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人的發展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學會發展是現代人必然的選擇（葉信治和王深 

，1999）普通的個體尚且必須如此，何況作為專業的角色？自十九世紀後半到二

十世紀初，正式建立校長一職之後，學校的組織和運作就是校長的責任（Grogan 

& Andrews , 2002）。校長是學校的靈魂，是決定學校工作的本質和質量的重要人

物。「校長」（principal）的概念源於「大王」（prince），其含義是在身分、地位、

重要性和權力等方面居於首位。所以，從辭源上看，校長是具有作出學校運營決

定權力的人（程晉寬，無日期），校長素質的良窳關係著學校行政運作與經營教

學的成效（蔡培村，1997）。美國俄亥俄州州教育廳早就提出有效學校教育的七

項重要因素，包括強烈的使命感、堅強的學校領導、對教師與學生高度期望、關

注特定的教學目標、充足的學習機會、家長及社區的參與、積極的學習氣氛等

（Daresh & LaPlant , 1983），校長的堅強領導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除此以外，美

國也有越來越多的文獻提及，在成功的學校背後，一定有一位成功的校長（Barth , 

1986），更有許多研究者認為校長是改善學生表現和開創學校革新最重要的變項

（O’donnell , 1997），校長也是決定學校整體效能的重要因素（Daresh & Hartley , 

1994）。國內學者也認為校長是教育改革與發展的要角，「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

樣的學校 」，校長在學校教育與行政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一方面是校長人數

眾多，代表教育行政主管的最大團體，另一方面也由於校長具有獨特功能與重要

性所致。（秦夢群，1997；張德銳，1994；鄭進丁，1986）。大陸的學者認為「差

學校也許有好校長，但好學校絕不會有差校長」，中小學校長，對外代表學校，

對內負責學校的全面工作，承擔多種角色，行使著多種職能；學校內聚力的形成

關鍵是校長，校長是辦好學校的關鍵人物，是發展教育必不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王

堅、康詩良、羅曄，2001；李芹，2000；吳志宏主編，2003；陸善濤、顧志躍、

鄭家農、金輝，無日期）。 

    校長的重要性無庸置疑，校長所面對的挑戰與任務則不斷劇增。Geering

（1980a）比較美國和澳大利亞的校長角色，發現學校制度越是去中央化（decen- 

tralized），組織和環境的輸入因素越是多樣化，校長的角色就越複雜化與動態化。

Currie和 Rhodes（1991）的訪問研究指出，校長工作的特性是短暫、多樣、干擾、

不確定、和支離。1998 年，Yerkes 與 Guaglianone表示「校長必須是一個英雄」，

因為校長經常面對下列負面的工作情況：　大多數校長每週工作 60至 80小時；

　工作負荷重、性質複雜；　經常要巡察晚上的活動；　校長和等級最高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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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薪水差距不大；　被高度的期望壓得透不過氣；　州與學區規定，所要求的文

書工作堆積如山；　社會越來越複雜，問題越來越多（引自 Elizabeth , 2001）。

Portin（1998）也觀察到，1990 年代以後，由於對教育的批評聲浪高漲，以及「國

家在危機中」報告出版所造成的改革浪潮，校長們正處於教育改革的核心當中。

Portin在一項對華盛頓州的調查就顯示，教育改革使校長角色更加複雜沉重，擔

負的責任更是層層加重（layer-upon-layer）。Vandenberghe（1998）認為校長容易

受影響的程度不斷提高（increased degree of vulnerability），並面臨更高的可見度

（high degree of visibility），這兩種特性，加重了校長的責任，改變了工作的意義。

2001 年 1月，美國布希政府正式頒布名為《別讓孩子落後》（No Child Left Behind）

的教育改革藍圖，其中就要求增加學校改善學生成就的責任（李敏誼，2001）。

Grogan和 Andrews（2002）也指出，當前的校長面對的是更大的挑戰，校長必須

聚焦在學生的學習上。隨著越來越競爭的國際經濟情勢以及快速改變的社會狀

況，校長是唯一教學領導者的觀念以及校長能否面對當前的環境，都受到許多人

質疑。學校本位管理則是更大的結構性改變，校長必須致力於領導團隊的建立和

發揮，以促使學校更為成功，分享權力的觀念更使校長成為領導者的領導者、教

練和啦啦隊隊長，而非警察和老闆。上述各項挑戰，造成校長職位乏人問津，尤

其是正在進行制度化學校改革的地區（Winter & Morgenthal , 2002）。 

國內教育人士也提到校長必須扮演多種角色，除了行政主管與教學領導者兩

種角色外，還要扮演學習型組織的倡導者、願景專家、塑造文化特色的藝術家、

合作夥伴者、開明革新者、學習社區的建立者等等（郭明德，2002；楊振昇，1998；

鄭進丁，1986）。 

    面對上述這麼多挑戰、任務和角色，校長的專業素質就顯得非常重要，事實

上，學校教育的成功，取決於三個要件：「硬件、軟件、人件」（鍾啟泉，2001a）。

人件就是校長及教師的專業素養和專業化程度，關係著學校硬體和軟體是否發揮 

。從早期希臘時代開始，專業發展就已經在教育上佔有一席之地了（陳家彌、鍾

文郁、楊承謙、柯瓊惠、謝元譯，2002）。教師專業發展問題在 70、80 年代就已

成為歐美國家教育界一個蓬勃發展的研究領域（唐玉光，1999）。相對於教師的

專業發展，校長的專業發展一直是各項改革中較弱的一環，素來就被形容為不毛

之地（wasteland）（林文律譯，2002a；Barth , 1986）。當大家強調校長是教育改

革的關鍵角色，也強調有效專業發展策略的必要，卻很少人將這兩者連結起來，

學校校長較常被視為是學習的引導者，而忽略了學習者的角色，校長在改革中所

需的的知能，以及如何學得這些知能，也並未受到相對的關注，校長還經常抗拒

別人為校長所做的專業發展，認為花費學校預算進修是不道德的，參加進修顯示

自己有缺點等（Barth , 1985，1986；Daresh & LaPlant , 1983；Neufeld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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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負責評鑑學校領導者的評鑑人員，甚至要求學校領導者不要參加專業發展的

活動，美國還有許多州和學區，對於學校領導者的專業發展內容與重點，並沒有

提供什麼方向（林文律譯，2002a）。Daresh 與 LaPlant（1984）曾綜覽了 1977

年至 1983 年的在職教育文獻後指出，行政人員的問題很少受人注意，專業的教

育期刊也很少刊載行政人員在職教育的報告。有很多人都有一個假定，認為校長

因為擁有校長職位，就自動具有承擔新挑戰和責任的所有知能，實際上，在真正

能實踐他們的責任之前，校長需要有更多的機會獲得學習和專業上的成長

（Daresh & LaPlant , 1983）。 

校長專業發展不只受到忽視，在實施的型態和內容方面也不理想。學者認為 

，以往的校長專業發展只是一些研討會和課程的混合體（hodgepodge）及拼湊之

物，特定的主題、短暫的時間、缺少嚴謹的概念模式，內容沉重、重複、不完整 

、抽象、太學術或無用處，過度注意管理工作，忽視教學領導以及提高學生表現

的領導方式，領域之間也未能平衡排定。採用的型態偏重傳播模式（a diffusion 

model），專家演出，校長被動接受，假定校長獲得知識就會應用於實務上，事實

上，這些研討也許適合知覺層次的概念發展，但不足以建立技能或形成實質的行

為改變。此外，校長也少有網絡聯繫和接受前輩指導的機會，無法獲得同儕支持、

資訊分享以及學習最佳實務的機會。大學本位（university-based）的方案，則失

於認識論假設（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的檢驗，過於僵化而無法在方法和

意識方面變通，或是未能將課程與實務運用連結、未能提供足夠的實地訓練，與

校長的需求缺乏關聯，無法與預期的結果或是行政人員所做和應做的工作緊密的

結合等（黃志成，1996；Daresh & Playko , 1995a；Duttweiler & Hord , 1987；IEL , 

2000；LaPlant , 1979a；Leak , Petersen & Patzkowsky , 1997；Mohr , 1998；National 

Staff Development Council , 2000；Ricciardi ,1997）。國內方面，學者對校長儲訓

課程或教育行政相關系所課程的分析也發現一些問題，諸如過分強調行政管理導

向和學術訓練的理論課程，缺乏發展校長教學領導、實務、實習和行動反省的課

程，影響學校教育的文化和社會因素、教學和學習的歷程、倫理和法律面向的課

程也較少，課程依學者而非實務工作者的觀點建構，職前和在職課程未加區別等

（王麗雲、謝文全，2002；李安明，2002）。造成為人詬病的訓而無用、訓而他

用、訓而少用、訓不及用等問題（洪榮昭，1991）。 

美國的教育改革者向來都會注意的一個改革焦點，就是學校層級的領導問題 

，校長專業發展因而逐漸受到重視。改善校長領導要比改進每一個教師快得多，

校長提供了學校改革唯一最直接的途徑。專業發展正可以幫助校長找到最佳的途

徑，使校長成為最有效的領導者，並增進個人成長（Carlin , 1992）。校長專業發

展存在著不同的學習方式和過程，必須從多層面加以檢視（鍾啟泉，2003）。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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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培訓體系或專業發展模式的建構，涉及校長專業發展的理論依據、理念、需

求分析、目標、課程編製、實施、評估等層面，必須回答培訓依據、為什麼培訓、

培訓什麼、怎樣培訓等問題（王英子，無日期；王鐵軍，無日期 a）。總之，校

長專業發展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                 

近年來，我國中小學校長的產生方式備受關注，改革的主張與措施不斷出現 

，惜焦點幾乎都集中在遴選或任期的問題上，忽略校長專業發展的議題。因此，

研究者嘗試從專業發展的觀點出發，探討校長專業發展的涵義、相關的概念、校

長專業發展的理論基礎、主要國家的校長專業發展的政策、校長專業發展的目標 

、運用的模式和活動方式、校長專業發展的重要主題、影響校長專業發展的主要

因素等，並以台灣地區的國民中學校長為對象，調查校長對上述問題的看法與意

見，藉以分析台灣地區校長專業發展的問題所在，以及可能的改進途徑，期能有

助於我國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體系制度的建立和改善。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

如下：   
一、了解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校長的專業發展態度、專業發展意願及專業發展的有

關影響因素。 

二、探討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各影響因素和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態

度的關係。 

三、分析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各影響因素和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參

與意願的關係。 

四、研析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態度在專業發展參與意願的影響。 

五、提出我國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的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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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 

                     壹、研究問題 

    緣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臚列如下： 

一、國民中學校長在專業發展影響因素、態度和參與意願的整體反應情況如何？ 

二、不同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校長，在校長專業發展影響因素各層面、專業發展

態度各層面、專業發展參與意願各層面的反應上有無差別？ 

三、不同程度的專業發展影響因素，在專業發展態度、專業發展參與意願各層面

上有無影響？ 

四、校長專業發展的影響因素，和校長專業發展態度、校長專業發展意願的相關

性如何？校長專業發展態度和校長專業發展意願的相關性又如何？ 

五、校長專業發展的各影響因素，對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態度的解釋力如何？

對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意願的解釋力如何？校長專業發展態度對校長專

業發展意願的解釋力又如何？ 

貳、名詞釋義 

一、校長專業發展 
校長專業發展意指初任校長及校長在職期間，校長專業知能與專業素養不斷

提升，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就，達成校長自我實現的過程。本研究主要探討校長

專業發展的態度和參與意願。所稱的校長專業發展態度是指國民中學校長對校長

專業發展政策重要性、校長專業發展目標重要性的看法；校長專業發展參與意願

是指校長參與多樣化專業發展型態、多樣化校長專業發展主題的意願反應。 

二、校長專業發展的影響因素 
　專業的認同度 

    指校長對學校校長工作在發展、助人、服務、社會尊榮等特性的體認程度，

也指校長對作為學習領導者、學習協助者、科技學習示範者的察覺與認識情形。 

　學習能力的自信 

    指校長對自已健康情形、年齡、感官知覺能力、記憶能力等身心變化對學習

影響的自覺，以及學習困難和學習信心的自覺。 

　工作壓力的強弱 

    指校長在推行校務工作時，感受學生管教輔導、升學競爭、長時工作、家長

關心、民意代表關切、新聞媒體報導和上級機關督導考核所帶來的問題和困擾的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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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壓力的強弱 

指國民中學校長進行專業發展時，所面對的家庭照顧、家務處理和家庭休閒

難以兼顧的程度。 

　政府作為的積極性 

    指國中校長感受政府部門和人員推行校長專業發展措施的積極程度，例如是

否重視並強調校長專業發展的重要性、訂定法令或列入政府文件、提供經費補助

或保障、進行需求評估、開闢進修管道和提供研習機會等。 

　同儕專業互動頻率 

    包含校長與校長專業互動頻率和校長與非校長專業互動頻率。是指校長和其

他校長、大學教授、教育行政人員、教師等的互動機率，也指校長參與專業組織

活動及其他企業經營管理訓練的機會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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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步驟與範圍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為基礎，然後進行問卷調查。首先是透過文獻的收集、閱

覽和整理，探討校長專業發展的涵義、校長專業發展的相關理論，作為研究主題

的認識基礎，其次，探討校長專業發展的政策、目標、型態、主題及影響因素，

以充實研究主題的內涵。受限於研究者的語文能力，本研究僅以中文和英文文獻

為限，中文文獻包括我國的繁體中文及大陸的簡體中文，英文文獻則包括美國、

英國、澳大利亞、紐西蘭等英語系國家的相關文獻。文獻資料的來源包括： 

　相關研究報告、論述、專書； 

　相關的期刊、雜誌； 

　相關的法律規定與辦法； 

　 ERIC的檢索資料； 

　網際網路的線上資料、pdf檔。 

    經過文獻探討後，接著以問卷調查研究的方法，調查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校長

專業發展的意見與感受，以形成文獻探討的對照和驗證，了解其間的同異和變

化，作為研究結論和建議的基礎。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先從相關文獻的分析開始，首先，探討校長專業發展的涵義與相關概

念，以了解和澄清研究主題的意涵；其次，列述校長專業發展的相關理論，藉以

獲得研究主題的基礎和學理依據；復次，研討美國、英國、中國大陸等地校長專

業發展的政策發展情形，以了解主要國家的進展趨勢；最後，探討學者對校長專

業發展目標、型態、主題、影響因素的見解及研究，期能知悉本研究的主體內涵。               

    文獻研析後，接著進行實徵的問卷調查研究，以了解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校長 

對校長專業發展的看法和意見，並了解校長專業發展的實際狀況。問卷調查的重 

點，在於了解不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校長，在專業發展政策重要性評估、專業發展 

目標重要性評估等專業發展態度上，是否有所差異？不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校長， 

在參與多樣化的專業發展型態和主題的意願上，是否有所差異？國中校長專業發 

展的背景、心理、環境及同儕因素，對校長專業發展態度的影響情形如何？國中 

校長專業發展的背景、心理、環境及同儕因素，對校長專業發展參與意願的影響 

情形如何？校長專業發展態度與校長專業發展參與意願的相關性如何？各研究 

變項間的解釋力如何？問卷調查的結果，加以統計處理和分析討論，成為本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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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檢證資料。文獻探討和實徵研究的結果，彙合統整為研究結論和建議，以 

提供教育行政機關、校長及相關研究者的參考。  

    具體而言，整個研究依照下列步驟進行： 

　根據研究者的興趣範圍和關注重點，收集並閱讀相關文獻，藉此形成研究主題。 

　根據研究主題，整理文獻資料，確定研究架構和研究假設，擬定研究方法和步

驟，撰寫研究計畫。 

　研讀分析相關文獻資料，根據研究架構，初步撰寫文獻探討章節。 

　編擬問卷，進行調查研究，了解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校長專業發展實施狀況及校 

長對專業發展的意見和看法，並將調查所得進行統計分析與討論。 

　歸納文獻探討、調查研究的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並撰寫研究報告。 

                       參、研究範圍 

就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之問卷調查，以台灣地區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為對象 

，不包含私立國民中學或私立高中職的國中部，研究問卷之寄發，包含全體公立

國民中學校長、含有國中部的公立高中及國中小。就研究地區而言，本研究之調

查地區，係以台灣地區為範圍，包括台北市、高雄市及其他二十一縣市，並不包

括金馬地區。就研究時間而言，本研究以九十二學年度所得的資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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