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5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王霆、陳勇、袁淳（2003）。杜拉克創新與策略。台北縣：水星文化。 

王儷潔、林利眞（譯）（2006）。J. Grant 著。創造品牌價值的 12 黃金法則

（The new marketing manifesto the 12 rules for building successful 

beands in the 21st century）。台北市：麗勤管理顧問。 

石靈惠（2008）。品牌魔咒：打造奢華名牌的 Branding 工程。台北市：信

實。 

余民寧（2006）。潛在變項模式 SIMPLIS 的應用。台北市：高等教育。 

李佳芬（2006）。私立維多利亞中小學品牌管理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國

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 

吳思華（2005）。知識經濟以創新為引擎。天下，315，40。 

吳政達（2007）。教育政策分析新論。台北市：高等教育。 

吳清山（2004）。學校創新經營的理念與策略。教師天地，30-44。 

吳清山（2004）。學校行政。台北：心理。 

吳清山、林天祐（2005）。公共關係。教育研究月刊，131，155。 

林山太（2008）。創意校園規劃與經營。台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等。 

林文慧（2006）。高雄市國民小學行銷策略與品牌形象關係之研究。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周宏懷（2004）。品牌管理與評價流程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林明地（2004）。教育領導實際的創新與突破。教育研究月刊，119，117-122。 

林明地（2006）。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學習的觀點。台南大學教育經營與

管理研究所主辦，學校創新經營研討會發表論文。2006 年 6 月 23 

日，取自 

      http://web.nutn.edu.tw/gac760/New/art/01/08.doc 

林建煌（2000）。行銷管理。台北市：智勝文化。 

林啟鵬（2003）。我國高級職業學校組織創新影響因素之硏究。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硏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6

邱皓政（2006）。量化硏究法：SPSS 中文視窗版操作實務詳析。台北市：

雙葉。 

林慶川（2001）。國民小學教育人員與家長對教育行銷實施現況之知覺與

態度。台中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市。 

林嘉君（2004）。技專校院品牌管理成效評估指標建構之研究。國立暨南

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縣。 

周德銘（2007）。國小校長學校品牌管理實務知識之個案研究。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施振榮（2000）。品牌管理：從 OEM 到 OBM。台北市：大塊文化。 

袁世珮、黃家慧（譯）（2001）。D. E. Knapp 著。品牌思維：打造優勢品牌

的五大策略（The brand mindset）。台北市：麥格羅希爾。 

姚欣宜（2005）。臺北縣國民小學學校支持創新經營與學校創新氣氛之研

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台北市。 

高登第（譯）（2002）。D. A. Aaker, & E. Joachimsthaler 著。品牌領導（Brand 

leadership）。台北市：天下文化。 

馬惠祺（2005）。國民小學品牌管理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教

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市。 

秦夢群、濮世緯（2006）。學校創新經營理念與實施之研究。教育研究與

發展期刊，2(3)，123-150。 

張吉成、周談輝（2004）。知識管理與創新。台北市：全華科技。 

張明輝（2002）。學校經營與管理研究。台北市：學富文化。 

張妙琳（2005）。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創新經營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 

張奕華（2007）。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理論及實務。台北市：高等教育。 

陳木金（2001）。從發展型管理看校長的學校經營。輯於中華民國學校行

政研究學會（主編），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學校行政論壇第八

次研討會─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學校行政應為與當為論文集（頁

71-87）。台北市：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陳木金（2000）。從奇異吸引子理論談新世紀的學校行政革新。學校行政

雙月刊，5，30-4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7

陳玉君（2003）。高級中學品牌管理現況之研究。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

與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縣。 

許詩旺（2001）。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行銷策略認知及其運作之研究。屏

東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市。 

湯志民（2002）。學校革新理念與實踐。台北市：學富。 

黃國序（2006）。國民小學校長品牌管理態度與實施策略之研究─以台北

市公立國民小學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楊深坑（1999）。迎向新世紀的教育改革：方法論之省查與國際改革趨勢

之比較分析。輯於台灣師範大學（主編），國際學術研討會─教育改

革、師資培育與教學科技：各國經驗，台灣師範大學。 

葉正綱（2004）。品牌會說話：從經典案例學行銷。台北縣：聯經。 

葉連祺（2003）。中小學品牌管理意涵和模式分析。教育研究月刊，114，

96-110。 

葉連祺（2006）。品牌管理。教育學科教室，148，107-109。  

葉連祺（2007）。增進品質和品牌之教育經營策略分析。教育資料與研究

雙月刊，79，19-40。 

蔡秉螢（2008）。幼兒園品牌領導策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劉建漢（2006）。國民小學品牌經營重要性、內涵與策略之調查研究─以

新竹市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職業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

出版，新竹市。 

劉美琪（2005）。教育機構品牌延伸對消費者學校選擇的影響。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鄭福妹（2006）。偏遠地區小型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以臺北縣特色學校方

案參與國小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台北市。 

潘慧玲(2002)。學校革新理念與實踐。台北市：學富文化。 

賴則先（譯）（2007）。C. Kaputa 著。我，就是品牌（U r a Brand！）。台

北市：高寶。 

濮世緯（2003）。國小校長轉型領導、學校文化取向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8

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戴國良（2007）。品牌行銷與管理。台北市：五南。 

二、英文部分 

Aaker, D. A. (1991). Managing brand equity: Capitalizing on the value of a 

brand name.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Aaker, D. A. (1996). Building strong brands.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Aaker, D. A., & Joachimsthaler, E. (2000). Brand leadership.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Arnold, D. (1992). The handbook of brand management. New York, NY: 

Perseus Books. 

Beverland, M. B. (2005). Creating value for channel partners: The Cervena 

case.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Marketing, 20(3), 127-135. 

Dacis, S, M. (2000). Brand asset management: Driving profitable growth 

through your brands.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Elliott, R. H. (2007).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Keller, K. L. (2008).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Build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brand equit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Knapp, D. E. (1999). The brand mindset: How companies like starbucks, 

whirlpool, and hallmark became genuine brands and other secrets of 

branding success. New York, NY: McGraw-Hill. 

Koehn, N. F. (2001). Brand new: How entrepreneurs earned consumers trust 

from wedgwood to dell.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Lindstrom, M. (2005). Brand sense.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Nilson, T. H. (1998). Competitive branding winning in market place with 

value-added brands.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Parameswaran, M. G. (2006). Building brand value: Five steps to building 

powerful brands. New York, NY: McGraw-Hill. 

Parkes, S. E., & Thomas, A. R. (2007). Values in action: Observations of 

effective principals at work.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45(2), 204-2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

Randall, G. (1997). Branding. London: Kogan Page. 

Sam, H., & Chris, L. (2001). The infinite asset management brands to build 

new value.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Temporal, P. (2002). Advanced brand management form vision to valuation.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VanAuken, B.(2002). The brand management checklist: Proven tools &  

      techniques for creating winning brands. London: Kogan Page. 

Wheeler, A.(2006). Designing brand identity: A complete guide to creating,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strong brands (2nd ed.). Hoboken, New York,  

      NY: John Wiley. 

 
三、日文部份 

全国連和小学校長会（2002）。二十一世紀を拓く学校教育の創造。東京。

第一公報社。 

片上宗二、田中耕治（2002）。学びの創造と学校の再生。京都：ミネル

ウァ書房。 
佐藤三郎（1999）。世界の教育改革 : 21 世紀への架ケ橋。東京：東信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