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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探

索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對領導風格

之自我認知，以及館員對中階主管領導風格

之認知是否受個人之內外控信念所影響，從

而建立我國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領導風格之

整體概念，並期望此研究能增進國內圖書資

訊學界與圖書館組織對中階主管之瞭解與重

視，進而提升圖書館整體的組織效能。茲分

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 調查當前我國大學圖書館內中階主管之
領導風格。 

2. 探討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自我認知的領
導風格，與館員所認知的領導風格，兩者

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3. 瞭解大學圖書館的中階主管自我認知的
領導風格，是否會因中階主管個人之內外

控信念而異。 
4. 探究大學圖書館館員對其中階主管的領導
風格之認知，是否會因館員個人之內外控

信念而異。 
5. 藉此研究結果，提供國內大學圖書館管理
階層參考，促使其重視圖書館內中階主管

之領導功能，從而定期提供中階主管領導

技巧之相關訓練，亦可提供未來可能擔任

中階主管職位之館員參考，進而思考自我

充實與提升領導知能之道。 
 

關鍵詞：領導風格、領導行為、內外控信念、

中階主管、大學圖書館 
 

Abstract： 
 

Employ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questionnaires, and statistics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explored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middle level manager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aiwan area.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intended to add to the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to 
begin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leadership 
of middle level managers within the field of 
librarianship. With the hope that we can help 
middle managers develop high quality 
leadership skills and promote service quality of 
the library.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is the perceived 
leadership style of middle level managers in 
Taiwan’s university libraries? (2) Is there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middle managers' 
self-perceived leadership style and subordinate 
librarians' perceptions in Taiwan’s university 
libraries? (3) How middle managers’ belief in 
internal (or external) control affects their 
self-perceived leadership style? (4) How 
subordinate librarians' belief in internal (or 
external) control affects their perception of 
middle level managers’ leadership style? 
 
 
Keywords: Leadership Style, Leadership 

Behavior, Belief in Internal (or 
External) Control, Middle Level 
Manager, University Library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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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日新月異迫使圖書館面臨劇烈

變化，營運所需經費與日俱增、讀者需求日

趨多元複雜，圖書館已無法再保持其組織內

在、外在環境的平靜，為因應此種變化，圖

書館組織已大量擷取企業界如參與管理、團

隊決策、全面品質管理等管理經驗，應用到

圖書館的營運實務上，尤其「有效的領導」

更成為圖書館成功因應種種組織變遷的關鍵

因素之一。 

而在知識經濟的新時代，中階主管對於

層級組織內的知識創造與擴散更是扮演關鍵

角色。中階主管無論從事決策或採取行動，

必受惠或受制於其上之主管、其平輩同儕、

及其下之部屬，因而影響其態度及其所扮演

之角色，由此觀之，中階主管領導風格的雙

向關係實值得重視。對於圖書館組織而言，

館長的領導固然有其關鍵性的影響，但中階

主管肩負著承上啟下的功能，負責執行館長

規劃的策略，激勵組員之士氣及匯集眾人的

力量，在發展館員對於圖書館整體性目標的

承諾上，亦必須扮演某程度的政策領導者之

核心角色。換言之，圖書館組織成員的工作

效能及生產力，與各部門中階主管的領導風

格有直接的關連。圖書館中階主管對圖書館

組織而言相當重要，其領導風格對於組織效

能之提升更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而事實上，領導風格受到個人特質的影

響，內外控信念又決定個人特質。個人行為

會受到人格因素中的控制信念 (Belief in 
Locus of Control)所影響。個人如認為事件之
發展，係可藉由其本身之行為、能力、屬性

等因素而加以控制、或可預測的，稱為內控

信念（Belief in Internal Control），亦即相信
「操之在己」的信念。反之，若個人認為事

情之發展，個人之努力無法產生任何影響，

稱為外控信念（Belief in External Control），
亦即強調「操之在人」的信念。而有鑑於中

階主管領導風格對於圖書館組織的重要性，

本研究乃參考相關文獻，以實證研究方式探

討大學圖書館中，中階領導者及其部屬內外

控信念與領導風格間的關連性。亦即我國大

學圖書館中階主管自我認知的領導風格，是

否會受其個人內外控信念的影響；並將其個

人認為所表現的領導風格，與其部屬所認知

到的領導風格為何加以對照比較，瞭解二者

之差異，有助於中階主管改進其領導效能。 

尤其長久以來，圖書館是過度管理

（Over-managed）而領導不足（Under-led），
「領導」的觀念在圖書資訊專業及教育中並

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圖書資訊學領域中，

向來較少有關領導議題之研究，相關的實證

研究亦不多，少數相關者也多著重於館長領

導風格之探討，而對於中階主管領導議題的

陌生與不瞭解，缺乏中階主管領導風格之討

論，觀諸國內圖書資訊界亦然，本研究適可

彌補此一不足處。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美國「Ohio州立大學領導模
式」（The Ohio State Leadership Model）探討
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之領導風格，

此理論將領導行為分為體恤關懷面向領導行

為（Consideration Dimension）與任務建構面
向領導行為（Initiation Structure 
Dimension），其中任務建構面向的領導行為
是指主管對圖書館工作活動的指揮、組織及

定義等行為，此面向之行為注意的焦點是館

員責任與角色的定義與澄清，主管告知館員

對其工作的期望、工作進行的方法、完成的

時間及與誰一起工作等事項；而關懷體恤面

向的領導行為是指主管關心館員的福祉，此

一面向的行為強調重視館員如舒適、福利、

地位、需要、及滿足感等感受，是一種雙向

溝通的過程。 

本研究之母群體為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學

圖書館館員與中階主管（不包括館長與副館

長）。所謂中階主管係指館長、副館長以下，

各部門組長或是組主任(含)以上之領導階
層。根據民國 93年教育部資訊網「大專院校
名錄」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
TATISTICS/EDU7220001/service/u1.htm，
2004年 5月 3日)顯示國內共有 75所公私立
大學，研究者採取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分別由北、中、南及東
部地區選取 40所大學圖書館，事先以電話聯
繫該館相關人員，經獲得同意協助後，進行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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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503份正式問卷(其中包含 96份
中階主管問卷及 407份一般館員問卷)於民國
93年 6月上旬以郵寄方式送達各大學圖書
館，再委由專人轉發給相關館員填答，並將

填好之問卷寄回。經過二次催收後，於 7月
下旬回收中階主管問卷調查 92份，問卷回收
率為 96﹪，而扣除填答不完全或基本資料未
填者，計得有效問卷 85份，有效問卷率為
89﹪；而一般館員問卷回收 375份，問卷回
收率為 92﹪，經扣除填答不完全或基本資料
未填者，共得有效問卷 343份，有效問卷率
為 84﹪。隨後進行回收問卷之編碼與統計分
析，茲分述研究結果如下: 

 

（一）館員基本資料分析 

根據回收之有效問卷，進行樣本人口統

計變項分析。就圖書館中階主管分析，在性

別方面，女性中階主管有 66位（77.6%）男
性 19位（22.4%）。就年齡而言，45到 49歲
最多，佔 29.4%，40到 44歲次多，佔 28.2%，
再者為 35歲至 39歲及 50歲至 59歲者，各
佔 15.3%。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者佔
84.7%。學歷方面，大學 49.4%，碩士佔
43.5%，博士佔 4.7%；76.5%館員係圖書資訊
相關科系畢業。在圖書館工作年資方面，5
年以下者約 10.6%，5-10年者佔 11.8%，11-15
年者佔 22.3%，16-20年者佔 20%，21-25年
者佔 21.2%，25年以上者為 14.1%。 

就一般館員分析，在性別方面，女性館

員有 294位（85.7%），男性 49位（14.3%）。
就年齡而言，30到 34歲最多，佔 24.5%，35
到 39歲次多，佔 21.6%，再者為 25歲至 29
歲，佔 17.5%。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者佔
51.3%。學歷方面，專科以下為 16.6%，大學
62.7%，碩士佔 19.8%；59.5%館員係圖書資
訊相關科系畢業。在圖書館工作年資方面，5
年以下者約 29.4%，5-10年者佔 31.2%，11-15
年者佔 39%，16-20年者佔 17.6%，20年以
上者為 12.8%。擔任基層主管職務之受訪館
員佔 5.2%。 

 
（二）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的領導風格 
 
1.館員對中階主管領導風格之認知 
 

根據問卷之分析，館員對中階主管領導

行為的評估顯示，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中階

主管的任務建構面向的領導行為得分為

3.40，關懷體恤面向的領導行為得分為 3.6，
亦即館員認為中階主管表現的關懷體恤面向

領導行為多於任務建構面向的領導行為。由

標準差觀之，任務建構面向領導行為的標準

差為 0.49，小於關懷體恤面向領導行為的標
準差 0.66，此結果顯示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
館員對中階主管任務建構面向的領導行為認

知的差異小，對關懷體恤面向領導行為的認

知差異較大，亦即館員對中階主管的任務建

構面向的領導行為認知較一致。再者，由全

距亦可看出，任務建構面向的領導行為最低

得分為 1.78，最高為 4.71，而關懷體恤面向
領導行為最低得分則為 1.29，最高為 5.00，
變化的級距較大，其結果亦可發現台灣地區

的大學圖書館館員對中階主管關懷體恤的領

導行為有較大的認知差異。 
 

2. 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對其領導風格的自
我認知 

 
根據中階主管領導行為的自我評估問卷

之分析顯示，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

認為其任務建構面向領導行為得分為 3.45，
關懷體恤面向的領導行為得分為 3.92，顯然
台灣地區的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自認為表現

較多的關懷體恤面向領導行為。由標準差觀

之，關懷體恤面向領導行為的標準差 0.35，
小於任務建構面向領導行為的標準差 0.37，
此結果顯示中階主管對關懷體恤面向領導行

為自我認知的差異小，對任務建構面向領導

行為的認知差異較大，亦即中階主管對自我

評估的關懷體恤面向領導行為認知較一致。 
 

3. 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領導風格之自我認
知與館員對中階主管領導風格之認知差異 

 
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領導行為自我評估

得分高於館員對其領導行為之評分。中階主

管自認為其表現之關懷體恤面向行為得分為

3.92，但在館員的認知中僅為 3.60；中階主
管自認為其表現之任務建構面向行為得分為

3.45，但在館員的認知中則為 3.40。 
經以統計檢定 t-test檢驗之，二者對關懷

體恤面向領導行為之認知差異已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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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而有關任務建構面向領導行為之認
知差異則尚未達顯著水準。 

 
4.一般館員之外控信念較強 

 
一般館員之外控信念平均值為 6.48，標

準差為 3.092。中階主管之外控信念平均值為
5.8，標準差為 2.63。可見一般館員之外控信
念較強。 

經以統計檢定檢驗之，大學圖書館中階

主管與一般館員在外控信念方面其差異己達

顯著水準(p=0.05)。 
 

5.館員對中階主管領導行為之認知受其內外
控信念影響 

 
經以統計檢定檢驗之，館員之外控信念

影響其對中階主管領導行為之認知。外控信

念較強之館員對其中階主管之任務建構面向

行為評分為 3.20，內控信念較強之館員對其
中階主管之任務建構面向行為評分為 3.51；
外控信念較強之館員對其中階主管之關懷體

恤面向行為評分為 3.42，內控信念較強之館
員對其中階主管之任務建構面向行為評分為

3.77;而不論是任務建構面向或關懷體恤面向
領導行為，外控信念較強之館員對中階主管

之評分皆較低。 
經以統計檢定檢驗之，抱持外控信念之

館員與內控信念之館員對其中階主管之領導

行為認知之差異，不論是任務建構面向領導

行為或關懷體恤面向領導行為皆已達到顯著

水準(p=0.001)。 
 

6.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內外控信念對其領導
行為之自我認知並未有明顯影響 

 
外控信念較強之中階主管對任務建構面

向領導行為之自我評分為 3.42，內控信念較
強之中階主管對任務建構面向行為之自我評

分為 3.51；外控信念較強之中階主管對關懷
體恤面向行為之自我評分為 3.92，內控信念
較強之中階主管對任務建構面向行為之自我

評分為 3.95;而不論是任務建構面向或關懷體
恤面向領導行為，外控信念較強之大學圖書

館中階主管其自我評分皆較低。惟以統計檢

定檢驗之，二者之自我認知，不論是任務建

構面向領導行為或關懷體恤面向領導行為，

其間之差異皆尚未達顯著水準。 
 

四、計畫成果自評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已朝向服務業經濟

與知識經濟發展，如此的社會變遷亦將驅使

台灣的圖書館更注重領導效能。面對環境的

改變，除需良好的行政管理維持圖書館運作

平衡外，優秀的領導者亦可協助館員因應各

種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以期在轉變的

過程中開創新契機。圖書館中階主管瞭解其

自我認知的領導行為與其屬下館員之認知有

所差異，有助於其領導效能之改進與提升。

本研究經由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探討

國內大學圖書館中階主管之領導風格，所得

之研究結果不僅有助於建立有關圖書資訊領

域領導風格之實証研究基礎，並可藉此促使

圖書館中階主管增進對自身領導行為之瞭

解；同時，亦可供圖書資訊實務界擬訂館員

領導才能之培育計畫，俾圖書館各階層的領

導者能充份發揮其領導角色之功能，帶領所

有館員朝向知識經濟時代的新願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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