目包括導
師工作、參與導師會議及導師研習營、輔導學生參與校內、外競賽、社團指導老
師。本研究對教學產出即採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構面加以衡量。
近年來政府或學校為提昇教師教學品質或學校教育績效，教學評鑑是評估教
師績效的主要方法。目前教師評鑑的範圍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方面，
至值參採。
TAO

二、研究假說
(一)智慧資本與教學產出
本研究將教師智慧資本概分為人力資本、結構資本和關係資本三部份加以探
討。
「人力資本」乃指學校組織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而學校用來增加內部作業效率
的資源即係「結構資本」
；
「關係資本」則泛指學校及外界的互動關係。研究顯示，
人力、結構、關係資本三者的關係是，人力資本是樹枝、樹葉，負責知識的吸收
與學習；結構資本是樹幹，負責知識的轉換與傳遞：關係資本則是側重對人力資
本和結構資本效能的提昇效果(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Johnson, 1999）。
教學產出分為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個構面，教學要實現的目標，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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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識的傳授其任務是全方位的，除了知識的獲得，智力的發展，能力的培養外，
又有思想品德的完善，個性特長的發展等，教師的智慧資本會透過教學過程反應
到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教學產出上。根據上述分析，因此，我們建立第一
個假說：
Ｈ ：教師智慧資本對教學產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教師人力資本對教學產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人力資本包括教師的教學能力、教師創新能力、教師專業承諾、校長領導能
力等。(李春芳，1999)指出一個稱職的教師具有優異的專業知能與教學技巧，樂在
工作，樂在教學。(Prawat，1992)在探討教師信念時指出教師應有能力設計及教導
課程內容。經由上述分析，因此，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1a：人力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教學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在知識經濟的時代，知識創新居於關鍵，教師創新能力，研究成果會發表在
學術期刊或專著及其他作品，也會申請產、官、學的研究計畫等並得到產、官、
學界的研究獎勵。經由上述分析，因此，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1b：人力資本對教學產出之研究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教師的專業承諾會影響教師服務的動機，教師的專業承諾愈高，則服務熱忱
愈高，在校內會擔任校院系所各種代表，協助系務，參與招生宣傳，舉辦學術研
討會等。在校外會擔任教學指導、評審、評鑑、論文口試、專題演講、協助學會
或校外學術研討會服務。從以上分析，因此，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TAO

Ｈ1c：人力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服務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輔導是指學校中教育人員對學生的一種協助。輔導是一種歷程或方法，由輔
導人員根據某種信念，協助學生自我瞭解與充分發展。教師對學生的輔導包括學
生之課業及課外學習輔導、生活輔導、身心健康輔導、生涯規劃指導，擔任導師，
擔任學生社團指導老師，及輔導學生參與校內、外競賽等。教師人力資本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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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是密切相關的。因此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1d：人力資本對教學產出之輔導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教師結構資本對教學產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結構資本是一種基礎架構建設，舉凡資訊通信技術系統的品質和範圍、組織
文化與氣候，組織形象、專利、商標、版權、文件等智慧財產，側重組織、創新、
流程等要項。這種結構資本使教師運用教學資源提高教學績效。對提升教學水準
有很大幫助。由以上分析，因此，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2a：教師結構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教學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同樣地，結構資本像資訊系統的品質及運用資訊的科技能力會增強研究的效
能與效率，提升研究生產力。因此，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2b：教師結構資本對教學產出之研究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同樣地，資訊系統的品質及運用資訊的科技能力等結構資本會有效改進各種
教師服務的效率。由以上分析，因此，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2c 教師結構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服務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TAO

另外，學校的組織結構、溝通管道、組織的文化與氣候等結構資本會提升教
師輔導學生的能力，促進輔導的效能與效率。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建立下面的假
說：
Ｈ2d 教師結構資本對教學產出之輔導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四)教師關係資本對教學產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關係資本指組織與顧客之間所建立的關係，就學校而言，是指學校組織與外
界的互動關係，亦即學校組織與顧客學生、社區居民、家長、社區之間所建立的
關係，包括各種利害關係人、策略聯盟夥伴等。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除了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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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的因素影響之外，外在環境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陳宇杉，2002)。學校在有限
的資源情形下，與社區策略聯盟，配合社區需求，提供特別的教育服務，促進創
新的教學能力。因此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3a：教師的關係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教學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學校與外界溝通的質與量影響了組織的創新力，主要原因在於學校因與外界
間知識流動而帶來創意。因此，學校組織之內部人員（包括行政人員與導師）若
能誇越組織界限，且專業人員可以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溝通網路與他人接觸，則
可提升教師的研發能量（秦夢群、濮世緯，2006）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建立下面
的假說：
Ｈ3b 教師關係資本對教學產出之研究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拆除校園圍牆，使得學校社區化，讓社區能分享學校資源，進而能社區學校
化，成為一學習社區，邁向學習社會。擴大教師服務對象與範圍，是改善、強化
關係資本的利基。學校提供社會服務，對提升學校形象有正面效益。由以上的分
析，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3c 教師關係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服務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學校輔導功能的發揮，一方面要經營一個具有優質輔導文化的學校與高輔導
TAO

素養的教師，另方面要善用社區人力資源，協助學校辦理學生輔導工作。學校輔
導資源包括建立親師合作的體系，建構社區聯防的輔導機制，結合社區人力資源，
增強或拓展輔導的功能，以及善用社區組織，發展全面性輔導的網路，凡此皆具
體呈現教師關係資本與輔導的重要關係。由以上分析，我們建立下面的假說：
Ｈ3d 教師關係資本對教學產出之輔導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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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智慧資本與教學產出的關聯性以及智慧資本的三個構面，
人力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分別與教學產出的四個構面，教學、研究、服務、
輔導之間的關聯性。其觀念性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一、觀念性架構

智慧資本

教學產出

教學部分
H1a
H2a

人力資本

H1b

研究部分

H1d
H1c

H2b

結構資本
H3a

H2c

服務部分

H3b

關係資本

H3c

H2d

輔導部分

H3d

TAO

圖 3-1 觀念性架構

二、調查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便利樣本以南亞技術學院十二系及二處室(機械系、資管系、企管系、
財金系、應外系、觀光系、幼保系、建築系、土木系、材纖系、化材系、資工系、
體育室、通識中心)之專任教師為對象。共發出150份問卷，問卷調查歷時三星期，
回收有效問卷有105份，有效問卷率高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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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有關智慧資本之衡量，本研究是採用「國民小學智慧資本衡量指標之建構」
（方佳梅,2005）之概念及量表並參考相關文獻( Roos et al, 1998; Stewart, 1997;
Bontis, 1998, 1999; 黃進發譯, 2001等)認為智慧資本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即人力資
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因此，本研究採用這三個構面以衡量智慧資本。每個
構面4題，共計12題。在教學產出部份，本研究採用教育部對技專院校之評鑑指標，
但主要根據南亞技術學院的標準，主要包含四個構面，即教學、研究、服務與輔
導。因此，本研究採用這四個構面以衡量教學產出。每個構面4題，共計16題。
表 3-1 本研究之構面與操作性定義
構念

操 作 性 變 操作性定義
數

教
師
智
慧
資
本

人力資本

指教師的教學能力、教師創新能力、教師專業承諾、校長領導
能力。

結構資本

指學校組織結構、學校校園規劃、學校組織結構、學校溝通管
道。

關係資本

指學校與社區之公共關係、學校與大眾傳播媒體之公共關係、
家長樂於積極參與學校活動、學校有建立社區人士瞭解學校的
管道。

教學部份

指製作教材與訂定教學計畫、依規定按時上課與舉行考試、指
導學生製作專題、校內或校外之教學研討會。

研究部份

指發表期刊論文及出版專書、正式註冊所發明之專利、擔任研
究計畫主持人、參與研究計畫之執行。

服務部份

指兼任行政職、舉辦研討會、編輯論文集、參與招生宣傳、擔
任校內外專業服務。

輔導部份

指導師工作、參與導師會議及導師研習營、輔導學生參與校
內、外競賽、社團指導老師。

教
學
產
出

TAO

肆、 資料分析結果
本研究係以 SPSS 10.0 統計軟體及 AMOS 7.0 (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
作為分析工具，分析內容包含信、效度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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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度分析
效度是指使用的測量工具(問卷)能否正確衡量出研究人員所想量測事物
的程度。本研究量表所有問卷題目皆根據教師學者對智慧資本的研究及教育
部對技專院校的評鑑指標加以修改，所以本研究之問卷具有一定的內容效
度。由表 4-1 及 4-2 測量模式分析可知，除教學產出在研究「2.我會正式註冊
所發明的專利」及在輔導部份「2.我會參與導師會議及導師研習營」不顯著，
予以刪除外；另外服務部份「2.我會舉辦研討會，編輯論文集」及輔導部份「4.
我會擔任社團指導老師」其因素負荷量低於 0.5 外，各構面之觀察變項 t 值均
達 α=0.001 顯著，以及各觀察值皆未出現負值，表示測量模型之基本適配度
良好(Bagözzi and Yi, 1988 ;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各構面之觀察問項值均
達 α=0.001 顯著，以及各觀察值皆未出現負值，因素負荷量介於 0.4~0.95 之間，
顯示本研究量表基本適配度與收斂效度良好。

二、線性結構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線性結構關係模式是探討變數間的線性關係，並對顯性變數與潛在變數之
因果模式(即架構)做假設之檢定(陳順宇，2005)。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
AMOS 7.0 統計軟體進行驗證性分析。依據多位學者(Bagözzi and Yi, 1988; Hair
et al, 1998)建議。結構方程模式評鑑應從基本適配度，整體適配度及內在適配
度三方面進行。
(一)基本適配度方面(preliminary fit criteria)
本研究首先對各構念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檢定，依據 SEM 對資料分析所
TAO

建議的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icators)對各變項予以修改或刪除，以提高模式
的解釋能力，並且需判斷衡量指標不能出現下列三種情況: (1)衡量誤差有負值;
(2)因素負荷量不能低於 0.5 或高於 0.95 ; (3)因素負荷量未達顯著水準。由表 4-2
中顯示，除教學產出在研究部份「2.我會正式註冊所發明的專利」及在輔導部
份「2.我會參與導師會議及導師研習營」不顯著，予以刪除外；另外服務部份
「2.我會舉辦研討會，編輯論文集」及輔導部份「4.我會擔任社團指導老師」
其因素負荷量低於 0.5 外，各構面之觀察變項 t 值均達 α=0.001 的顯著水準，以
及各觀察值皆未出現負值，表示測量模型之基本適配度良好(Bagözzi
1988 ;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244

and Yi,

南亞學報第二十九期
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與教學產出關聯性之研究—以南亞技術學院為例

表 4-1 智慧資本測量模式分析
因 素
負荷量

測量問項
人力資本

CR

VE

(組合
信度)

(萃取變
異量)

信度

0.8009 0.5031

0.796

0.8718 0.6336

0.867

0.8407

0.839

0.703***

1.我覺得本校教師的教學能力佳
2.我覺得本校教師創新能力佳(如運用新觀念、
新方法)
3.我覺得本校教師對教師專業承諾(如對學校各
項制度感
到滿意)
4.我覺得本校教師對校長領導能力感到滿意
結構資本
1.我覺得學校組織結構編列適宜（如職掌劃分、
規章制度）
2.我覺得學校校園規劃具有整體性
3.我覺得學校會適時地調整組織結構
4.我覺得學校溝通管道暢通
關係資本
1.我覺得學校與社區之公共關係友善
2.我覺得學校與大眾傳播媒體之公共關係良好
3.我覺得家長樂於積極參與學校活動
4.我覺得學校有建立社區人士瞭解學校的管道
(如座談會、 出版品等)

0.616***
0.754***
0.755***
0.646***
0.736***
0.881***
0.894***
0.569

0.728***
0.781***
0.739***
0.768***

註：*P<0.05 **P<0.01 ***P<0.001
表 4-2 教學產出測量模式分析
因 素
負荷量

測量問項
教學部分
1.我會製作教材與訂定教學計畫
2.我會依規定按時上課與舉行考試
3.我會指導學生製作專題
4.我會參加校內或校外之教學研討會

0.769***
0.853***
0.595***
0.721***

研究部分
1.我會發表期刊論文、出版專書
2.我會正式註冊所發明之專利
3.我會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
4.我會參與研究計畫之執行

0.662***
----0.848***
0.744***

CR

VE

(組合
信度)

(萃取變
異量)

0.8269 0.5482

245

0.793

TAO

0.7976 0.5703

服務部分
1.我會兼任行政職
2.我會舉辦研討會、編輯論文集
3.我會參與招生宣傳工作
4.我會擔任校內外專業服務(如擔任校內外口試委
員、技能檢定評審員等)

信度

0.783

0.7146 0.3991 0.744
0.509***
0.436***
0.825***
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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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部分
1.我會擔任導師工作
2.我會參與導師會議及導師研習營等
3.我會輔導學生參與校內、外競賽
4.我會擔任社團指導老師

0.7095 0.4643 0.813
0.883***
----0.621***
0.477***

(二)整體配適度方面(overall model fit)
本模式之X2/df(卡方值/自由度) 為18.701不符合理想指標，配適模式好的其卡
方值與自由度的比值小於2。本研究整體模式適合度指標(GFI)= 0.759；GFI相當類
似 迴 歸 的 R2 ， 本 研 究 接 近 良 好 配 適 指 標 ( 大 於 0.9) ， 另 外 ， 增 量 配 適 度 指 標
(IFI)=0.640，基準配適度指標(NFI)=0.629，比較配適度指標(CFI)=0.620，雖未達到
理想的接受標準(大於0.9)但接近。殘差均方根(RMR)=0.114；精簡配適度指標
(PGFI)=0.163，未達到配適度指標(RMR<0.08，PGFI>0.5)。
表 4-3 整體模式配適度分析結果值
評鑑指標
X2/df＞0.05
整體模式適合度指標(GFI)
殘差均方根(RMR)
增量配適度指標(IFI)
基準配適度指標(NFI)
比較配適度指標(CFI)
精簡配適度指標(PGFI)

理想指標
≦2
＞0.9
＜0.08
＞0.9
＞0.9
＞0.9
＞0.5

實證結果 P 值
18.701
0.759
0.114
0.640
0.629
0.620
0.163

指標符合度
不符合
接近
不符合
接近
接近
接近
不符合

(三)內在配適度方面(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
本研究依據Bagözzi and Yi (1988)之建議，選用幾個最常用的指標來評鑑測
TAO

量模式如(1)個別項目的信度(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2)組合信度
(composite reliability；CR)；(3)萃取變異量(variance extracted；VE)。
信度是指測量結果之一致性，本研究之信度分析採用Cronbach's α係數
作為判定標準，當α係數愈高，則一致性愈高，亦即信度愈高，而α係數必
須大於0.5才表示測量結果具一致性，也才可以稱其具有信度。
潛在變項的組成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 );潛在變項的CR值為測量變項信
度的組成，表示構面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信度愈高顯示這些指標的一致性愈高，
一般認為0.7是可接受的最低水準，若潛在變項的CR值愈高，則表示其測量變項愈
能測出潛在變項，從表得知，模式各變數的CR值都在0.7的標準以上，代表研究模
式內部一致性良好；潛在變項的變異抽取量(variance extracted)；VE值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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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變項各測量變項對該潛在變項的變異解釋力，若VE愈高，則表示潛在變項有
愈高的信度與收斂效度，表中顯示，研究模式的VE值均大於0.5標準值以上，符合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之建議值，證明本問卷各構面之測量具有相當的一
致性。本研究VE值除服務及輔導小於0.5外，其餘均大於0.5標準值以上。有關信
度、組成信度及萃取變異量參見表4-1及表4-2。
表 4-4 各重要因素之相關係數
因素

人力資本 結構資本 關係資本 教學部份 研究部份 服務部分

輔導部分

人力資本

1

結構資本

0.568**

1

關係資本

0.538**

0.727**

1

教學部份

0.401**

0.235*

0.271**

1

研究部份

0.399**

0.168

0.236*

0.495**

1

服務部分

0.322**

0.176

0.116

0.428**

0.537**

1

輔導部分

0.343**

0.189

0.246*

0.573**

0.305**

0.594**

1

平均值

4.0095

3.5810

3.3595

4.5119

4.1302

3.9762

4.0476

標準差

0.55136

0.71681

0.71717

0.51583

0.92044

0.88152

0.91534

註：*P<0.05 **P<0.01 ***P<0.001
TAO

(四) 假說驗証

e3

人力資本
.67

e2

e1

結構資本

關係資本

教學部份

e4

研究部份
.61

e5

.73 服務部份
.74
輔導部份

e6

e8

.86

.71
智慧資本

.39

.84

教學產出

圖 4-1 智慧資本對教學產出路徑模型圖

247

e7

南亞學報第二十九期
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與教學產出關聯性之研究—以南亞技術學院為例

表 4-5 智慧資本對教學產出各構面分析表
模式關係

標準化
路徑系數

非標準化
路徑系數

SE

C.R.

P

智慧資本Æ教學產出

0.39

0.238

0.076

3.145

0.002

註：*P<0.05 **P<0.01 ***P<0.001
根據本研究結果如圖 4-1 及表 4-5 所示，可推論智慧資本對教學產出在線性結構之
路徑上有顯著的正向關聯性，因此，假說 H 獲得支持。

e1

1.00
人力資本

人力

結構資本

結構

關係資本

-.06 .42

-.16

.35
.11
.32

.13

1.00 0.73
e3

e4

e8
1.00
研究部分
研究

e5

e9
1.00
服務部分
服務

e6

.37

1.00 0.57.
e2

1.00
教學
教學部份

關係

-.12

-.10

.15

.06

e10
1.00
輔導
輔導部份
TAO

圖 4-2 路徑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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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智慧資本對教學產出各構面分析表
模式關係

標準化
路徑系數

非標準化
路徑系數

SE

C.R.

P

人力資本Æ教學部份
人力資本Æ研究部份
人力資本Æ服務部份
人力資本Æ輔導部份
結構資本Æ教學部份
結構資本Æ研究部份
結構資本Æ服務部份
結構資本Æ輔導部份
關係資本Æ教學部份
關係資本Æ研究部份
關係資本Æ服務部份
關係資本Æ輔導部份

0.374
0.424
0.349
0.321
-0.061
-0.165
0.063
-0.099
0.113
0.127
-0.118
0.146

0.350
0.707
0.559
0.533
-0.044
-0.212
0.078
-0.127
0.082
0.163
-0.145
0.186

0.104
0.186
0.184
0.190
0.099
0.175
0.174
0.179
0.096
0.171
0.170
0.175

3.356
3.808
3.031
2.814
-0.443
-1.207
0.447
-0.710
0.849
0.955
-0.853
1.066

***
***
0.002**
0.005**
0.658
0.227
0.655
0.478
0.396
0.340
0.394
0.287

註：*P<0.05 **P<0.01 ***P<0.001
1.人力資本對於教學產出之教學部份、研究部份、服務部份與輔導部份，在線
性結構的路徑上均顯示出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假說 H1a，H1b，H1c 及 H1d 均
獲得支持。
2.結構資本對於教學產出之教學部份、研究部份、服務部份與輔導部份，在線性
結構的路徑上均顯示出未達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假說 H2a，H2b，H2c 及 H2d
均未獲得支持。
3.關係資本對於教學產出之教學部份、研究部份、服務部份與輔導部份，在線性
結構的路徑上均顯示出未達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假說 H3a，H3b，H3c 及 H3d
均未獲得支持。

TAO

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根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得知:
就整體而言，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對教學產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構
面部分，只有人力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而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對教學產出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皆沒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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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首先建立教師智慧資本的衡量指標，主要包括三個構面：1.人力資本
2.結構資本以及 3.關係資本。另外，對教學產出的衡量指標亦提出四個構面，1.教
學部份 2.研究部份 3.服務部份及 4.輔導部份，其操作性定義詳如表 3-1。智慧資本
各構面在因素負荷量都介在 0.5-0.95 之標準範圍內，但在教學產出研究部份及輔
導部份各有一題項不顯著予以刪除，另外，在服務部份及輔導部份各有一題項低
於 0.5，因此，在教學產出的衡量指標需要重新評估，以提出適當的衡量指標。
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中的人力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對教學產出之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的關聯性，研究結果顯示，只有人力資本對教學產出之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對教學產
出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則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種結果指出，教師只有
人力資本方面會影響教學產出；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是學校具有的，會影響學校
的整體績效，而不是經由教師反應在教師本身的教學產出。

二、學術意涵及實務意涵
本研究探討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對教學產出之關聯性。無論在學術或實務
方面都有其意涵。學術意涵方面，在學術領域對技專院校教師智慧資本與教學產
出之關聯性的研究很少，本研究可填補部分的文獻缺口。實務意涵方面，由於技
專院校在台灣到處林立，加上少子化，競爭非常激烈，學校希望提高教師的整體
素質。因此需要建立評估指標，以衡量教師的素質，本研究可提供學校在建立評
TAO

估指標時參考。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到時間、經費的限制，研究採便利樣本只調查南亞技術學院，其結果
代表性上受到限制，可能無法一般化至其他技專院校。
在教學產出指標建立上，本研究只根據南亞技術學院的指標，因不同學院、
不同科系有不同的教學產出指標，後續研究是否依據不同學院、不同科系建立不
同的適當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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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教學評鑑(Teaching Evaluation)是以學校教師為對象，以教學活動為內容，目的
在於提升教學成果。而教師評鑑(Teacher Evaluation)其評估的內容包括教師專業背
景、工作負荷、行政服務、專業成長、學術活動、教學活動等，目的在瞭解教師
的整體素質。目前技專院校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主要評估範圍分成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四方面，唯對這四方面的衡量如何建立適當的指標尚付闕如，本研究
只初步以南亞技術學院的評估標準加以衡量，結果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
進一步加以探討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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