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本章旨在針對研究主題，說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及本研究的基本

構想。全章共分四節，首先，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提出研究背

景及待答問題；接著，重要名詞解釋；最後，說明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道德領導是二十一世紀未來領導者應有之素養，引領組織邁向正向

之演化（施鵬程，2003）；教育乃立國之本，教育的成敗維繫著社會是否

繁榮進步，國家的興衰與否，故世界各國莫不藉由提昇教育素質以展現

其競爭力。近年來社會急遽變遷，經濟及政治更迭發展，民主及自我意

識抬頭，使得現今的整個教育環境正面臨著史無前例的動盪、變革與考

驗；在人們倍感無所依恃的情況下，傳統的道德意識也產生變遷。此刻

，極需仰賴領導者道德領導之專業權威與道德權威的發揮，引發組織成

員道德意識，指引行政團隊齊心戮力的為組織全力付出。 

Sergiovanni （1992），認為傳統至今的領導理論，對心裡層面的重視

多於對精神層面的強調，偏重對組織氣氛、決策模式與組織效能的研究

，致使領導內涵缺乏道德之心理訴求。（范熾文，2002）學校是屬於非營

利組織，為一道德機構（moral institution），其目的為培育學生健全的人

格發展與成長，故校長應有其獨特的道德要求，尤其是致力於學生的福

祉，所以其作為必須符合倫理道德的。學校領導人不再是傳統「位高權



重」的權威式領導者，取而代之的將是新時代的領導模式；校長透過實

施道德領導激發組織成員潛力，激勵行政團隊工作情緒，達成學校願景

，共創領導者個人、團隊成員及組織本身之三贏局面，是為今日學校校

長所應努力的目標。此為研究動機之ㄧ。 

2003 年 11 月 22 日中央日報全民論壇中，以「品格教育危機省思」

為標題發表論述，作者林嘉俊指出很多行為偏差的學生猶如學校中的毒

瘤；又根據天下雜誌 2003 年 11 月調查發現，超過七成以上的家長和老

師認為，國中小學的道德（品格）教育比十年前差，台灣的教育究竟出

了什麼問題？尤其只有五成不到的學生認為，作弊的行為是「絕對不可

犯的錯誤」，其餘的學生都認為作弊無所謂，而且隨著年齡越大，作弊的

比例也越高（何東日，2003）。教育的核心，必須注重學生道德（品格）

教育的落實，型塑學生優良正向的精神面貌，激發內在的學習動機與追

求心靈的成長充實，產生學習的樂趣，以提升學生自我價值與能力。謝

龍卿（2004）認為：讓學校因辦學有方漸昌隆，老師因教學得法有喜悅

，學生因學習快樂展笑容；學生的進步，是學校的責任，更是校長的使

命。國民中學學校校長以身作則，感化學校中所有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人

員皆能發自內心，追隨校長推動品格教育，實施道德領導，營造溫馨校

園，並能讓全校師生共同以塑造良善道德為目標，共創願景，實為刻不

容緩之事。 

研究校長學者曾云：「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As a 

principal is,  so is the school! ）。校長做任何一種選擇時，就會出現一種

主要的、真實的社會脈絡，而此脈絡成為學校不斷演進的一部分，因而

學校領導者所做的選擇，通常是反應教育的倫理、道德且選擇變成學校

脈絡的過程（黃乃熒，2001）。國民中學校長解決每天所面對的各式各樣

道德兩難（ethical dilemmas）問題（Lashway，1996），此時問題決定不僅



涉及事實層面（facts），更涉及價值層面（value）。正因價值判斷較事實

決定更為主觀，且經常必須從各種價值階層中做選擇，還必須考慮其公

平性、正確性、合理性等，易牽涉價值間的衝突，或是要在兩種甚至多

種可欲的價值中選擇其一，以致常陷入道德的兩難困境（吳清山、黃旭

鈞，1999）。教育問題原本就充滿著脈絡性、歷史性、不確定性，而當學

校領導者忽略了這種議題時，往往使得學校問題週而復始、不斷再製。

因此為消弭可預見之問題、重建生活世界、瞭解相互之主體性、展現聲

音歷史、發揚教育愛…等道德倫理議題（林火旺，2004），是國民中學校

長所急需關切的議題。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學校常被誤認為僅是社會中一個正式的科層體制組織，為達成其既

定目標，必須透過嚴謹的計畫、組織、管理、控制與評鑑，以找尋具備

技術性與合理性的問題解決方案；因此，多樣化的管理替代方案乃因應

而生（Sergiovanni，1995）。可是這些技術性的管理方案，並無法真正協

助校長解決每天所可能面對的道德兩難問題（Lashway, 1996）；而近年來

我國學校組織與運作過程，在歷經幾次教育改革的浪潮中已有許多改變

，面對複雜多變且一再發生的挫折及道德兩難問題時，國民中學校長道

德領導（moral leadership），更是迫切且急需運用的。對於校長的領導型

式而言，歷年來眾說紛紜，有認為「高關懷高倡導」為最佳型式（LBDQ

研究），也有認為依情境變數而不同之權變理論為最佳者，甚而有後現代

主義倡行者反對傳統科學主義對唯一合理性的追求，認為絕無「最佳」

的校長領導型式。（秦夢群，黃貞欲，2001）。 

組織領導理論的科學研究大多侷限在技術與技能方面，忽視領導理

念的建立，缺乏道德與心理層面。美國教育學者 Sergiovanni 於 1992 年所

著的『道德領導—進入學校改革的核心（Moral leadership-Getting to the 

heart of school improvement）』中指出，領導是一種態度而不只是技術與



象徵地位的運用，且教育乃道德事業（moral enterprises），所有教育工作

均有其道德層面（Henderson, J. G. & Hawthorne, R. D. 2000），在教授知識

與技能之餘，亦應教導道德倫理，方可造就術德兼備之學子。Yukl（2002

）指出，領導是一種影響他人瞭解並同意其需求，使其有效率完成任務

的過程，而此種共同努力完成的歷程，即能促使組織內成員共同達成組

織目標、共塑願景。處於此變遷快速的全球化社會中，面臨社會多元化

之失序情形，價值觀渾沌不明，及西方領導觀點強勢移植的形勢下，國

民中學校長必須檢視自我的行為舉止，是否合乎道德權威？注意任何決

策結果對他人的影響，時刻對人倫關係的反省與尊重、文化傳承，重視

道德領導。職此之故，國民中學校長的道德領導是當前所急需探討的議

題。此乃研究動機之三。 

    當前的社會隱憂是：人們對於物質的需求與追求利益的重心，遠遠

的超越於倫理道德問題之上（林火旺，2004）。倫理、道德、價值問題，

隨著科技文明、經濟發展而式微，又因專業化、多元化、社會化的結果

，讓人們的生活支離破碎、無正軌可依循，疏離感倍增，然而在強調團

隊合作、共創願景的時代中，學校行政團隊成員對工作的投入及其滿意

度之高低，勢必將成為更需重視的潛在問題，因此如何使行政團隊組織

成員能發自內心、自動自發的追隨領導者，乃為依據領導者對倫理觀重

視及道德領導實際與否之程度而有所不同。由於學校組織日趨多元化、

民主化、專業化和複雜性，所以參與學校運作的成員和團體不但日益增

多，且比以往勇於表達自己的價值與觀念，積極追求自我的目標和利益

。此時校長的抉擇攸關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人員滿意度之高低，是故校長

應遵循道德領導的本質，使學校成員及教師，尤其是教師兼任行政職務

人員，皆能欣然接受校長在工作上的要求，使教師工作更順心滿意，行

政工作推動更能以校長馬首是瞻，朝學校的願景邁進。 



    學校辦學績效能否成功，除仰賴校長領導理念與風格外，教師在教

學及兼任行政職務能否滿意，尤屬重要； 學校領導者由被動的政策執行

者，轉換成主動的政策研擬者、創造者及推動者，對於脫離傳統科層體

制的「桎梏」時，校長必須肩負著自力更生、永續發展及績效責任的能

力。今日教師自我意識提高，追求專業自主與工作滿意遂成了個人去留

的抉擇關鍵。校長應發揮其道德領導的特性，促使學校成員實踐正義倫

理與道德勇氣，建立學校的專業倫理準則或規範，使學校成員能共同為

學校教育的革新而努力（張明輝，1998）。教師工作熱誠與日俱增，工作

滿意度亦盛。故本研究欲對國中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與教師兼任行政職務

工作滿意之關係予以探討研究。此為研究動機之四。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與背景，欲瞭解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道

德領導的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現況，和國民中學校長道德

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二者之關係，並分析不同背景變項對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的差異情形，及

研究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對工作滿意之預測力。因此須釐

清並統整其主要目的包括以下幾項： 

一、以桃園縣國民中學為例，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的現況。 

二、以桃園縣國民中學為例，明瞭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

度現況。 

三、探析不同背景的校長在道德領導的差異情形。 

四、分析不同背景的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工作滿意度的差異情形。 



五、探究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之相關情形。 

六、探討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對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工作滿意之預測力。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壹、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瞭解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的現況為何？ 

二、明瞭桃園縣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現況為何？ 

三、探析不同背景的校長在道德領導現況的差異情形為何？ 

四、分析不同背景的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工作滿意度之差異情形為何？ 

五、探究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之相關情形為何

？ 

六、探討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對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工作滿意之預測力為何？ 

貳、 研究假設 

假設一：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

度有顯著相關。 

1-1 國民中學校長整體道德領導現況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

度有顯著相關。 

1-2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之「道德領導原則」與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關。 

1-3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之「道德領導作法」與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關。 

1-4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之「道德領導問題」與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關。 

1-5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之「道德領導策略」與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關。 

1-6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之「道德領導功能」與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關。 

1-7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之「道德領導原因」與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關。 

假設二：不同背景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的校長道德  

領導現況有顯著相關。 

2-1 男性與女性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的校長道德領

導現況有顯著差異。 

2-2 兼任行政年資不同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校長道

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 

2-3 不同職位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的道德領導現況

有顯著差異。 

2-4 服務於不同處室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的校長道

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 

2-5 服務於不同規模學校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的校

長道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不同背景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

差異。 

3-1 男性和女性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差

異。 

3-2 兼任行政年資不同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

顯著差異。 

3-3 不同職位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差異

。 

3-4 服務於不同處室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

著差異。 

3-5 服務於不同規模學校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

有顯著差異。 

假設四：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

對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預測力。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國民中學校長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九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理

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任期一任為四年。但原住民、山地、偏

遠、離島等地區之學校校長任期，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本研

究所指國民中學校長，為現任職於桃園縣公立之國民中學校長。 

貳、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具有國中教師身份，另兼任教務處、訓導（學務）處、總務處、輔

導處（室）主任、組長等行政工作者，但不包含任職人事、會計…等，

其他專職行政工作人員在內。 

本研究之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係指以桃園縣公立之國民中學領有行

政職務加給的業務由教師擔任，其職稱分別為主任、組長；依照學校類

型之大小，而有不同之員額編列，該校設有特教組者 15 人，未設特教組

者 14 人。 

參、 道德領導 

    道德領導是以倫理道德為基礎的領導方式，強調領導者道德權威與

影響力的建立，利用本身的道德修為，展現道德勇氣，再以高尚的道德

修養與使人追隨的道德魅力，發揮對成員潛移默化之影響力，引領組織



成員建立起自身的義務感、責任心與價值觀，令其自動自發的完成任務

，共謀組織的永續經營。 

本研究之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包含校長的（一）道德領導原則、（

二）道德領導作法、（三）道德領導問題、（四）道德領導策略、（五）道

德領導功能、（六）道德領導的原因，等六個向度作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

導現況調查，依據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對各該校校長目前實施道德領導

現況的覺知情形，得分愈高表示其愈常覺知校長的道德領導。 

肆、工作滿意 

工作滿意係指教育工作人員對其現任職務（含兼任行政職務）各層

面的態度、情意反應及對工作本身、工作歷程、工作情境所具有之整體

性感覺與主觀價值判斷。工作環境感到滿意與否，取決於自特定的工作

環境中，實際獲得之價值與預期獲得之價值的差距而定。差距愈小，滿

意度愈高；反之則滿意度愈低。 

工作者對工作感覺到滿足和愉快的整體感受，是一種態度或情感的

反應，而教師兼任行政職務對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管領導、人際關

係、薪資福利、升遷考核、社會地位…等，七個向度在國民中學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問卷的得分情形，得分愈高顯現工作滿意愈高。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桃園縣之公立國民中學教師中兼任行政職務者（主任、

組長）為研究對象；但不含人事、會計…等專職之行政人員。 

二、研究區域 

    本研究之範圍以桃園縣立之國民中學為研究範圍。（不含完全中學） 

三、研究內容 

（一）個人背景變項：包含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之性別、兼任行政年資、

職位、服務處室、學校規模，等五個向度。 

（二）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變項：包括校長實施道德領導原則、實施道德

領導作法、實施道德領導問題、實施道德領導策略、實施道德領

導功能、實施道德領導原因，等六個向度。 

（三）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變項：包含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

管領導、人際關係、薪資福利、升遷考核、社會地位，等七個向

度。 

 

 



貳、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僅以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中，兼任行政職務者為調查樣本，

故其結果推論到其他縣市應謹慎為之。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以問卷為測量工具，且問卷為各該校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

其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現況。因各校情形

不同，且問卷之填答者為教師中兼任行政職務者，易落入對校長評價問

題，可能因引起敏感問題而令填答者有所保留，故可能造成測量上的誤

差存在。 

三、就研究方法言： 

    因受限研究者「財力」、「人力」與「時間」之因，僅以文獻探討與

問卷調查方式為主，無法兼顧「質性」之研究以令此研究更具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