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識經濟的時代，世界各國為取得競爭優勢，莫不致力於

教育改革，以提昇國民素質，提高國家競爭力。相同的，我國也進行教育改革，

以追求卓越的教育品質，例如訂定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之修訂、教育鬆綁、

學生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的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維護、「校長遴選」制

的實施、各校「教師會」與「教師評審委員會」的成立。這種種的教育改革，也

造成校長學校行政領導相當大的衝擊。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分析目前

桃園縣公立國中校長學校行政領導的現況、不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於校長學校

行政領導看法的差異性，以及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校長、

教師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而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方法，研究範圍包括：桃園市、蘆竹鄉、

大園鄉、大溪鎮、龜山鄉、八德市、平鎮市、中壢市、楊梅鎮、觀音鄉、新屋鄉、

龍潭鄉、復興鄉等十三個鄉鎮市內的公立國民中學合計48所；並以桃園縣公立國

民中學校長、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為調查研究之母群體，問卷調查之對

象，採用分層隨機取樣方式，發出問卷1048份，實得有效問卷643份，問卷資料處

理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中的次數分配、平均數、獨立樣本

ｔ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方法，進行統計分析。 

研究者經由文獻探討、設計研究架構，編製研究工具，對桃園縣公立國中校

長與教師，進行問卷調查，並將問卷回收資料，彙整分析討論，依據研究結果分

成二節，第一節是結論，第二節是建議，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結論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整理分析得到結論，包含桃園縣公立國中

校長學校行政領導須具備的特質、所面臨的困境、須落實的具體做法及不同背景

變項（性別、最高學歷、現職、現職服務年資、服務年資、學校類別、學校規模）

的教師，對於校長學校行政領導的看法等三部分，特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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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桃園縣公立國中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具備的特質，具備程度最高的

是「誠實互信」、「守法力行」、「清廉無私」；最低的是「友善幽

默」、「研究創新」 

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得知，國中教師對於校長能「尊重傾聽」、「熱

情正直」、「誠實互信」、「友善幽默」對待部屬，此四種特質的看法上有顯著

差異，以「誠實互信」看法平均數（M＝3.88）最高，「友善幽默」看法平均數最

低（M＝3.70）；對於校長處理校務能「守法力行」、「勇敢負責」、「主動積極」、

「研究創新」，此四種特質的看法上也有顯著差異，以「守法力行」看法平均數

（M＝4.14）最高，「研究創新」看法平均數（M＝3.74）最低；校長處理校務能

「清廉無私」看法平均數（M＝4.15）也很高，可見，國中教師認為校長學校行政

領導具備的特質中，具備程度最高的是「誠實互信」、「守法力行」、「清廉無

私」，具備程度最低的是「友善幽默」、「研究創新」，而其具備程度高低順序，

在對「人」的方面為「誠實互信」、「熱情正直」、「尊重傾聽」、「友善幽默」；

對「事」的方面為「守法力行」、「勇敢負責」、「主動積極」、「研究創新」。 

貳、 桃園縣公立國中校長學校行政領導面臨到「家長忽視教養責

任」、「市場機制」校際競爭、「顧客導向」學生選校權、「學校規

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經費短缺不易維修設備」的困境 

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得知，國中教師對於來自「人」的七種困境，看

法上有顯著差異，而「家長忽視教養責任」此困境看法平均數（M＝2.93），高於

其他困境看法平均數；對於來自「事」的四種困境，看法上有顯著差異，而「市

場機制」校際競爭、「顧客導向」學生選校權，此二種困境看法平均數（M依序為

2.79、2.78），高於其他困境看法平均數；對於來自「物」的困境，看法上有顯著

差異，而「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看法平均數（M＝2.75），高於其他困

境看法平均數；對於來自「財」的困境，看法上有顯著差異，而「經費短缺，設

備不易維修」看法平均數（M＝2.91），高於其他困境看法平均數，可見，國中教

師認為校長學校行政領導面臨的困境，最大的挑戰是「家長忽視教養責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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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機制」校際競爭、「顧客導向」學生選校權、「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

「經費短缺不易維修設備」，而其面臨困境程度高低順序，在來自「人」的困境

方面為「家長忽視教養責任」、「學生惡行連連」、「民意代表介入校務」、「傳

播媒體渲染與撻伐」、「少數教師注重功利」、「少數教師抗拒校務變革」、「校

長因遴選制而士氣低落」；來自「事」的困境方面為「顧客導向」學生選校權、

「市場機制」校際競爭、「教師、家長與行政無法一致」、「教評會無法選才」；

來自「物」的困境方面為「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總務人員無法掌

握校舍工程」；來自「財」的困境方面為「經費短缺不易維修設備」、「額外活

動太多，消耗學校預算」。 

參、 桃園縣公立國中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具體的做法，表現程度最高的

是「親自參加教師婚喪喜慶」、「定期召開行政會報協調業務」、「不

受利誘清白辦學」；最低的是「廣開言路接受建議」、「凝聚教師向

心力對抗外在壓力」、「校園規畫考量學校發展」    

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得知，國中教師對於校長在「人」的五種做法，

看法上有顯著差異，以「親自參加教師婚喪喜慶」看法平均數（M＝3.98）最高，

「廣開言路接受建議」看法平均數（M＝3.71）最低；對於校長在「事」的十一種

做法，看法上有顯著差異，以「定期召開行政會報協調業務」看法平均數（M＝4.24）

最高，「凝聚教師向心力對抗外在壓力」看法平均數（M＝3.58）最低；對於校長

在「物與財」的五種做法，看法上有顯著差異，以「不受利誘清白辦學」看法平

均數（M＝4.26）最高，「校園規畫考量學校發展」（M＝3.89）最低，可見，國

中教師認為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具體的做法，表現程度最高是「親自參加教師婚喪

喜慶」、「定期召開行政會報協調業務」、「不受利誘清白辦學」；表現程度最

低的是「廣開言路接受建議」、「凝聚教師向心力對抗外在壓力」、「校園規畫

考量學校發展」，而其表現程度高低順序，在對「人」方面具體做法為「親自參

加教師婚喪喜慶」、「領導部屬以身作則」、「願意聆聽教師心聲」、「暢通教

師與學校溝通管道」、「廣開言路接受建議」；對「事」方面具體做法為「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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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行政會報協調業務」、「與主管機關保持良好互動」、「廣結善緣增進社區

支持」、「勇於負責不逃避」、「面對困難毅力堅忍」、「鼓勵教師在職進修」、

「面對指責與怨尤釋然處之」、「落實「知識管理」創新組織」、「倡導「學習

型組織」帶領教師成長」、「提供教師參與政策決定」、「凝聚教師向心力對抗

外在壓力」；對「物與財」方面具體做法為「不受利誘清白辦學」、依「政府採

購法」辦理營繕工程、「掌握經費編列與成效」、「促使經費公開透明」、「校

園規畫考量學校發展」。 

肆、 不同背景變項教師，對於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具備特質的看法有顯

著差異，包含男性高於女性、校長高於教師（含導師）、校長高於教

師（含導師、教師兼行政人員）、教師兼行政人員（含校長）高於教

師（含導師）、現職服務年資「3年以下」高於「10年以上」、「偏遠
地區」高於「一般地區」、學校規模「13~36班」高於「60班以上」 

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可發現： 

一、男性教師對於校長「尊重傾聽」、「熱情正直」、「誠實互信」、「友善

幽默」、「守法力行」、「勇敢負責」、「主動積極」、「研究創新」、「清廉

無私」等九種特質的具備程度，其看法高於女性教師，且看法平均數差異性最大

的是「誠實互信」、「清廉無私」；差異性最小的是「友善幽默」。 

二、國中教師對於校長「尊重傾聽」、「熱情正直」、「誠實互信」、「友善

幽默」、「守法力行」、「勇敢負責」、「主動積極」、「研究創新」、「清廉

無私」等九種特質的具備程度，其看法高低為校長高於教師（含導師），差異性

最大的是「誠實互信」、「勇敢負責」，差異性最小的是「研究創新」；校長高

於教師（含導師、教師兼行政人員），差異性最大的是「誠實互信」，差異性最

小的是「研究創新」；教師兼行政人員（含校長）高於教師（含導師），差異性

最大的是「勇敢負責」，差異性最小的是「研究創新」。 

三、「3年以下」的國中教師對於校長「熱情正直」、「守法力行」、「主動

積極」，此三種特質的具備程度，其看法高於「10年以上」的國中教師，且看法

平均數差異性最大的是「主動積極」；差異性最小的是「守法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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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偏遠地區」國中教師對於校長「熱情正直」、「友善幽默」、「主動

積極」、「研究創新」，此四種特質的具備程度，其看法高於「一般地區」國中

教師，且看法平均數差異性最大的是「研究創新」；差異性最小的是「熱情正直」。 

五、「13~36班」的國中教師對於校長「主動積極」、「研究創新」，此二種

特質的具備程度，其看法高於「60班以上」的國中教師，且看法平均數差異性最

大的是「主動積極」；差異性最小的是「研究創新」。  

伍、 不同背景變項教師，對於校長學校行政領導面臨困境的看法有顯

著差異，包含女性高於男性、「師範院校畢業」高於「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教師（含導師）高於校長、教師（含導師、教師兼行政人員）

高於校長、教師（含導師）高於教師兼行政人員（含校長）、現職服

務年資「10年以上」高於「3年以下」及「4~6年」、服務年資「16年
以上」及「9~15年」高於「3年以下」、「一般地區」高於「偏遠地區」、
學校規模「60班以上」高於「12班以下」、「13~36班」及「37~59班」 

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可發現： 

一、女性國中教師對於校長面臨「教師、家長與行政無法一致」、「額外活動

太多，消耗學校預算」此二種困境，其看法高於男性，且看法平均數差異性最大

的是「教師、家長與行政無法一致」；差異性最小的是「額外活動太多，消耗學

校預算」。 

二、「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對於校長面臨「學生惡行連連」、「教師、家長

與行政無法一致」此二種困境，其看法高於「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教師，且看法

平均數差異性程度是相同的。 

三、就「現職不同」而言，國中教師對於校長面臨「學生惡行連連」、「家長

忽視教養責任」、「民意代表介入校務」、「傳播媒體渲染與撻伐」、「教評會

無法選才」、「教師、家長與行政無法一致」、「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

「總務人員無法掌握校舍工程」、「額外活動太多，消耗學校預算」此九種困境，

其看法高低為教師（含導師）高於校長，且看法平均數差異性最大的是「學校規

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差異性最小的是「民意代表介入校務」；教師（含導

師、教師兼行政人員）高於校長，差異性最大的是「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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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差異性最小的是「家長忽視教養責任」；教師（含導師）高於教師兼行政

人員（含校長），差異性最大的是「教師、家長與行政無法一致」；差異性最小

的是「額外活動太多，消耗學校預算」。 

四、現職服務年資「10年以上」教師對於校長面臨「民意代表介入校務」的困

境，其看法高於「3年以下」教師；現職服務年資「10年以上」教師對於校長面臨

「傳播媒體渲染與撻伐」的困境，其看法高於「3年以下」、「4~6年」教師；現

職服務年資「10年以上」教師對於校長面臨「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

「總務人員無法掌握校舍工程」兩種困境，其看法高於「4~6年」教師。 

五、服務年資「16年以上」、「9~15年」的國中教師，對於校長面臨「傳播媒

體渲染與撻伐」的困境，其看法高於「3年以下」教師。 

六、「一般地區」教師對於校長面臨「學生惡行連連」、「民意代表介入校務」、

「傳播媒體渲染與撻伐」、「教評會無法選才」、「教師、家長與行政無法一致」、

「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總務人員無法掌握校舍工程」此七種困境，

其看法高於「偏遠地區」教師，且看法平均數差異性最大的是「學校規模過大，

設備不敷使用」；差異性最小的是「總務人員無法掌握校舍工程」。 

七、就「學校規模不同」而言： 

（一）「60班以上」教師對於校長面臨「校長因遴選制而士氣低落」的困境，

其看法高於「37~59班」教師；「60班以上」的教師對於校長面臨「民意代表介入

校務」的困境，其看法高於「37~59班」、「13~36班」教師；「60班以上」教師

對於校長面臨「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總務人員無法掌握校舍工程」

此二困境，其看法高於「12班以下」、「13~36班」、「37~59班」教師；「60班

以上」的教師對於校長面臨「額外活動太多，消耗學校預算」的困境，其看法高

於「12班以下」、「37~59班」教師。 

（二）「13~36班」教師對於校長面臨「「市場機制」校際競爭」的困境，其看

法高於「12班以下」教師。 

（三）「37~59班」教師對於校長面臨「教師、家長與行政無法一致」的困境，

其看法高於「12班以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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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不同背景變項教師，對於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具體做法的看法有顯

著差異，包含男性高於女性、「研究所碩士班畢業」高於「師範院校

畢業」、校長高於教師（含導師）、教師兼行政人員（含校長）高於

教師（含導師）、校長高於教師（含導師、教師兼行政人員）、現職

服務年資「3年以下」高於「10年以上」、「偏遠地區」高於「一般地
區」、「12班以下」及「13~36班」、「37~59班」高於「60班以上」 

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可發現： 

一. 男性教師對於校長「領導部屬以身作則」、「願意聆聽教師心聲」、「親

自參加教師婚喪喜慶」、「廣開言路接受建議」、「暢通教師與學校溝通管道」、

「凝聚教師向心力對抗外在壓力」、「提供教師參與政策決定」、「勇於負責不

逃避」、「廣結善緣增進社區支持」、「與主管機關保持良好互動」、「面對指

責與怨尤釋然處之」、「面對困難毅力堅忍」、「鼓勵教師在職進修」、落實「知

識管理」創新組織、倡導「學習型組織」帶領教師成長、「校園規畫考量學校發

展」、依「政府採購法」辦理營繕工程、「促使經費公開透明」、「掌握經費編

列與成效」、「不受利誘清白辦學」，此二十種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女

性教師，且看法平均數差異性最大的是「暢通教師與學校溝通管道」；差異性最

小的是「面對困難毅力堅忍」、「鼓勵教師在職進修」。 

二. 「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教師對於校長「親自參加教師婚喪喜慶」，此做法

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師範院校畢業」；「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教師對於校

長「與主管機關保持良好互動」，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師範院校畢

業」；「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及「學士後師資班或一般大學教育學程畢業」教師

對於校長「鼓勵教師在職進修」，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師範院校畢

業」教師；「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教師對於校長「不受利誘清白辦學」，此做法

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師範院校畢業」。 

三. 就「現職不同」而言，國中教師對於校長「領導部屬以身作則」、「願意

聆聽教師心聲」、「親自參加教師婚喪喜慶」、「廣開言路接受建議」、「暢通

教師與學校溝通管道」、「凝聚教師向心力對抗外在壓力」、「提供教師參與政

策決定」、「定期召開行政會報協調業務」、「勇於負責不逃避」、「廣結善緣

增進社區支持」、「與主管機關保持良好互動」、「面對指責與怨尤釋然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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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困難毅力堅忍」、「鼓勵教師在職進修」、落實「知識管理」創新組織、

倡導「學習型組織」帶領教師成長、「校園規畫考量學校發展」、依「政府採購

法」辦理營繕工程、「促使經費公開透明」、「掌握經費編列與成效」、「不受

利誘清白辦學」，此二十一種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低為校長高於教師（含

導師），其差異性最大的是「勇於負責不逃避」，差異性最小的是「促使經費公

開透明」；教師兼行政人員（含校長）高於教師（含導師），其差異性最大的是

「促使經費公開透明」，差異性最小的是「面對指責與怨尤釋然處之」、「落實

『知識管理』創新組織」；校長高於教師（含導師、教師兼行政人員），其差異

性最大的是「定期召開行政會報協調業務」，差異性最小的是「倡導『學習型組

織』帶領教師成長」。 

四. 現職服務年資「3年以下」教師，對於校長「領導部屬以身作則」、「校園

規畫考量學校發展」、「掌握經費編列與成效」、「不受利誘清白辦學」，此四

種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10年以上」教師，且看法平均數差異性最大的

是「領導部屬以身作則」、「掌握經費編列與成效」，差異性最小的是「不受利

誘清白辦學」。 

五. 「偏遠地區」教師對於校長「勇於負責不逃避」、「廣結善緣增進社區支

持」，此二種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一般地區」教師，且看法平均數差

異性最大的是「勇於負責不逃避」、，差異性最小的是「廣結善緣增進社區支持」。 

六. 「13~36班」教師對於校長「親自參加教師婚喪喜慶」，此做法的落實程度，

其看法高於「60班以上」教師；「12班以下」教師對於校長「凝聚教師向心力對

抗外在壓力」，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60班以上」教師；「12班以下」

教師對於校長「勇於負責不逃避」，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60班以上」

教師；「13~36班」、「37~59班」教師，對於校長「廣結善緣增進社區支持」，

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60班以上」教師；「12班以下」、「37~59班」

教師，對於校長「倡導『學習型組織』帶領教師成長」，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

看法高於「60班以上」教師；「12班以下」教師對於校長「校園規畫考量學校發

展」，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60班以上」教師；「12班以下」、「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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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師對於校長「促使經費公開透明」，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60

班以上」教師；「12班以下」教師對於校長「掌握經費編列與成效」，此做法的

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37~59班」、「60班以上」教師；「13~36班」教師對於

校長「掌握經費編列與成效」，此做法的落實程度，其看法高於「60班以上」學

校教師。 
七. 「12班以下」教師對於校長「不受利誘清白辦學」，此做法的落實程度，

其看法高於「60班以上」教師。 

柒、 桃園縣公立國中校長對於學校行政領導具備特質與具體做法方

面，其整體表現受到國中教師的肯定  

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論，可發現國中教師對於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具備的

特質，「尊重傾聽」、「熱情正直」、「誠實互信」、「友善幽默」、「守法力

行」、「勇敢負責」、「主動積極」、「研究創新」、「清廉無私」，其看法平

均數依序為3.83、3.85、3.88、3.70、4.14、4.00、3.98、3.74、4.15，總平均數為3.92；

而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具體的做法，「領導部屬以身作則」、「願意聆聽教師心聲」、

「親自參加教師婚喪喜慶」、「廣開言路接受建議」、「暢通教師與學校溝通管

道」、「凝聚教師向心力對抗外在壓力」、「提供教師參與政策決定」、「定期

召開行政會報協調業務」、「勇於負責不逃避」、「廣結善緣增進社區支持」、

「與主管機關保持良好互動」、「面對指責與怨尤釋然處之」、「面對困難毅力

堅忍」、「鼓勵教師在職進修」、落實「知識管理」創新組織、倡導「學習型組

織」帶領教師成長、「校園規畫考量學校發展」、依「政府採購法」辦理營繕工

程、「促使經費公開透明」、「掌握經費編列與成效」、「不受利誘清白辦學」，

其看法平均數依序為3.92、3.80、3.98、3.71、3.74、3.58、3.67、4.24、3.95、4.00、

4.06、3.80、3.92、3.85、3.74、3.67、3.89、4.22、4.05、4.09、4.26，總平均數為

3.91，若以問卷內容而言，探討校長具備特質與具體做法，其表現的程度，也相當

接近「經常如此」的階段，可見，校長落實學校行政領導理念，認真負責、待人

誠懇，全心全力推展校務，期待學校發揮教育功能，這種奉獻犧牲、以學校教育

為職志的心，整體看來受到國中教師普遍的肯定與支持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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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結果與結論提出建議，以提供校長、教師與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作為參考，並對未來研究的方向提出建言，茲敘述如下： 

壹、 校長多關注「友善幽默」、「研究創新」特質之培養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認為學校行政領導對「人」與「事」方面的特

質中，具備程度最低的是「友善幽默」、「研究創新」，但這是各種特質比較之

後，得到的結果，並不代表校長未具備「友善幽默」、「研究創新」的特質，若

以問卷內容而言，探討校長表現的程度，也相當接近「經常如此」的階段，所以，

校長對於此種特質具備的程度，也算不錯的。在此，只是建議校長能將「友善幽

默」、「研究創新」特質再提昇到更高的程度，並融入校園中，因為友善幽默常

會紓解原來緊繃的氣氛，舒緩大家的壓力；幽默感不僅能夠用自身的機智、自嘲、

調侃和風趣給人們帶來歡樂，而且有助於消除敵意，緩解摩擦，防止矛盾升級，

要培養幽默感，須從自我心理修養和鍛鍊來提高自己。因此，友善溫和、幽默風

趣可以使人變得親切，與部屬較無距離，常有化尷尬為輕鬆的作用，亦可在笑談

間達成工作目標，所以，校長可以 掌握幽默的基本技巧，一、先「幽自己一默」，

開自己的玩笑。二、發揮想像力，把兩個不同事物或想法連貫起來，以產生意想

不到的效果。三、提高語言表達能力，注重與形體語言的搭配和組合。如此即有

利於「友善幽默」特質之培養；而學校領導者也必須不斷進修研究，持續學習，

善用網路科技，謀求知能發展，才能給團體注入新生命，促進學校創新與再生，

如此才有利於培養「研究創新」的特質。 

貳、 校長可多著力於親職教育活動，以落實家庭教育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認為學校行政領導來自「人」的困境中，困難

程度較高的是「家長忽視教養責任」，這是各種困境比較之後得到的結果，而此

困境看法平均數，以問卷內容而言，接近「有時如此」的階段，可見，相較之下， 

「家長忽視教養責任」此困境，是學校與家長必須共同重視的課題，因此，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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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帶領全校教職員工，加強親職教育各項措施，親職教育的目的是什麼呢？親

職教育就是提供父母有關子女身心發展需求的知識，導正父母不正當的教養方式， 

教導父母學習有效的親子溝通方法，協助父母引導子女養成良好行為規範，及協

助父母教導子女提高成就、發展潛能，所以，校長可以舉行親師座談會、家長教

學參觀日、家庭訪問、親子教育研習、出版親師交流刊物等活動，並掌握親職教

育的原則，例如：一、發展性：強調「如何使好的父母更好」及「如何使不好的

父母變好」，。二、互動性：親子共學，孩子是主動的參與者。三、融合性：強調

男女兩性的定位。如此，才能充實家長教育孩子的輔導知能，讓家長重視孩子的

教養責任，發揮家庭教育的功能，使家長在管教上能夠以身作則、以愛為出發點、

建立明確規範、有效的賞罰、管教態度一致、避免情緒化；在親子溝通上能具有

關愛的眼神、專注傾聽、接納的態度等等。 

參、 校長須發展學校特色，因應「市場機制、顧客導向」帶來的衝擊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認為學校行政領導來自「事」的困境中，困難

程度較高的是「由於『市場機制』校際競爭、『顧客導向』學生有選校權」。雖然

此種困境看法平均數，以問卷內容而言，接近「有時如此」的階段，但是將各種

困境比較後，此困境卻是最高的，所以，學校面對「市場機制」、「顧客導向」觀

念，如此大的衝擊，校長應該致力於發展學校特色，提昇學校競爭力，以免學生

越區就讀情況嚴重，而為了避免學生流失，發展學校特色具體方法如：一、以學

校為主體、強調地區特性、發揮夥伴關係整合社區資源、營造人文素養的環境。

二、人性化的經營為理念、以學生為中心、以老師為主體，在愛與關懷、榮譽與

服務的環境下，塑造成溫馨優質的新校園文化。三、課程多元化、教材生活化、

提高行政效能、教師有效教學、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如此才能成為一所充滿發

展潛力深具特色的學校。 

肆、 校長可建立與教師良性溝通互動平台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認為學校行政領導對「人」的做法中，做到程

度最低的是「廣開言路，接受建議」，此種做法，以問卷內容而言，國中教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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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平均數，已超過「有時如此」的階段，基本上校長的表現不錯，只是經過各種

做法的比較，此種做法看法平均數最低。另外，本研究中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具備

的九種特質與具體的做法二十種，教師與校長看法均有顯著差異，其看法平均數

為校長高於教師，可見，「校長」與「教師」兩者看法差異性大，是不是校長填

答時有點浮誇，還是教師填答時，有點吝嗇於表達，以至於造成差異性，或是校

長與教師之間互動較差，產生隔閡而造成此差異性，不管如何，都顯示出校長與

教師必須有良好的溝通。因此，建議國中校長必須了解成功有效的學校行政領導

者，要有寬闊的胸襟，協商與傾聽的風格，虛懷若谷的氣度，寬容別人不同意見，

廣開言路，接受他人建議，建立校長與教師良性溝通互動平台，例如：掌握「溝

通」的技能，包括：一、傾聽的技巧：訓練自己傾聽、凝神靜聽的習慣。二、說

明的技巧：注意說明表達技巧。三、論辯的技巧：如何指出對方思想、見解的不

妥。四、解決的技巧：除了考慮自身的立場外，也要考慮對方的立場。如此，溝

通協調達成共識，方能提昇部屬的工作士氣，部屬在感佩之餘，自會全力支持，

謀求學校的發展，達成學校行政領導之目標。 

伍、  校長須發展學校願景，才能凝聚教師向心力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認為校長在學校行政領導對「事」的做法中，

做到程度最低的是「凝聚教師向心力，對抗外在壓力」，此種做法，以問卷內容

而言，國中教師看法平均數，超過「有時如此」的階段一點點，經過各種做法的

比較，此種做法看法平均數最低，因此，建議國中校長必須建立學校「共同願景」，

而要如何建構學校「共同願景」呢？須注意：一、根據學校特性（包括優勢、劣

勢、機會點與威脅點）來設定目標。二、學校行政領導者應拋棄過去個人權威的

心態，以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為主。三、願景的描述應具體、中肯且可達成，

並落實於學校日常生活中。四、建構願景時要符合教育改革的理念與趨勢。五、

願景應與成員共享，並適時激勵教師共赴目標、一起努力。六、應結合全校師生、

家長與社區的期望及參與。如此，透過由下而上的程序，融合個人目標與組織目

標，策訂共同願景，凝聚組織成員向心力，使之成為組織成員共同關切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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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產生強烈實現願景的動力與希望，則學校有了共同願景，師生就會產生向心

力，而這股向心力就是締造優質的學校，不可或缺的力量。所以，一個學校有「願

景」，就像一個人有目標，有方向感，則學校教師必能具有榮辱與共的觀念，為

理想而奮鬥不懈，勇於面對任何挑戰，群策群力，對抗外在環境的不當壓力。       

陸、 校長對於校園規畫，可多考量學校未來的發展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認為學校行政領導對「物與財」的做法中，做

到程度最低的是「校園規畫，考量學校發展」，此種做法，以問卷內容而言，國

中教師看法平均數，超過「有時如此」的階段，基本上校長的表現已是不錯，只

是經過各種做法的比較，此種做法看法平均數最低，因此，建議國中校長必須看

得遠、看得深、看得廣，掙脫舊觀念的束縛，了解學校未來發展的方向，謀求相

關措施的落實，做好校園的規畫，注意校園規劃的原則，例如：一、整體原則，

考慮校園整體性與統一連貫的特質。二、教育原則，考慮應有濃厚的教育意識。

三、美化原則，考慮校園是一項藝術的作品。四、開放原則，考慮師生在校休憩

活動的互動。五、經濟原則，考慮時間、空間、人工費用與工具的經濟。六、參

與原則，考慮學生、教師的直接參與。校長能夠了解校園規劃的原則，而以學校

未來發展方向為目標，則必能提供安全的教育場所、營造最佳學習情境、發揮環

境教育功能，為學校美好的未來，奠立穩固的發展基礎。  

柒、 主管教育機關對學校經費編列，可給予較大之彈性空間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認為學校行政領導來自「財」的困境中，困難

程度較高的是「經費短缺不易維修設備」。此種困境，以問卷內容而言，國中教

師看法平均數，超過「較少如此」的階段很多，可見，學校對於設備維修、改善

經費的需求相當迫切，雖然公立學校的經費取得都有一定的程序和分配原則，不

可能滿足每個學校的需求，但是，學校經費有限，很多的設備維修，無法及時改

善，就無法發揮學校教育的功能，因此，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該寬列經費，充實

學校設備的維修與改善，營造優質的學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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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為因應有限的教學資源，主管教育機關應儘量降低學校班級數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認為學校行政領導來自「物」的困境中，困難

程度最高的是「學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此種困境，以問卷內容而言，

國中教師看法平均數，超過「較少如此」的階段很多，而且學校規模不同的教師，

針對此種困境，有顯著差異，其程度高低的看法為「60班以上」學校教師高於「12

班以下」、「13~36班」、「37~59班」學校教師，可見，學校規模過大，教學設

備不夠師生使用，影響教師的教學，也耽誤學生的學習，如此，就無法發揮教學

的功能，達成教育的目標。所以，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儘量降低學校班級數，縮

小學校規模，使學校教學設備能夠充分發揮效能。 

玖、 未來的研究可增加廣度與深度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者本身的人力、時間與經濟因素，僅以桃園縣十三個鄉鎮

市公立國中為研究範圍，研究對象只包含學校校長與教師，研究工具只有調查問

卷，所以，建議未來的研究範圍可以考慮擴大到其他縣市，研究對象也可以擴及

教育行政單位及社區的家長，研究工具方面，或許可兼採用質性研究的訪談方式；

至於研究的相關議題，例如全面品質管理理論、學習型組織理論、團隊領導理論、

學校衝突管理理論在學校行政領導方面的應用，以及本研究中，校長學校行政領

導具備的特質相較之下，教師看法平均數較低者，如「友善幽默」、「研究創新」；

校長學校行政領導面臨的困境相較之下，教師看法平均數較高者，如「家長忽視

教養責任」、「『市場機制』校際競爭」、「『顧客導向』學生選校權」、「學

校規模過大，設備不敷使用」、「經費短缺不易維修設備」；校長學校行政領導

具體的做法相較之下，教師看法平均數較低者，如「廣開言路接受建議」、「凝

聚教師向心力對抗外在壓力」、「校園規畫考量學校發展」等等各方面，也是值

得作為將來研究者研究的參考，若能如此，則有利於了解公立國中校長學校行政

領導的全貌，及校長學校行政領導功能的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