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其職責為綜理校務，其行政決策攸關學校

辦學的成敗，工作之繁重與壓力可想而知。 

本章文獻探討是就目前學術界的成果加以探究，旨在整合已經研

究過的資料，作為本研究的基礎。本研究主題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之

工作壓力及行政決策之關係。為了增進對於研究主題的認識，本章針

對有關文獻從三方面加以探討。首先探討校長工作壓力的理論與相關

研究；其次探討校長的行政決策；最後探討校長工作壓力與決策的關

係。 

第一節 校長工作壓力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在今日高度工業化及都市化的生活中，緊張、忙碌、競爭激烈的

社會現象，壓力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份，工作壓力、生活壓力、升

學壓力、就業壓力⋯ 等，如影隨形的跟隨著人們。只要人生在世，

壓力的試煉與考驗是無時不在的(陳聖芳，民88) ，而社會大眾對校

長的要求愈來愈多、愈來愈廣，校長面對學生家長、學校教職員各方

人士、民意代表、上級長官等的期望，必須投入更大的時間與精力於

工作上，因此工作壓力更不斷升高(江鴻鈞，民84)。 

以下將自工作壓力的概念、工作壓力的理論，以及與校長工作壓

力有關之研究發現，分項說明之。 

壹、工作壓力的概念 

由於當前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的工作態度可能由「為生活而工

作」，以謀求基本生存、溫飽和安全的想法，改變為「為工作而工作」，

或「為工作而生活」，在工作中展現自己能力、獲取友誼、尊重、地

位、追求自我實現等心理層面滿足的價值觀。當一個人進入一個組織

工作時，若工作情境不佳，工作性質困難，其結果可能使其身心健康

受損，降低工作生產力，甚至離職而去，這不僅是個人健康及經濟的



損失，亦會影響組織的整體運作(李文銓，民80)。 

面對知識爆炸的時代，人們生活及工作步調隨著社會的腳步而加

快。長期處於緊張、快速、競爭與忙碌的生活情境之下，將會造成生

理、心理的負擔，工作壓力於是產生。可能會有胃痛、心跳加速、血

壓升高等生理不適的現象；也可能會有焦慮、暴躁、不滿足等負面心

理情緒出現；離職、績效降低等行為的產生即為工作壓力所造成的後

果。 

 

茲將國內外學者對工作壓力的解釋，臚列如下： 

 

一、國內學者的定義 

(一)陳甦彰(民70)認為工作壓力是個人能力及可用資源與工作

環境的需求，兩者交互作用後產生差異，促使個體在心理產生一種脫

離正常狀態下的現象。 

(二)郭旭修(民71)認為工作壓迫感可以視為個體與組織內部壓

力因素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一種心理不平衡現象。 

(三)趙傑夫(民77)認為工作壓力是個人無法因應工作的要求，或

環境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以滿足個人的需求，使個人在心理上產生脫

離正常狀態下的現象。 

(四)蔡璧煌(民78)認為壓力是在工作與人、事、物互動過程中所

產生的負面情感。如焦慮、挫折、壓抑⋯ 等即為工作壓力。 

(五)林秀靜(民87)認為個體經由其工作，感受到緊張、焦慮、挫

折、憤怒和沮喪等不愉快、負面的情緒，為其工作壓力。 

(六)葉龍源(民87)認為工作壓力是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下，致使

生理與心理產生不平衡的狀態。 

(七)陳聖芳(民88)認為工作壓力是在工作環境中，超過個人負荷

量的要求，進而造成威脅感，產生緊張、焦慮、挫折、壓迫的反應，



這些反應改變個人正常身心狀況，引發消極、無助感，造成工作壓力。 

(八)葉兆祺(民88)認為工作壓力是個體面對工作情境時，為因應

工作環境要求與自我期望，在生理、心理產生失衡的現象。 

 

綜合上述國內學者觀點，可發現工作壓力是個體面對工作的要

求，超過個人的負荷量而產生的一種不平衡現象。 

二、國外學者對工作壓力的定義 

(一)French , Rofger & Cobb(1974)認為工作壓力是個人能力與

工作要求，或個人需求與工作環境間，不能適切配合所產生的一種狀

態。 

(二)Caplan(1974) 認為工作壓力為工作環境中對個人造成威脅

的任何特性，包括超過其負荷的要求，或無法滿足其需要的匱乏狀態。 

(三)Beehr & Newman (1978) 認為工作壓力是與工作有關的因素

與工作者交互作用，改變工作者生理或心理正常功能的狀況。 

(四)Gupta & Beehr(1979) 認為工作壓力是一種來自工作角色方

面的需求，而此角色含有過度和有害的特質。 

(五)Gmelch(1982) 認為工作壓力是工作環境的任何特徵對個體

所造成的一種脅迫感。 

(六)Parker & DeCotiis(1983) 則認為工作壓力是個體在工作場

所中面臨到一些與重要工作結果有關的機會、限制與要求，致使個體

失去常態或產生一種和自我期望不相符合的感覺。 

綜由上述，國內外學者皆把工作壓力視為是個體的能力不能配合

工作的需求，因對個體造成壓迫感，而產生的一種不平衡狀態。 

貳、工作壓力的相關理論 

茲以下列三種模式說明工作壓力的理論： 

一、生物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模式 



此理論由 Redford 與Williams 提出，認為周遭環境的事件會引

起生理反應，而導致心臟血管性疾病(引自謝琇玲，民79)。 

當環境事件發生時，腦部會以整體組織的方式傳送「發動訊息」

到身體各器官，在傳送過程中，腦部對事件的釋義以及傳送環境事件

到發動訊息的方式，可能受到個人人格和遺傳性格的影響，致使同樣

的刺激會造成個人不同反應的結果。此假設建立在有限的時間內，但

有些過程的發生是慢性而長期的。有些反應一再累積後，可能會引起

生理病變，而引起心臟血管疾病的發生(黃榮真，民81；程一民，民

85；謝琇玲，民79)。 

二、「個人— 環境適配」理論模式 

此理論由French 與 Kahn提出，以適配(fit)的觀點來討論人與

情境的互動關係的一套壓力源理論，認為人與環境主客觀的配合情

形，是主要的壓力來源(引自王秀枝，民75)。所謂「適配」分兩種形

式：1. 個人需求與環境供給的相配程度；2. 個人能力與環境需求的

相配程度。所以，個人與情境之間包含兩種相配方式： 

其一為客觀相配：即客觀的個人(獨立於知覺外的個體)與客觀環境相

配合的情形。 

其二為主觀的相配：即主觀的個人與環境的相配，個體與自己的知覺

相配合，且考慮到工作情境與其對工作情境知覺間相配的程度。 

所以，當情境的要求遠超過個人自覺能滿足這些要求的能力時，或是

無法滿足這些要求時且視為有嚴重的後果時，都會產生壓力。 

三、「 壓力循環」理論模式 

Gmelch (1988)提出此模式，包括以下四個階段： 

(一)壓力來源：指一般所謂壓力源的刺激，結合特定的壓力源

(stressors)，或加諸於個人的一些特殊要求，導致工作壓力。這些

壓力源包括：期望、薪資、工作負荷、缺乏時間、人際關係、進步、

幹擾與會議等。 



(二)個人知覺：個人對壓力的知覺，包括生理與心理的反應，兩

者並相互影響。 

(三)因應反應：當個人生理或心理無法應付工作負荷時，就認為

這些要求是壓力，而面對壓力的因應方式，就個人因應效果而有不

同，其反應方式有：人際的、智慧的、身體的、管理的、環境的態度

等。所以，因應方式需考慮到文化、社會、心理與各組織間的客觀性，

而做彈性因應。 

(四)結果：因個人長期承受強烈且負面的壓力，而造成一些生理

或心理上的疾病。 

歸納上述的理論模式，獲得結論如下： 

一、長期的工作壓力若沒有得到紓解，可能會產生倦怠，甚而引起身

心疾病。 

二、環境是影響壓力的重要因素。 

三、壓力刺激是多層面的。 

四、壓力的感受是透過個人的評估與知覺。 

五、基本上影響壓力的因素不外乎社會因素、工作情境因素、個人因

素等、及生理生物與心理社會等方面。 

六、壓力向度是多向度的，不是僅有人格特質所能解釋，應可由各種

不同因素交互作用所產生。工作壓力的研究已經超出單一學科範

疇而進入科技整合的研究階段(王秀枝，民75；黃榮真，民81；

程一民，民85；謝琇玲，民79)。 

參、影響校長工作壓力的相關因素 

影響校長對工作壓力感受程度的相關因素，各專家學者所採取的

個人背景變項略有差異。茲整理近年來國內專家學者對影響校長工作

壓力的相關因素如表2-1： 

 

 



表2-1 影響校長工作壓力的相關因素 

趙傑夫 

(民77) 

江鴻鈞 

(民84) 

李玉惠 

(民87) 

江坤鋕 

(民90) 

謝菊英 

(民91) 

影響工作壓力的
相關因素 
 
研究
對象 

 
研究項目 

國中校長 國小 

初任校長 

國小 

女校長 

國小校長 高屏區國

小女校長 

性別  ★  ★ ★ 

人格特質 ★ ★    

年齡 ★ ★ ★ ★  

學歷 ★ ★ ★ ★ ★ 

宗教信仰   ★   

婚姻狀況   ★  ★ 

校長工作年資 ★ ★ ★ ★ ★ 

教育工作年資    ★  

不同校長任別    ★  

學校地區 ★ ★ ★ ★ ★ 

學校規模   ★ ★ ★ 

社區形態   ★  ★ 

健康情形 ★ ★    

每週工作時數 ★     

是否經甄選 ★     

自覺社會地位 ★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酌文獻整理而成 

 

綜合上述專家學者的意見，影響校長工作壓力的個人因素方面有

性別、人格特質、年齡、學歷、家庭、校長工作年資等及外在背景因

素，有學校地區、學校規模等因素，分別敘述如下： 

 



一、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係指性別、年齡、學歷、家庭、校長工作年資等五項因

素。 

(一)性別 

有關性別的差異，江鴻鈞(民84)、吳宗立(民85)、Borg 與

Riding（1993）的研究發現男女校長在工作壓力層面之得分，無

顯著差異。 

黃宗顯(民76)研究發現，國小校長工作壓力總分和上級壓

力、地方上壓力、一般行政負擔壓力、學生管教壓力及本身內在

衝突壓力等層面，並未有顯著關係存在，但在教職員壓力層面，

女性校長則顯著高於男性校長。 

江坤鋕(民90)研究發現，男性國小校長面臨較大的上級壓

力、行政負擔、角色期許等層面的工作壓力。 

Marshall (1981)研究結果發現，行政責任的壓力與人際關

係的壓力，均因性別而有差異。 

Tung (1979) 對公立學校行政人員研究，結果發現在角色壓

力、解決衝突和邊界壓力三方面，女性均高於男性行政人員。 

各專家學者研究結果不一，可能是研究樣本、時間、地區及

施測工具不同之故，宜再進一步研究。 

(二)年齡 

年齡愈大者對工作之適應力愈強，感受工作壓力程度會愈低

(Lawrence & Blackbun, 1985)。江鴻鈞(民84)發現，年紀較輕

的校長內在衝突的工作壓力顯著的高於年長之校長。在後續的研

究中又發現年齡較輕的國小校長面臨較大的人際關係及工作績

效等的壓力(江坤鋕，民90)。 

(三)學歷 



Chernim(1980)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愈高者，處理工作壓力

的能力愈強，所感受的壓力會愈低。江鴻鈞(民84)的研究發現，

學歷為研究所畢(結)業的國小校長在人際處理上之工作壓力，顯

著高於師範大學(學院)或教育院系畢業之國小校長。經江坤鋕

(民90)的後續研究又發現國小校長的工作壓力並不會因學歷背

景的不同而有差異。 

(四)家庭因素 

李玉惠(民87)發現國小女校長的婚姻狀況─未婚、已婚及有

沒有小孩，並不會影響工作壓力的強弱。 

唯早期鄧柑謀(民83)的研究中的發現，在工作中的負荷與人

際關係方面，已婚有子女教師的工作壓力顯著的高於未婚教師。 

(五)工作年資因素 

國小校長之工作壓力的強弱與其經驗有關，行政經驗愈豐富

的國小校長，工作壓力會愈小(Gray, 1983；Roesch, 1979)。

Gmelch(1982)研究結果亦顯示，服務年資愈久的校長，其在行政

任務上的負荷與維持家長及學校關係的壓力會愈小。國內，黃宗

顯(民76)的研究發現，擔任校長年資不同的國小校長，其上級壓

力，一般行政壓力、本身內在衝突等三層面並未有顯著差異存

在；但對來自地方上壓力、學生管教壓力和教職員壓力等層面，

有顯著差異存在。江坤鋕(民90)的研究亦發現，工作年資較少的

國小校長會面臨較大的上級壓力、人際關係等層面的壓力。 

二、外在因素 

在各主要外在因素中，研究者最感興趣的是學校地區與學校規模

兩項因素。 

(一)學校地區因素 

過去研究發現，國小校長工作壓力的大小與學校所在地有顯



著的相關(江鴻鈞，民84；黃宗顯，民76；Gray, 1983)。江坤鋕

(民90)亦發現鄉鎮偏遠地區的國小校長會面臨較大的上級壓

力、部屬壓力、行政負擔、人際關係等層面的工作壓力。依

Milligan(1982)的研究，國小校長行政限制、人際關係、本身內

在衝突、行政責任等四方面之工作壓力，會因學校所在地的不同

而有差異存在。 

(二)學校規模因素 

黃宗顯(民76)研究指出，學校班級數不同之國小校長，對來

自上級的壓力及本身內在衝突壓力等方面未見顯著差異存在；而

在地方上壓力、教職員壓力、一般行政負擔壓力及學生管教壓力

等方面卻有顯著的差異。江坤鋕(民90)亦發現小型國小校長的部

屬壓力顯著的高於大型學校的國小校長。江鴻鈞(民84)指出大型

學校的校長工作壓力大於小型學校。 

綜合上述專家學者的意見，影響校長工作壓力的相關因素，校長

個人的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工作年資及外在背景變項—校長服務

地區、學校規模都對工作壓力有影響；而性別、學歷、家庭等因素對

校長工作壓力影響的研究結果卻不一致，有待進一步作後續研究的必

要，此乃本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 

肆、與校長工作壓力相關研究 

國內外專家對校長工作壓力的研究不多，國中校長的研究仍在嘗

試的階段，故理論模式及實徵研究多參考教師、行政人員的相關研

究。茲綜合國內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歸納如表2-3及表2-4，並加以說

明之。 

一、有關工作壓力的研究發現 



國內趙傑夫(民77)、江鴻鈞(民84)、李玉惠(民87)、江坤鋕(民

90)、謝菊英(民91)等五位學者曾對校長的工作壓力進行研究，茲將

所得結果整理歸納如表2-2： 

表2-2 有關工作壓力的研究 

學者 
趙傑夫 
(民77) 

江鴻鈞 
(民84) 

李玉惠 
(民87) 

江坤鋕 
(民90) 

謝菊英 
(民91) 

研究
對象 

國中校長 初任 
國小校長 

國小 
女校長 

國小校長 高屏區國小女
校長 

研究
方法 

問卷 
調查法 

問卷 
調查法 

問卷 
調查法 

問卷 
調查法 

問卷 
調查法 

整體
壓力 

  尚非強烈  壓力感偏低 

壓力
較大
者 

學生行為 內在衝突 角色期望 
上級壓力、角色
期許。 

校長職責、人際
關係。 

其次 

教學學習、行
政限制、行政
職責、內在衝
突、人際關
係。 

工作負擔、人際
處理。 

內在衝突 
部屬壓力、行政
負擔、人際關
係、工作績效。 

 

較不
明顯
者 

角色期望 
學生訓導、角色
期許。 

校長職責  
性別刻板化印
象、成功恐懼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酌文獻整理而成 

從表2-2 可發現，校長感到工作中最大的壓力來自學生行為、內

在衝突、角色期望、上級壓力、校長職責及人際關係等，唯五位學者

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同樣的，校長所感到壓力最低者亦不相同。此

可能是因為選取的研究對象不同，而會有國中或國小校長及男女校長

性別不同的緣故。 

 

二、影響工作壓力的相關因素 

國內趙傑夫(民77)、江鴻鈞(民84)、李玉惠(民87)、江坤鋕(民

90)、謝菊英(民91)等五位學者曾對影響校長工作壓力的相關因素進

行研究，結果發現整理如表2-3： 



表2-3 影響校長工作壓力的相關因素之研究 

學者 
趙傑夫 

(民77) 

江鴻鈞 

(民84) 

李玉惠 

(民87) 

江坤鋕 

(民90) 

謝菊英 

(民91) 

研究 

對象 

國中校長 初任國小校長 國小女校長 國小校長 高屏區國小女

校長 

研究 

方法 

問卷 

調查法 

問卷 

調查法 

問卷 

調查法 

問卷 

調查法 

問卷 

調查法 

性別  無差異。  男性在上級壓

力、行政負

擔、工作績

效、角色期許

壓力高；部屬

壓力、人際關

係無差異。 

國小校長感受

到的各類工作

壓力的整體趨

向，性別有差

異。 

年齡 年齡不同的校

長會感受到不

同程度的工作

壓力 

年輕者在內在

衝突之壓力高

於年 

長者。 

無顯著差異。 在上級壓力、

部屬壓力、行

政負擔、角色

期許方面無差

異；人際關

係、工作績效

有差異。 

 

學歷 學歷不同的校

長不會感受到

不同程度的工

作壓力。 

學歷高，人際

處理工作壓力

高。 

無顯著差異。 無差異。 無顯著差異。 

婚姻

狀況 

  無顯著差異。  總體工作壓力

無顯著差異。 

工作

年資 

年資不同的校

長會感受到不

同程度的工作

壓力。 

年資淺，角色

期許壓力大。 

無顯著差異。 

 

在部屬壓力、

行政負擔、工

作績效方面無

差異；上級壓

力、人際關

係、角色期許

有差異。 

無顯著差異。 

教育

工作 

年資 

   行政負擔、人

際關係無差

異。 

 

學校 服務地區不同 特殊偏遠地區 無顯著差異。 鄉村、偏遠地 無顯著差異。 



地區 的校長會感受

到不同程度的

工作壓力。 

校長角色期許

壓力 

大。 

區在上級、部

屬、行政負擔

壓力高；偏遠

人際關係壓力

高；工作績

效、角色期許

無差異。 

學校

規模 

班級數不同的

校長會感受到

不同程度的工

作壓力。 

大型學校在人

際處理、工作

負擔方面壓力

高。 

有顯著差異。 12-24 班的校

長部屬壓力

高；上級、行

政負擔、人際

關係、工作績

效、角色期許

無差異。 

無顯著差異。 

社區

形態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酌文獻整理而成 

 

從表2-3 綜合國內有關校長工作壓力的文獻，可以獲知： 

一、會影響校長工作壓力的因素中；婚姻狀況的影響不顯著；其他如

性別、年齡、學歷、工作年資、服務地區及學校規模等的研究結

果並不一致，有待進一步的確認。 

二、有部分研究報告偏重於國民小學校長工作壓力與行政決定之關

係，如黃宗顯(民76)及江坤鋕(民90)之研究，黃氏結論發現國小

校長工作壓力在「上級壓力」及「一般行政負擔壓力」兩層面， 

不會因性別、校長年資、服務地區及學校班級數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江氏結論發現國民小學校長行政管理角色扮演的愈合宜，則

所面對的工作壓力便愈小。可見，國小校長的工作壓力在「上級

壓力」及「一般行政負擔壓力」方面皆相似，換言之，如行政管

理能力愈勝任，則工作壓力便愈小。唯此種情形，是否適用於國

民中學校長，實值得進一步探究。 

三、部分研究則以國民小學女性校長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援之關係進行



探究，如李玉惠(民87)及謝菊英(民91)二氏。李氏發現國民小學

女性校長面對工作壓力時，總是可以獲得社會支援，而謝氏則從

另一層面分析，國小女性校長尋求社會支援的對象以同事、其他

校長最高，而以上司、家人最低。至於研究國民小學校長面對工

作壓力愈高時，所採取的因應策略究竟如何？江坤鋕(民90)發現

國民小學校長之工作壓力愈高時，愈常使用逃避替代的因應策

略；而劉明晃(民89)則發現臺北市國小校長面對遴選壓力較大

時，則常使用延宕逃避的方式，即選擇不參加遴選而提早退休。 

這些相關研究報告多偏向以國民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而國民中

學校長面對工作壓力的情況如何？對學校行政決定到底會帶來有那

些影響？實值得進一步的深入探究，以將所得結果提供國民中小學校

長在面對工作壓力時，如何做始為較佳行政決策的參考。 

 

第二節 校長行政決定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壹、行政決定之基本概念意涵 

教育是國家立國的根本，而教育行政的運作則為務本之道。因

此，尋求合理有效之教育行政運作，實乃達成育才強國之教育目標的

要務。尤其，行政決定為教育行政運作之中心，其功能貫穿作決定之

抉擇與執行，攸關行政運作之成敗至深至鉅，更是今日教育行政學術

探討之重要所在（吳清基，民84）。俗話說：「錯誤的決定比貪官汙

吏更可怕」，貪官與汙吏橫奪民財，魚肉百姓，往往遭人唾棄而在歷

史上遺臭萬年；然而，一項政策或制度的錯誤決定，其影響層面更為

廣泛深遠。因此，教育行政人員，尤其是政策決定者，不可不慎（楊

振昇，民88）。 

教育行政包括作決定和執行決定兩個連續性的活動，亦即教育行

政人員除了審慎作合理的決定外，更要作具體可行的決定。因此，在



作決定時，必須權衡決定的實質性為何？是否能有效付諸實施？準此

而言，作決定的活動，實質上已經貫穿了執行的活動，甚至可說，行

政決定的活動主宰了整個教育行政的歷程（黃昆輝，民80）。 

針對行政決定的重要性，綜觀國外學者（Simom, 1976；

Sergiovanni ＆ Carver, 1980；Owens, 1991）研究結果所述，可知

行政決定在所有管理哲學中，其理論將具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行政

決定乃行政活動與教育活動的中心，是教育行政組織的一個重要功

能，也是行政管理的歷程；從廣泛的政策事件到偏狹的專門技術問

題，都將涉及行政決定的過程。其次，國內學者（吳清基，民78a；

黃昆輝，民77；繆敏志，民80）對此也有諸多精闢見地，認為行政決

定乃涵蓋計畫、執行及考核等連續不斷的過程以及複雜的程式；更是

集體創作的結果，也是事實與價值判斷的歷程。簡言之，作決定貫穿

了所有教育行政的活動，也支配了整個教育行政的歷程，這充分說明

教育行政決定的重要性。 

楊振昇（民88）曾綜合學者觀點，認為行政決定乃推動教育行政

工作的重點與核心，唯有周延、有效、合理的教育決定，才能為工作

的推展訂下正確、可達成的目標，以及具體、可行的執行策略，教育

行政決定的重要性就在此。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之論點，研究者認為行政決定不僅是教育行

政歷程之中心，更攸關整個教育組織運作之良窳，因此作決定必須兼

備具體、合理、可行之原則，並透過有效檢核與評鑑，裨益於教育行

政組織整體功能的提昇，落實永續經營之理念。學校行政是教育行政

的一環，而行政決定更是教育行政探討的核心，如果能夠釐清行政決

定的概念，不僅裨益於學校行政決定的瞭解，更助益於學校行政決定

的運作。 

 

以下研究者將分別就「行政決定的涵義」、「行政決定的方式」



與「影響行政決定的因素」等部份進行詳細說明： 

一、行政決定的涵義 

行政決定是教育行政探討之核心，也是學校行政運作之重點所

在。因此，對於行政決定意義的探討，將有助於瞭解行政決定的精髓。

有關行政決定的涵義，本研究分別從「行政決定的意義」、「行政決

定的性質」與「行政決定的類型」等四部份說明之： 

（一）行政決定的意義 

作決定是行政歷程的中心所在，更是任何行政組織運作成敗的重

要關鍵（吳清基，民77）。攸關行政「決定」（decision making）

的意義，中外學者論述頗多，茲綜論如後： 

就國外學者（Elbing, 1978；Lunenburg ＆ Ornstein, 1991；

Mann, 1975）所述，發現行政決定的本質，就是一種選擇的事件。意

指在問題情境中，從許多可行變通方案裡，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選

擇一種行動的方向和述說一種行動的真正功能所在。 

其次，就國內學者（吳清山，民86；黃昆輝，民85；歐源榮，民

84；謝文全，民84）研究結果，得知行政決定是指相對權責的個人或

團體，為達成機關任務或解決問題時，對一個待決的問題，依據一定

的標準或目的，蒐集各種資料，衡酌各種情境因素，循組織權責的運

用，就若干可能的行動與方法，作最佳抉擇的過程。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行政決定乃行政人員面對待決之問題，根

據組織未來發展的目標及永續經營理念，透過審慎權衡，詳加判斷，

從多個變通方案中，選擇最佳方案以解決問題，達成教育目標。 

（二）行政決定的性質 

行政決定是連續不斷的過程，也是一個複雜的程式；是集體創作

的結果，也是事實與價值的判斷歷程（鄭美俐，民73）。教育行政決

定的性質，頗為複雜與分歧，本研究將針對學者觀點深入探究： 



 

黃昆輝（民80）提出，教育行政決定的特質如下： 

1.作決定乃是設計教育行政組織結構的依據。 

2.作決定是教育行政歷程的中心功能。 

3.作決定是整個教育行政組織致力之事。 

4.作決定是運作影響組織功能的發揮。 

5.作決定是相當複雜，且連續不斷的過程。 

 

吳清基（民76）也認為教育行政決定之特性有四： 

1.抉擇性： 

（1）作決定前，必先具有一定的抉擇標準與規範，以供作決定

之依據。 

（2）作決定至少存有二種以上的選擇機會，否則，作決定問題

就不會發生。 

（3）最後所作的決定，或是最佳的抉擇，但不一定是最滿意的

抉擇，在當時則可能是最好的一種抉擇。 

（4）至於作決定之後，則應以組織之效益為依歸。 

2.預測性 

作決定歷程會有先後因果關係存在，當某一抉擇行動發

生，必然會有某一行動結果出現。教育行政決定之困難，亦在

其必須設法超越時間性，去推估適合現在與未來需要的一種正

確決定策略。 

3.參與性 

行政決定需要廣泛的參與性，並指出參與式的作決定是有

效的，它具有多方面的優點： 



（1）可增進參與者的士氣。 

（2）可增加決定的可接受性。 

（3）可改進決定的品質。 

（4）可減少決定改變的抵制力。 

（5）可創造更高的工作動機和工作滿意。 

（6）可導致可考慮的行為改變。 

（7）可激發決定運作層次人員最大責任感以實現該決定。 

 

4.適用性 

乃一般行政決定所共同要求的。 

 

歐克森菲爾（A.R. Oxenfeldt）也強調欲達成有效的作決定行

為，應注意下列事項（引自簡顯經，民81）： 

（1）當時間允許時，應從容作決定，不要匆促決定。 

（2）當機會可能時，在採取行動前，應與他人先共商決定。 

（3）當決定轉為緊急時，應對決定再作檢視。 

（4）對已作的決定，勿心存煩悶。 

（5）應檢視過去所作的決定，以瞭解現存假設是否有效。 

（6）請求對作決定可能具有貢獻的人，共商提供忠告意見。 

（7）應接受別人所提供的良好建言。 

（8）當自己無法做好決定時，應薦賢代為決定。 

（9）多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以避免防衛嘗試的精力浪費。 

（10）對可能反對的有利人士，應坦承溝通意見以減少阻力。 

（11）當機會可能時，在作決定前應慎思熟慮。 

 

高海翔（民76）則從另一角度來分析「現代作決定的特質」，並

認為現代決策的特質有三： 



1.強調計畫推理：現代管理的特質，主要運用科學方法，電算機

資訊與數學模式，精確計算，才能獲致最佳決策方案。 

2.不忽視非計量因素：現代管理科學不僅強調計量推理，並須考

慮非計量因素。所謂非計量因素，亦即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天然

災害，如颱風⋯.等。 

3.參謀分析與主觀判斷配合：決策者須遵循一定的思維程式，擬

定解決問題的腹案，在審查參謀人員所提出的建議，是否符合

決策者之備選方案，與個人的經驗判斷在下達決策，才有成功

的把握。 

 

楊振昇（民88）在教育行政決定一文中，提到教育行政決定具有

下列的性質： 

1.教育行政決定是規劃教育行政結構的重要依據。 

2.教育行政決定是教育行政歷程的中心功能。 

3.教育行政決定是所有組織成員所共同努力的事。 

4.教育行政決定是複雜且連續的過程。 

 

簡顯經（民81）歸結學者看法，進一步將行政決定歸納下列六點

見地： 

1.行政決定是教育行政歷程的中心功能。 

2.行政決定影響教育行政結構的形態。 

3.行政決定是一個連續性、互相關聯、週而復始的循環過程。 

4.行政決定含有抉擇、預測、參與、效用等特性。 



5.行政決定是費時費思，需要審慎判斷的歷程。 

6.行政決定應具動態性、能適應環境的變遷而發揮其執行的效

果。 

 

歸結上述所言，行政決定是教育行政歷程之中心，也是連續不

斷、複雜且關連之動態過程，更需要透過集體參與及慎思縝密之判斷

過程，含有抉擇性、預測性、參與性、效用性、實徵性及費時性等特

性，不僅是所有組織成員所共同努力的事，更是影響教育行政結構的

重要因素，最後是以最佳的效益作為抉擇之理想目標。 

（三）行政決定的類型 

行政決定的構成要素，基本上包含「決定的情境」、「決定的歷

程」、「決定的人員」、「決定的理論」、「決定的方法」及「決定

的效果」等七大要素，大部分的行政學者，皆以行政決定的要素為出

發點。 

國內學者（李明華，民88；吳清基，民73b；蔡培村，民79；廖

春文，民81）就行政決定的模式，綜論如後： 

1.古典模式 

古典模式又稱理性模式，也是最佳模式。強調作決定必須完

全符合合理性，透過尋求並運用最佳策略以獲致目標的最大成

就。認為決定者只有在完全理性的情況下，才能有效掌握完整資

料，建構多種行動方案，並能進行正確預測，熟悉各方案之可能

效果，精確估計出本益比，最後選擇一個最經濟有效的政策方

案，表現最佳的決定方式，獲致最理想的決定結果，獲取最大期

望價值目標。而就理論而言，此種模式強調廣博性，決定者欲進

行決定時，必須依據完整而綜合的資料，對每一個可能的方案進

行評估，其次強調理性，政策愈能達成目標，其理性程度就愈高。 



2.行政模式 

行政模式又稱滿意模式，強調其行政模式乃建立在有限理性

與滿意兩個概念上，有限理性是指人類所知是有限的，會受到時

空環境、資訊及資源等組織限制的影響，也會受到個人心理因素

及能力的限制，和古典模式的全知理性是相對的，而滿意則指對

於事情的追求與接納，只要達到滿意就可以，而不是完美的。行

政模式並不企圖去尋找最佳的政策，只要滿意就是好的政策，強

調行政模式所追求的是滿意利潤的獲得，而不是最大利潤的獲

得。 

3.漸進模式 

漸進模式又稱逐次比較策略。這種政策的形成係經由不斷相

互比較的漸進過程，是根據過去所累積的經驗，以漸進改革的方

式，將現行政策與其他方案作比較後，再行決定給予增減、更新

或修正。所謂漸進是指以目前的共識為基礎逐漸推展的方式，此

方式是採用連續有限的比較方法，不需要對目標、備選方案及其

結果費心的分析，也不用對是否理想的或滿意的結果作優先順序

的決定。 

4.綜合掃描模式： 

綜合掃描模式又稱適應策略，或謂之「掃瞄決定模式」，此

種決定模式係汲取理性模式的優點，袪除漸進決定模式的缺點，

將理性與漸進模式加以綜合而成。綜合決定模式所蘊含的旨趣為

一個政策，既非靜態的歷程，或在許多備選方案中作抉擇，亦非

原案上略增一些而作決策，而是隨時吸收新資料，俾形成最佳的

決策。 

 

綜上所述，行政決定模式乃從全知理性到綜合評估；從系統規畫

到非均衡抉擇；從價值因素到事實因素考量。因此決定者非要拘泥於



全知理性與最大利潤的獲得，有時會礙於內外在環境的限制，必須權

衡事實的情況，因應週遭環境與資訊多寡，妥善運用調配，以求達成

滿意程度。而政策的形成更是不斷比較的漸進過程，從過去經驗的累

積，以為決定的基礎，並有效掌握情勢的動、靜態，兼顧多方行動方

案，萃取各行政決定的菁華。 

教育決策模式如考量決策歷程中，主管與部屬兩種角色參與程

度，可將決策類型分為參與式、理性式、政治式及無政府式四種，臚

列於後： 

1.參與式決策 

陳長文（民89）認為參與式決策乃在提供群體共同參與的 

機會，以解決必須共同參與形成共識的議題。其決策係由組織

成員，共同參與目標制定與共同決定，常用組織決策模式有德

懷術、腦力激盪、團體獻策、共識投射、數位神經系統、網路

視訊會議等。此種決策方式乃透過共同參與，因此作成的決策

較為組織成員所接受，然而參與者從眾效應與團體規範是參與

式決策的盲點。 

2.理性式決策 

秦夢群（民87）指出理性式決策乃在解決具有高度爭議性 

的議題。張慶勳（民85）則認為理性式決策是由少數菁英決定

固定目標與程式，組織成員參與機會很少，組織決策多為管理

階層制定，並以爭取組織最大利益為目標。 

3.政治式決策 

政治式決策具有高度利益取向，採用之方式為邀請各利益 

團體進行談判、協商，經折衝後做出各方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的決策。組織成員為了利益，參與意願高；管理階層為避免引

起爭議，參與情況不高。 



4.無政府式決策 

無政府式決策係在解決組織目標模糊及缺乏準則，但卻必 

須當機立斷的議題。由於組織成員參與低，使得決策歷程鮮少

有時間與資訊加以利用，往往受制於直覺與經驗。常見決策技

術如抽籤，由於決策過程粗糙，所以有「垃圾桶模式」之稱，

決策歷程與「從垃圾桶中撿起一張錦曩妙計」無異（陳長士，

民89）。 

 

綜觀上述，行政決策的類型，必須有效掌握主管及部屬之間的觀

點與互動方式，無論是理性式決策、參與式決策、政治式決策或無政

府式決策的任何一種，均必須權衡當時的時空環境與人文背景，進行

抉擇，妥善運用，才能創造利基。 

 

二、行政決定的方式 

校長的行政決定行為，主要表現在其行政決定的模式上，不同的

校長對不同的學校行政事務，應會有不同的行政決定模式。因此，瞭

解校長行政決定模式，將有助於更進一步瞭解其決定行為，以下茲將

學者專家的看法，臚列於後： 

Yukl(1981)提出四種不同的決定類型： 

（一）專制式決定 

管理者自己作決定，沒有詢問其他人的意見，而這些人對決

定並無直接的影響。 

（二）諮詢式決定 

管理者詢問其他人的意見和想法後，由管理者仔細考量他們

的建議，自己作決定。 

（三）共同式決定 



管理者和其他人集會討論有待決定的問題，並且一起作決

定，管理者對最後的決定並沒有比他人擁有更多的影響力。 

（四）委任式決定 

管理者給予個人及組織作決定的權力和責任。 

Moon(1984）也提出五種教師參與決定的方式，概述如下： 

（一）決定後通知 

校長作成決定後，通知教師執行。 

（二）徵詢意見 

校長先擬定問題的行動方案，再徵詢教師的意見，以為修正

的根據。 

（三）徵求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 

校長提出問題，並徵求教師設計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最後

校長依教師所提的行動方案作裁決。 

（四）大多數表決 

當問題很難獲致一致的看法時，以大多數表決的方式較恰

當，參加表決的人員皆有相等的投票權。 

（五）協議方式 

當問題對全體教師都相當重要，且能獲得較一致的看法時，使

用協議的方式較恰當，這種方式可使大家對事情的解決有較一

致的共識。 

 

Hersey ＆ Blanchard(1988)根據情境領導的理論，主張決定 

的形式有下列四種： 

（一）權威式決定 

由領導者自行作決定，並提供明確的指示。 



（二）諮詢式決定 

由領導者作決定，並解釋其決定，提供部屬建議與澄清問題

的機會。 

（三）促進式決定 

領導者與部屬共同分享問題，一起作決定。 

（四）授權式決定 

領導者將作決定的責任交給部屬。 

 

Aylett(1991）亦指出下列三種決定的形式： 

（一）專制 

由一人作決定，其他人必須遵守此決定。 

（二）諮詢 

許多人一起討論，仍由管理者作最後決定。 

（三）民主 

透過會議或投票的方式作成決定。 

 

Hoy ＆ Tarter(1993）也指出領導者依據不同情境及角色，會做

出不同決定的權變模式，臚列如下： 

（一）共識決定 

（二）團體決定 

（三）團體諮詢 

（四）個人諮詢 

（五）片面決定 

 



Owens(1995）進一步指出參與決定的模式有下列方式： 

（一）參與討論 

（二）徵求教師提供訊息 

（三）民主集權方式 

行政人員提出問題徵求教師意見，最後由行政人員裁決。 

（四）議會法規定方式 

教師共同決定，以議事原則，並採多數決。 

（五）參與者決定方式 

 

顏火龍（民74）更從校長的觀點指出，校長行政決定有下列四種方式： 

（一）自行決定 

校長自行決定，在決定之前，沒有徵詢教師的意見。 

（二）諮詢決定 

校長自行決定，但在決定之前，先徵詢並考慮教師的意見後

作決定。 

（三）裁示決定 

校長自行決定，但在決定之前，不僅徵詢教師的意見，且行

動方案亦委託教師設計，而後校長作最後的決定。 

（四）共同決定 

校長與教師開會共同決定問題，由教師決議作決定，校長可

參與討論和表決。 

 

R. Tannebaum ＆ W. Schimidt 兩人認為參與決定的方式，可由

主管作自行作決定擴充到由部屬作多種決定，其可能的範圍如 

下（引自楊振昇，民80）： 



（一）主管親自作決定並予以宣佈 

行政主管自行決定後，即宣佈決定並督導成員執行，並不徵

詢成員的意見，完全憑行政主管個人的專業知能及經驗。 

（二）主管設法使成員接受決定 

行政主管自行決定後，會將決定的內容通知部屬，並透過各

種方式進行分析與說明，企圖說服部屬接受決定，執行交辦

工作。 

（三）主管作決定後接受質疑 

行政主管自行決定後，會進行一系列之解釋與說服，並請成

員提出問題與質疑，然後在問答的過程中，設法澄清成員的

疑慮，使其瞭解決定的重要性。 

（四）主管作可改變之暫時決定 

主管權衡事態及問題之性質，進行相關問題資料之分析與診

斷，然後研擬解決之策略方案，並將方案提出供成員參酌與

徵詢，並視成員對於方案之見地與反映進行修正，而其決定

權仍在主管掌握之中。 

（五）主管提出問題徵求意見後作決定 

主管權衡事態及問題之性質，進行相關問題資料之分析與診

斷，並將問題提出供成員參酌與徵詢，並經由成員進行診斷

或由部屬提出方案，主管再依相關資訊及資料，選擇最佳方

案進行宣佈及執行。 

（六）主管設定限制後，要求部屬作決定 

主管界定問題之範圍及權限，然後由主管及組織成員透過集

思廣益，進行相關問題之診斷與分析，並從範圍之中提出行

動方案，在此過程中，主管也僅是參與成員中的一員，擔任

協調之工作，其決定權責不一定比成員來的大。 



（七）主管允許部屬在某範圍內作多種決定 

此種層次部屬擁有最多的決定權限，在主管充分授權的範圍

中，成員可依自我的專業知能，進行團體的磋商，並尋求問

題之相關資訊與資料，診斷問題，提出行動方案，並決定最

後方案。 

 

李淑芬(民85)綜合學者的意見，也提出五種教師參與決定的方式： 

（一）由學校領導者作成決定後，再知會教師。 

（二）學校領導者作成決定後，再向教師解釋。 

（三）學校領導者徵求教師意見，並共同討論後作成決定。 

（四）由學校領導者與教師共同作決定。 

（五）學校領導者在某些範圍內，授權給教師自行決定。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所提出的行政決定方式，從專制到民主，依序

可分為自行決定、諮詢決定、裁示決定、共同決定、協議決定及授權

決定等方式。 

經加以歸納統整，發展成適合本研究評量，國民中小學校長進行

行政決定的依據，以下就本研究之行政決定模式內涵，依序臚列於後： 

（一）自行決定 

此種決定方式乃由校長自行決定後，便逕行宣佈執行，或透過

說服、質疑方式進行澄清，但其決定主導權乃在於行政主管的

手中。 

（二）諮詢決定 

此種決定方式乃由校長事先發現問題，診斷問題，蒐集相關資

料，擬訂多項決定方案，並向成員徵詢意見，觀察反映，最後

進行修正與抉擇。 



（三）共同決定 

此種決定方式乃由校長界定問題的範圍，團體在這範圍內提出

行動方案，經共同評估後，由校長或團體作成決定。 

（四）授權決定 

此種決定方式乃由校長給予個人及組織作決定的權力和責任。 

 

對於所有的行政事務決定而言、並無任何一種模式，是唯一的選

擇或最佳的模式，必須因應不同行政事務而有所抉擇。本研究所探討

的行政決定模式，研究者認為從自行決定、諮詢決定、共同決定到授

權決定，國民中小學校長對於提供作決定的多寡或權責的大小來判

斷，可依專制到民主的程度，作一區分，自行決定乃指一切事務均由

校長全權決定，同仁並無參與機會，其專制性最高，民主性最低；其

次諮詢決定乃指校長作決定前會先行諮詢同仁意見，但最後決定權仍

由校長裁決，其專制性次之，民主性略高；至於共同決定乃指同仁共

同參與事務的研討，但決定權有時在校長，有時卻在團體，其專制性

更低，民主性更高；最後授權決定乃指校長將決定權交付個人或團體

全權負責，其專制性最低，民主性最高。 

貳、行政決定之相關理論 

教育行政學是一門兼顧教育理論和教育實際的學科。無理論的實

務是盲的、無實務的理論是空的，惟有同時注重教育理論和教育實

際，才能提高教育行政的效率。就行政決定的實際而言，瞭解行政決

定的理論，有助於行政決定之進行，本節將從行政決定之理論模式及

作決定之學理分析兩方面，進行概略性說明： 

一、行政決定之理論模式 

（一）賽蒙的決策理論 

賽蒙（H.A.Simon）批評傳統的行政學只重視執行而忽略



決策過程，對於許多不同的問題，未能在事先周詳考慮，就

根據以往傳統經驗而交付執行，因而常導致問題的扭曲，影

響執行的效果。他因此提出一套行政決定的理論，嘗試將行

政決定加以科學化並實證化，使其成為一種客觀、慎思、合

理的行政決定運作。因此他的理論亦稱「理性決策理論」，

其主要內容，可從四方面加以瞭解（引自吳清基，民79）。 

1.就行政決定的基本概念架構上，賽蒙強調行政決定與行政

執行兩者應兼顧。 

2.就邏輯實證假設來說，賽蒙主張應兼顧行政決定的價值因

素及事實因素，應重視行政決定的「手段-目的」連鎖模式，

瞭解行政決定的行為選項和行為後果，重視行政決定的合

理性與限制，重視行政決定的組織心理環境安排，並注重

行政決定的組織平衡運作。 

3.從組織影響方式來看，賽蒙認為組織訓練、組織認同、組

織效率三者，乃是組織由內向外影響行政人員作決定的主

要方式。而組織權位和組織溝通，則是組織由外向內影響

行政決定的主要方式。 

4.就行政決定的方式而言，作決定的技術分為四種： 

（1）傳統程式化決定技術：強調習慣的反應，建立標準作業

程式，強調組織結構的固定形式，以求職司分明。 

（2）傳統非程式化決定技術：依據個人之直覺、經驗、判

斷力和創造力而作決定，並以人才選擇和訓練，來滿

足特殊決定的需要。 

（3）現代程式化決定技術：藉由作業研究和電子資料處理

方式而作 決定。 

（4）現代非程式化決定技術：著重於應用啟發式的問題解

決技術，例如加強決定者的人文化訓練，強調啟發式



電子計算機程式的設計。 

（二）參與決定模式 

現代化行政管理，強調兼顧專業分工與貫徹組織目標，

以滿足個人需求及達成組織目標。面對急劇變遷的社會，資

訊化、科技化及國際化已成為潮流趨勢，加上教育改革如火

如荼的展開，促使教育情境變得更複雜難測，作決定光是單

憑個人的經驗、知識，已無法充分應付各種問題的處理，而

傳統個人權威式的決定方式，在今日民主意識擡頭、自由思

想開放的時代，亦已無法滿足團體與個人的需求，因此行政

決定的發展，逐漸走向開放、廣泛參與，已成時勢所趨。 

所謂「參與決定」（decision participation）參與並

非是一種「全有或全無歷程」，領導者可運用不同的參與方

式，提供部屬不同程度的參與。這些方式依其影響力的大小，

可形成一個向度，由領導者的自行決定，到部屬對決定有著

極大影響力的授權（楊振昇，民80）。 

組織成員參與決定模式，在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見地，

但其範疇均在主管自行決定到授權成員共同參與之中。伴隨

社會急劇變遷、資訊爆炸及民主意識的擡頭，因此行政決定

的參與，有著不同的改變，從過去權威導向走向民主分享。

而學校的行政決定如何提供組織成員參與式決定，有待行政

主管與成員間的調適與互動。 

參與方式乃行政主管事先界定範疇及授權，鼓勵成員依

其專業知能，進行相關問題之診斷與分析，透過集思廣益或

個人智慧提出各種方案進行抉擇，此種方式主管通常會以協

調者角色進行溝通協調，其決定權乃在組織成員的專業領域

範圍中進行選擇及執行。 

（三）衝突理論的決定模式 



教師授權在許多學校使得教師在學校目標和政策的計畫

和作決定中擴大教師的角色和參與，這種授權的方式就是康

傑爾與卡農哥（Conger and Kanungo ）所謂的「關係的權力」

(relational power)。在這種環境中，權力涉及正式的權力

和組織資源的控制，授權就是權力分享的過程。但也有許多

研究進一步指出，作決定的分享會在校長和教師生活之間，

帶來許多負面的結果。例如休特與萊哈特（ Short and 

Rinehart）就發現教師參與學校決定會增加衝突的機會，因

為在傳統學校結構中意識型態和知覺經常不是顯露的(Dacis 

& Wilson, 2000)。吳清基（民79）將衝突理論的決定模式，

臚列於後： 

1.非衝突式的執著型 

不理會可能發生的危機，不接納他人建議，執著己見。 

2.非衝突式的改變型 

完全接納他人建議，不計較改變的花費及風險。 

3.防衛式的拒絕型 

以藉口推託、推卸責任、編織樂觀希望，以掩飾可能發生

之不利結果，作為逃避衝突情境的策略。 

4.畏縮寡斷型 

過度謹慎，在周旋於各種方案之間而無法有效規劃周全方

案。 

5.英明決斷型 

謹慎蒐集相關資料，客觀整理資訊，以瞭解情況，掌握全

局。 

 

歸結上述，行政決定行為必須兼顧行政決定與行政執行，重視手

段與目的的連鎖，強調組織生態的平衡，著重組織的訓練及決定的技



術，尤其參與的層面與管道，衝突的預防與紓解，均有助於行政決定

理念與實務的提昇。 

二、作決定之學理分析 

有關作決定的定義，一般概念性的看法，仍屬眾說紛紜，僅能就

各家不同的界定中，歸結其共同觀點，以求周全之界說。作決定乃面

對待決或預期之問題，根據組織未來發展的目標及永續經營理念，透

過審慎權衡，詳加判斷，從多個變通方案中，選擇最佳方案，以解決

問題，追求績效，達成教育目標。 

上述所言，僅就作決定一般概念性之詮釋，如欲對作決定的概念

作更深層的認識，以下就吳清基（民85）從心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

的角度，加以析述： 

（一）心理學觀點 

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作決定的概念分析，一般而言較

偏於「抉擇」一詞的用法。就一般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經

常會面對一些必須選擇是該做或不該做的事情，儘管在作抉

擇時，經常缺乏某些有關結果的知識，但卻不影響其抉擇行

為的存在。 

一般說來「抉擇」是建立在兩個概念和兩個原則之上的。

所謂「抉擇的兩個概念」，乃指「效用」(utility)和「機率」

(probility)而言。「效用」一詞，亦可稱為一種結果的主觀

價值，是影響抉擇行為的主觀因素，具有絕對的作決定導向

功能；「機率」一詞，則是作為決定者在某一特定決定時，

其某一特定結果將出現的可能性。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作

決定的概念乃源自行為抉擇的概念，只不過作決定的概念較

強調從效用和機率的可能性的價值前提下，去加以考慮。 

（二）經濟學觀點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作決定」的概念，乃在追求最佳

之「成本效益」。事實上，經濟學者認為作決定乃是在要求

行政管理人員，能夠發展縝密的思考及能力，運用適當的方

法或手段，在面對待決的問題時，能衡量有利與不利的條件

下，就其喜歡和不喜歡的事物，作一連續性的排列，從而促

使決定者去強迫選取其中最佳的行為可行變通方案。換言

之，作決定乃在諸多行為變項中，透過理性的抉擇，選取最

佳之行為方案，作為實施之依據。即使最佳的行為變通方案

不可能獲致，次佳的方案亦是必須的。 

從經濟學的觀點，作決定乃是在勸告決定者如何在財

富、金錢或所得利益上，去獲致最大的期望價值，此種傳統

經濟理論的「作決定」概念分析，植基於「經濟人」（economic 

man）的「全知萬能」和「無限理性」的前提下，認為理想的

理性決定行為，必然可獲致最大的利潤和最大的期望價值與

效用。 

後來賽蒙以「行政人」的觀點，提出「有限理性」以及

「滿意的利潤」，以針對傳統「經濟人」所提出的「全知萬

能」和「無限理性」加以駁斥，他主張作決定概念的抉擇規

準，則是「滿意利潤的獲致」，而不是「最大利潤的獲得」，

後者雖是決定者考慮決定的理想規準，但卻不若前者的確實

可行。 

（三）政治學觀點 

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作決定」的概念，一般人較重視

「社會歷程」（social process）的看法。認為作決定乃是

一種社會歷程，其目的乃在選取某一問題以作決定或抉擇，

同時，藉以導致某些限定的可行變通方案，而作決定乃在從

這些可行變通方案中去選取某一特定的行為變通方案，以利



執行和實施。 

換言之，從作決定的概念分析，在政治觀點上較偏重有

關作決定組織環境的探討，因為任何行政決定的抉擇，無不

皆在組織環境中進行。所以，決定者在作任何決定時，都必

須考慮到組織中的規則、規範和群眾的期望與參與，而此等

均為組織環境中所必須依循的社會歷程。 

一般而言，政治科學家在研究「作決定」時，通常較關

心組織的不同，其決定結果是否亦有差異，或許最常被研究

的問題，乃是比較「科層組織決定」與「立法組織決定」二

者作決定過程的問題，可以預見的，「科層組織決定」將比

「立法組織決定」更不講人情，更具有程式化。 

 

歸結上述論點，吾人認為作決定的進行，將離不開組織及政策。

換言之，作決定的抉擇，必須符合既定團體政策的需要，同時，亦應

考慮組織環境的條件，重視決定的社會歷程與合理性，如此方能滿足

作決定者所屬組織團體的權益需要。 

參、行政決定之相關研究 

有關行政決定之研究，在國內方面主要有下列幾篇研究文獻，研

究方法皆以問卷調查實施，以下將依研究者、研究題目、樣本和主要

發現，分別以詳表2-4 說明之： 

 

表2-4 行政決定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樣   本 主      要      發      現 

鄭美俐
(民72) 

國民小學
校長行政
決定之調
查研究 

全國七百
八十二位
校長 

1.國小校長之行政決定，以居間決定最適
當，請求決定次之，創造決定再次之。 
2.五種情境因素對行政決定之影響力，以來
自外界的壓力為最大；人員間現有關係次
之；對外界之正式承諾再次之；組織內部
的傳統復次之；過去所作決定為最小。 
3. 在個人學經背景影響方面，調查發現：
（1）在行政決定上，大學以上程度比師



範、師專畢業的校長較適當。（2）服務
十年以上的校長，要比服務未滿十年能作
較適當的請求決定與居間決定。 

林哲雄
(民73) 

國民中學
校長行政
決定之實
際運行 

台灣省、臺
北市及高
雄市之公
立國中 

1.不同學經背景之國中校長作決定時，受到
整個因素中「來自外界壓力」之影響，碩
士學位或研究所結業者，面對校務校長
較能作理智的判斷與決定。 
2.不同年資的國中校長，在「來自外界壓力」
的影響，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水準。換言
之，國中校長行政決定受「外界壓力」具
有最大的影響力。年資的深淺對於校務的
決定，有不同的作法。 
3.服務地區不同的國中校長，在「過去所作
決定」影響方面，在城鄉之間有顯著差異。
4.不同班級數之國中校長，在「過去所作決
定」影響方面，其差異達到.05 的顯著水
準。 

吳清基
(民73) 

影響教育
行政人員
之因素研
究 

教育部、教
育廳及各
縣市教育
局 

1.不同學歷教育行政人員作決定時，在「個
人價值觀念」影響方面，達到.01 的顯著
水準，尤以研究所學分進修者得分最高。
就個人及組織整體而言，其影響均未達到
顯著水準。 
2.不同年資教育行政人員作決定時，以服務
21-30 者受個人因素影響最大，其次為
6-10年者，再次為5 年以下及11-20 年
者，而以服務31 年以上者，受個人影響
最少。 
3.不同年資教育行政人員作決定時，就組織
因素而言，其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林山太
(民76) 

高中校長
行政決定
運作方式
與學校氣
氛之關係 

台灣省、臺
北市及高
雄市之公
立高中校
長 

1.不同規模高中校長行政決定無具有顯著
的差異。小型學校在總分、系統取向、個
人取向得分，均高於中、大型學校。 
2.校長年齡並非影響高中校長行政決定運
作行為的重要因素。 

黃宗顯
(民76) 

國民小學
校長工作
壓力與行
政決定合
理性的關
係 

台灣省、臺
北市及高
雄市之公
立國小校
長 

1.國小校長工作壓力諸層面除「上級壓
力」，不因性別、校長年資、服務地區及
學校班級數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國小校長在行政決定合理性層面，不因
性別、校長年資、服務地區及學校班級數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國小校長工作壓力與其行政決定合理性
的相關係數偏低。 

李宏才
(民80) 

國民小學
校長領導
特質與行
政決定合
理性之關
係 

台灣省、臺
北市、高雄
市及金馬
地 區 410 
所 公立國
民小學 

1.國小校長在行政決定合理性各層面而
言，以請求決定得分最高、其次是創造決
定，最低是居間決定。 
2.不同年齡、服務年資之國小校長其行政決
定合理性之得分，有顯著差異存在，其中
已40-50歲，服務年資在5 年以下之校長
得分最高，而61 歲以上，服務年資在21 
年以上校長得分最低。 

楊振昇
(民80) 

國民小學
校長行政
決 定 方
式、溝通型
式及其效
能之研究 

台灣省、臺
北市、高雄
市及金馬
地區125所
公立國民
小學 

1.不同性別、服務年資、學校規模、職務之
國小教師，在參與學校行政決定的運作類
型上有顯著差異。 
2.男教師、服務年資在26 年以上、24 班以
下之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屬於適度
參與的比率最高。 



歐源榮
(民84) 

國民中學校
長行政決定
運作及其影
響因素之研
究 

台灣省七
百零二所
公立國民 
中學校長 

1.學歷愈高的國中校長其行政決定合理性
的感受愈高。 
2.組織溝通感受程度愈佳之國中校長，其行
政決定合理性之感受程度愈高。 

林耀聖
(民85) 

國民小學
校長組織
溝通與行
政決定 

臺北市、臺
北縣、基隆
市、 

1.國小校長作決定時較常運用授權式及集
會式的決定方式，以增加同仁參與決定的
機合理性關係之研究宜蘭市及桃園縣之
公立國民小學會。 
2.國小校長作決定前較常運用雙向開放、自
我協商及單向接受的溝通型式。 
3.國小校長作決定之後多運用以理服人的
溝通型式。 

李淑芬 
(民85) 
 

國民小學
校長權力
運用、教師
參 與 決
定、與學校
效能關聯
性之研究 

高雄市、台
南市、台南
縣、高雄縣
及屏東縣
公立國民
小學 

1.教師性別、年資以及職務，與其參與決定
意願及實際機會有密切關係；由此可知，
教師參與決定之意願及實際機會 
仍主要取決於教師本身的屬性變項。 
2.配合功能權力運用，正式權力運用可對教
師參與決定與學校效能產生正面的影
響。當校長權力運用類型，趨向高功能高
正式權力時，其教師參與決定之意願與實
際機會，以及學校效能皆高。 
3.校長功能權力運用與教師參與決定意
願、參與決定實際機會、學校效能，皆呈
正相關。 
而正式權力運用，則與教師參與決定意
願、參與決定實際機會、學校效能，皆呈
負相關 
4.教師參與決定意願以及實際機會、皆與學
校效能成正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歸結上述研究，發現各篇研究雖然大部分觀點有著共同結論，但

也有少數有顯著不同的見解： 

鄭美俐（民72）針對小學校長問卷調查得知校長行政決定受到情

境因素的影響，其次在個人學經背景上，會因為學歷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林哲雄（民73）針對國中校長問卷調查，得知不同學經背景及不

同年資明顯受到來自外界壓力的影響，不同服務地區及班級數明顯受

到過去所作決定的影響。 

吳清基（民73）針對教育行政人員問卷調查，得知個人價值觀念

受到學歷的影響，其次個人因素明顯受到不同年資的影響。 

楊振昇（民80）針對小學教師問卷調查，得知不同性別、服務年



資學校規模職務之國小教師參與行政決定的運作類型會有顯著不同。 

簡顯經（民81）針對國中校長問卷調查，得知校長個人因素及組

織因素均有顯著相關。 

林耀聖（民85）針對國小教師問卷調查，得知校長作決定時較常

運用授權式及集會式決定。 

李淑芬（民85）針對國小教師問卷調查，得知校長功能權力運 

用與教師參與決定意願、參與決定實際機會、學校效能皆呈正相關。 

綜觀上述研究得知，校長作決定時，多少會受到校長背景變項的

不同而有差異，但結果並不一致，有再深入探討的必要，尤其對不同

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學歷、家庭、校長工作年資)的國中及國小校

長在面對不同類別的工作壓力時，採取的行政決定方式有何差異？甚

待本研究深入探討、經統計分析後獲得更為明確的結論。 

第三節 校長工作壓力與行政決定之關係 

由文獻探討，並未發現校長工作壓力與行政決定關係之研究，但

壓力過高，會影響校長的行政決定，過去相關研究發現，工作壓力與

行政工作及決定間存有相關，即工作壓力增至某一限度，人們的警覺

及注意力隨之增加，因而促使工作者更注意工作要求，並能做出謹慎

的行政決定，但工作壓力若擴大超過某一限度，工作績效便會開始下

降，行政決定的效能亦降低。由此推論，校長面臨壓力過高，會影響

作行政決定的方式。到底面臨六種工作壓力時，校長的行政決定偏向

專制或民主，則成為本篇研究的重點。 

綜上所述，工作壓力過高或過低時，將影響個人在工作上的生產力與

效率，甚至影響生理與心理機能，而產生工作倦怠感及行政決定。因

此，當校長的工作壓力產生時，應當立即尋求解決之道，以減少自身

的壓力。尤其面對教育改革所造成的壓力，應如何有效的調適或舒解



壓力，才能提升學校效能，是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亦是教育行政機

關對教育政策執行成效加以檢討與改進之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