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雖然哲學上對於人是否有選擇的自由仍有爭議，但是在校長的工

作選擇方面爭議性並非如此之大。本章先針對國民中小學校長的工作

進行分析，再論述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內在知覺，以作為研究設計、

研究討論及研究建議之依據。全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為國民中小學

校長的工作分析，第二節為工作選擇相關理論，第三節探討工作價值

觀相關理論，第四節則為生涯選擇與重要他人相關理論，第五節則為

校長自我效能感，第六節則為校長招募與留任相關作法，逐節分述如

下： 

 

第一節 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分析 

校長的良窳不僅關係著學校的運作及發展優劣，校長的領導行為

更影響了教師的工作滿足與服務熱忱、學生的學習成就、家長與社區

對學校的態度…等層面（林明地，2000；Hallinger, 2002）。雖然校

長的工作如此重要，但是即便是服務多年的教師對於校長工作依然只

有一知半解，而他們一直要到真正擔任行政工作以後，才發現自已深

深喜愛行政工作（Brown, 2002；Fullan, 1997；Huberman, 1985）。耑

此，本節擬先探討校長的工作內容；其次為校長所扮演的角色及校長

之必備知能及校長工作滿足等四部份，以作為後續研究討論的基礎。 

 

壹、校長的工作內容 

依國民教育法的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

理校務…」，這規定相當廣泛，無法明確指出校長的工作內容。基本

上，校長是不帶班、不上課的，雖然教育部頒定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2006），對於校長的考核限於執行教育政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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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領導教職員改進教學、言行操守及對人之態度、專業精神之表

現。那麼校長整天在學校都在做什麼呢？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話題。

學者亦分別從實然和應然的角度來探討。 

林文律(1999)指出校長的工作內容非常多樣，例如處理日常問

題、與各處室討論各項相關業務計畫、進行教學視導、規劃學校課程

發展、爭取經費、參與各項與教育有關的會議等，包括行政上的管理、

教學上的領導、校務的推展以及學校公共關係的建立等層面。 

林明地（2002）則觀察一所國小校長的每天上班作息，發現校長

的工作內容相當廣泛、瑣碎，幾乎是必須為學校所有大小事情加以負

責，主要包括督導維持學校環境整潔、檢視學校建築設備之安全、維

持學校秩序安全、召開並主持各項會議、主持學生聚會、代表學校與

外界接觸、維持學校的正常運作、進行教學領導、維繫學校與社區的

良好關係、關心教師生活、瞭解成員對學校的建議，接觸學生的學校

生活等。 

美國小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NAESP）提出校長應該知道並且必須做到的工作（NAESP, 

2002）： 

1. 教育領導 

(1) 建立學校本位的分享領導 

(2) 提供以學習為主軸的領導 

(3) 監視日常運作以兼顧學生和學校目標 

(4) 瞭解教育改革的過程 

(5) 支持並允許創新 

(6) 聘用高素質的教師和提供適當的教師專業發展 

(7) 發展出學生充分學習的學校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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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供適當的教育機會給所有的學生 

2. 溝通 

(1) 明確提出學校願景 

(2) 有效地溝通 

(3) 發展出開放、信任、真誠的學校氛圍 

(4) 瞭解少數民族文化和性別的差異 

(5) 適度使用幽默 

3. 學校與社區關係 

(1) 維持正向的組織氛圍和學校士氣 

(2) 分享領導和決策 

(3) 具體展現與各界的良好關係 

(4) 發展與社區的協同合作 

(5) 鼓勵家長參與 

(6) 有效地處理媒體 

4. 與學生互動 

(1) 發展正向有效的學生管理系統 

(2) 維護學生學習環境的安全 

(3) 創造學習者的社群並符合各種學生的需求 

5. 其它管理議題 

(1) 安排處理問題的優先順序 

(2) 發展有效的學生管理方案 

(3) 發展學校緊急應變方案 

(4) 有效利用學校的預算 

(5) 注意聯邦政策妥善安排人力和物力 

(6) 與教師工會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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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負責學生上下學工作 

(8) 安排學校行事曆 

H. F. Wolcott在「校長辦公室裡的那個人」一書中以民族誌的方

法，描述並分析小學校長的職務，發現從踏進校門到下班，一個小學

校長的絕大部分時間都用來處理一連串無止盡的事物，其中絕大部分

是面對面的接觸。一天當中各項預定的會議或碰面，占據了四分之一

的時間，而各種未預約的拜訪或談話，又耗去另外四分之一的時間，

扣除到達會議地點的交通時間和使用電話、對講機聯絡，真正用於獨

自處理公務的時間則少之又少（白亦方譯，2001）。這裏或許可以借

用Acker（1994）所提出一種概念：貪婪組織（greedy instituition），

來形容校長的工作。而所謂的貪婪組織是一種類似天主教會般要求成

員奉獻全部時間精力和忠誠的組織。 

表2-1 校長在每個上班日的時間分配表 

校長的活動 占所觀察時間的

百分比（％） 
占平均每個工作天的

百分比（％） 
已安排的會議或碰面 13-35 26 

未預約的拜訪或談話 24-29 25 

偶然的接觸 10-28 15 

打電話 7-10 9 

使用對講機 0.6-1.5 1 

在辦公室獨自處理公務 13-24 15 

前往會議地點的交通時間 7-14 9 

 合計 100 

資料來源：白亦方譯（2001）。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種民族誌（頁

110）。台北：師大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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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懋（2005）參考臺北市國民小學分層負責明細表中所列校長

負責核定的項目，整理出國小校長應決行及督導的事項，涵蓋教、訓、

總、輔、人事、會計等六大類，合計高達一百五十六項業務，從這個

角度亦可以瞭解校長工作的繁雜。 

 

綜合中外學者對於校長的工作內容之敘述，歸納出校長大致的工

作內容包含：(1)主持會議；(2)公文的批閱；(3)經費預算的爭取與監

控；(4)課程與教學發展，包含課程設計、教師的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

成就表現 (6)協調人際關係，包含家長、學生或教師間的衝突(7)學校

決策的分析、抉擇與執行(8)經營良好的公共關係，(9)規劃學校校務

發展等，可見其平日需執行的事務與負擔職責皆是相當繁重的，似乎

學校大小事物都可以看到校長的身影。 

 

貳、校長所扮演的角色 

根據張氏心理學辭典，角色是（role）是在社會學上指人們期望

中的具有一定社會地位或身分的個人所應有的行為，這個術語借用自

戲劇，強調演員與所扮演人物的區別，儘管扮演的人不同，但是角色

依然相對穩定（張春興，2006）。因此，所謂的校長的角色，即無論

任何人只要擔任校長乙職，社會必然期許他能表現特定行為。 

張清濱（1997）則主張校長為校務計畫者、行政決定者、教學領

導人、教育革新者、訓導工作者、行政管理者、問題解決者、意見溝

通者、排難解紛者及教育評量者「十項全能角色」。 

林明地(2002)認為現代校長面臨著許多的壓力，為使學效能永續

生存與發展，應扮演以下的角色： 

1. 教育者：校長是老師的老師，是首席教師，因此必須在學校扮

演著教育者的角色，不斷持續學習、反思、研究和推廣，並協

 17



助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 

2. 行政管理者：強調校長在學校計畫、控制、執行與評鑑工作的

影響力。 

3. 文化領導者：校長必須扮演文化領導的角色，發展健康、正向、

積極的組織學習文化。 

4. 專業社群的一份子：相較於屬於學校內部專業角色之外，校長

亦需扮演校長專業社群的一份子，與其他校長同僚互動。 

5. 個人自己：校長也是一位普通有生命的個體而已，他必須對自

己覺得問心無愧，工作有意義，才可以持續在學校努力。 

 

張慶勳（2006）則以個案法研究學校本位管理下，學校校長的角

色應為：輔導者、學區文化改造者、入世的傳教士、教學領導者、專

業領導者、意義的詮釋者和校務的幕後推手。 

何福田（2006）更強調有意擔任校長的教育人員應該先了解校長

需要扮演的角色，作好準備充實相關知能，列出校長平日所需的角色： 

1、 樹立價值的精神標竿：對於學校的發展願景，校長先要徹底

體悟，並要率先奉行。 

2、 滋潤學校的源頭活水：校長應期許自己成為學校生存發展的

關鍵人物。 

3、 突破現狀的開路先鋒：學校不能永遠停留原地，尤其在面對

困境時，校長更要動腦筋、想辦法、找出路。 

4、 穩定學校的泰山北斗：學校有浮動不穩、意見相左的情況時，

校長必須穩定學校、消弭亂象、平衡派閥。 

綜合上述學者，可發現在社會潮流的催促下，校長所扮演的角色

趨向多元化，面對不同層級成員與事務，需扮演著不同角色，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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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教育改革所賦予校長的使命使之不再只著重於行政與領導層

面。具體而言，校長對於上層教育行政機關扮演著政策的執行者；對

於學校內部扮演著組織氣氛的營造者、成員間溝通協調者、行政的領

導者、課程教學的引導者、學校決策裁量者與推動者；對於學校外部

扮演著社區資源結合者與共享者。由此可知，校長的角色對於學校內

外部的各層級組織能否運作得宜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 

 

參、校長的基本能力 

在變遷的社會中，校長必須具備足夠的基本能力，才能有效領導

學校表現與發展。一般而言，這些基本能力與校長的工作內容、扮演

角色息息相關，結合形成校長的職能剖析（profile）。茲將有關校長

的必備能力敘述如下： 

林文律（2000）在介紹美國校長證照制度時，介紹美國中等學校

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

於1970 年代所發展出來的「鑑定中心法」，該法用以鑑定具有潛力

的學校行政人員，將校長領導與管理能力分為下列十二種能力來鑑

定：問題分析能力、判斷能力、組織能力、果斷力、領導能力、敏感

度、壓力容忍能力、口頭溝通能力、書面溝通能力、興趣廣泛程度、

個人動機、教育價值。 

林明地（2002）則從觀察校長的實際工作，歸納出校長所需具備

的能力至少應包括： 

1. 傾聽的能力：以增進對自己、他人、情境的瞭解。 

2. 重心、焦點與注意力管理的能力：注意理想、價值的追求與達成。 

3. 賦予行動意義的能力：覺得自己、同仁的作為是有意義的。 

4. 建立與成員之間彼此信任的能力：能夠說明自己的作為並非出於

 19



私利。 

5. 自我管理的能力：瞭解自己是怎樣的人的能力 

6. 矛盾（弔詭）管理的能力：妥善平衡看似相左的概念。 

7. 效能管理的能力：提昇學校達成目標的程度。 

8. 承諾投入的能力：此為一切的基礎，如果沒有投入，就不會儘可

能付出時間與精力。 

 

香港教育統籌局（2003）認為二十一世紀校長所需要擁有的能力

有釐定優先序次與目標、策劃與組織、自我反思與自我評估、批判性

與創意思考、有效的溝通技巧、提供建設性與精闢的回饋、共同決策、

權力下放、建立文化凝聚團結力量、協商、激勵士氣、樹立楷模、督

導與監督、員工考績、資料收集與分析、以及提升學校形象等共十六

項能力，應用在校長持續專業發展的架構中，文中同時歸納出校長主

要的六項領導才能範疇為：一、策略方向及政策環境；二、學與教及

課程；三、教師專業成長及發展；四、員工及資源管理；五、質素保

證及問責；六、對外溝通及聯繫。 

 

英國教育與技能部則發展英國校長國定標準，作為校長辦學的參

考準則，也具體呈現政府對於校長的基本能力的要求，其包含六個關

鍵領域（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4）： 

1. 具備呈現未來：領導的核心即是呈現共享願景和策略方案，

願景是價值觀的具體表述；而策略方案是學校革新的關鍵。 

2. 領導教與學：校長必須負起提昇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兩方面

的責任。 

3. 發展自我與他人：校長必須致力於自身專業發展，和建立一

個專業發展的社群使得他人亦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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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理組織：校長必須致力於管理學校的人、事、物，塑造成

有效率、有效能且安全的學習環境。 

5. 確保績效責任：校長必須積極向學生、家長、地方教育當局

負起績效責任。 

6. 強化社區關係：學校必須與其它學校、團體通力合作，以分

享心得和經驗以改善自已的學校。 

 

陳木金（2005）從校長培育課程的觀點，認為校長必須具備以下

領導能力： 

1. 校務發展：透過校務整體計畫有效結合學校之人力、物力、

財力和其他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2. 行政管理：透過人事管理、設備管理、財務管理等管理功能，

有結統合學校人力、財力、物力。 

3. 教學領導：透過臨床視導、發展視導、區分視導、同僚視導

等提昇學校的教學品質。 

4. 公共關係：透過塑造學校的公眾形象，建立善意依存的基礎。 

5. 專業責任：透過自我不斷進修、高度參與提高專業水準。 

 

而教育部為了表彰校長們對於教育的貢獻之外，並激勵其他校

長能以這些優質校長為標竿，起而效尤、共同努力，以形塑國內學校

教育的優質文化，使我們的教育能夠邁向卓越的理想境界，而辦理校

長卓越領導獎，教育部（2006）所界定的卓越校長規準為：教育理念、

經營策略、校園氣氛、辦學績效、發展特色。此亦可視教育部為對校

長能力之要求。 

 

綜合上述學者敘述，可發現校長應具備的知能與其能否妥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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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有著密切的關聯性，一位優秀的校長係能兼備理論性的教育

專業知能及實務的技巧，並能將理論與實務的知能交錯活用於學校經

營中。因此校長的專業知能至少應包含：(1)知人善用的能力、人際溝

通能力，以促進成員間的和諧關係；(2)危機處理的能力(如有關學生

學習或管教問題)；(3)財務管理能力，以有效的規劃經費；(4)營造優

質組織氣氛的能力；(5)主持會議的能力；(6)課程教學與管理：教學

領導能力(7)分析、溝通、統整、判斷及反省能力，以做出最佳的學校

決策；(8)人力及物力資源管理能力，以經營良好的公共關係；(9)規

劃學校校務發展：學校願景塑造與實踐能力、校務改革能力等。 

 

小結： 

近年來大眾對於教育的關注不斷高漲，不管是學校中成員、家

長、社區或甚至於社會大眾和教育主管當局，對於校長的學校經營模

式賦予滿心地期待，冀望其能引領專業團隊，發展出學校本位特色，

因此對於校長的各種期望要求接踵而至。所以，校長基本所面對的是

「人多、事雜、速度快」的工作條件，而處理學校事務的過程中，不

僅要圓滿完成任務，同時又要顧及各項法令規章，是相當不容易的工

作。為何有人明知校長難為，卻又為何積極投入校長工作？本研究試

圖以工作選擇的角度分析校長的工作選擇的背後因素，以作為校長招

募及留任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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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工作選擇相關理論 

工作選擇的概念並非源自於教育界，而是來自人力資源理論中，

強調應徵者決定是否接受這項工作的內在歷程。當國民教育法已賦予

每個任期屆滿校長可以自由選擇繼續擔任校長、回任教師、受輔導轉

任他職或自願退休的機會時，校長工作選擇的問題更值得各界深思。 

 

壹、 工作選擇理論的源起 

傳統上人力資源理論都是假設每個職位都有許多符合條件的

人，因此人力資源部門必須扮演類似法官的角色，以公平客觀的方式

為公司選出最適當的人，但是當人力供需失衡時，出現需求大於供給

時，這種理論便出現漏洞，因為根本沒有人來應徵。Behling、Labovitz

與Gainer（1968）發現既有理論無法解決美國六○年代所面臨的工程

師短缺的困境，是因為忽略應徵者的觀點，因為傳統的人力資源主管

根本不知道應徵者是如何選擇工作的，因此才提出工作選擇（job 

choice）的概念架構，而經過Tom（1971）介紹後才為人力資源學者

所重視。  

當美國各學區陸續出現教師荒時，Young、Rinehart與Place（1989）

發現先前從學校或學區觀點的教師甄選研究，都無法充分解釋學區教

師不足的原因，因為教師甄選過程其實是教師先決定自己考或不考，

和考那一個學校之後，教評委員再決定錄取與否，所以教師和教評委

員兩者同時在扮演著決策者的角色，只不過前者的角色長期遭到忽略

而已，而將工作選擇理論引入教育界。 

絕大多數中小學校長是來自教師，但是教師未必一定要成為校

長，留在教學崗位其實才是多數教師的選擇，面對校長工作負擔日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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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校長工作乏人問津之際，Pounder與Miller（2001）開始利用工

作選擇理論分析高中校長的職務，透過對候用校長的問卷調查，瞭解

中學校長的職務吸引力何在，從此之後，引發許多學者類似的討論

（Barksdale, 2003；Dituri, 2004）。我國雖然早在民國八十八年修正

國民教育法時，即賦予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屆期任滿時得選擇繼續擔

任校長、回任教師、受輔導轉任他職，或自願退休，但是國內教育界

對於工作選擇理論並未多加討論，甚至將未獲遴聘的校長污名化，視

其為不適任校長（黃木蘭，2006）。耑此，本文一開始即將工作選擇

界定是指現職校長在遴選之前內心所作的選擇，而不是遴選委員會的

決定，其意即與不適任校長作切割。 

而在國內其他領域方面，文崇一、張曉春與林寶文（1984）即針

對工廠青年的職業興趣、工作態度與職業選擇之關係加以研究，開啟

工作選擇理論研究的序曲，近年來航運界為解決航海專業人才長期供

給不足的問題，紛紛開始從工作價值觀與家庭社會變項探討影響航海

科系學生上船工作的選擇行為（余坤東、曹忠毅，1998；陳基國，1999；

郭俊良，2004；許正賢，1997；曹忠毅，1997；顏進儒、傅世鎰，2000）。

然而由於這些研究多是針對在校學生所作的研究，未能觸及有工作經

驗後的工作選擇，因此上述文獻僅有理論啟發的功能，對於校長工作

選擇理論仍有待本研究加以建構與驗證。 

 

貳、 影響工作選擇理論的因素 

工作選擇理論是源自於Behling et al (1968)所提出的理論雛型，而

後由Young et al.（1986）與Pounder 與Merrill（2001）引入教育領域，

認為找工作的人會利用本身既有的資訊來評價這項工作，然後影響著

自己的決定，而且工作選擇其實包括三個階段，第一是否去應徵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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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第二是否接受這個工作機會，第三則是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是否選

擇離開（Barber, 1994），而在每次的選擇過程之中下列三個因素決

定人的選擇與否： 

一、 客觀理論 

客觀理論（objective theory）認為人是經濟的動物，會選擇從事

薪資、福利較高的工作，而迴避低投資報酬率的工作，也就是說人選

擇工作是根據客觀上工作的優缺點加以選擇，因此個體將會選擇待遇

最高和福利最好的工作，當然應徵者也會考慮到工作的升遷、成長和

地點等客觀因素，而這些因素對應徵者而言，將各自有扮演著不同的

重要性（Barber, 1994；Behling et al., 1968；Pounder & Merrill, 2001；

Tom, 1971；Young et al., 1989）。 

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因素或許亦可以由客觀理論可見一斑，因為

無論中外各級學校的校長俸給與福利絕對是高於教師，因此獲得較高

的待遇有可能是選擇校長工作的原因之一，然而校長的待遇卻沒有高

到如此令人心動，許多校長往往反映所得與付出並不相稱，雖然薪資

較高但是是校長必須負擔更重的工作責任，和較長的工作時數，所以

甚至有人認為校長的薪資過低是造成校長乏人問津的原因（Crow & 

Glasscock, 1995；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98；Howley et al., 

2005；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00；Moore, 1999；Moorman, 

2003；Pouner & Miller, 2001；Richter, 2001）。但是Shen、Cooley與

Ruhl-Smith（1999）卻否定這個說法，他們發現薪資是最不可能造成

校長離開的原因，另有更好的出路和對工作壓力和工作挫折才是造成

校長離開的主因。 

客觀理論也提及除了薪資、待遇之外的其它好處（job benefits），

這也可以增加校長工作選擇的誘因，例如公費考察、出外參訪、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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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課、擔任講演…等（Pouner & Miller, 2001），由於資料較少且與前

者雷同故不多加贅述。此外，校長還要面對工作地點不時調動、任期

沒有保障…等教師所無的問題，這也會影響教師擔任校長的意願。 

客觀理論雖然容易為人所理解，但是在實務工作卻很難解釋，比

方說Barber（1994）即指出接受和拒絕同一份工作的人，在薪資、待

遇的重要性評分中相當一致，也就是同樣是重視工作報酬的人，卻會

產生不同的工作選擇。 

 

二、 主觀理論 

主觀理論（subjective theory）強調人的心理社會層次的需求，認

為人會選擇滿足自身心理需求的工作（郭俊良，2004；Barber, 1994；

Behling et al, 1968；Pounder & Miller, 2001；Tom, 1971；Young et al. 

1986），這與Super（1990）認為職業發展的過程就是個體自我概念

發展與實踐的過程，及Holland（1997）亦主張職業選擇就是找尋一

個可滿足個人適應傾向的狀態，和F. Herzberg等人所提強調個人內在

需求取向的兩因素理論（洪嘉盈譯，1998），這其實與主觀理論皆有

異曲同工之妙，而且研究也證實工作價值觀確與工作選擇有關

（Breaugh, 1992；Judge &Bretz, 1992），因此在校長進行工作選擇時，

也應該是在發展和實踐校長的自我概念，尋求自我的滿足的過程，所

以會選擇最能滿足自己的工作環境。 

而從主觀理論來探討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因素中，強調校長的內

心需求，而對教育產生改變、影響更多的學生和有機會實踐自己的能

力，這三者是文獻中最常提及的因素（Bates, 2003；Battle, 2005；Crow 

& Glasscock, 1995；Howley et al., 2005；Moore, 1999；Moorman, 2003；

Pounder & Miller, 2001；Shen, Cooley, & Ruth-Smit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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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很多實證研究支持主觀理論的影響力，但是主觀理論仍停

留在理論研討的層次，而未進入人才招募的實務作業中，因為價值、

需求、興趣…，這些更過於抽象而無法明確地掌握（Barber, 1994）。 

   

三、 關鍵接觸 

關鍵接觸（critical contact）認為人對於工作的選擇，不完全是主

觀或客觀因素，因為每一個工作性質和要求不同，其實是難以客觀地

進行比較，另一方面由於對於工作的真正內容並沒有深刻地瞭解，因

此通常找工作的人是根據最初與組織接觸時的經驗，便決定工作選

擇。因此在面談的過程中，應徵者與主試官針對工作內容、性質和要

求的相互溝通時，所獲得的資訊內容會深深影響應徵者對組織的看法

（Barber, 1994；Behling et al, 1968；Pounder & Miller, 2001；Tom, 

1971；Young et al. 1986）。個人對於工作所接受的社會資訊，例如媒

體報導與家人、朋友和師長對於該工作的評論亦會對個體的工作選擇

產生影響（余坤東、曹忠毅，1998）。然而Harris與Fink（1987）卻

指出主試官的個人特質確實會有影響應徵者的知覺，但是對於工作選

擇的影響力卻十分微弱，因為應試者有其他更重要的考量所致。 

可是Young與Heneman (1986) 卻成功運用關鍵接觸理論，發現主

試者所展現的親和力會影響教師的工作選擇。Young、Place、

Rinehart、Jury和Baits (1997)對於教師甄選的研究中，發現黑人應徵者

會偏好女性的主試者；而白人應徵者則偏好男性的主試者，因此美國

有些學區已經針對應試者的不同需求，開始調整主考官的人口屬性，

以吸引更多人應徵，解決學區內教師不足的窘境。Educational Re-

search Service（1998）調查發現先前不愉快的面談經驗是造成候用校

長卻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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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是服務多年的教師對於校長工作依然只有一知半解，

而要一直等到真正擔任行政工作以後，才發現自己深深喜愛行政工作

（陳寶山，2005；Brown, 2002；Fullan, 1997；Huberman, 1985），既

然教師本身對校長工作沒有通盤瞭解，重要他人的看法更能左右自已

的判斷，因此從關鍵接觸理論的另一個角度來看，他人的支持與鼓勵

對於校長工作選擇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學者（馮秋桂，2003；翟

智怡，2001；Battle, 2005；Crow＆Glasscock, 1995；Moore ,1999；Pounder 

& Merrill, 2001；Rhodes, 2001；Syvertson, 2002）亦支持他人的支持

與鼓勵對於校長工作選擇確有影響。 

工作選擇的三個理論各自有相關研究予以支持，學者們一直希望

能整合出一個理論，但是卻一直無法如願（Power & Aldag, 1985），

因為三種性質不同的理論，其各自所包含的元素是難以相提並論的，

而且彼此又存在著相關性，從統計分析方法上是難以釐清變項之間的

關係（Barber, 1994；Breaugh, 1992；Cooper & Richardson, 1986），

而且完全仰賴學生為研究樣本，無法研究任職之後的工作選擇

（Breaugh, 1992）。但是對於校長的工作選擇而言，問題顯然較好解

決，在研究者將研究母群限制為我國國民中小學現職校長後，先前所

提及的待遇、福利、退撫制度、關鍵接觸…等，都已經不再是工作與

工作之間的比較，而是對於校長之間對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的

差異，經由自己的判斷後影響自身的選擇，因此研究者只需專注於澄

清變項之間的關係即可。 

 

參、 結合計畫行為理論與工作選擇理論 

Pounder和Miller（2001）與Barksdale（2003）先後以工作選擇理

論為架構探討校長的工作選擇，然而以逐步迴歸的分析方式，會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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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力較低的因素因為無法增加迴歸方程式的決定係數而被排除，導

致研究結果與理論相左。由於Vroom的期望理論未能充分整合工作選

擇理論，Dituri（2004）轉而以Ajzen（1991）的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架構來解釋影響教師選擇擔任校長職務的原

因，其實這並非計畫行為理論與工作選擇的首次結合，Powell與Goulet

（1996）早驗證兩者結合的可行性。耑此，先介紹的計畫行為理論，

Ajzen（1991）在人類為理性個體的前提下，以Vroom 期望理論為基

礎，提出以下基本假設： 

(一) 性別、年齡、職業等人口統計變項對行為沒有直接影響，也就

是說，這些變數都是經由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然

後才對行為意向產生間接的影響。 

(二) 行為意向在產生行為之前都不會增減或改變。 

(三) 行為完全受到個人的理性與意志的控制。 

(四) 行為意向是預測其行為的最好方法。 

(五) 計畫行為理論的模式包括以下的概念： 

1 態度：態度是指個人對於表現特定行為的正面或負面評

價，例如：好/壞、有利/不利、快樂/痛苦。 

2 主觀規範：是指個人表現特定行為時，重要的他人或團體

對個體之影響；主觀規範同時也隱含著個人從事某行為所

預期到來自重要同儕或團體的社會壓力。上述之重要的他

人或團體可視為參考群體。 

3 知覺行為控制：是指個體欲表現一項特定行為所需要的資

源和機會之信念，或所知覺到的難易程度，對行為意向具

有動機上的含意。知覺行為控制同時包含個人理性控制行

為及非個人理性控制行為的概念，它指的是個人表現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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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時所知覺到的難易程度。 

 
圖2-1 計畫行為理論架構圖 

資料來源：’’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by I. Ajzen, 1991, Organ-

izational Behaviou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p. 182.  

 
所以教師擔任校長的行為和意向也應會受到自己態度、主觀規範

（或可譯為社會壓力）與知覺行為控制的影響，而其中知覺行為控制

不但影響意圖，也可能直接影響了一個人的行為（Dituri, 2004）。簡

而言之，教師如果想擔任校長必須要對於校長工作有正面的看法，周

遭的重要他人也給予支持和鼓勵他的行為，同時也必須相信自己有面

對工作挑戰的能力，才能產生擔任校長的行為。因此，Dituri（2004）

提出解釋教師擔任校長工作的模式，強調職務信念、領導能力和領導

機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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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解釋教師擔任校長的行為意圖關係圖 

 
資料來源： Explaining teacher’s intentions to aspire to the principal-

ship(p.110). by J. Z. Dituri, 2004.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

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然而，工作價值觀係指個人對工作的信念與偏好程度，可導引個

人行為動向，造就個人偏好的特定行為，並做為選擇工作之指標（吳

自覺領導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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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 

對校長職務

的負向信念 

他人的鼓勵 

阻礙教師進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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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校長

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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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雄、李坤崇、劉佑星、歐慧敏，1995），遠較職務信念穩定，且國

內已有信度、效度良好的相關工具。此外，校長的自我效能感不僅是

Dituri（2004）所指的個人領導能力，同時也是個人所知覺的行為控

制中重要的一環，更重要的是國外已有信度、效度良好的相關工具，

因此本文擬以工作價值觀、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作為後續探討校

長工作選擇的關鍵影響因素。 

 
肆、 校長工作選擇的展現 

工作選擇明顯地與受雇後的工作態度和行為有關，在縱貫研究中

都稱之為受雇後的結果（post-hire outcome），這不僅與當時的工作

滿足有關，同時與個人是否選擇離開組織有關（Barber, 1994；Powell 

& Goulet, 1996；Rynes, 1991）。當現職校長選擇繼續擔任校長時，

會有明確的承諾希望留在組織，因此會有相當高的留職承諾。此外，

校長也應該會更用心的推動校務，以積極的態度爭取連任，所以亦可

以從工作投入略見端倪，故本研究以工作滿足、留職承諾及工作投入

作為測量校長工作選擇的變項。 

 

一、 校長的工作滿足 

工作滿足（job satisfaction）的概念是源自於E. Mayo等人於1927 

年至1932年間的霍桑實驗，指出工作者的情感會影響其工作行為，而

工作者的社會及心理因素才是決定工作滿足與生產力的主要因素。隨

後R. Hoppock發表工作滿足一書，正式提出工作滿足這個名詞，致使

各界對工作滿足的研究與日俱增，成果也相當豐碩。在實證研究結果

也支持工作滿足與生產力、曠職率和離職率有關（吳清山、林天祐，

2005；Kremer & Hofman, 1981；Robbin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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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滿足的概念內涵 

對於工作滿足一詞，顧名思義可以視為員工對於工作的滿足程

度，也可以看作是個人需要與角色期望相符合的程度。由於學者對於

工作滿足的定義不同，有關工作滿足的理論大約可分為三類（田宜

文，2006；吳清山、林天祐，2005；張春興，2006；鄭彩鳳，2001；

謝文全，2003）： 

1. 需求滿足理論 

從心理學的動機理論出發，解釋員工工作行為的問題，認為員工

的各項需求獲得滿足，才會導致對於工作感到滿足。學者常引用A. H. 

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論和 C. P. Alderfer的ERG理論，前者認為人類

的動力需求可分為：基本生理需求、安全的需求、愛與隸屬的需求、

尊榮感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在較低等級的需求滿足後，個人才

會追求較高層次的需求，先滿足低層次的需求，再滿足高層次的需

求。而後者則認為人均有生存、關係與成長等三種需求，認為需求滿

足不必有前進的途徑，而且同時存在有退而求其次的挫折退縮現象；

另一方面，在同一時間個人可有二種以上不同層次的需求。 

2. 期望差距理論 

此論點強調工作滿足的程度決定於一個人所想要的結果和知覺

到所獲得的結果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小越感到滿足，差距越大越感到

不滿足。學者常引用E. A. Lock 的差距理論和J. S. Adams 的公平理

論，前者指出一個人工作滿足的多寡決定一個人所想要的結果和知覺

到所獲得的結果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小越感到滿足，差距越大越感到

不滿足；後者強論滿足的程度取決於工作者對付出與報酬之間平衡的

知覺。如果工作者知覺到公平則感到滿足，否則將感到不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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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勵保健理論 

F. Herzberg提出激勵保健理論，又稱為二因子理論，他認為影響

工作滿足的因素偏內的稱之為內在因素，包括成就感、認可、工作本

身、成長、責任、升遷、受賞識等，又稱之為激勵因素；而影響工作

不滿足的因素較為偏外，稱之為外在因素，包括工作環境、職位、安

全、領導、視導、薪資福利、人際關係等因素，又稱為保健因素（洪

嘉盈譯，1998）。當激勵因素存在適當或呈正面時，就會激起員工滿

足感。反之，並不會導致不滿足，而只是使人無法獲得工作滿足。當

保健因素不存在、不適當或呈現負面時，就會導致不滿足。反之，則

不一定會引起工作滿足感。 

綜合上述各種理論，得知各家對於工作滿足感的主張由於其重視

的層面和切入的觀點不同，所以其所提出的論點也有所差異。需求理

論是以個人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來評量工作的滿足度。；差距理論以

工作期望和所得的結果之差的差異來決定工作的滿足程度；而二因子

理論是認為工作滿足與不滿足是由於激勵和保健兩組不同的控制因

素所決定。 

 

(二) 工作滿足的測量 

工作滿足的研究需要使用有效的標準化測量工具，而在學者設計

出各種工作滿足的問卷和量表，其中常用的工具如下（江國樑，

2001）： 

1. 工作滿足指標 

工作滿足指標（index of job satisfaction, IJS）量表係由Brayfield 和

Rothe (1951)所共同發展出來的。全量表一共18 題，採五點量表計

分，是屬於一種態度量表，用以測量個人的整體工作滿足，並沒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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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測量各層面。 

 

2. 明尼蘇達滿意問卷 

明尼蘇達滿意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 MSQ）

此問卷是由Weiss等人(1967)所發展出來的。可測得內在滿意（intrinsic 

Satisfacion）、外在滿意（Extrinsic Satisfacion）及一般滿意（General 

Satisfacion）三種分數，問卷分為長式和短式，均採用五點量表，長

式的共有100個題目，分為20分量表，可測量20個層面的滿意情形；

短式的共有20 個題目，分為三個分量表。由於長式的題數過多，雖

然信度、效度較高，實施頗為困難，故一般使用者多採用短式MSQ 問

卷。 

 

3. 工作描述指標 

工作描述指標量表（job descriptive index, JDI）由Smith et. Al 

(1969)所編製，係為一種形容詞檢核量表，填答者依其工作情形，在

「是」、「無法決定」和「否」三項中擇一填答，並分別給予3分、1

分、0分。該量表共分為工作、同事、升遷、督導和薪資等五個層面。

各分量表上的得分即代表受試者在各層面上滿意的情形，總分則代表

整體滿意情形。 

 

至於校長工作滿足方面，僅有Stemple（2004）參酌著名的明尼

蘇達滿意問卷（MSQ）後，編制中學校長工作滿足問卷可供使用，該

問卷亦分為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及一般滿足。 

 

(三) 校長工作滿足的相關研究 

在教育界中工作滿足的研究盛行於六○至七○年代，大都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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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所作的研究，強調校長領導對於教師工作滿足的影響。至於校長

的工作滿足方面，研究發現多數的校長對於工作感到滿足（Bates, 

2003；Packard-Higgins, 2004；Stemple, 2004），而對於校長而言，最

大的工作滿足往往是來自於與教師、學生和家長互動的結果。

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2000）發現能對教師、家長和學生有正

面的影響是最令校長滿足的因素。校長們認為看到學生的學習有成

果、幫助教師成長、看到學校的事情都能完成、達到上級要求的目標，

自然會提高工作感足感（Dituri, 2004；Lyons, 1999：Protheroe, 2001）。 

校長工作的重要性、責任感、成就感和成員良好互動的影響力遠

勝於校長社會地位、他人的認可、升遷和待遇，而造成校長工作不滿

足的因素，則有教師團體的刻意對抗、雜事太多影響辦學、外界對於

學校的不當干預、學校經費人力不足…等，這與激勵保健理論的結果

非常相似（鄭彩鳳，2001；Battle, 2005；Dituri, 2004；Price, 1994），

但是Packard-Higgins（2004）的研究則指出並非只有激勵因素會影響

校長的工作滿足，激勵與保健因素皆會影響校長的工作滿意。

Donaldson（1997）提出最能提昇校長工作滿足的三項事：第一是看

到學校工作井然有序感到欣慰；其次是感受到自己能有所作為；最後

是作為主動領導者的經驗，因此，學校行政不應該是痛苦的淵藪，而

是快樂的泉源（陳寶山，2005）。但是反過來說，教師對於教學工作

的滿足程度，是否會影響擔任校長的意願，學者之間則有迥然不同的

見解（Dituri, 2004；Schmidt, 2002；Young & McLeod, 2001），仍有

待進一步研究釐清，不過對於現職校長而言，工作滿足仍可以視為預

測工作選擇的有效變項。 

 
二、 留職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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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職承諾（retention commitment）是組織承諾之一，指的是組織

與成員之間具備一種長期的交換關係，亦即組織成員相信彼此的關係

是非常重要且值得努力維持的。組織成員具有明確的意願希望繼續成

為組織的一份子，留職可分為兩種，一為組織留職（organizational 

retention）：即員工持續在同一機構單位工作。另一為專業留職

（professional retention）意指在某一專業內留住人員繼續為專業效力

(王郁智、朱正一、洪光良、章淑娟，2004；牛美雲，2004；宋惠娟、

張淑敏，2000；Genevieve, 1990)。 

然而今日校長的工作受限於國民教育法的規定，校長無論意願如

何都僅能在原校連任一次，所以本研究對於留任的定義並不是組織留

職，而是指在校長專業留任的角度來探討人員留任的問題，也就是繼

續留在校長這個職務。 

行政院衛生署於1991開辦「獎勵地區及區域醫院護理人員留任措

施」，護理界出現相當多針對留職承諾的研究，而影響護理人員留任

的因素，可分為：個人因素、專業因素及醫院性質及政策。許多研究

均發現護理人員是可以藉提昇工作之滿意而留任（于乃玲、胡瑞桃、

周碧琴、賴瑞月，1999；王郁智、朱正一、洪光良、章淑娟，2004；

尹祚芊、楊克平、劉麗芳，2001；牛美雲，2004；宋惠娟、張淑敏，

2000），而且工作投入、工作滿足與留職承諾，三者有高度正相關（宋

惠娟、張淑敏，2000；潘依琳、張媚，1998）。在教育界則是將留職

承諾納入組織承諾中的一項進行討論，本研究擬以林文風（2003）所

進行之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校長組織承諾現況調查問卷中，有關留職承

諾的部分抽出供本研究施測之用。 

 
三、 工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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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的概念最早是由 Lodahl 與 Kejner

（1965）所提出來，然此一概念源自G. W. Allport的自我投入

（ego-involvement）和R. Dubin的主要生活興趣概念（central life in-

terests），再加上Lodahl 的一些研究，開啟了工作投入的研究之鑰，

也逐漸為行為與管理科學界所重視（李新鄉，1996）。Lodahl與Kejner

（1965）將工作投入定義為二：其一是個人認同工作重要性程度，或

是工作在個人自我印象中認同工作重要的程度；其二為工作投入是依

據個人的自我尊嚴受個人在工作上的績效影響程度而定。前者較受學

者青睞，常作為工作投入的定義，而後者則被視為動機理論的延伸。

至於國內教育界對工作投入的測量，多為針對教師所編製（李新鄉，

1996；陳淑嬌，1989；蔡麗華，2001；謝天德，1998），而在校長工

作投入方面，則有Poppenhagen (1977)根據Lodahl與Kejner（1965）的

概念，針對校長工作投入所設計的問卷，可以供本研究施測之用。 

 

小結： 

工作選擇理論提供新的理論架構，從校長的觀點思考強調校長自

身在工作選擇中內在的決定歷程，可以突破既有校長遴選研究的盲

點。尤其結合計畫行為理論之後，更能清楚呈現內在心理變項之間的

路徑關係。然而這些研究結果皆來自國外，而且研究所施測的對象皆

為教師，並未能真正觸及校長的觀點。耑此，本研究擬以工作選擇理

論為基礎，探討工作選擇價值觀、他人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對於校長工

作選擇的影響，作為未來規劃校長留任及招募作業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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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價值觀相關理論 

在探討校長工作選擇時，工作價值觀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工

作價值觀即工作者對其工作本身、工作歷程或工作結果之主觀價值判

斷，是會影響到工作態度、工作表現與工作選擇，尤其個人的工作價

值觀較職務信念更具穩定性，更適合用於探討校長工作選擇。因此，

本節將先介紹工作價值理論，再析論工作價值觀對於校長工作選擇的

影響。 

 

壹、工作價值觀的基本概念 

一、「價值觀」的意涵 

長久以來，價值觀（value）的研究一直是社會學與心理學等社會

科學研究者探討的重點。Rokeach（1973）認為價值概念比其他概念

更應該佔有核心的位置，將價值價可以視為文化、社會與人格的依變

項，以及態度與行為的自變項，如果要了解與預測一個地區人們的行

為，必須了解其價值觀。價值觀的議題經過一段時間的沈寂，而隨著

後工業化社會的來臨，多元化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使得社會快速變化

反而成為常態，社會與個人往往感覺無可依循，使得價值觀又再度受

到重視（王叢桂，2002；李柏英，2002）。 

雖然社會科學擺脫哲學上價值論的紛紛擾擾，但是分析價值觀並

沒有想像中的容易。首先，洪瑞斌和劉兆明（2003）即質疑社會科學

對於價值觀的研究仍存在許多問題。包括價值觀是指個人可欲的（the 

desirable），還是說個人想要的（the desired）？價值觀究竟包含認知、

情感、行為意向等那些層面？價值觀所包含的內涵究竟是哪些，如何

確知已經完整或已涵蓋重要部分？價值觀雖被同意為抽象姓、普遍性

的概念，但在操作層次上，究竟應定位於怎樣的抽象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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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價值觀在過去引發哲學者、人類學家、社會學者及心理學

者的研究興趣，但是這些研究者各有不同的理論架構，因此這些研究

結果很難相互連結。這種現象在Rokeach（1973）的研究出現，開始

有所改變。他認為價值觀、態度兩者一起構成信念體系，並將價值觀

區分為是超越具體對象或情境之一般性的信念，而態度則是針對具體

對象或情境的許多信念的組織。且價值觀具有層次或順序性，所以可

以經過比較排序之，將價值觀區分為「目的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

兩部分：目的性價值是指個體最終存在的目的狀態；工具性價值係指

個體追求的特定方式。由於Rokeach對價值觀的理論架構提出完整的

說明，也釐清價值觀、態度、信念的關聯，即使部分學者仍有所批評，

但其見解、理論架構及測量工具仍成為最受青睞的研究取向（王叢

桂，2002；李柏英，2002；洪瑞斌、劉兆明，2003；Brown, 2002）。 

本節主旨在探討工作價值觀，因此參酌Rokeach（1973）的看法，

將價值觀的意涵，作一統整性的界定：價值觀是指個人在檢驗相關

人、事、物的適當性、重要性、社會意義性時，所依據的價值標準，

個人依據此一標準，而作出價值判斷。 

 

二、工作價值觀的定義 

在西方社會，「工作價值觀」（work value）的意義隨著歷史的

演進與時代變遷而有所不同。演變至今，工作價值觀隱含著一種權利

的滿足，強調個人對社會的參與及個人生存的價值。農業時代，由於

物質環境不佳，個人必須不斷努力工作，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在當

時，工作的基本意義是為了生存；而工作的價值乃在於養家活口。個

人的工作價值觀強調刻苦耐勞、勤儉持家，對工作要忠心不貳，重視

階層倫理，凡事只問耕耘，不問收穫（陳銘宗、劉兆明，1995）。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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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商業時代之後，整個社會環境由集體傾向轉為個體傾向，個人的

工作價值觀不再只是為了求生存，而是更進一步的想提升個人的需

求。如A. H. Maslow 的需求理論裡，一個關鍵的概念便是匱乏的需求

和成長的需求之間的區分。匱乏的需求（生理的，安全，愛與隸屬）

是對身體上和生理上的關鍵點，這些需求一定要先被滿足，一旦滿足

了它們，這時的自我形象就會至上，而想要獲得更高層次的成長需求

（自尊、自我實現）。所以，對工作價值觀強調求新求變、為自己興

趣而工作、勇於表達自我，努力尋求自我理想的實現。 

工作價值觀屬於整體價值觀系統的一部分，故具有價值觀的一切

屬性。如前所述，由於學者探討價值觀的方向和重點不同，因此對「工

作價值觀」一詞的定義，也有所差異，茲將國內外學者對工作價值觀

所為之定義，整理如下： 

Super（1970）將工作價值觀定義為：與工作有關的目標，是個

人的內在所需求及個人在從事活動時所追求的工作特質。 

Zytowski（1970）認為工作價值觀是中介於個人的情感取向以及

可提供與此一情感取向相似滿足感的各種外在目標間的一組概念。 

吳鐵雄、李坤崇、劉佑星、歐慧敏（1996）等人之研究將工作價

值觀定義為：個體對特定事物、行為或目標的持久性偏好或評斷標

準，此偏好或標準係兼具認知、情感、意向的參考信念，用以引導個

體行為、滿足個體需求和達成個體目標。 

李元墩、鐘志明（2001）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價值觀的一環，而認

為個人將其價值表現與工作有關的概念即為工作價值觀。 

Brown (2002) 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價值系統其中之一，經由價

值觀可以滿足個人在工作上扮演的角色，例如財務增加、成就感、利

他行為、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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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bins（2004）認為工作價值觀引領人們對於工作本身或某特

定工作之實現意義，如經濟報酬、勤勞、忠誠、人際關係、社會地位、

自我實現等形成偏好之認知或意向。 

張順發、羅希哲（2005）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經驗與文化背景

混合影響下的產物，不但受個人差異的影響，也深受文化差異的影

響，因此個人對任何工作的看法及態度，端視個人自已的價值體系而

定。 

 

綜觀上述，雖然學者對於工作價值觀的意義眾說紛紜，但均認為

工作價值觀與行為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屬於個人在工作方面一種偏

好性的陳述，它代表了個人的意願與工作傾向，是一種持久性的信念

與標準，會影響個人態度與工作的滿足，且會支持或導引個人在選擇

職業、離職與工作表現時的動向。簡單的說，工作價值觀就是一種理

想、目的、可達到的目標，並可在工作中實現，甚至是工作後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將校長工作價值觀定義為：校長在從事工作選擇的過程

中，對所期望之工作條件重視與偏好的程度，並據以支持或導引其工

作行為與表現之動向。 

 

貳、工作價值觀的內容 

Super(1970)是最早提出「工作價值量表」的學者，其量表也最受

國內學者的青睞。他早先將工作價值觀區分為15 類，1970 年又將工

作價值觀分為三大類型：內在價值、外在價值和附帶價值，並將工作

價值觀區分為十五項與個人工作生活有關的價值，在其編製的工作價

值觀量表中，將工作價值觀分為：利他主義（altruism）、美的追求

（estheticism）、創意的追求（creativity）、智慧激發（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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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ion）、獨立性（independence）、成就感（achievement）、聲

望（prestige）、管理權力（management）、經濟報酬（economic）、

安全感（security）、工作環境（surrounding）、與上司關係（supervisory 

relations）、與同事關係（associates）、變異性（variety）、生活方

式（way of life）等十五個構面。經因素分析後得到美感創意、同事

環境、成就權力、經濟報酬、利他主義、變異性、安全感等七個分向

度。教師在工作價值觀量表上填答的得分情形，得分愈高代表其工作

價值觀愈高。 

在國內，Super（1970）的工作價值觀量表則經過多次的修訂。

夏林清、游慧卿（1984）對該量表修訂的同時，也對研究樣本進行因

素分析處理，得出自我表達取向、外在報酬取向、人群取向、社會認

可取向、利他取向、變異取向等六大因素；陳英豪、汪榮才、劉佑星、

歐滄和及李坤崇（1987）修訂後所得之因素結構分別有自我表達、可

得報酬、人物環境等三類。除了工作價值觀量表之外，余朝權（1995）

則引進S. Wollack等人所提出的工作價值調查；曹國雄（1994）亦引

進D. Elizur的工作價值項目量表來進行施測與研究。 

除了修改國內的工作價值量表之外，國內學者也開始自行編製量

表，林邦傑、李良哲、黃貴祥（1990）綜合分析國內外學者對工作價

值觀各構面的分類後，選擇適合我國國情以及出現頻率較高的向度，

提出利他、智性成長、獨立性、威望、經濟報酬、安全感、人際關係、

成就感、管理等九個主要的工作價值觀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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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Super的工作價值觀的涵義分析 

利他主義 致力於為社會大眾謀福利的程度 

美的追求 致力使世界更美好，增加藝術氣氛重要性之知覺程度 

創意 致力於發明新事物、設計新產品或發展新觀念 

智慧激發 致力於獨立思考、學習與分析事理 

獨立性 致力於以自己的方式進行工作 

成就感 致力使能看見自己工作具體表現，並從中獲得精神滿足

聲望 致力於提昇個人身分名望，且聲望來自他人敬佩 

管理權力 致力於能賦予個人全力策劃並分配工作給他人 

經濟的報酬 致力於能獲得優厚酬勞，來購買物品滿足己欲 

安全感 致力於使生活有保障，不受經濟景氣的影響 

工作環境 致力使其在不冷、不熱、不吵、不髒的宜人環境下作業

與上司關係 致力與主管平等且融洽相處 

與同事關係 致力能和志同道合夥伴愉悅共事 

變異性 致力於嘗試不同內容、富於變化的工作 

生活方式 致力於能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並自我實踐 

 

資料來源：陳木金 (1995)。國民小學教師工作價值觀與美育教學之相

關探討，教育與心理研究，18，143。 

 

吳鐵雄、李坤崇、劉佑星、歐慧敏（1996）針對大專生與大專畢

業在職者所編製的工作價值觀量表中，區分為目的價值與工具價值兩

類，前者包括自我成長取向、自我實現取向、尊嚴取向等三個因素；

後者包含社會互動取向、組織安全與經濟取向、安定與免於焦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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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休閒健康與交通取向等四個取向。 

王叢桂（2002）在其所編製的工作價值觀量表中，將工作價值觀

分為目的價值與手段價值兩大類。前者指個體工作的目標包含內在酬

賞、外在酬賞、集體利益、平安和諧等四個因素；後者指為達成目標

而重視的價值包含能力與理性、謙和與寬容、安分守成、忠信、務實、

清流等六個因素。 

以上是學者對工作價值所做之不同的結構分析與價值分類。由於

學者對於工作價值觀的定義及研究對象不同，因此各人所分析出的向

度與內涵也就不盡相同，但比較分析後可看出，眾人所提出的，其實

大同小異，相差不多。然而決定量表的效度並非量表的本身，而是量

表能否正確反映受測者的性質。因此在缺乏針對校長所設計的工作價

值觀量表下，本研究仍將採納Super（1970）的分類，將工作價值分

為內在價值、外在價值、附帶價值三個類型。其內在價值方面大都包

含創造力、利他主義、能力發揮等因素；外在價值方面大都包含安全

感、薪水、地位等因素；在附帶價值方面則有工作環境、與上司關係、

與同事關係等因素稍加修改，作為後續探討的依據。 

  

 

參、工作價值觀的形成 

雖然我們承認社會是人所造成的，當個人來到這個世界之前，社

會早已先個人而存在，而且透過各種不同的管道與因素，有效地影響

並決定個人，這是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幹的理論，也是社會學的基本假

設前題。因此個人剛出生時，並無所謂的價值觀，換言之價值觀並非

先天所擁有，而是後天經驗所學習而得，個人隨著年齡的成長，個人

才會逐漸從社會所習得的價值體系中，經由選擇、強調與創新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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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出完全屬於自己的個人價值觀。而個人在透過與社會不斷互

動下又回過頭來影響、作用和改變社會價值觀（陳秉璋、陳信木，

1990）。而影響或決定個人價值觀的因素可以視為個人社會化經驗的

緩慢的累積過程。  

而工作價值觀被視為形成於早年生活且在往後個人工作史中持

續，Super (1957)就是以發展論的觀點出發，認為價值觀不是與生俱

來的，而是個體社會化的結果，是經過個人學習、社會化經驗、工作

與職業經驗所累積而成。個人的生活價值觀與工作價值觀確實有關

聯，而且會受到家庭、學校或工作上以及其他社會機構中重要他人的

影響（沈儀方，2004；陳銘宗、劉兆明，1995；Holland, 1985；Super, 

1957）。有些學者亦關心父母是否會將自身的工作價值傳遞給子女的

議題，但是研究結果卻彼此相反（王叢桂，2002；Brown, 2002；

Vodanovich & Kramer, 1989），有待後續進一步的探討。 

 

圖2-3  個人價值觀的形成過程 

資源來源：陳秉璋、陳信木（1990）。價值社會學（頁303）。台北：

桂冠。 

蕭國倉（2003）整理國內外學者對工作價值觀的研究發現，除了

上述之因素之外，會影響工作價值觀的因素還包括有父母期望、居住

地區、工作經驗與職業社會化歷程。因此，工作價值觀的影響因素可

以區分為家庭因素、自我期許、文化和社會結構因素、父母期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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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區、工作經驗、職業社會化歷程及人格因素。

 

圖2-4  工作價值觀的影響因素圖 

資料來源：蕭國倉（2003）。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工作價值觀與

工作壓力相關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論

文(頁28)，未出版。 

 

由上述可知，儘管各學派、學者的看法不同，但可以明確了解到

工作價值觀的形成並非與生俱來的，而是與個體成熟、社會化、自我

期許及其他多方面（如：家庭背景、同儕影響等）影響而成的。而且

理論上如果個體向上移動的野心很強，對於團體的價值觀接受度也應

很高（秦夢群，1997）。可惜的是教師到校長的過程中，那些人會對

於校長的工作價值觀產生影響，進而轉變校長的工作選擇，則缺乏相

關文獻資料，有待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肆、 工作價值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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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提到工作價值的定義、內容和形成，學者更一步對於工作

價值的影響感到興趣。首先，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態度的關聯性是得到

廣泛的支持（洪瑞斌、劉兆明，2003；Brown, 2002；Holland, 1985；

Robbins, 2004），雖然工作價值觀對於工作滿足、組織承諾、工作投

入和自我效能有顯著相關（洪瑞斌、劉兆明，2003；徐善德，1997），

而理論上亦應會影響工作表現，但實徵研究數量其實不多，而且結果

也不一致。 

此外，雖然Super (1970)認為工作價值觀由個體需求驅動，並使個

體判斷與尋求外在目標（職業），故選擇符合工作價值觀的工作，將

使其工作滿足，而個人工作價值觀與組織無法契合時會引發離職（余

朝權，1995；李元墩、鐘志明，2001；陳基國，1999；陳銘宗、劉兆

明，1995；張美雲、林佩蓉，1998；曹國雄，1994），而有些研究作

出來的結果卻又顯示兩者並無關聯（曹忠毅，1997）。Brown（2002）

則認為工作價值觀只是影響職業選擇的基本因素，並且會與其它例如

自我效能、職業資訊和重要他人支持…等變項相互作用，但是總體研

究數量不足，尤其有些研究以不同職業群體間工作價值觀比較的方

式，並不等同工作價值會影響生涯選擇（Dawis, 1991）。洪瑞斌、劉

兆明（2003）也質疑工作價值與工作績效兩個變項之間是否存在有類

似情境因素的若干調節變項存在。 

Schein (1990)認為當個體有意升遷時，會刻意地學習組織的價值

與規範，出現有意的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這個過程會

使得有意願擔任校長的人與無意願擔任校長的人產生區別（白亦方

譯，2001；Ortiz, 1982），因此可以推論教師所擔任職務的不同，其

工作價值觀應有所不同。有部分的研究支持擔任不同職務教師的工作

價值觀會有差異（李冠儀，2000；徐善德，1997；張惠英，2001；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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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珍，1998；楊妙芬，1997；Skaggs, 1987）。但是也有研究顯示無

差異（郭騰淵，1991；張忠祺；1998；董秀珍，2001；鍾佩蓁，2004）。

因此教師所擔任的職務不同，是否會對其工作價值觀產生影響，有待

繼續探討。至於性別方面，研究結果大都認為女性較重視工作的環

境、穩定性及同事關係；男性較考量工作的變化性、自主性與挑戰性。

此外，男性也較女性重視薪資、管理權力和聲望（李惠茹、唐文慧，

2004；余朝權，1995；李元墩、鐘志明，2001；吳鐵雄等，1996；林

邦傑、李良哲、黃貴祥，1990；徐西森，2002；陳英豪等，1987；楊

妙芬，1997；Brown, 2002：Super, 1970）。這些特質其實都與教師會

選擇擔任校長的因素有關，似乎可以解釋為何男性校長人數較多的原

因。 

 

小結： 

    每個人對於工作價值觀的差異，即代表著對事業成功的定義不

同，尤其多數人在擔任校長以後，面對的是更少的家庭相處時間和直

接與學生互動的機會，雖然有機會能為教育作出更大的改變，但其實

卻是反映的只是個人的工作價值觀的差異。而本研究則更關切工作價

值觀對校長工作選擇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尤其個人工作價值觀是

在個人社會化的過程逐漸形成，重要他人的支持和對自我效能感所發

揮的效果為何？仍有待本研究加以釐清，以期建構可能的理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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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涯選擇與重要他人相關理論 

 

一般人總認為只有學生才需要老師的鼓勵，其實，校長更需要

得到學生的尊敬和家長的鼓勵，尤其選擇當校長，對於教師而言是

生涯的重大轉折，從此必須面對更多的挑戰與考驗；而當校長們任

期屆滿時，他們又將要作出選擇，決定他們是否要留在校長室、回

歸教學或提早退休，因此本文參考生涯選擇理論，以闡述重要他人

對於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 

 

壹、 生涯選擇的概念 

生涯發展是一個人終其一生所扮演各種角色的過程，含有自我認

識、自我肯定、自我成長以促成自我實現的目標達成。個人生涯發展

的過程中必然會面臨許多需要作選擇的情境，因此概念較廣泛的生涯

選擇（career choice）逐漸取代職業選擇，成為輔導工作的主流。王

覺興（2002）整理學者針對生涯選擇的概念後歸納如下： 

一、 生涯發展是終生的事，生涯選擇也是終生的事，在人生的每一

個階段，都有生涯發展的重點，因此在各階段中所需要做的抉

擇，其性質亦有所不同。 

二、 生涯選擇並非如職業選擇一樣，侷限於工作者與職業的互相配

合，它包含各種與工作、生涯有關的決定。 

三、 生涯選擇雖然存在於人生歷程中的每一個階段，但彼此之間又

相互影響。換言之，每一次生涯選擇的結果不僅影響以後的生

涯選擇，同時也受到以前生涯選擇的影響。 

四、 職業選擇較偏向於靜態的個人特質方面，而生涯選擇則顧及個

人的整體發展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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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每個人都不僅作一次的生涯選擇，雖然某些時候選擇的焦點也

在作職業之決定，但是方法上卻非僅如職業一樣單純地作配對

的工作。 

 

貳、 生涯選擇理論 

雖然有關生涯選擇之理論眾多，但是卻缺乏論及校長生涯選擇有

關的部分，故本節僅論及生涯發展取向、個人特質取向及社會學習取

向等生涯選擇理論加以探討，並整理影響生涯選擇相關因素之研究，

以瞭解可能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因素。 

 

一、 生涯發展取向 

生涯發展取向的出現，不但導出生涯選擇的觀念，也取代原本的

職業選擇，這個觀點似乎可追溯至E. Ginzberg所發現職業選擇是發展

性的過程，它不是一個單一的選擇，是多年來所作的系列選擇。過程

中的每一個步驟都與前之步驟相關而來（吳芝儀，2000）。而Super

（1990）則從生涯發展的觀點建立自己的理論，而廣為人所引用，同

時Super（1990）發展出十四個命題，以說明自己的理論，其內涵如

下： 

1. 人們在能力與人格、需要、價值、特質、及自我觀念方面有其差

異。 

2. 每個人在個性特質上各有所適，每個人均適合從事許多種職業。 

3. 各職業所要求能力、興趣與人格特質之類型都不一樣，但是，仍

有相當大的範圍容許個人可以從事某些不同的職業，而各項職業

可有不同的人來從事工作。 

4. 個人的職業喜好、能力、生活與工作的情境，會隨著時間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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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變；而自我概念亦復如是，雖然，自我概念是社會學習的產

物，但是，從青少年後期到後成熟期日漸穩定，會在生涯選擇與

調適中，提供某種持續性。 

5. 改變的過程可簡化為系列的生活階段（大循環圈，maxi-cycle），

可規約為成長（growth）、試探（exploration）、建立（establishment）、

維持（maintenance）與衰退（disengagement）等順序，這些階段

再依照發展任務而區分為次要階段。在生涯階段轉銜（transition）

的過程中，或是個人因為生病或受傷、被裁員、社會人力需求類

型的改變、或因其他的社會經濟或個人事件造成個人不穩定時，

會有小循環圈（mini-cycle）出現，這類不穩定或多方嘗試的生涯

活動包括新的成長、再試探與再建立等階段（再循環的方式）。 

6. 生涯類型的性質，即個人所獲得的職業層級，以及職業工作嘗試

與穩定的順序、頻率與持久性，乃由父母之社經地位、個人的心

理能力、教育、技能、人格特徵（需求、價值、興趣特質、與自

我觀念）、生涯成熟度與個人所接觸的機會而決定。 

7. 在任何生涯階段能否成功的適應環境與有機體的要求，是有賴於

個體適應此類要求的準備程度（readiness）而定（亦即他或她的生

涯成熟度）。 

8. 生涯成熟是一個社會心理的架構，是身體的、心理的與社會特徵

的集合；就心理層面而言，它包含了認知與情意兩方面。生涯成

熟意指個體各人生階段、次階段整個連續的職業發展程度。 

9. 各階段的發展是可加以導引的，部分可由促進能力、興趣與因應

技巧的成熟著手，部分則由實地的測試與自我觀念的發展著手。 

10. 生涯發展的程序，本質上是職業自我概念的發展與實現，是綜合

的與妥協的過程，在其中自我概念是天賦的性向、身體外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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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角色的觀察與扮演、以及評估角色扮演符合長輩與同儕讚許程

度（互動式的學習）等因素互動的結果。 

11. 經由角色扮演與從回饋中學習的方式，個人學會在個體與社會因

素之間，以及在自我概念與現實狀況之間妥協，其角色的扮演有

可能發生在諮商晤談的幻想過程中、或是在現實的情境或活動

中，如班級、俱樂部、打工與初次入行工作等。 

12.  一個人工作滿意與生活滿意的程度，有賴個人能依其能力、需

求、價值、興趣、人格特質與自我概念找到適合的舞臺而定。工

作與生活的滿意是建立在一個人的工作類型、工作情境與生活方

式，能使個人扮演在成長期與試探期所經驗到的角色，並依其是

否與自己氣質相投且合適的程度而定。 

13. 人們由工作所獲得的滿足程度，與自我概念實現的程度呈現正比

的關係。 

14. 工作與職業提供絕大多數的男女人格組織的核心；然而，對某些

人而言，這個核心是屬於邊緣的、無足輕重的、甚或是不存在的，

在此種狀況下，休閒活動與家管或許會成為核心。社會傳統觀念，

諸如性別角色之刻板與模化看法、種族與膚色的偏見與工作機會

的結構，以及個別差異，都是決定個人於工作者、學生、休閒者、

家管與公民等角色的重要因素。 

 

由上述個命題可知，Super（1990）理論使得生涯發展與人格發

展有了明確緊密的關係，他將「自我概念」視為發展理論的核心重點，

認為生涯發展乃是發展和實現自我概念的過程。Super（1990）所用

之人格建構，強調個人對生涯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等決策環境方面的

知覺與建構，以及家庭結構脈絡的心理與社會層面。此種有關個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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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念與社會的動態組合與行動，是隱含於理論的許多中心要素。例

如，Super（1990）指出：生涯是一個人在整體生活中，所面對系列

的發展任務，以及試圖掌握這些任務，使得個人能夠成為他或她所想

要成為的人。在處於變遷的自我與變遷的情境下，適配的過程永遠無

法完成。 

除了上述命題概念外，Super（1990） 也提出了生涯彩虹（career 

rainbow）概念。生涯彩虹概念是在描繪不同的生涯角色（roles）如

何興起，以及如何跨越生活廣域（space）產生互動的作用。Super 

（1990）指出絕大多數的人在其生活中會扮演九個主要的角色，其出

現大略的時間順序如下：(1)小孩（包括兒子或女兒）；(2)學生；(3)

休閒者；(4)公民；(5)工作者（包括失業的工作者與非工作者）；(6)

配偶；(7)家管；(8)父母；(9)退休者。而這些互動的、不同的角色的

匯集，組成了人的生涯組型（career pattern）。這些角色扮演的主要

舞臺，包括(1)家；(2)社區；(3)學校（包含大專院校）；(4)工作場所。

雖然尚有其他角色與舞臺，上述種種則是最具普遍性的。 

在角色塑造的過程中，會因個人對其抱持之理念，以及在選擇職

位與角色時，重新規範他人與角色的期望，個人藉此而綜合個人與情

境角色的決定因素。個人生活中同時扮演不同的角色，這些角色對個

人有不同的意義與重要性，角色重要性是由個人投注在該角色的時間

與精力，以及對該角色的認定程度而定，不同角色的相對重要性即構

成個人的生活角色型態，假若一個人生活中工作角色佔去其大部分的

時間，那麼可用在其他角色的時間相對就會減少，所以，每個人有其

獨特的角色型態，不同的群體或處於不同發展階段的個人各有其獨特

的生活角色型態。Super（1990）認為，個人在這一生當中須扮演不

同的角色，也會對這些角色產生不同的觀點，這之間的變化可以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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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念來整合。Super（1990）亦指出，其中一個角色的成功，會促

進其他角色的成功，而一個角色發生困難，也會促使另一個角色產生

困難。 

 

 

圖2-5  生涯彩虹圖 

資料來源：A life-span, life 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p. 

200), by D. E. Super, 1990,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從Super（1990）的生涯發展觀出現，後來的學者紛紛依此觀點，

建構自己的理論。Gottfredson （2002）提出強調自我概念的設限妥

協理論，Miller-Tideman和Tideman（1990）則強調個人主動生涯創造

的個別化理論。鄭茱月（2002）亦是以此生涯發展的觀點，分析影響

校長生涯選擇的因素。 

 

二、 個人特質取向 

個人特質取向的生涯選擇，強調的是人與環境的適配，強調個人

的生涯選擇的不同是源於內在的人格、價值觀的差異，以下兩個學者

 55



與本研究的關聯性較強，茲分述如下： 

(一) 六角型理論 

Holland（1997）的六角型理論（Hexagon）認為生涯選擇是個人

人格在工作世界中的表露和延伸，人們在工作選擇和經驗中表達自

己、個人興趣和價值。他以六角型的模式定義出人格特質、環境及兩

者間的交互作用，並將美國社會中的四百五十六種職業歸納為六大

類型，基於物以類聚的假設，也有六種不同類型的人，會去從事和

自己的類型相同的職業。他將之歸類為下列六大類： 

1． 實際型 

實際型（realistic）的人需要機械能力或體力，以便處理機器物體、

工具、運動設備及動物有關之工作，比較屬於清楚、具體、實在及體

力上的工作。大部分工作需在戶外進行，比較不需與人有深入之接

觸，所以其社交技能並不十分重要，智力及藝術能力也不那麼需要。

這種人大概比較不善社交，屬於情緒穩定、具體化的人，適合從事技

術、體力性工作，如農業工作、汽車修護員、飛機控制、電器工程、

加油站工作⋯⋯等。 

2． 探究型 

探究型（investigative）的人運用其智能或分析能力去觀察、評

量、判斷、推理、以解決問題。他們喜歡與符號、概念、文字有關之

工作，不必與人有太多接觸。從事如生物、物理、化學、醫學、地質

學、人類學⋯⋯等工作，具有數理及科學能力，但缺乏領導能力。 

3． 藝術型 

藝術型（artistic）的人需要藝術、創造、表達及直覺能力，藉

文字、動作、聲音、色彩、形式來傳達美、思想及感受。他們需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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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的感覺能力。他們喜歡從事的職業，譬如作曲家、音樂家、指揮家、

作家、室內設計師、演員，具有文學、音樂、藝術的能力、但通常缺

乏文書事務能力。 

4． 社會型 

社會型（social）的人具有與人相處、交往的良好技巧。他們對

人關懷、有興趣，具備人際技巧，並能了解、分析、鼓勵並改變人類

的行為。他們對自我肯定，並有積極正向的自我概念。喜歡從事與幫

助他人有關的工作，如老師、宗教人士、輔導員、臨床心理學家、社

工員⋯⋯等，具有社會技能，但通常缺乏機械和科學能力。 

5． 企業型 

企業型（enterprising）的人運用其規劃能力、領導能力及口語能

力，組織、安排事物及領導管理人員，以促進機構、政治、經濟或社

會利益。他們喜歡銷售、督導、策劃、領導方面的工作及活動，以滿

足他們的需求。如業務人員、經理人員、企業家、電視製作人、運動

促進者、採購員、推鎖員⋯⋯等，具有領導能力及口才，但缺乏科學能

力。 

6． 事務型 

事務型（conventional）的人需要注意細節及事務技能，以便記

錄、歸檔及組織文字或數字資料。他們通常不是決策人員，而是執行

人員；他們給人的印象是整潔有序、服從指示、保守謹慎的，他們喜

歡從事資料處理、文書及計算方面的工作，如簿記人員、速記人員、

金融分析師、稅務專家、成本估計師等具文書及計算能力，但缺乏藝

術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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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6  六角模型圖 

資料來源：. Making vocational choices: A theory of vocational personal 

life & work environments (p.29) , by J. L. Holland, 1997. 

Odessa, FL :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Holland（1997）的這六種類型，代表六種不同的興趣與人格性質，

他更根據這個理論，設計了一套「職業自我探索量表」它可以幫助個

體了解自己對那種類型的工作較適合，同時也協助個體了解工作環境

及內容，由於真實世界中很少純粹是某一型態，故應用每個類型的第

一個字母組成所謂何倫碼（Holland code），以每個三個字母代表所

屬的人格性質，並詳細列出該職業的特性及要求。值得注意的是，

Holland（1997）將學校的校長與行政人員的人格組型歸入SEI（涵蓋

社會、企業與研究型）；而中學教師則歸入SAE（涵蓋社會、藝術與

企業型）；而特教教師又被歸入SEC（涵蓋社會、企業與傳統型），

這即代表著校長與教師之間的人格類型並不相同，但在綜觀文獻並無

後續研究用此理論解釋校長工作選擇。 

(二) 生涯之錨 

生涯之錨(career anchor)理論正是用來瞭解管理生涯是如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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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源自於E. H. Schein對企管研究所畢業生所進行的長期縱貫性

追蹤訪談研究，特別強調個人與組織的互動過程對於整體生涯發展

的影響，因此非常有助於解釋校長的工作選擇行為。 

1. 生涯之錨的概念 

生涯之錨是一種生涯自我概念，它是一個人在自我發展、家

庭、工作等各方面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嘗試，並累積相當多的經驗

後，在自我意象中逐漸凝塑出的自己。此種心理架構是一個人生涯

發展的核心根源，位於內在生涯的深層，具有主導、限制、穩定及

統整個人生涯發展方向的功能，其主要意涵說明如下(楊育儀，

1998；蔡素紋，2001；DeLong, 1983；Schein, 1990)： 

(1) 自我知覺的天賦與能力：指自己從不同工作情境中所獲得的成

功經驗裡，感受到的能力部分，屬於表面的、易觀察到的、外

顯的生涯行為。 

(2) 自我知覺的態度與價值：指經由自我與組織、工作情境的規

範、價值等相互抗衡、協調及互動後而逐漸凝塑而成的自我概

念，強調真實情境的經驗。主要用來解釋生涯發展經驗中，較

為穩定的自我知覺的部分，屬於個人生涯之錨的核心部分。 

(3) 自我知覺的動機與需求：指個人在真實工作情境中不斷嘗試、

不斷反省性的自我對話，或經由他人的回饋所感受到的深層動

機與需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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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生涯之錨概念圖 

 

資料來源：楊育儀（1998）。「生涯之錨」的初探性研究與未來展望。

輔導季刊，34(2)。頁1。 

 

2. 生涯之錨的類型 

生涯之錨從Schein於七○年代提出以來，雖然經過多次修正，期

間李沁芬（1992）、楊育儀（1998）曾試圖建立符合本土文化的生涯

之錨，但是缺乏相關後續研究，故本研究仍以Schein (1990) 所提出

八種類型為藍本，茲說明如下： 

(1) 操作能力 

此生涯導向的人喜歡從事與本身專業領域相同的工作， 如果將

其晉升至非其專業的管理工作，將使其滿足感降低。為了發揮個人專

長，擁有技術導向人格者將會設法使自己回到熟悉的專長領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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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理能力 

擁有此生涯導向的人，希望能在組織中晉升到較高的職務並且承

擔較大的責任。因為他們擅長分析問題，且有較好的情緒管理能力以

及人際溝通技巧，通常也能很快的被拔擢至管理階層。 

(3) 自主/獨立 

渴望擺脫公司體制的束縛，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達成既定的目標。

擁有自主及獨立人格生涯之錨者，傾向以一人服務的型態展現自己的

專業。 

(4) 安全/穩定 

一份安穩而又有保障的工作，即使發展機會不大，若能在安全穩

固的環境下工作，並且與公司一同成長，則是擁有此生涯導向的人所

追求的目標。 

(5) 創業型 

擁有強烈的欲望想要創造屬於自己的事物，只有開拓新的組織才

能滿足其成就動機。 

(6) 服務/奉獻 

擁有此種生涯導向的人，希望能做一些對於改善這個社會有意義

或價值的工作，同時他們也希望組織以及這個社會，能對於他們的貢

獻或者價值觀有所認同。 

(7) 挑戰性 

能夠排除任何領域的困難，或者戰勝任何頑強的敵人，是他們所

引以為傲的部分，他們並不在乎在任何領域工作。 

(8) 生活型 

此生涯導向人格在乎的是如何整合個人、家庭及生涯的需求，

同時希望有更多的彈性空間。但是，與自主及獨立性人格導向者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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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們較願意待在組織中工作。 

3. 生涯之錨理論的應用 

生涯之錨除會影響個人的生涯選擇之外，也會影響個人工作表現

與工作滿意度，且工作性質符合生涯之錨者亦較容易成功。因此學者

開始關心教師的生涯之錨。DeLong(1983)認為個體之所以選擇教職，

是因為教書比較自主，做自己的主人，有做決定的自由。教師有助人

及服務他人的需求。教學時面對不同的學生，各有不同的反應， 

生活不會一成不變(變異性)。安全感在教師做決定時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地理上的安全感。李沁芬（1992）調查國中輔導

教師，發現受訪者的生涯之錨可分為專業能力、成就感、職業聲望與

發展、安全感、獨立與自主等五種類型。蔡素紋（2001）訪談未婚單

身女教師生涯之錨後，將歸納為專業能力、管理能力與職業聲望、

獨立自主、組織創造與挑戰、服務奉獻、生活型態、意義探尋共七

類。 

在影響校長的工作選擇方面，Price（1994）發現教師與行政人員

的生涯之錨確實有所差異，教師在操作能力、安全穩定和地理保障的

分量表的得分較高，顯示教師較強調專業能力和工作穩定，即使有升

遷機會亦不易輕言調動；而行政人員在管理、創業和挑戰的分量表得

分較高，而顯示行政人員較樂意接受挑戰和創造屬於自己的事業。 

Price（1994）隨後更具體調查教師和行政人員選擇離開現職的原

因，發現兼任行政的教師心中離開現職的前十大因素依次為（如表2-3

所示）：領導機會、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工作的性質、與同事的關係、

社區的支持、待遇與福利、權力與責任、學校政治、工作壓力、學區

政策；而影響教師離開現職的前十大因素則依次為：對家庭生活的影

響、工作壓力、學校政治、工作的性質、學區的政策、地理環境、工

 62



作穩定性、同事關係、管理規則、較長的學年。因此可以發現一般教

師與兼任行政職務者，兩者在工作的價值、態度、需求和期望皆有所

不同。 

 
表2-3 影響行政人員和教師離開現職的重要因素表 

 

 

排名 行政人員 教師 

1 領導機會 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2 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工作壓力 

3 工作的性質 學校政治 

4 與同事的關係 工作的性質 

5 社區的支持 學區的政策 

6 待遇與福利 地理環境 

7 權力與責任 工作穩定性 

8 學校政治 同事關係 

9 工作壓力 管理規則 

10 學區政策 較長的學年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三、 社會學習取向 

此一理論以J. D. Krumboltz 與A. M. Michell等人為代表。他們的

觀點是源於班度拉所提出的社會學習理論，以日常生活事件來解釋生

涯抉擇及其過程，並強調個人的性向、興趣、信念、價值與人格特質

均可透過新的學習經驗。而加以改變與拓展，人也可藉與變動的環境

互動而習得新經驗。社會學習論說明兩種主要的學習經驗形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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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學習經驗，即透過正負增強，來增強或抑制個人行為；與聯結性學

習經驗，即藉由個人的直接或替代性經驗，對某一事件產生正負向的

認知與學習新的行為（Brown, 2002）。然而，此種觀點強調人是聰

明的、會解決難題的個體，在理解周遭環境的增強過程中，會去控制

環境以適應其自身之目的與需求。 

此理論認為個體需注意一些對生涯選擇之決定最有影響力的事

件，特別指出下列四大因素（Krumboltz, 1994；Mitchell & Krumboltz, 

1990）： 

1、 稟賦與特殊才能（genetic endowment and special abilities）：

諸如性別、種族、外表與特徵、智力、音樂、才能、美術才能、

肢體協調。 

2、 環境的條件與事件（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events）：諸

如工作與訓練機會的數量與性質、選擇受訓者與工作者的社會

政策與過程、各種職業的回收報酬率、科技發展、勞工法律與

工會規定、社會組織的變遷、天象地理的事件（如地震與洪

水）、家庭特點、社區與鄰里的特性。 

3、 學習經驗（learning experiences）：分為工具性學習經驗

（instrumental learning experiences）與聯結性學習經驗

（associat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4、 工作取向的能力（task approach skills）：諸如難題解決的能

力、工作習慣、情緒反應、認知過程，這些影響了結果，也是

結果本身。 

這四種因素的影響力及其間之互動，產生的結果為（Krumboltz, 

1994；Mitchell & Krumboltz, 1990）： 

1、 自我觀察的類化（self-observation generalization），意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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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際表現或間接表現之評價，以及對於自我興趣及價值

之評估後，個體自己對內在與外在之自我陳述。 

2、 對外在世界之推論（world-view generalization），意指個體對

工作世界的看法。 

3、 工作取向的能力（task approach skills），意指適應環境的認

知能力與技能，以及情緒傾向，依自我觀察的原則而作的詮

釋，並對未來事件預測。明確地說，與生涯決策有關者，有

價值澄清、目標設定、變通方案的設計、資訊的尋求、評估

與規劃等。 

4、 行動（actions），諸如申請特定的工作或訓練機會、改變大

學的主修。 

綜上所述，社會學習取向的生涯選擇認為一個人的稟賦與特殊才

能、環境的條件與事件、學習經驗、工作取向能力等四項因素，會促

成一個人對自我觀察的類化與對外在世界的推論，工作取向能力及行

動力，這些將影響一個人的生涯發展與選擇。 

 

四、 重要他人對生涯選擇的影響 

雖然性別、社經地位、興趣、能力…等會影響生涯選擇，然而這

些外在的客觀因素之所以對生涯選擇產生影響，是由個人與環境事件

互動中，個體對於事件結果的主觀認知。換句話說，影響生涯選擇並

非是外在的客觀因素，而是由於外在個體主觀的知覺、判斷後才會影

響生涯選擇，而重要他人的支持與鼓勵在個體主觀認知的過中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影響。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係指在個體生活環境中對其影

響最大的人（張春興，2006）。C. R. Rogers認為幼兒在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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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生俱有的需求體系和調整體系中，逐漸意識到自己，同時自

己注意到自己的需求和要求他人的肯定之需求同樣重要。因此，為

了得到重要他人的肯定，會接受重要他人的價值觀來發展形成自

我、詮釋外界。重要他人在每個人的生長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

色，當一個人感覺到被重要他人接受、被尊重、被愛，那麼其自尊

也就在同時間獲得了最強而有力的滋養；相對的，當感覺到自己是

不被接納的同時，許多負向的結果，包括情緒、想法以及行為也就

因此產生（鄭茱月，2002；羅佳，2000；Lackovic-Grgin, Dekovic, & 

Opacic, 1994）。所以獲得父母、老師、同學和好朋友等重要他人

較多支持的人會比較看重自己，而愈沒有獲得重要他人支持的人其

自尊也愈低，而教育界中對於重要他人的影響的文獻主要集中於： 

 

(一) 對資優生學業成就的影響 

重要他人對於每個人的教育歷程、職業生涯、婚姻、未來發展、

價值理念和人生態度等均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力，在影響資優生學業

成就的因素研究中，學者發現父母的影響相當顯著。家長通常是兒

童最重要的指導者之一，提供最重要的支持力量。父母是兒童在社

會化、心智活動和學習動機上主要的影響者，尤其是母親的價值取

向、管教態度往往左右孩子成長的型像。由於父母的協助，鼓勵子

女獨立和協助建立信心，將使其養成早期的自信和企圖心，對往後

生活的滿意度有正面影響。由於父親常被視為一家之主，具有支配

性，為認同的對象和創造的楷模 因此，父親在資優者作職業選擇

時，是影響最大的關鍵人物。而母親的性別態度也會影響子女性別

態度的發展，高教育程度的母親影響力更強，母親的性別角色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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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較現代，則子女的性別角色態度就較現代（莊佩珍，1994；鄭

茱月，2002）。 

 

(二) 對學生校系選擇的影響 

另外，重要他人對就讀校系的支持度，影響到他們對本身就讀

科系的興趣程度，愈得到支持、認可，愈能為自己帶來信心而全力

以赴，同時重要他人也會透過提供生涯資訊、直接生涯建議的方式

影響個人的科系選擇，這其實是呼應Krumboltz的生涯選擇理論。

尤其是當女性選擇非傳統科系時，例如工程、機械…等，家人的態

度更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徐西森，2002）。Gates（2002）發現女

性在選擇非傳統科系，受父親的影響更為顯著。在教職方面，李惠

茹與唐文慧（2004）發現家人的期待是女性選擇進入教育科系的原

因。Mack與Jackson（1993）更指出缺乏重要他人的支持是阻礙西

班牙裔學生選擇教職的重要原因。但是至於何謂重要他人，不同的

研究有著各自的解讀，例如Bell（1995）在針對體育教師的研究中

則強調運動教練的影響， 而劉淑慧和林怡青（2002）則發現父母、

學校教師和同儕對於國三學生選擇甄選入學方面，皆有顯著的影

響。 

 

(三) 對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 

在國中小校園之中雖然以女性教師占多數，但是在校長人數上卻

遠遠不及男性教師，造成所謂校園的多數、權力的少數，這種奇特的

現象，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一部分原因來自於重要他人的態度，尤其是

雙親的支持、師長的支持及配偶的支持，可以有效預測女性校長的生

涯選擇的動機（鄭茱月，2002；Farmer, 1997；Hansen & Hal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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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es, 2001），特別是女性常被認為是子女的照顧者和家務的整理

者，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以免角色衝突，完全要看配偶的支持態度而

定（洪瑞璇，2004；陳艷紅，2001；馮秋桂，2004；翟智怡，2001；

Fassinger, 1985；Hansen & Hall, 1997；Reddin, 1997；Rhodes, 2001；

Shakeshaft, 1989；Wynn, 2003）。此外，女性往往將與別人的關係列

為最重要的價值，尤其是她們的家人，也就是說家人的態度會直接影

響女性校長的生涯選擇（李惠茹、唐文慧，2004；郭靜姿等，2006；

Fassinger, 1985；Hansen & Hall, 1997；Reddin, 1997）。而如果在學

校內有女性校長，對女性教師而言，可以說是最好的角色示範，可以

鼓勵她們選擇不一樣的道路，因此，如果能由現有的女性校長建立女

性校長支持網路，提供女性教師各方面的建議與支持，即可以大大提

高女性在教育行政的參與率（洪瑞璇，2004；馮秋桂，2004；翟智怡，

2001；Rhodes, 2001；Schmidt, 2002；Syvertson, 2002；Young & McLeod, 

2001）。 

此外，來自於工作職場的上級的支持與鼓勵，對於校長生涯而

言，更顯得非常重要。H. F Wolcott 觀察發現當教師有意擔任校長時，

他們會採取一系列不同於一般教師的表現方法，這種舉動被稱為

GASing（getting the attention of superiors），即做超出本分的工作、

到處晃來晃去，以吸引長官的注意，顯示他們志在行政（白亦方譯，

2001），此時來自長官的支持與鼓勵（tap on the shoulder）可以視為

建議他們認真考量校長生涯，也可以說是確認他們適合擔任行政工

作，這種上級對下屬的支持與鼓勵的關係（sponsor-protégé），不僅

將有助於新手克服各種挑戰，同時提供專業建議，更重要是提供新手

引薦給他人認識的功能（Bates, 2003；Marshall & Kasten, 1994；Kim, 

2004；Richter, 2001；Young & McLeod, 2001），對於生涯選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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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發揮關鍵性的影響。 

對於校長而言，支持的類型也不僅限於尊重、關懷的情感性的支

持，陳靜嵐（2001）發現校長們所謂的支持，其實包括前述的情感性

支持，還有實質性的支持，如金錢或勞務支持，和訊息性的支持，如

解決問題的資訊、外界的看法等，Oberman（1996）則發現對於多數

的現職校長而言，來自其他校長的協助是支撐他們持續面對挑戰的關

鍵，透過之前為準備考校長而組成的讀書會、出席各項會議和參加工

作坊，他們自行建立各種非正式的支持網路。 

 

小結： 

從以上理論可以發現生涯選擇是連續而且前後相關的選擇，而在

選擇生涯的過程之中，除了個人特質的差異會影響生涯選擇之外，重

要他人的支持對於學生的學業成就、科系選擇和校長工作選擇都會產

生重要的影響。而從教師成為校長的過程，和校長選擇繼續擔任校長

的過程中，亦要外界不斷的支持，校長才能持續不斷地面對各種挑

戰。耑此，本研究擬將重要他人的支持納入校長工作選擇模式之中，

並加以深入研究與其它變項之間的關係，以建構出完整的校長工作選

擇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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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校長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指個體相信自己足以肩負此一任務。

越有自我效能感的員工，越確認自己有能力完成任務。所以，在面臨

困難的時候，自我效能不足的人較有可能停滯不前或乾脆放棄；而高

度自我效能的人，則會想辦法克服困難。尤其校長的自我效能感是面

對教育界愈來愈嚴峻挑戰的自信心，與工作選擇應有密切的關聯。本

節擬從自我效能出發，並介紹校長自我效能感，以釐清自我效能與工

作選擇的關係。 

 

壹、 自我效能感 

一、 自我效能的概念 

自我效能感是個人覺得自己是否有能力做好一件工作的整體判

斷。例如，一位數學教師認為他有辦法把高三學生的微積分課程教

好，這樣的信念便是對自己效能感的判斷。同樣地，具有高度自我效

能感的校長可能就會認為他們對於學生的學習成就可以具有正面的

影響力，或者是他們會在學校中特別強調學術性的學習。 

Bandura（1977）發表「自我效能感：邁向行為改變統一理論」，

開啟了對自我效能系統化的研究，他提出了社會學習論，其融合了行

為主義學說及認知理論，認為要預測人的行為，除外在環境因素外，

個人內在思維的認知過程也要加以考量，開創自我效能感一詞，來預

測個體的行為。所謂自我效能，乃個人相信他置身於某種特定情境

下，能實行或完成特定行為或任務的能力知覺或判斷。這種能力知覺

可能影響了個體所付出的努力、持續時間、動機等。也就是說自我效

能感是個人對他自己是否有能力來完成某項特定任務的一種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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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ura, 1997)。自我效能感的本質是一種自我信任，是一個人對自

己成功執行某項行為的信念，即使有誘人的成果及增強措施，如果人

們不相信自己的能力時，也不會奮勇向前，全力以赴（王新超譯，

2002；宋玲蘭和林溥鈞譯，2001；Yukl, 2002）。更重要的是，具有

相同的技能而自我效能信念卻不一樣的兩個人，他們的工作表現並不

一致（Gist & Mitchell, 1992）。因此，本研究擬將自我效能界定為個

人對於完成某件事的主觀評估，是對於是否能成功完成某件事或任務

的一種信念與判斷，而擁有高度自我效能感者通常會有較佳的表現。 

 

貳、 自我效能感的發展 

       個人自我效能感的發展源自於許多不同的因素，包括過去表現得

到的回饋、個人生活經驗史以及社會的影響。而其中 Bandura（1997）

特別關注經驗、楷模學習、語言的說服與身體狀況等四個因素的影響： 

(一) 經驗 

       成功的經驗易使個人對效能的判斷提高，而反覆的失敗則使判斷

降低。然而對效能很強的人來說，偶爾的失敗對其判斷幾無影響；失

敗對不確信自己能力的人則影響很大。質言之，過去工作表現的成就

和失敗對於個人的自我效能會有重大的影響，連續不斷的成功會提升

個人的自我效能感，常常失敗也會使個人對自己開始產生懷疑，並且

降低個人的自我效能感。 

 

(二) 楷模學習 

       除了個人經驗之外，看到跟自己類似的人表現成功亦會提高個人

對效能的評價；當我們對該情況幾無直接經驗時，這類替代性經驗的

影響尤鉅。一個人能從觀察別人的行為表現中獲得的激勵作用，因此

也會起而模仿類似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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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ura（1997）認為楷模學習可以產生三種效果：1.使個人學習

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新行為；2.使個人已有的行為得以加強或改變，3.

使個人原有但潛伏不顯的行為表現出來。 總之，觀察類似的同儕或

他人在某一任務上的成功，也能增進自我的效能期望。 

 

(三) 語言的說服 

       當我們要讓一個人相信他有潛能可以做好他所想要完成的工作

時，語言的說服是一個經常被使用的方式。相關或重要他人的語言說

服或告示可增加效能的期望（Bandura, 1997）。語言說服因最容易提

供，常較易獲得，故是最普遍的效能感來源。透過語言的說服來暫時

的提升個人自我效能感，而且受到誇讚的個人也的確很努力的想要作

成功，在這種情形下，語言的說服可以提升個人技能發展及自我效能

感。 

 

(四) 身體狀況 

       人們根據他們的身體狀況來判斷他們自己的潛能，個人會根據他

自己的一些身心反應來判斷自己的工作表現，例如對某一個工作很想

去嘗試看看、很熱切的期盼著、想到就興奮，這些都是正面的身心反

應；如果會害怕、疲倦、有壓力感、感到焦慮，這些就是負面的反應。 

總之，自我效能感的發展並不是單一因素所形成的，而是受到個人經

驗、楷模學習、他人的評價及個人生理狀況等主客觀因素與條件所形

塑而來的。 

 

參、 自我效能感的影響 

Bandura（1977, 1997）認為行為表現與自我效能的向度有密切的

關係，效能預期是能力與行為的判斷，而結果預期則是行為與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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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如圖2-8所示。自我效能至少包含三個向度： 

 

              個人             行為              結果    

效能預期 結果預期

 

 

 

 

圖 2-8 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之區別 

 

 

資料來源：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 p.22),  by A. Bandura, 
1997. New York: Freeman. 

 

 

一、效能預期的程度水準 

當工作按照難易程度排列時，個人對工作會有不同的自我效能感

預期，有些人可能侷限在簡單的工作中，有些人則願意嘗試較困難甚

至極繁重的工作。 

 

二、效能預期的類化程度 

指個人在面對不同的情境時，對以往的經驗所能發揮類化的程

度。有些經驗只能產生有限的精熟預期，有些經驗具有高度的類化效

果，可以擴展至不同的情境中。 

 

三、效能預期的強度 

指個人在面對不同的情境時，自我效能預期的強弱程度。較弱的

自我效能預期，容易因遭遇失敗的經驗而降低或消失；而具有強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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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預期的人，即使遭遇挫折仍能繼續努力，全力以赴。 

而實際研究中也發現個體的自我效能感會影響與工作有關的行

為。吳幸宜譯（1994）特別指出高自我效能者在面對困難時會更加努

力，而且在有負擔的情境裏，個體不覺得有壓力，還會追求具有挑戰

性的目標；而低自我效能者隨時注意自己的缺陷與困難，並將問題誇

大，個體亦常為焦慮及壓力所苦，也較不願意面對挑戰，  

 

貳、 教師效能感 

教育界對於自我效能感多所探討，唯多僅限於教師自我效能感

的。學者在建構校長工作效能時，多先從教師自我效能感出發（蔡進

雄，2004；Black, 2003；Dimmock & Hattie, 1996）。教師自我效能感

乃應用Bandura的自我效能理論，來探討教師對教學工作的自我能力

信念。Gibson和Dembo（1984）將教師自我效能概念化為教師對自己

能夠正面影響學生學習的一種信念，並將教師自我效能分成二個部

份：個人教學效能及一般教學效能。前者指的是教師對自己所具備的

教學能力及技巧的信念；後者則指教師受到外在環境的限制，而能夠

改變學生能力的一般信念。而後者其實應為Bandura（1997）所指的

結果預期，故Dimmock 與 Hattie（1996）質疑是否納入教師自我效

能的測量。 

孫志麟（1995）將教師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

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信念，此一信念係包括教師對於自己能夠影響學生

學習及抗衡外在環境對教學影響等方面的能力判斷。 

陳木金（1997）將教師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對學校教育的力量、

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學習的作用、對學生影響力的程度各方面的自

我信念，及有系統呈現教材，避免模糊不清，檢查學生瞭解情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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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練習和回饋，營造良好教室氣氛，促進有效教學與學習，提高教育

品質，達成教育目標。 

簡玉琴（2002）則接受Gibson和Dembo（1984）的看法將教師自

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對學校教育的功效與自身教學能

力，影響學生學習程度的整體性知覺與信念。 

朱陳思翰（2002）亦持Gibson和Dembo（1984）的觀點，將教師

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對於本身教學能力及技巧，

以及外界環境限制下能夠影響學生學習程度的知覺信念。其中教師效

能感包含兩個層面：個人教學效能與一般教學效能。 

上述對教師自我效能的定義，可將其分為二種概念，一種是將教

師自我效能視為整體性的觀點：指教師能影響學生表現的程度或教師

對自身教學能力的預期；另一種則將教師自我效能視為多向度的統合

觀點：包括教師影響學生學習表現，有效教學的知覺程度，對自己表

現的預期、有效的班級經營、有效參與學校工作、與家長的有效互動

等。 

 

參、 校長自我效能 

       國內教育界雖然有許多針對校長領導型式與教師效能的研究

（江展塏，1994；吳慧君，2003；陳美言，1997；陳慧敏，2002；陳

佳燕，2004；張裕程，2004），然而針對校長本身自我效能感的探討

就略顯不足，雖然學者不斷強調自我效能的重要性與影響性(Lyon & 

Murphy, 1994；Osterman & Sullivan, 1996；Painter, 2000)，但諷刺的

是很少有人討論校長自我效能。在此要特別指出校長效能（principal 

effectiveness），與本研究所稱的校長自我效能感（principal 

self-efficacy ）是迥然不同的，前者指的是校長具有某些特質，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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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職位角色，提昇學校效能（陳賢舜，2003；鄭彩鳳，2001）；而

後者指的卻是校長對自己是否有能力辦學的主觀判斷與信念。而學者

們各自依此概念建構出校長自我效能感問卷。 

Brama（n. d.）最早根據 Bandura（1997）以一般管理、領導、外

部關係、人員關係和教學管理等五個向度發展出校長自我效能感量

表。 

Dimmock 與 Hattie（1996）則從學校發展計畫、管理教學、學

習與課程、管理員工、管理家長、預算、管理學校環境等六個校長的

主要工作發展出校長效能量表。 

Black（2003）從教師自我效能導出校長效能，將其定義為校長

對於他們可以影響學校環境、教師表現和學生成就的信念或判斷，並

認為校長效能包括：願景建立者、教學的促進者、致力專業成長者、

人力資源管理者、溝通者、變革觸媒者等六個層面。 

蔡進雄（2004）亦從教師自我效能出發，將校長自我效能感定義

為：校長知覺自己是否有潛能或能力把學校辦好的一種整體判斷或信

念。進一步而言，校長自我效能感是校長對自己的知覺，此一知覺是

對自己是否能把學校經營好的心理感受與判斷，如果校長對自己領導

一所學校有信心，則自我效能感就會增加，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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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校長自我效能感模式 

資料來源：蔡進雄（2004）。校長自我效能感之模式及其提升策略。

國教學報，16，242。 

 
 雖然效能的預期與成果的預期是高度相關兩個的概念，學者在測

量校長效能時亦僅針對前者加以測量，但是在Witziers、Bosker 與

Kruger（2003）採各項研究結果進行後設分析，仍然無法釐清校長領

導與學生成就表現的關係時，校長更應該會先深信校長能對教育有所

改變，再思考自己是否能扮演好校長的角色。耑此，本研究擬接受

Gibson和Dembo（1984）的看法，擴充自我效能的概念至成果預期，

並將校長自我效能感定義為：校長知覺自己是否有潛能或能力把學校

辦好的一種整體判斷或信念。可以分為個人領導自我效能感及一般領

導自我效能感。前者是校長對自己所具備領導能力與技巧的信念；後

者則指校長在受外在環境的限制下，而能夠改變學生、改善學校和提

昇教師表現的一般信念。 

 

三、校長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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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其實是個人對於是否能成功表現某一行為的預期作用

和信心程度，而此種預期是實際行為表現的中介變項（Bandura, 

1997），雖然無法證實與學校效能有直接關係，但是卻與校長的工作

態度與工作留任有顯著的正相關（DeMoulin, 1992； Podsen, 2002），

而實證研究也發現校長的自我效能感與學校的規模、校長的年齡、和

性別有相關（Lucas, 2003；Lyons & Murphy, 1994）。而Atkinson（1964）

在探討成就動機時，個人無論是追求成功或是避免失敗，自我能力都

扮演者決定的角色，所以自我效能也應該會對工作選擇產生一定程度

的影響（李榮豐，2001），因為個體在工作選擇時一定會先考慮到自

己的能力。女性主義的研究者最早發現低自我效能感可能是限制女性

生涯選擇的主要因素，尤其是促使女性不去考慮傳統上較適合男性所

做的職業，因為女性會預期自己在非傳統職業中表現較差，且無法充

分發揮其潛能（林幸台，1988；徐西森，2002；馮秋桂，2004；鄭茱

月，2002；潘慧玲，2000；Astin, 1984；Farmer, 1997；Shakeshaft, 1989 ；

Schmidt, 2002），這也是造成女校長比例過低的原因之一。尤其對於

校長工作選擇而言，過低的自我效能感無疑阻礙校長選擇繼續擔任校

長工作的可能解釋之一，尤其當校長自覺無力面對外在接踵而來的要

求壓力下，掛冠求去可能不是恥辱，而是解脫。不僅在特殊教育教師

研究結果可以得在證實（林千惠，2000），而在Friedman (1997)也指

出校長職業倦怠與校長自我效能感有著密切的關係。 

校長的角色隨著教育改革的推動而愈來愈複雜。如今國民中小學

校長角色早已不止於扮演好管理者的角色，還有擔負教學領導、課程

領導者、變革領導、公共關係、道德領導、科技領導…等，社會大眾

對於校長角色有愈來愈高的期望與要求（林明地，2002；張清濱，

1997；羅月華，2003），美國小學校長協會主席V. L. Ferrandino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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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人來比喻校長的工作（Ferrandino & Tirozzi, 2001），雖然使得校

長的工作壓力日益沈重，但是高自我效能者在面對困難時會更加努

力，而且在有負擔的情境裏，個體不覺得有壓力，還會追求具有挑戰

性的目標（吳幸宜譯，1994）。翟智怡（2001）實際訪談校長亦發現

對自我能力的肯定和對工作的執著是他們脫穎而出的重要因素。 

  

四、 提升校長自我效能感的有效策略 

       自我效能感理論認為人們會努力工作，是因為相信自己有潛能可

以達到成功，基於這些觀點，並參酌自我效能感之相關理論，可以提

出提升校長的自我效能感的策略（蔡進雄，2004）。 

(一) 增進教育專業能力 

       自我效能感是個人對於自己是否有能力來完成某件事的一種知

覺，所以為了提升校長自我效能感，校長首先應加強自己的教育領導

專業能力，尤其時代環境變遷快速，校長應具有足以面對新世紀挑戰

的教育專業知能，故持續不斷的進修與終身學習以增進辦學能力是提

升校長自我效能感最直接的方式。 

(二) 培養樂觀與自信的人格特質 

       樂觀與自信不僅是校長應有的重要人格特質，也是自我效能感的

重要內涵。有高度自我效能感的校長是充滿自信且樂觀的，他始終相

信自己可以把學校辦好，也相信經由他的努力可以對學生及教師產生

積極正面的影響力。有自信心及樂觀的校長也會用正面的態度看待事

情的光明面，而無形中會將這些正面的情緒感染給周遭的師生。總

之，培養自信與樂觀的人格特質是提升校長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功課。 

(三) 創造成功的領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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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Bandura（1997）的自我效能感理論，吾人可知成功會帶來成

功，而過多的失敗會帶來失敗，因此校長應為自己在經營領導學校上

創造成功的經驗。當然校長領導效能是否彰顯，並不容易評量，學校

效能是否達成也不像企業組織可以有明確而具體的指標，但校長還是

可以透過校務評鑑、校長評鑑、或家長、教師及學生的回饋得知，如

果所得到的是正面回饋居多不妨也給自己一些獎勵，適度歸因於自己

的努力；如果是負面的居多則要反省並調整自己的領導風格與辦學方

向。 

(四) 進行楷模學習與標竿學習 

       楷模學習可以促進個人的自我效能感，因此校長常觀摩辦學績優

的學校，可以產生見賢思齊之效，進而提升校長自我效能感，而主動

請教或學習資深優良校長之長處亦是可行之道。另外，標竿學習是以

學習來達成截人之長，補己之短的理想，故標竿學習對於校長自我效

能感的提升亦有其正面的意義，值得採用參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人們模仿的對象如果能力愈高、

是某方面的專家、身分地位愈高、獲得的薪酬和福利愈高，以及親切、

友善者，其所獲得的激勵作用也愈大(宋玲蘭和林溥鈞譯，2001)。 因

此，校長在尋求學習典範與對象時，應選擇足以成為「標竿」及才德

兼備的卓越校長為對象，才能提升校長的自我效能感。 

(五) 善用正面的自我交談及心理意象 

       自我交談(self-talk)及心理意象(mental imagery)有助於建立自我

效能感(王新超譯，2002)，校長可以善加利用這兩種自我管理策略。

自我交談是透過影響我們的「情緒狀況」而發揮它的作用，並因此而

影響到思維模式，再進一步影響到績效。自我效能影響行為的另一可

能機制是透過自我交談影響改變人們的自我效能感(王新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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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正面的自我交談是一種有效的認知策略，強調積極樂觀的想

法，而避免負面消極的念頭(Yukl, 2002)。研究指出認為可以把工作做

好的人比認為會失敗的人，其工作表現較佳。因此，校長應透過自我

交談不斷自我勉勵並強化正面的想法，以提升自我效能感。 

       心理意象(mental imagery)這一技術近年來已被應用到組織心理

學的理論中。這一技術長期以來是由「通俗」心理學家所提倡，像

Peale 在他的積極思維的力量(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一書就提

出過，雖然此一技術缺乏理論基礎，但認知心理學和臨床心理學的發

展為其提供理論上和實踐上的支持(王新超譯，2002)。透過反覆對成

功進行想像，一個人的成功機率就會提高。從其本身來說，這是自信

心和自我效能的效果。換言之，正面的心理意象使成功的可能增加

了，從而對自我效能感產生正面的影響，且形成一種良性循環(王新

超譯，2002)。因此，為提升校長自我效能感，校長可以善加利用此

一技術，平時多想像辦學成功的景象，或對未來的學校願景進行想

像，如此不僅有自我暗示的正面心理作用，亦可有效的提高校長自我

效能感。 

  

小結：  

       依本文的文獻，吾人可以得知校長自我效能感是影響校長辦學績

效的重要因素，因為擁有高度自我效能感的校長會積極面對教育問題

與改革，永不放棄且樂於接受挑戰，而低自我效能感的校長會過度誇

大教育的困難之處，且不願意接受具有挑戰性的任務或工作。同時，

校長自我效能感亦受到他人語言說服的影響，也就是他人的鼓勵會影

響校長的自我效能，最後亦會影響校長的工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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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校長的招募與留任相關作法 

人才招募是組織進行有計劃地人力資源的補充，在企業組織之中

早已成立專責部門負責，而美國部分學區在面對校長短缺的問題中，

也開始向企業取經，尋求招募和留住校長的策略，最後介紹延續管理

的概念，以提供另類的思考方向。 

 

壹、校長的招募 

一、招募的基本觀念和定義 

招募(recruitment)在人力資源規劃中是重要的一環。當企業決定未

來的人力需求(人員是否短缺或過剩)，管理者則必須採取一些措施。

因此，假如企業內有職位空缺，管理者就會利用由工作分析所獲得的

一些資訊來進行招募。並且，當組織進行招募活動，其目的就是為了

尋找適當和足夠的人才，以滿足組織當前及未來持續發展的需要，並

提供長期的貢獻。而招募也是找尋可能的員工和激發他們來公司應徵

的過程。 

簡而言之，招募是企業為吸引具有工作能力及工作動機的適當人

選，激發他們前來應徵的過程，而在招募的作業中除了吸引人才之

外，尚且包括甄選、訓練、薪資訂定…等工作（吳美連，2005；陳基

國，2005；Barber, 1994；Rynes, 1991），多數企業由人力資源部門

負責此項工作。此外，招募也是雙向的工作，從組織的層面來看，公

司是在進行將工作與求職者之間的媒合，因此招募工作是試圖去影響

個人的工作選擇；而從個人的層面來看，既然工作是多數人生活的核

心，對於工作的選擇將會顯著地影響個人的幸福感和滿足感，更重要

的是招募工作的成功與否即是個人願意接受和應徵者的人數多寡

（Barber, 1994；Breaugh, 1992），然而以上的見解卻讓我們無法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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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界定招募工作的起點與終點，甚至於會與整個人力資源管理劃上等

號，由於本研究並非探討招募定義的專文，因此擬接納Breaugh（1992）

的主張，將招募界定為組織吸引人才的工作，一方面影響應徵者的人

數；一方面影響著應徵者接受工作的意願。 

 

二、招募作業的過程 

理想的招募作業過程應該包含四個主要的階段：招募計畫、招募

策略發展、招募活動和招募評鑑，茲分述如下（Breaugh,1992）： 

(一) 招募計畫階段 

招募計畫深深受著一些先決問題的影響，例如職位是要內升或外

補、短期僱用或長期僱用、一般僱用或特別考量…等等，這些都會影

響著組織的招募計畫。在上述問題釐清之後，才會進行組織需求人數

的評估、工作詳細需求條件及訂定組織的招募計畫目標。 

 

(二) 招募策略發展 

招募策略的發展環繞著六個基本的問題：去那裏招募（where）、

招募那些人（whom）、如何招募（how）、何時招募（when）、誰

來負責招募（who）、要提供那些訊息（what information）。而招募

作業不應該是單獨的事件，組織最好能結合上述問題發展出屬於自己

的招募方案。 

    一般來說平均每個出缺職務的應徵人數是以1：20~1：30的比率

來決定應徵人數，而經過初步篩選合格的人數與總應徵者的比例，一

般則為1：5（吳美連，2005），雖然這只是實務工作者的建議，但還

是可以用估算招募所需的作業量。 

 

(三) 招募活動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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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章雜誌、電視、網路上刊登求才廣告，此種方法為最普遍的

方法，或是直接向學校尋求人才，也可以利用公私立就業輔導所、職

業介紹所、專業協會求才，較易找到專業性人才。因這些機構會有完

整求職人才之紀錄資料，企業可委託其代為遴選，甚至可以考慮獵人

頭公司（head hunter）。此外，還要妥善保存應徵者所投履歷文件，

以建立人力資料庫。 

 

(四) 招募程序評鑑 

工作是否有適當的人來應徵？職缺是否及時補齊？招募每個員

工花費的單位成本為何？原先所訂的作業目標是否達成？這些是招

募程序評鑑的重要內涵。然而令人吃驚的是，多數的組織並沒有對招

募作業進行評鑑，以致於招募工作者的努力無法受人重視。 

 

三、招募作業的影響 

Rynes（1991）歸納指出過去招募作業的研究，如圖2-10所示，

大都以招募者的人口特質、招募管道、招募的政策與流程為自變項，

以招募作業的過程和結果為依變項進行研究。例如：早期的研究將招

募方式和員工任期之間關係達成一致性結論。亦即應徵者經員工介紹

和毛遂自薦這兩種方法進入組織中所待的時間比經由報紙廣告或學

校就業輔導室或職業介紹所而進入組織任期時間較長久（李珊珊，

2002）。Breaugh (1992)則檢視招募方式和組織績效、缺勤、工作態

度間關係。其將招募方式分為學術期刊及報紙廣告、校園招募、毛遂

自薦、員工介紹，結果為學術期刊和毛遂自薦這兩種方法對績效較有

顯著影響。另外Wiley (1992)也檢視招募方式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

係。其結果顯示員工介紹、報紙廣告、再次僱用、私人僱用公司和自

我推薦這些方法根據不同職業種類而為不同有效招募方法。經由李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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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2002）發現，招募方法與工作投入之間關係呈現顯著影響。而在

招募方法中，以經由現職員工介紹之管道優於經由報紙、雜誌廣告、

學校、親朋好友介紹、求職人才庫進入之管道，易產生較高的工作投

入。 

 
 

圖2-10 先前招募理論與研究結果摘要圖 

資源來源：Rynes（1991）。Recruitment, job choice, and post-hire 

consequesces: A call for new research direction. In M. D. 

Dunnette & L. M. Hough（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nd.ed). Palo Alto, CA: Consult-

ing Psychologist Press. 

 

五、校長的招募工作 

對校長的招募工作而言，目前為止都只有一些零星的作法，並多

傾向於提供工作的誘因（organizational inducement），其中提昇待遇

和福利一直都是首要的考量，巴爾的摩市甚至會提供房屋津貼或是搬

遷補助，以鼓勵其它學區的教師和校長到離家較遠的地區服務

結果變項 

1、工作的吸引力

2、工作滿意度 

3、組織承諾 

4、工作表現 

5、離職率 

自變項 

1、招募者的人

口特質 
2、招募作業的

管道 
3、招募作業的

策略及程

序 

過程變項 

1、僱用前的過程

2、僱用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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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onney, Ayres, Hansen, & Cuthberton,2003），西維吉尼亞學區則

是直接將校長直接比照最高級教師支領（NAESP, n.d.）。而美國小學

校長協會更透過遊說國會，在2002年由聯邦撥款一千萬進行學校領導

計畫，協助部分缺人的學區進行招募和留人工作（NAESP, n.d.）。其

次，也有學區會成立專責招募校長和教師的機構，利用廣告和行銷的

手法增加學區的吸引力或是與鄰近大學合作…等，皆為美國各學區所

常見的策略（McConney, Ayres, Hansen, & Cuthberton,2003）。馬里蘭

州、愛荷華州和威斯康新州更是主動出擊，主動尋求有潛力的副校

長，安排他們進入校長學苑進修；印弟安納的校長協會甚至提供履歷

表修改和模擬面試的服務（NAESP, n.d.），這些大都是借用企業界的

作法而來，但是都缺乏一套有系統的招募方案。 

此外，美國學術圖書館協會針對會員所作的調查（Stevens & 

Streatfield, 2003）值得我們討論。該研究發現招募館員最有效的策略

依序是：提供進修教育的機會、提供師傅館員、提供實習機會，而薪

資待遇只有在低階職位者的調查中才有顯著的影響力；在中階及高階

的館員方面，專業發展和升遷遠較薪資扮演著更大的影響力。此外，

進修學費的補助、彈性的工作時間，這些福利措施也有一定的影響

力。這項結果是否亦能複製在校長方面，有待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貳、留住校長 

 
招募工作固然重要，留住好的校長更為重要，留任（retention）一詞

先前已定義是組織成員具有明確的意願希望繼續成為組織的一份

子，至於企業界留住人才的常用策略如下（潘東傑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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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定新勞動契約 

訂定新勞動契約明訂維護員工終生就業能力是雇主與員工雙方的責

任。在 21 世紀已沒有終生雇用這回事，代之而起的是終生就業的能

力。換言之，員工必須要不斷提升其本身的技術，使他終身都有就業

的能力。因此在新環境下，雇主要留住人才，他必須要負責提供適當

的評估工具與開放的學習環境，眾多的受訓機會，讓員工定期評估他

們本身的技術，知識，據此以擬訂職業生涯的計劃，主動地去追求企

業最需要的先進技術與知識。惟有如此，員工才能維持他們在企業最

佳人才的地位，才能協助企業創新與發展。此外，企業也要設立一套

激勵員工的制度，使員工有意願去追求企業所需要的新知識與新技

術。惟有如此，企業的員工才能永遠地維持他們是企業的最佳人力，

也才值得企業永遠地去留用他們。「最佳人才」是一個動態的而不是

一個靜態的觀念，一個昨天具有企業最需要的知識與技術的「最佳人

才」，假如沒有持續不斷地追求企業所最需要的知識與技術，明天他

可能成為企業的「朽木」，而不值得留用。 

 

2. 重點留用 

企業在留人時，必須要考慮勞動市場全面的供需狀況，然後再決定誰

該留，如何留？因為假如某職業的需求遠大於供給時，則無論企業如

何努力，仍然是無法留住他所需要的人才。比如台灣中部或東部的一

所私立大學，想留住一位美國名大學畢業的人力資源管理教授是非常

難的，因為無論在資源上，在交通的方便上，在同儕與學生的素質上，

它都是無法與台北的國立大學相比。在企業評估市場的情況以後，才

能決定是否要留此人，如何留。比方在上述情況中，東部的私立學校

便要訂出重點留人的辦法，如聘請此教授為兼任教授，而他所任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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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課程則由短缺較不嚴重的教授任教，或是東部的私立學校決定培養

自己現有教授來擔任人力資源管理的教授。換言之，在鎖定重點人士

以後，企業便可以量身訂製，按所要挽留的人士的情況以不同的工具

去留住最佳人才，而如果確定出要留下的重點人員之後，可以採用：

薪資報酬的調整、職務的特殊設計、工作的重新設計、以社交聯繫來

拉攏要留用的員工、安排方便的工作地點，與對手合作…等。 

 

3. 慎選新人 

在招募時，如果不慎選新人，會導致日後員工流動率偏高，其原因是

新進員工的價值觀可能與公司企業文化不吻合，或新人的技術雖佳，

能力雖高，但缺乏EQ，無法與同事相處。現有實證研究顯示，中上

層主管通常有 30-50％新進主管最後以辭退或辭職下場。其原因是每

個企業都有其不同的企業文化，因此在某甲公司很優異的員工到乙公

司以後，可能因個人價值觀與企業文化不相配，導致員工的離職。比

如慈濟的員工到高科技半導體公司去工作會覺得格格不入，無法表現

其才能，同理，高科技員工到慈濟工作也會覺得很難以發揮其才能。 

 

4. 培養接班人 

一般而言，員工的報酬可以分成四大類：內心的滿足、升遷與成長的

機會、金錢的報酬、同儕及上司的肯定與讚許。企業如對員工設立導

師制，使他們能循序漸進，按期升級，如此企業提供成長的機會便能

留住人才。而培養接班人的步驟：首先是觀察角色模範，年輕專業人

士可以觀察各種不同的人格與作風，從中挑選適合學習的對象，而企

業可以主動告訴年輕人那些是值得學習？為何值得學習？其次，製造

他們與典範共事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從事學習。最後在學習過程中安

排諮商，以便在遇到困難時能扶他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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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層主管的重要 

領導的能力是指領導人能為企業指出一願景，使員工知道此企業有發

展的空間。此外，領導人必須要以身作則，讓員工看到他領導的能力，

「惟有富人才能領導富人」，也就是說是領導人有成功的紀錄才能留

住成功的員工。換言之，常勝的將軍才能帶領常勝的士兵，沒有士兵

是願意為常敗將軍效命的。 

 

6. 協助員工革除惡習 

有些員工非常能幹，具備所有企業所需要的技術與知識，但是他具有

一些惡習，以致與同事無法相處，最後被迫離職或被解除職務。因此

企業要留住此類最佳人才，他們必須要協助這些員工革除無法與人相

處的惡習，例如：英雄主義者他們是不斷鞭策自己，但工作負荷過重，

工作時間過久，最後心力俱疲，只得離去；而理想主義者－他們自認

清高，不屑折衝協調，最後無法與人相處。企業如果能協助員工從他

人的角度來思考，便可有效革除這些惡習，大大提昇員工的價值。 

 

7. 雕塑工作 

雕塑工作（job sculpting）是指企業發掘不同員工的興趣與特長，然

後按個人的興趣與特長安排他們到需要此類核心職能的工作。如此不

但可以達到人盡其才的目的，更能提高員工的工作興趣。只要員工樂

在工作，他們便願意留在企業為企業效命。企業可以按員工的特殊興

趣，安排他們到需要這些特長的工作，使他們能各盡其才，能勝任且

具挑戰性的工作，會使員工樂在工作，能樂在工作的員工便會留下。 

 

總括來說，企業要留住最佳的人才，他首先要明瞭的是，在 21 世紀

「最佳人才」是一個動態的名詞，某甲今日可能是企業的最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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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非常想留用他，但是明天他的技術與知識可能已落伍，因此某甲

再也不是該企業的「最佳人才」。 

此外，在擬訂留人政策時，企業不宜只從留人政策下手，他必須要把

招募、訓練與激勵等政策都納入在內，作一個通盤的考量（潘東傑譯，

2002）。比如說，企業內部的一個職位，它所需要的技術可能很難訓

練，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訓練，但也可能很容易或是中等。同樣地，企

業對此職位所需要填補的人，需求非常迫切，需要馬上補足。此職位

的人士可能非常需要長期留用，也可能不需要留用，一次工作完畢以

後，必須很久都不會再用到此種人才（如室內設計或廣告設計等）。

要先考量各職位的訓練難易，需求急迫性，留用需求度，企業才能決

定最佳的尋才途徑，也以這些因素全盤地考量公司有無必要留住此

人。因此，在 21 世紀的留人政策不在留用全體員工，而是留住關鍵

性的員工。 

而對於留任校長的工作而言，待遇的提昇固然重要，但是一般研究都

無法支持成員對於工作待遇的滿足感會顯著影響到成員是否離職

（Scott, 2003），而Stevens與Streatfield（2003）更指出專業的支持、

服務機構的聲望、未來的升遷，是影響著圖書館員留任與否的關鍵因

素，或許是因為自我效能感與工作留任有關（Podsen, 2002），因此

美國學區也都注意到校長能力的提昇，因此多半會有所謂的「師傅校

長」（mentor），和連續的「實習工作」（coaching）。而印弟安納州更

是由該州的校長協會主導，辦理工作坊以便能更快學會當校長的訣

竅，甚至有人提議提供校長休假年，以充實自我的能力（McConney, 

Ayres, Hansen,& Cuthberton, 2003；NAESP, n.d.；Scott, 2003），但是

即便是美國也很少有系統地措施來留住校長，有的只是零星的方案，

因此Scott（2003）即主張對留任的結果進行評鑑，以改出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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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國的校長留任措施仍有待研究者進行探討。 

 

參、留住校長的知識 

由於教育人員優厚的退休制度，現在學校面臨的大量退休潮帶來

的威脅，有許多新人可補充單位的職缺，然而他們卻缺乏實作經驗，

因此每當有人離開，組織裏得來不易的經驗也隨之離開，組織將自己

辛苦培養的實貴經驗拱手讓人，讓繼續留在公司的員工增加負擔，因

此在無法強留成員的情況下，學者提出延續管理（continuity man-

agement），希望能將組織成員的專業知識留下來，傳承下去以進一

步作為知識創造基礎的概念與方法。 

一、從知識管理到延續管理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工作者所需要的不再是更多的資訊，而是

經過使用者分析、詮釋及整理的資訊，也就是真正實用的知識，擁有

知識才能有效地轉化成為具效率的行動力、任務執行力。一般所謂的

知識管理，是將適當的知識，在適當的時機，傳給適當的人。先將重

要的專業知識，在現任員工間進行水平轉移；再藉由延續管理將這些

知識，在員工世代間垂直轉移，是管理知識重要的兩個過程。而延續

管理係指不同世代、相同職務員工間關鍵專業知識的延續，目的在克

服因人力流動所帶來知識流失的威脅；避免因新舊人員交接所造成的

知識斷層（王德玲譯，2003；吳清山、林天祐，2004；黃貝雯，2005）。 

許多知識中斷的問題，多發生在工作者進行職務調動時，尤其是

在流動率較高的組織內部。如果在出現之前或初期就被發現，並且得

到解決，才能避免形成知識斷層，所有的組織都可以藉由延續管理的

施行，防止知識斷層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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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續管理的方法 

以下將介紹幾種知識延續的方法，以儲存員工腦袋的專業知識，

並藉由經驗的傳承讓繼任員工快速上手（王德玲譯，2003；吳清山、

林天祐，2004；黃貝雯，2005）： 

(一) 師徒制 

此為一種由資深員工以一對一的方式輔導新進同仁，提供工作上

的指導以及經驗的傳承。如同老師父帶小徒弟的方式一樣，讓即將退

休或調職的員工負責指導接班人，繼任人員在老師父的教導下，慢慢

潛移默化、累積經驗、從做中學，直到新人能獨立作業。此種知識延

續的方式比翻閱檔案、資料效果更好。然而，欲建立此制度，必須以

個人之間的信賴感為前提。 

 

(二) 口述歷史 

又稱口述報告（debriefing），由於工作經驗不易在正式檔案中被

記載下來、師徒制又需在員工願意分享知識或延遲離職的情況下，才

可能在繼任員工和現任員工同時在職的情形發生，口述報告是讓員工

在任時以口頭的方式回憶事件的經過，以傳遞訣竅（know-how）、

解決問題經驗的方式。參與者須在事件進行期間，每週個別進行二十

分鐘報告，他們應巨細靡遺的向研究者報告他們這週作了哪些事，以

及這麼做的原因。其目的是要在特定時間範疇的架構中，紀錄真正發

生過的一切事件，包括他們的行動或是沒有採取行動的理論根據與機

制所在、他們當時覺得重要的事情是什麼與組織記憶裡的人性因素等

等。當然，需由一位經驗豐富，具備管理、人力資源與企業文化等專

業的知識經理負責執行，讓訪談的內容採用性高且易懂。 

(三) 公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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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史（corporate history）是一種企業敘事，是一種有效的，非

以數字表述的工具，可以用來證明組織的價值。英格蘭銀行的前任副

總裁布蘭登也說：「組織若不懂得向過去的類似經驗學習，是相當的

愚不可及，因為事件總是不斷的自我複製，只是形式不同罷了。最聰

明的做法莫過於不要重蹈覆轍。」因此，即便我們無法以過去的行事

運用於現在的環境上，但是我們通常可以在一再重複的事件中找出一

個模式來。 

 

（四）建構知識檔案 

除了運用訪談或口述歷史外，根據《延續管理－留住員工的腦袋》

一書指出，吾人還可以利用知識問卷的方式進行知識蒐集，以留存現

任員工的專業知識。建構知識檔案即有助於關鍵性知識能力的發掘。

建構知識檔案流程，共分五大步驟（王德玲譯，2003）： 

1. 發展知識檔案分析問題，必須包含知識檔案內容的各分類及

詳細的內容，此係用來研擬一套留存現任員工重要專業知識

的問題清單，換言之，這是一種專業知識的問題資料庫。 

2. 知識問卷（K-Quest）是存取重要專業知識的高度個人化工

具，每份K-Quest 會因職務、單位或組織性質的不同而改變，

在K-Quest 裡大部分問題多從知識檔案分析問題而來的，在

執行知識問卷過程中，為縮短執行時間，由現職員工組成專

案小組針對相同職務類別擬好預列答案，只需增加或修改，

無須從頭開始研擬問卷。 

3. 知識檔案電腦化，所有的知識都可以透過問題關鍵字查詢。

若現任員工知識很獨特且對公司非常重要，訪談的方式比電

子問卷調查還來的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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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養成時間非常的長，而且多數的現職校長都已將近(符合)

退休條件，如果學校行政的知識隨著人員的流動而流失，將為造成學

校無法挽回的損失，所以最需要建立延續管理的制度，以確保學校行

政與教學知識的累積與傳承，減少嘗試錯誤，提高學校行政效能。 

 

本章總結 

從本章各節觀之，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皆有

可能會影響到個體的工作選擇，當然也應該會影響到校長選擇是否繼

續留任，但是參考美國各學區的經驗和企業的作法，卻發現教育界對

於校長留任或招募問題僅有零星的作法，多半著眼於待遇的提高，並

未從影響工作選擇的因素加以思考，至企業界的作法又難免與教育實

務扞格難入，因此本研究將由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和自我效能

感著手，探討其對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力，並據此提出相關建議供教

育行政機關、校長培育中心、現職校長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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