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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研究－以桃園縣

國民中學為例」。研究者先蒐集資料，加以整理閱讀，再參酌有關的理論與研究，

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編製成本研究之研究問卷，並以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作

為本研究對象，進行問卷之預試與調查、統計分析；且依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與

相關文獻之綜合研討，爰將結論臚列於後，並提出建議若干，作為教育行政機關、

國民中學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文獻探討與量表調查結果，茲歸納下列數點結論：

一、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現況分析

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程度上，以「增進學生學習氣氛」最

高，其次依序為「提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發展學校教學目

標」，而最低的為「確保課程教學品質」。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差

異分析

（一）就性別而言，本研究結果說明不同性別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校

長領導行為知覺五個層面之得分，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

（二）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有差異，「41~50 歲」、

「51 歲以上」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較「31~40 歲」為高；在「發展學校教

學目標」、「確保教學課程品質」、「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氣

氛」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51 歲以上」較「31~40 歲」為高；在「確保

教學課程品質」、「提供支持工作環境」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41~50 歲」

較「31~40 歲」為高。

（三）不同教育背景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有差異，在「確保



122

教學課程品質」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高於「師

範大學或教育系」；在「增進學生學習氣氛」、「提供支持工作環境」以及

整體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表現上則未發現差異。

（四）不同擔任職務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有差異，在「發展

學校教學目標」、「確保教學課程品質」、「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提供支持工作環境」等五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教師

兼行政工作」分別高於「專任教師」、「導師」。

（五）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有差異，「5 年以

下」、「11~20 年」、「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各層面上「發展

學校教學目標」「5 年以下」、「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確

保教學課程品質」「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提昇教師專業

成長」「5 年以下」、「11~20 年」、「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增

進學生學習氣氛」「21 年以上」高於「6~10 年」；在「提供支持工作環境」

「21 年以上」高於「6~10 年」。

（六）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有差異，在「發展

學校教學目標」、「確保教學課程品質」、「提供支持工作環境」等三項校長

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31~60 班」皆高於「61 班以上」的學校。

（七）不同學校位置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有差異，在「發展

學校教學目標」、「確保教學課程品質」、「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提供支持工作環境」等五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鄉

鎮地區」高於「縣轄市區」；在「提供支持工作環境」「鄉鎮地區」高於「偏

遠地區」。

（八）不同實施狀況學校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沒有

差異，但從各層面所做的比較中發現在「提供支持工作環境」差異達顯著

水準；非試辦學校教師較試辦學校教師重視「提供支持工作環境」層面的

校長教學領導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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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現況分析

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以「學校本位課程」最高，其次依序

為「行動研究」、「課程統整」、「多元評量」，而最低的為「協同教學」。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差

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學校本位課程」、「課程

統整」、「行動研究」、「協同教學」、「多元評量」等五個層面均有差異；男

性國中教師較女性國中教師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程度為高。

（二）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有差異，「30 歲以下」、「51

歲以上」較「31~40 歲」知覺程度為高；在「學校本位課程」「30 歲以下」

高於「31~40 歲」；在「行動研究」「30 歲以下」、「41~50 歲」、「51 歲以上」

高於「31~40 歲」﹔在「協同教學」「30 歲以下」、「51 歲以上」高於「31~40

歲」﹔在「多元評量」則未發現顯著差異。

（三）不同教育背景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均沒有差異。

（四）不同擔任職務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有差異，「教師

兼行政工作」分別高於「專任教師」、「導師」；在「學校本位課程」、「課

程統整」、「行動研究」方面「教師兼行政工作」分別高於「專任教師」、「導

師」﹔在「協同教學」、「多元評量」方面「教師兼行政工作」皆高於「導

師」。

（五）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有差異，「5 年

以下」、「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學校本位課程」、「行動研

究」方面「5 年以下」、「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課程統整」、

「協同教學」方面「5 年以下」高於「6~10 年」﹔在「多元評量」方面則

未發現差異。

（六）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有差異，「31~60

班」高於「61 班以上」；在「學校本位課程」、「課程統整」、「多元評量」

方面「31~60 班」高於「61 班以上」﹔在「學校本位課程」方面「30 班

以下」高於「61 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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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同學校位置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有差異，在「學

校本位課程」方面「鄉鎮地區」高於「縣轄市區」。

（八）不同實施狀況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均沒有差異。

五、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相關

分析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與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呈正相關，而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確保課程教學品質、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氣

氛、提供支持工作環境」等五種行為，皆有助於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換言之，校

長教學領導行為愈高，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愈高。就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在校長教

學領導行為相關上加以分析說明：

（一）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學校本位課程」層面，有「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提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三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預

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44.5%，其中「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可預測力達 40.5%。

（二）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課程統整」層面，有「確保課程教學品質」、「增

進學生學習氣氛」、「發展學校教學目標」、「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四個校

長教學領導行為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43.9%，其中「確

保課程教學品質」，可預測達 39.6%。

（三）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行動研究」層面，有「增進學生學習氣氛」、「發

展學校教學目標」、「提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四個校

長教學領導行為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43.3%，其中「增

進學生學習氣氛」，可預測達 38.7%，

（四）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協同教學」層面，有「發展學校教學目標」、「提

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三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預測變

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38.2%，其中「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可預測達 36.3%。

（五）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多元評量」層面，有「發展學校教學目標」、「提

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三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預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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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38.2%，其中「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可預測達 34.3%。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若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發展學校教學目標」與「提昇

教師專業成長」層面，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最具預測力。因此，校長應落實參與

領導，擬定符合學校特性的教學目標，與學校成員溝通觀念，並調整教師心態，

使其瞭解變革的必要性，以帶動成員落實教學目標；同時，校長應以領導教師致

力於教學創新，促進教學實務、專業對話與激勵教師進修，並透過組織的運作，

以提昇教師專業能力及行動研究，解決教學問題。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與歸納之結論，研究者針對教育行政機關、國民中學與未來

研究依次提出建議：

一、對教育行政機關建議

國內有關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研究指出：許多校長在教學領導行為認知上，

仍以停留在以「行政為主、教學為輔」的觀念，甚至不了解教學領導行為之意涵；

況且，為呼應教育改革的潮流與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以教學的創新與提升學生

競爭的能力，應如何建立校長正確的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理念，

及校長遴選、培育、考核的機制，實乃迫不及待的要務；以下提供有關校長教學

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改進事項，供教育行政機關參考：

（一）有效規劃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儲訓課程，以均衡教學與行政能

力

減少校長在與教學領導無關的活動，使校長有更多的時間從事教學領導與儘

速依採購法規定晉用專業人員，以提高工程品質並減輕校長在學校工程之負擔。

校長教學與課程學分班，應以師資培育機構及民間機構合作辦理，以提昇校

長教學領導專業能力，及培養校長人際關係技巧與行政執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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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國立教育研究院規劃課程研發機構，以確保課程的品質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學生能力為導向，透過學校本位課程、課程統整、行動

研究、協同教學、多元評量等層面，讓學生獲得完整的知識，況且所有課程發展

必須經由實驗、試辦、修正、推動、再修正、實施等階段過程，並透過課程評鑑

的機制，以確保課程品質。所以應賦予國立教育研究院設立課程發展研究機構，

以確保課程品質，以提昇國家競爭力之必要性。

（三）學校規模以「31~60 班」調整，配合課程實施與校長教學領導

之最佳情境

學校規模是影響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行政機關應適時縮

小都會區之學校規模，並增加教師人員編制與教學設備，如此才能讓校長投注心

力與時間於教學領導行為上，俾利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與有效推動領域協同教學，

「31~60 班」學校規模人力、物力資源設備最適合課程改革與實施。

（四）全面推動教師評鑑工作，以協助校長推動教學領導行為

「教師」是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成功的關鍵，教師必須從傳統自我學習的方

式，走向更開放的團隊學習。由問卷調查發現，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領導行為在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上表現較差，探究其原因，主要校內沒有建立一套教學評鑑

機制，以致於學校教師因教學評鑑流於形式，乃阻礙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重要因

素之一，因為目前教師教學評鑑並無法評量教師的教學成效，也造成教師不重視

校長在教學領導行為上的努力。

二、對國民中學建議

校長面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究竟要運用哪些策略才能達到有效的教學領導

行為，研究者認為可從兩方面著手：

（一）建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新形象

1. 體認校長是首席教師，導正教學領導之觀念

由於時代的變遷以及民主平等的觀念普及，校長及教師的任用方式也將改

變，教學領導的能力再未來校長任用上或許是一大考量因素，校長也將由權威的

角色，逐漸趨與教師平等的地位。今後校長在教學領導行為的扮演上不僅要更多

花心思上，學習與他人共享教學領導，更要以自己再專業上的聲望與教師一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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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上努力。

2. 重視教師的需求，擬定完善的教學領導計畫

進行教學領導之前應事先擬定計畫並且配合；設定目標，以提升師生的

「教」、「學」效果。且蒐集資料，規劃整體教學環境與設備，並配合學校之需要，

發展學校特色；以最小的投資獲取最大的利益，來考量學校經費、時間、人才上

的限制，並找出最佳的實施方案。

3. 建立學校辦學改進與支援系統，主動解決教學問題

透過學校組織再造，設置教學研究改進單位，以支援教師教工作，提昇教學

品質；然而，校園中的教學問題絕大部分是發生在課堂中，校長應該主動積極的

去發現問題並妥善加以解決。也可以透過走動管理，發揮巡堂視導的積極功能；

或者透過各種溝通管道，深入了解需要解決的困難原因所在，並多與教師溝通觀

念建立彼此的共識。

4. 減少與教學無關活動，致力於教學領導

過多的會議與應酬經常讓校長東奔西跑，沒有時間進行教學領導；因此，校

長要減少不必要之會議與應酬，增加在校時間並專心投入於領導學校的教學活

動，以免成為「政治性」的校長，引人詬病。

5. 校長應自我充實，強化教學領導行為知能

在學校本位課程及學習型組織的觀念影響下，未來的校長必須要在課程設計

與教學領導能力上有所加強，因為校長必須負責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也必須以

身作則成為學習型組織的領導者，對於教學專業技能不可馬虎，要有更深入的了

解，並且擬定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的能力，透過計畫的執行，才能了解教師的需求

與教學的盲點，提高教學效能。

（二）鼓勵女性教師從事學校行政工作

學校行政工作沒有性別上的專利，不是遙不可及或難以勝任的工作，任何性

別的教師只要肯用心做事，都應該給予肯定及鼓勵。

（三）規劃合宜的教育措施，使不同年齡教師能發揮所長

   相較於年輕的資淺教師，應多加強對其學校工作的認同，及暢通教師遷調作

業，以使教師能盡快在工作上具有穩定性及安全感，以便全心為教育工作付出。

對於未在 55 歲依規定提前退休的教師，應多與肯定，並安排擔任教學研習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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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以善用其經驗及智慧。

（四）建立專任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輪調制度

    建立專任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輪調制度，讓每位教師都有但任行政工作的機

會，使之從經驗中學習更多面對教育問題解決的方法及技巧以及建立對兼任行政

工作辛勞的同理心。

（五）整合行政資源，支援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除了校長本身的因素外，校長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中學校行政支援教學配合

上，應做到以下各點：

1. 發揮組織的運作，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

九年一貫課程係以學習領域為主要內涵，為發揮組織運作，校長應加強課程

發展委員會的功能，運用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的專業能力、集思廣益，以審查並

規劃各學習領域課程及內涵。

2. 講求團隊合作，落實領域小組功能

由調查發現，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以協同教學表現較不理

想，探究其原因，乃國中一向實施分科教學，以升學掛帥、師資培育無學習領域

專長教師，以致於在課程推動協同教學上產生困難。因此，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

教師可以透過協同、合作教學，而不能流於單打獨鬥，否則勢必慘遭淘汰。因此

校長主導各領域研討會，應針對教學、教材及評量方法之改進與研究，以減輕教

師教學之外的辛勞，亦能增加教學效果，提升學習品質。

3.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建立學校特色

根據課程總綱之精神，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將是各學校本身之特色。為達此

目的，校長應結合課程發展委員會、各學習領域召集人及社區的相關人士，參酌

學生需求、學校條件、社區環境及教育潮流，從事學校本位課程的研究及彈性課

程之應用，建立起學校特色。

4. 透過知識經驗分享，鼓勵教師參與進修與研習

以「學校教師為中心」的進修理念，建構學習型學校。未來學校應加強與師

資培育機構及民間機構合作，主動提供教師所需之研習課程與活動，充實教師專

業知能，讓學校成為一個真正的學習型組織。就現實層面而言，學校教師不可能

每一位都參與研習或進修，所以校長透過各校種籽教師觀摩經驗分享，以充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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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專業知能。正所謂「人才在地方、人才在學校」學校是課程研發的基地，教

室是課程的實驗室。

5. 爭取課程實施試辦經費，以擴充學校教學設備

為了豐富學習的內容，吸引學生學習的興趣及科技融入教學的趨勢，學校教

學設備必須擴充；如圖書設備、視聽教材、多媒體教具、資訊設備等，都是協助

教師教學的利器，也是幫助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成功的因素。

6. 發揮教師專業自主，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校長不論如何應保障學生基本授課時間（80%），而學校之特殊活動如運動

會、校慶、親職教育、聯運、校外教學等，則以彈性課程（20%）來設計。因此，

未來的教學活動將更「名副其實」，而且不易侵犯到學生應有之受教權益。

7. 建立共識，強調能力導向學習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教科書版本雖然不同，但都源自同一課程綱要與能力指

標，特別重視彈性、多元的課程與教師可自編教材，結合生活經驗與時事，讓學

生獲得帶得走的能力，並擴大宣導以化解國中基本學測一綱多本之疑慮；亦加強

學校組織運作、提昇教師專業能力、改變家長價值觀念與學生學習型態，以確保

課程實施回饋的機制。

以行政支援教學，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校長的角色與教師的知覺上不僅

需注重行政領導，更不能忽略教學領導。因此，校長應責無旁貸地協助教師，凡

事皆以學生為念，重視教學領導行為對師生所產生的影響，與教師密切合作、擬

定教學活動計畫，鼓勵學生多方面發揮潛能，轉換自己的角色心態，充實教學領

導知能，熟悉輔導教師改進教學計劃與方法，盡而建立專業領導的新形象，並且

在學校充分地以各種行政資源來援助教學，塑造國家新希望。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教師法及國民教育法的修訂與實施，對學校教育組織產生巨大改變，如何提

升教學品質與競爭力，讓學生獲得帶得走的能力，成為教育改革主要核心工作。

因此，對校長的遴選、儲訓與教學領導行為專業能力上，更突顯其重要性。況且，

九年一貫課程於九十一學年度於國民中學一年級全面實施，期盼透過課程與教學

的改革，讓國中、小課程相互銜接、各學科間彼此統整，使學生習得完整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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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力；然而，目前遇到許多課程與教學有關的問題，研究者認為應配合七、八、

九年級課程實施後，再對研究對象、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等方面，均

可在進行相關研究，對於了解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有更大的

助益。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針對桃園縣公立國民中學正式合格教師為調查對象，對於校長教學領

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研究結果，未來研究應包含私立教師，因此研究對

象可擴大至私立學校教師或其他縣市，都是未來研究者可在考慮之範圍。

（二）研究主題方面

本研究以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研究，但礙於九年一貫課

程實施目前尚在國一（七年級）階段，因此在文獻之蒐集上較困難，建議未來研

究可加入某一特定領域進行研究，而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再針對本主題進行

研究比較。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是以問卷調查法為主，文獻分析為輔。也可考慮兼採訪談法及觀

察法，以獲取調查數據以外之資料，來更深入了解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

課程實施之研究，以提供未來研究者之參考。然而，問卷調查法易受限於受試者

之背景變項、或對主題不清楚而影響其填答的結果。再加上近年來教育研究論文

以「量」的研究進行頗多，亦造成受試者許多困擾，因而拒絕作答或敷衍了事，

數據的真實性可能受到質疑。研究者仍只能依回收之問卷數據資料之結果加以解

釋，對於某些研究結果之可信度當然有待考驗。

（四）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調

查問卷，係根據文獻資料編修而來，且依照專家學者之研究，將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分成五個層面、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現況亦分成五個層面，可能會造成有概念上

的重疊，使受試者產生混淆之處。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採數題開放性題目，讓

研究工具更能呈現研究結果。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page6
	page7
	page8
	page9
	page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