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目的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

意的意義及理論基礎並分析與二者之相關。茲分三節進行探討、研析，

依次為（一）道德領導之理論和相關研究；（二）工作滿意之理論和相關

研究；（三）校長道德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道德領導理論和相關研究 

    「當部屬的狀態被追隨者精神所超越時，…校長、教師、家長及其

他人員會發現，他們平等的『附屬』於一些他們所承諾的理想與共享的

觀念之下。」（Sergiovanni, 1995）。本節將自道德領導的定義為肇始，

繼之探究道德領導的理論，再詳論道德領導研究的探討。 

壹、道德領導的定義 

一、道德、倫理與品格 

    為避免吾人將道德、倫理與品格三詞之界定有所不清，乃根據林

火旺（2004）所言：「倫理」（ethics）一詞源於希臘文的 ethos，意思是「

品格」（character），而「道德」（moral）則出自拉丁文的 moralis，意思是

習俗或禮儀。「道德」與「倫理」皆含義務與德行觀點，泛指人們自身的

「品格」修為、人群間的相互關係及所建構的社會規範，其依社會情境

適時調整，合於有形或無形、是非善惡的社群行為規章；是以本研究所

言之道德（moral）、倫理（ethics）與品格（character）三者實具相同之概

念，不作特別區分。 



二、道德領導的緣起 

Sergiovanni（1992）認為領導者應瞭解成員所需，除了為成員、為組

織規畫願景外，尚應建立組織成員學習社群之觀念，令成員學會為組織

義務行事；領導並非僅限於策略技巧或地位表徵的展現，而是須著重於

組織成員的處事態度。傳統的領導模式過於注重組織效能、決策模式、

且強調科層體制，使領導的內涵徒具形式。因而許多校長與教師過度囿

限於知識的灌輸、技巧的訓練，以致無法勝任超越自身角色的思考與行

動，失去辦學目標的洞見，甚至過分信賴規則、監督與評量而喪失工作

動力，陷入少做少錯等目標錯置（goal dispisition）的現象。 

雖說只有「道德」的領導是不足的、有缺失的，但若是「沒有道德

」的學校領導，卻是令人無法折服、舉步維艱而萬萬不能的。道德領導

的理念早已涵孕於古今中外的領導理念之中，如：領導的特質論中友善

、負責、同情、熱心…等特質的強調；領導行為論中民主、關懷…等行

為的認同；領導權變論中關係取向對組織效能的增進；甚至於我國儒家

對「德主法輔」之聖王領導、互為主體之關懷領導、人文化成之人性領

導、仁義理智之道德領導、持經達變之權變領導的啟示等，在在證明了

道德領導理念之源遠流長。 

根據 Burn 於 1978 年的說法，認為轉型領導的精神是希望透過引起

從屬者的潛在動機來滿足從屬者最高的需求，並促使其全心投入，故由

此概念可進一步推展到更高級的領導方式—「道德領導」；使其跳脫傳統

的領導型態，成為九 O 年代一項引人注意的領導型態。Sergiovanni 在 1992

年認為，傳統的領導過於著重強調領導行為與技術層面，對領導者信念

、價值、個人願景等道德層面，有所忽略，使得限制了領導功能的發揮

；因而在其『道德領導—進入學校改革核心』（Moral leadership：Getting to 

the heart of school improvement）一書中提出道德領導（moral leadership）



；自此「道德領導」方為較有系統之介紹。許多學者指出倡導道德領導

，認定「價值」（values）是所有領導與行政實務的核心，並認定價值本

身建構了基本問題（Bates，1993；Greenfield，1991）。 

觀諸過去十幾年，許多道德領導的文章大多採用 Simons Herbert 批

判性的觀點，此種「無限理性」的觀點，無可避免的使其在行政現實環

境中，價值觀會闖進行政決定的過程，因為價值就是決定的本質。此時

最值得關注的焦點，就是領導者在做決定的過程中，所運用及化解相互

衝突的價值觀。Hodgkinson（1991）發展出一種「價值概念分析模式」，

此模式包含了三種互異的價值種類；（一）領導者在面臨價值觀衝突時，

選擇「高層次的價值」，即領導者可用一種開誠佈公，以及願意在道德上

負起責任的方式陳述他所遭遇的困難；（二）「理性（rational ）的價值觀

」是屬於較「辯護」（defensive）的性質，即不管決策是基於受眾人共識

所影響，或因期望某些決策成果時，領導者可以用理性的價值觀來為自

己辯護，此時最能提供決策「辯護」功能的一套價值觀是「超理性」價

值觀；（三）最低層次的一套價值觀就是「次理性」（subrational）的價值

觀，包含領導者各項自我辯護的個人偏好及所顯現的情緒感受。是故在

道德領導的層面中領導者與被領導者價值觀及立場有時會產生對立與衝

突，道德領導者除關切某些特定的價值觀外，其重點在於處理「組織內

各種關係的本質，與組織內、外利益團體間權利的分配」。 

領導型態中有關「象徵」、「民主」或「政治」的領導同樣可以置於

道德領導或參與領導的類目中（李安明，2003）。Slater（1994）特別說

明道德領導的定位，他認為由於民主強調自由概念，且鼓勵對所有事情

做「精力充沛的調查與複查」，並反抗傳統的權威；但因缺乏精力、能力

與時間，所以大多數人的意見成為一種優勢的傾向，此時領導的目的，

僅止於修正以大多數人意見為主的傾向，保有一個共通性準則。所以學



校領導者應致力於倡導民主意識，並在學校組織內將此一民主的意識融

入學生的生活經驗中。 

林純雯（2001a）的研究認為由於社會思潮的遞嬗、社會科學典範的

轉移，使當代學者在反省與批判思考中警覺領導中道德層面的匱乏；故

其自後現代思潮孕育道德領導、社會科學典範的轉移引發道德領導，以

及於領導實際中發揮道德領導的必要等三部分加以分析闡述，釐清道德

領導理念的脈絡並構思其未來發展的軌跡。 

（一）後現代思潮孕育道德領導 

    學者們不滿於現代主義的工具理性，且領導中缺乏道德思維，及渴

求領導中藝術的面向，故道德領導理念便油然而生。後現代思潮中分析

道德領導理念如：1.人性尊嚴的注重甚於行政效率；2.不斷轉換的領導者

與被領導者關係；3.多元開放倫理對話的決策過程。 

（二）社會科學典範的轉移引發道德領導 

    教育行政領導典範的變遷主要依據理念層次、制度層次、技術層次

，三種邏輯順序演化及開展：1.自理念層次引發基本假定的轉變；2.自制

度層面引發組織型態的改變；3.自技術層次導致領導行為的更新。 

（三）於領導實際中發現道德領導的必要 

    教育行政學者有感於領導理論中長期忽視道德領導，且實際觀察組

織運作情形，確實顯現出倫理道德傾圯隳壞的現象。黃錦樟（2000）提

出以人為本位的思想及價值標準，以道德修養為規範的行為模式，為教

育領導理論另闢一番新面向。教育行政領導理論應重視倫理價值、人性

關懷、道德素養，道德領導的興起釐清領導理論的世界觀、價值觀，甚



至超越自我、創新求勝，並喚醒領導者與組織成員的倫理道德，更自律

主動，創造卓越的團隊。 

三、道德領導的涵義 

（一）道德領導層面 

    Sergiovanni 在 1992 年提出道德領導可以分三層面即：領導之心（heart 

of leadership ）、 領 導 之 腦 （ head of leadership ）、 領 導 之 手 （ hand of 

leadership ）。 領 導 者 心 中 所 存 的 理 念 與 價 值 觀 ， 在 其 腦 中 產 生 心 象

（mindscapes）；此心象為顯示該如何實踐欲實現之世界的領導，亦即經

年累月實踐所發展出來能夠指導行動的理論，以及運用理論反省情境的

能力，具中介作用，承續領導之心的意識，傳達至領導之手。 

以上領導之心、領導之腦與領導之手，三者息息相關、密不可分，

茲將三者之關係以圖示如下： 

領導之心 
 

領導之手 領導之腦 

 

(領導者的價值觀與信念）（對真實世界運作的心象）（領導決定、動作與行為） 

圖 2-1 領導之心、領導之腦與領導之手三者關係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 Tomas J. Sergiovanni（1992）.（引自謝文全，1998） 

道德領導處於「領導之心」（the heart of leadership）的層次，認為領

導是一種態度而不只是技術的運用；學校的領導者為建立德行學校（

virtuous school）根據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利用各種的領導替代物



（substitutes for leadership）去激發組織成員的人性潛質，使部屬成為追

隨者（followership）。且 Sergiovanni（1992）亦指出道德領導包含兩層面

：（一）強調領導者須具備喚醒被領導者的正義感、責任感，並激勵被領

導者秉持品行操守完成工作；（二）在領導者具備前述特質前，其本身須

具備高度的責任感與道德倫理等高道德水平感化部屬，令部屬欣然接受

領導者的道德激勵，方可影響部屬，進而達成對組織成員的道德領導。 

（二）道德領導意義 

    Hudson（1997）認為組織的領導者是帶領組織面對與邁向未來的核

心，不同的領導型式對組織有不同的影響程度，道德領導是有關個人的

影響力，且為反應社會的改變，以符合人們需要的領導型式，其中心思

想在於確立倫理的價值觀念，並為成員的準則所發佈涉及道德價值的命

令或指示，不同於只講求角色任務發揮的領導型式；關懷夢想的實現、

勇於接受錯誤、鼓勵回饋所帶來的正面效應、歡迎不同的聲音及樂觀進

取、忠誠希望的面向。 

Coppola（1998）認為道德領導就是領導者分享其精神層面與宗教世

界的觀點，並能實踐高度的道德理性，鼓舞成員為共同建立的願景而努

力與行動，企圖建立社群契約，共同為世界正義而實踐承諾。 

老子有云：「靜默是德。」，認為分享價值的互動更勝於繁瑣的指令

；另外，於「論語」之顏淵篇、為政篇中，皆隱指我國的領導特色在於

「仁」為動機，以「義」為行事原則，以「禮」為規約外在行為，並以

「執兩用中」的「中庸之道」來進行領導；因而道德領導乃由領導之心

往善，在經以德化人的功夫使被領導者亦展現善心與善行；道德領導是

以德行引導被領導者，以禮節規範其行動，如此領導者將知恥且能把持

人格。 



謝文全（1998）認為，所謂的道德領導是指以道德權威為基礎的領

導，領導者出於為正義與善的責任感與義務感而行動，因而也獲得成員

為正義與善而做事的回應，表現優秀而持久。 

林純雯（2001a）認為，所謂道德領導，又稱倫理領導（ethical leadership

），係指領導者在正當信念的基礎之上，先對自我做高度要求，致力於提

升本身的道德修為，展現道德勇氣，再以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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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引領組織成員，使其心

悅誠服並自然而然地受其影響，進而建立起自身的義務感、責任心與正

確的價值觀，以自動自發地完成任務，為組織目標而奉獻，共謀組織的

永續發展。 

吳清山和林天佑（2002）認為道德領導係指以道德權威為基礎的領

導。即領導者基於正義與善的責任感和義務心來領導部屬，部屬亦因領

導者的正義與善而勇於任事，進而發揮領導的效能。 

顏童文（2002）認為道德領導是以倫理道德為基礎的領導方式，它

擺脫了傳統科層體制中以權力為導向新型態的領導方式，強調領導者道

德權威與影響力的建立，利用本身的世界觀與價值觀來引導組織成員，

使得他人有感於領導者的道德魅力，而追隨者也心悅誠服的受其影響，

在潛移默化中對其成員發揮影響力，進而使成員因本身的義務感而完成

組織所交辦的使命，因義務心行使而建立領導者的道德權威。 

張憲庭（2003）認為道德領導，乃指領導者平常即應具有個人領導

哲學觀，此領導哲學觀包含高度的倫理道德觀念、看法及態度，並視領

導為領導者的意志行動，不但強調專業知能的啟發及領導技巧的訓練，

更著重培養自身正確的道德觀念；因此校長的道德領導首先要致力於自

身高尚的道德修養，在工作中賦與組織生命及教育工作的價值和意義，



且在職權範圍下對於組織所面臨的困境，參酌當時情境，依照校長的道

德倫理採行適切的領導行為，藉由激發團體的道德勇氣引導成員新價值

觀之建立，以達成組織目標。 

因為學校所負責的任務重大，且涉及被服務對象（學生）道德品格

的培養，道德機構中的學校領導者甚至學校的任何成員，負責帶領學校

朝向學習者社區的理想邁進，故其所作所為均具有道德或倫理學的。所

以研究者綜合各學者之說法，歸納出道德領導的意涵如下： 

道德領導是以道德權威為基礎的領導方式，又稱為倫理領導；領導

者擺脫以權力為導向的科層體制形式，以領導者高尚的道德修為與倫理

價值觀，於潛移默化中引領組織成員，使組織成員心悅誠服地追隨其領

導魅力，自然而然的激發組織成員的義務感、責任心而完成組織使命，

以謀組織永續經營與發展。 

貳、道德領導的理論 

欲對道德領導的內涵與概念更瞭解，須探究道德領導的相關理論，

綜觀道德領導的哲學基礎深具倫理學論述的觀點；道德領導則承續領導

理論而來，故倫理學理論與領導理論為道德領導相關理論的兩大重點。 

倫理學的研究一般區分為兩大類：一為規範倫理學（normative ethics

）和後設倫理學（metaethics），另一為描述性道德學（descriptive morals

），因其僅對道德實踐的事實描述，故不在此倫理學的討論之列。 

規範倫理學是對道德觀念和道德判斷進行系統性的瞭解，並對道德

原則的合理性加以探討，主要可分為三類：一、目的論（teleological theory

），包括倫理利己主義（ethical egoism）與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兩大



主張；二、義務論（deontological theory），包括康德（Immanuel Kant）和

絡斯（William David Ross）的倫理學說；三、德行倫理學（virtue ethics

）。後設倫理學深受哲學分析（analytic philosophy）的影響，為二十世紀

初才發展出來，包括穆爾（G.E. Moore）的非自然主義、情緒論（emotivism

）和規約論（prescriptivism）（林火旺，2004）。邇來女性主義崛起，其關

懷倫理學（ethics of care）之提倡，對教育之實踐與啟示亦深具影響。 

上述倫理學理論中，與道德領導關係較密切可供參酌者為，Kant 的

義務論、MacIntyre 的德行倫理學以及 Noddings 的關懷倫理學。有關領導

理論方面，由最初有關的領導特質論、行為論、權變論及激勵保健理論

、決策理論甚或是中國式領導理論等，均與道德領導有關聯；茲就與道

德領導相關較顯著之特質論加以論述，以為道德領導之理論基礎。 

一、Kant 的義務論 

依據林火旺（2004）所論，在西方道德哲學發展中 Kant 佔了重要的

地位是無庸置疑的，Kant 在其道德理論中強調人的尊嚴及其被尊敬的權

利，且為第一位將責任（duty）當成道德核心的概念，重視每個人的自

律或自主性（autonomy）；Kant 強調其道德哲學建立在「一般的道德意識

」之上，相信只要是具有一般理性的人都能知道自己應盡的義務，雖人

生而有別，但道德卻不允許人以天賦、社會階層或成就來衡量個人的價

值和尊嚴；「道德法則」是客觀、獨立地存在，可普遍且必然地規範每個

人。其理論主要分四大項： 

（一）善意志（good will） 

Kant 認為不論在世界之內或外，只有善意志可以想像得到是無條件

的善（good without qualification）。所謂善意志，就是一個人為了實現個



人的道德義務而行動的意志，Kant 相信只有為義務而行動的行為才是道

德上值得稱讚的，而一個人的意志是否為善，完全展現在他的選擇，一

個具有善意志的人會傾向於選擇為義務而行動。 

（二）道德三命題 

    為進一步闡釋善意志和義務間的關係，Kant 提出道德三命題： 

1. 第一個命題：有道德價值的行為必須是因義務而為。Kant 強調行

為動機決定行為的價值，只有基於義務而行動的行為，才是道德

上有價值的行為。 

2. 第二個命題：一個因義務而為之行為，其道德價值在於決定此行

為之準則（maxim）。Kant 認為依義務而實踐之行為，因準則以

顯現動機，故準則決定行為之道德價值，而動機決定行為價值。 

3. 第三個命題：義務是尊敬法則的必然行為。Kant 認為「尊敬」是

「認知法則為一個客觀原則」及「採取法則作為個人主觀準則」

的一個聯結，是意志決定之後所促成的情感，道德法則是「尊敬

」的唯一對象，所以在康德的道德理論中是被允許的。 

（三）道德法則 

    對 Kant 而言，道德法則有兩個特性；1.普遍性，即道德法則是約束

所有理性的存在者，人類是受到道德法則的管理與束縛；2.必然性，道

德法則要求所有理性存在者以某種方式行動。Kant 道德法則是以一種命

令的形式呈現，用以指引人之行為，使其成為「自為目的」，客觀法則決

定意志，法則對意志就構成一種限制，即理性對意志的限制。 

（四）定言令式的形式 



    Kant 透過普遍化原則（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目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ends）及自律原則（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表達其定言令式

或道德法則。 

1. 普遍化原則：「只依據那些你可以同時願意它成為普遍法則的準

則行動」，此原則可作為評價其他行為原則，是否合乎道德要求

的標準；即根據普遍化原則，如果一個行為是道德上對的，則其

所依據的準則可以普遍化。 

2. 目的原則：「不論對待自己或他人的人性，都要當成目的，絕對

不能當成是手段」，Kant 認為人擁有理性，而這個特點使每個人

都應該被他人當作目的來對待，目的原則使 Kant 的道德法則更

具有實質的內涵。 

3. 自律原則：「每一個理性存在者的意志就是制定普遍法則的意志

」，自律原則所強調的是：道德法則的強制性是源於我們自己的

理性意志，即我們是道德法則的立法者。 

林純雯（2001a），顏童文（2002）綜觀上述 Kant 義務論整理出對道

德領導之啟示如下：1.為正義而行動的道德責任；2.工作動機與工作結果

出於善意；3.自主自律的道德原則與能力。 

職此之故，研究者認為學校校長施行道德領導時，須依循下列做法

施行之： 

（一）學校校長領導權威應源於責任感與義務感，不以私利為考量，組

織成員將受其感召，發揮專業素養，履行道德責任，勇於承擔、完成工

作任務。 

（二）學校校長在從事評鑑考核工作成效時，只要是組織成員出於善意



，即使結果不盡理想，道德領導者仍應寬容諒解予以鼓勵，並兼顧個別

與情境因素，動機及過程與結果。 

（三）學校校長施行道德領導時，應本著人性本善，使組織成員達自為

立法、自為司法、自為執行的自主自律境界，肯定理性個體的道德良知

與運作道德的能力。 

二、Alasdair MacIntyre 的德行倫理學 

林火旺（2004）認為，德行倫理學主張人們應依德性的生活方式生

活與行動，較輕忽義務的概念，而重視品格或德行的中心概念。當代最

重要的德行論主張者首推 Alasdair MacIntyre，依其審視西方各時代的德

行理論後將其歸納為三類：1.德行是一種品質，可使人執行社會角色；

2.德行可使人完成特殊的人生目的，不論是自然的或超自然的；3.德行是

實現成功的手段，也就是說德行是一種效益。茲論述如後： 

（一）德性需要一個統合的核心概念 

Alasdair MacIntyre 德行理論，須接受道德或社會生活的本質，並加

以定義與理解德性所需要的背景，即所謂之「實作」（practice）的概念

，同時透過「實作」（practice）的概念，瞭解德性的核心觀念。 

（二）人類社會合作與建構的活動即為「實作」 

Alasdair MacIntyre 德行理論，認為「實作」有幾個特點：1.它是社會

建構之合作性的人類活動；2.透過追求此活動的最佳標準可實現其內在

善；3.其最佳標準就是此活動的部份定義。因此實作所涵蓋的範圍包括

藝術、科學、卓越的標準、遵守規則及善的表現，且有益於參與實作的

整個社群。 



（三）內在的善經由德行達成 

德行乃維繫實作之必要條件，而每一個人均生活在基於歷史傳統的

特有權威性標準之實作當中，且已成為組織成員行為之指引；每一個實

作中卓越的表現，便是展現該實作的德行，實現其內在的善，且德行的

陶冶較規則的遵守更為重要。Alasdair MacIntyre 認為任何「實作」均需

正義、勇氣、誠實三種德行，以達成內在的善，任何「實作」必須與參

與者定義共享目的與標準的關係，且「實作」要能持續體現內在善，組

織成員間必須具備信賴的關係、正義和勇氣，並達至卓越標準。 

林純雯（2001a），顏童文（2002）認為綜觀上述 Alasdair MacIntyre

的德行倫理學講求為美德而行，認為善就去做，是為一種更主動積極的

概念，其對道德領導的啟示如后：1.重視德目以定義德行；2.落實德目並

重視實踐。 

    因此，研究者認為德行的內涵既是包含正義、勇氣、誠實三種德目

；而規範實作德目方能確立德行，實作的目的在達致至善，掌握時代脈

動以實踐德目，並隨時修正實踐方針。所以校長施行道德領導時應： 

（一）重視其與組織成員之道德氣質與特質的養成，且訂立適合學校自

身發展與成員特質之中心德目，以確定德行的方針並能充分發揮之。 

（二）要能秉持「善的就去做」（what is good gets done），學校領導者與

組織成員均應為善而行、為德而為，充分發揮道德領導的功能，並努力

實踐之。 

三、Noddings 的關懷倫理學 

道德發展學家 Noddings（2002）宣稱，教育一味向學術卓越看齊，



並不能有效解決人們貧窮、犯罪與社會問題。而關懷倫理學重視關懷、

關係、責任、脈絡、溝通、情意、特殊表達的聲音、差異中的公平對待

等，關懷的本質因素在於關懷者與受關懷者的關係。關懷倫理學的源頭

是當代精神分析家 Carol Gilligan 在 1982 年發表『不同的聲音：心理學理

論與婦女發展』提出了關懷倫理學，對於 Lawrence Kohlberg 從心理學的

立場，整合啟蒙運動自 Kant 以降所建構的正義倫理道德發展理論提出挑

戰，於是道德哲學便有了「正義」與「關懷」孰重孰輕的議題出現。 

Noddings（1995）在界定關懷倫理的意涵時曾云：因為我們從出生

即浸淫在關懷的關係中，也就很自然的對他人施以關懷的反應，當我們

須要引出倫理的關懷時，會從曾被關懷的記憶中建構出關懷的理想，所

以關懷倫理可為一種實用式的自然主義（pragmatic naturalism），它不把

道德生活置於人類實際的互動之外，不須依賴神，沒有永恆真理；不立

基在對人性的本質預設，也沒有從人類的意識思維來建構，即使其所謂

關係的本體論，亦是指現世中可觀察的種種，亦即「我」是界定在人際

關係之中，假如沒有這種關係時，沒有人可以獨立存在……。 

在 Noddings 看來，關懷是一種關係行為。他是否能夠保持，是否適

當地強調那必要被覺知和接受的關係，是否表現出自由、真實的自己，

都取決於關懷者對這種關係的維持，同時也有賴於受關懷者的態度及其

感受能力。關懷關係是由關懷者和受關懷者兩造共同完成，其間存在著

互惠的價值感。受關懷者在關懷關係中的貢獻便是：體現自由。Noddings

認為成熟的關懷關係是相互性(mutuality)，受關懷一方最大的回應便是成

全自己的自由，關懷者不可在關懷中期望去獲得其主觀的期待。因此，

所謂的「情感回應」是受關懷者自由的體現，是一種存有關係的揭露，

而不是一種操控。關懷倫理學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認為領導者與組

織成員間均應在其置身的情境與脈絡中充分發展，並關注彼此的身分、



興趣與意識型態，要能彼此瞭解尊重對方的價值（黃乃熒，2000）。 

林純雯（2001a），顏童文（2002）認為綜觀上述 Noddings 的關懷倫

理學整理出對道德領導之啟示如下：1. 人際間相互關係的重視；2. 領導

者應具備柔性特質；3. 照顧弱勢族群的教育。 

研究者觀其梗概，認為學校校長在施行道德領導時，應著重於下列

幾點： 

（一）除要能具備關懷他人、體恤部屬之道德情操外，更應兼顧組織成

員與領導者的意願與承諾，建構組織中自省其權利的正當性與否、彰顯

人性尊嚴、建立吾汝關係，使人際間能衷心誠摯的關懷彼此。 

（二）學校校長施行道德領導時，應強調校園中每一份子要有生命共同

體之共識，以宗教家的慈悲關懷他人，敏銳溫煦之心引領組織成員精進

，帶領學校成員共同建構心靈寄託與共塑學校願景。 

（三）學校校長施行道德領導時，應秉持仁民愛物、人飢己飢之心胸，

除對學校教師、行政組織成員、學生給予適時協助外，更要能使學校成

員具備良心美行，引導其悲天憫人的善德，並擴及弱勢團體的關照，使

其發揮潛力，從中獲得個體的價值、尊嚴與肯定。 

四、領導的特質論 

特質論是最早的領導理論，顧名思義，特質論（trait theories）企圖

找出性格、社會、身體或智力的特質，用以區別領導者與非領導者。此

一理論在古代「君權神授說」時代最為風行。例如古書中所記載的項羽

、劉邦、薛平貴、朱元璋，或是西方的達文西、馬丁路德、希特勒等人

都具備某些領袖特質，因此創造出不凡的功績，特質論者完全是一派「



英雄造時勢」的說法。此種將個人特質視為領導成功的關鍵條件，招致

不少的批評。 

晚進特質論的研究方向曾略做修正，修正的重點有二：首先，除了

一般人的個人特質之外，也開始考慮情境變數的因素；其次，探討的對

象也從將領導者與非領導者加以比較，轉變為探求領導特質與領導成效

的關係。依學者的看法，特質論又分為人格特質、動機特質與技能特質

三大部分。人格特質包含自信、壓力承受、情緒成熟與正直等四項；動

機特質包括工作與人際關係需求、權利與成就價值、對成功的高度期待

等三部分；技能特質大致可分為四種能力，分別是：技術能力、人際能

力、思考能力與行政能力。若能仔細審視領導理論，則道德領導的理念

早已蘊含其中；如特質論中堅忍、親和力、誠信、主動…等的強調；領

導行為論中的倡導、關懷等行為的認同；領導權變論中顧及成員、生存

、舒適、自由、平等使領導者尊重人性（謝文全，2004）；均已涵蓋道德

領導的內涵，其中又以道德領導特質論對道德領導影響最巨。 

林純雯（2001a），顏童文（2002）認為綜觀上述領導的特質論整理

出對道德領導之啟示如下：1. 先天人格特質的探討；2. 後天道德修為的

養成。 

是故，吾人觀察特質論，認為學校校長能否成功實施道德領導必有

其一定的影響，此為校長遴選機構應重視之處，茲敘述如後： 

（一）校長遴選機構，應注重校長候選人之人格特質，使遴選出之校長

能具備實施道德領導的特質，此時學校領導者能了解自身人格特質、價

值觀與意識型態，並重視組織成員所具備的先天特質，使領導者與部屬

間能榮辱與共，共同為學校盡力，達致學校的共同願景。 



（二）校長遴選機構於遴選領導者時，更應注重校長儲訓與在職進修的

養成，並要能掌握現實狀況，隨時更新道德與領導觀念。因此學校校長

施行道德領導時，應隨時充實自身的道德修為，檢視自身的行為，並以

道德權威喚起被領導者之道德感、義務心，培養組織成員皆能具備必要

之道德素養，進而賦權增能，使所有的組織成員皆具共同領導整體學校

的能力。 

參、道德領導之研究探討 

在道德領導之研究探討中，針對國內、國外相關研究加以探討，並

自其中探尋相關啟示，且藉由各篇章、文獻印證實施道德領導的應然面

以凸顯研討道德領導實然實施之重要性。 

一、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學術研究中有關校長領導之論述頗多，但對道德領導方面的論

述則較少，目前有林純雯（2001a）所撰之「國中校長道德領導之研究」

，以問卷調查法探討國中校長道德領導的基本概念、實施原則與作法、

現況、功能與必要性及所面臨的問題並研擬解決之道；顏童文（2002）

所撰之「中部四縣市國民小學校長道德領導之研究」，探討台中縣市、彰

化縣及南投縣等，中部四個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的校長與教師及全省教

育行政領域的專家學者，對國民小學校長實施道德領導的看法；張憲廷

（2003）所撰之「從倫理觀點探討國民小學校長道德與價值領導」，以文

獻分析、問卷調查與實地訪談的方式，蒐集資料，以暸解目前國民小學

推展道德與價值領導的可能理由、具備的德行、應掌握的原則與具體作

法，面臨問題及解決策略。 



    其他有關道德領導之文章有：黃乃熒（2004）所撰之「後現代學校

行政倫理及其兩難困境之解決」；蔡進雄（2003）所撰之「論校長如何展

現倫理領導」；施鵬程（2003）所撰之「學習型組織的核心價值與道德領

導」；林純雯（2002a）所撰之「學校行政的危機是技術與詩意的衝突」

；林純雯（2002b）所撰之「學校行政領導的倫理學觀點」；張鳳燕（2002

）所撰之「校長領導的道德責任」；林純雯（2001b）所撰之「道德領導

—學校行政領導的新面向」；黃乃熒（2001）所撰之「教育決策權力的正

當性：決策理論及其典範的討論」；范熾文（2001）所撰之「學校領導的

倫理議題—以關懷倫理為例」：范熾文（2000）所撰之「學校行政決定的

革新趨向：倫理決定」；黃錦樟（2000）所撰之「傳統文化與道德領導：

傳統道德領導能否取代西方理論成為東亞地區學校領導的範式？」；謝美

慧（2000）所撰之「新世紀教育行政領導理念—後現代領導」；葉子超（

2000）所撰之「道德領導在國民中小學教育之運用」；林明地（1999）所

撰之「重建學校領導的倫理學觀念」；謝文全（1998）所撰之「道德領導

—學校行政領導的另一扇窗」；黃乃熒（1995）所撰之「脈絡領導與學校

行政創意及倫理的探討」。 

    茲將上述各篇論述中，與本研究所欲探討之校長道德領導原則、作

法、問題、策略、功能、原因，等六個向度相契合者加以說明如後： 

    蔡進雄（2003）闡述校長實施倫理領導的十項作為有：（一）與師生

共創學校願景；（二）善盡校長職責，並具有教育使命感；（三）校長以

身作則，作為師生楷模；（四）培養正直的人格特質；（五）運用授權賦

能領導，開發部屬潛能；（六）採取服務領導，以師生為先；（七）善用

權力，發揮影響力；（八）統整利害關係人的觀點；（九）培養反省批判

能力；（十）堅持教育理想，抗拒外界不當的壓力。 

    林純雯（2002b）以倫理學觀點強調學校行政領導的啟示有：（一）



善盡自身義務以履行道德責任；（二）兼而衡量工作動機與工作結果；（

三）肯定每個人的道德能力使能自主自律；（四）訂立德目以定義德行；

（五）重視實踐以落實德目；（六）追求公正理性以達成機會均等；（七

）於論變對話之後接受自由選擇；（八）摒棄私我以趨近原初立場；（九

）重視人與人間的相互關係；（十）強調領導者的柔性特質；（十一）照

顧教育中的弱勢族群。 

    林明地（1999）發現學校領導者可透過某些道德行為的實踐，而重

建領導的倫理學觀念：（一）在學校領導者培養準備階段及職前訓練階段

之課程中加入倫理學層面；（二）慎選具倫理學觀念的學校領導者；（三

）推動學校領導者倫理學觀念的在職專業成長與發展；（四）瞭解道德議

題的特性，審慎進行道德判斷；（五）經常闡述集體願景，增強共同價值

與信念；（六）發揮領導替代物的功能；（七）與學校教育目的結合，授

權予能；（八）建立學校同僚專業互享氣氛。 

二、國外相關研究 

有關國外的學術研究有 Padmarkar 和 Mridula（2001）所著之「教育

上之道德領導—從印度觀點出發」（Moral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an Indian 

perspective）；Lucas（1999）所著之博士論文「忠誠—道德的轉型領導者

之影響因素」（Lives of integrity :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oral transforming 

leaders）；Gulley（1999）所著之博士論文「學術主席正如道德領導者：

1977 至 1993 年間在愛默里大學的 James T. Laney」（Academic president as 

moral leader :James T. Laney at Emory University, 1977-1993）；Coppola（1998

）所著之博士論文「道德領導—藉選擇天主教中等學校校長來解釋的理

論」（Moral leadership : A proposed theory illustrated by select Catholic second 

school principle）；Kam-cheung（1998）之教育上之精神文明與道德領導（

Culture and moral leadership in education）；及 Robinson & Bruce（1997）所



著之博士論文「在中介關係中培養認同及道德的領導—非洲人自我決定

、經濟發展，以及剛果-薩伊、辛巴威、南非等第二級經濟地區教育經營

的批判詮釋學分析」（Cultivating identity and moral leadership in mediating 

relationships : Critical hermeneutic analysis of African self-determin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the second economies of 

Congo-Zaire, Zimbabwe, and South Africa）等幾篇與道德領導有關之論述。 

而文章部分則有 Judith（2003）所著之「教育—道德領導和道德公民

的歷程」（Education-The journey to moral leadership and moral citizenship）；

Robert（2002）所著之「校長的領導—新世紀的道德領導」（Presidential 

leadership-Mo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Millennium）；Begley & Leonard（1999

）所編之「教育行政的價值」（The value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trike, Haller & Soltis（1998）所著之「學校行政倫理」（The ethics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Anello & Hernandez（1996）所著之「道德領導」（Moral 

Leadership）；Beck（1994）所著之「教育行政有如關懷的專業」（Reclaim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s a caring profession）；Beck & Murphy（1994）

所 著 之 「 教 育 領 導 歷 程 的 倫 理 — 擴 展 的 角 色 」（ Ethics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rograms : An expanding role）；Starratt（1994）所著之「建立一

個倫理的學校：學校中道德危機的實際回應」（Building an ethical school : 

A practical response to the moral crisis in schools）；Bottery（1993）所著之

「教育經營的倫理：學校組織的個人、社會和政策面向」（The ethics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 Pers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school 

organization）；以及 Sergiovanni（1992）所著之專書「道德領導：進入學

校改革的核心」（Moral leadership :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school improvement

）與 Sergiovanni（1990）所著之專篇「價值附加的領導：如何獲得特殊

的表現」（Value-added leadership : How to get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綜合上述各文獻及篇章論述，研究者歸納發現，包括： 

Judith（2003）認為，道德領導正處於增進整合的階段，道德領導的

概念具有聯合人類的潛力及增強人類的能量。作者認為可以取用團體的

主要功能之描述，及加上選擇重要的道德領導元素於瞭解道德領導的基

礎。因此，團體功能要好一定得具備三條件：（一）保存及強化團隊；（

二）執行團隊所創造的任務；（三）發展每個成員的潛力。 

Robert（2002）認為，身為一位大學校長，在歷經 911 恐怖攻擊後，

相信校內的教職員工及學生都渴望一個領導者的道德領導及支持；作者

認為領導的重要挑戰為讓社區及工作環境中言論自由，提供知識及支持

性的校園，是危機之後重建人類信心之重要措施，因此，道德領導是尤

其重要的。 

Lucas（1999）發現八個影響道德的轉型領導者之因素：（一）有較

早的影響及角色模式；（二）個人領導精神與價值的社會運動所造成之影

響；（三）自核心價值基礎而來的學習；（四）確實感受的推動；（五）領

導過程中人們所給予的影響；（六）心理上的忍耐力；（七）形成倫理領

導的企圖；（八）持久的道德剛毅。此八個因素足以型塑與影響領導者的

個性與行為。 

Coppola（1998）的研究指出，大多數的校長領導，證明了道德領導

理論為其領導方式，且校長適當的暴露領導議題與主題，使大多數人能

了解特殊道德領導實務的組成與內涵。 

Anello & Hernandez（1996）提出建設團隊成長的六個道德領導元素

：（一）服務導向的領導；（二）個人及社會的轉變為領導之目的；（三）

發現及應用真理是道德的責任；（四）人類本質的重要身份（人為萬物之



靈）之信念；（五）卓越，克服自我中心及私利，以團隊的福利為優先考

量；（六）能量的發展。道德領導能於面臨問題時創造有效率、有道德的

解決之道。 

三、國內外相關研究對道德領導的啟示 

綜觀各文獻與研究給予吾人些許啟示，茲敘述如後（林純雯，2001a

；顏童文，2002）：1. 領導者倫理決策的提升有助於道德領導者；2. 訂

定倫理守則落實道德領導；3. 領導者的個性與行為是實施道德領導的關

鍵；4.實施道德領導必先建立道德社群。 

因此，學校領導者在實施道德領導時應有如下之作為： 

（一）從制度面與實際面提升道德領導者的倫理決策能力：營造合於倫

理道德的組織氣氛，須使組織成員接受合適的倫理道德教育，提升其道

德責任及道德認知與發展層次、組織成員嚴守「行政正義」，針對個別差

異，重視人性化與多元的行政服務需求。 

（二）追求公平與正義，尊重法律，提升個人道德品行，重視組織倫理

的倫理守則：先廣徵各方意見，對守則草案能充分討論，給予適宜的修

正，成立委員會執行、評鑑、調查與申訴，使道德領導能確實落實。 

（三）領導者的價值觀與行動、生活經驗與其領導哲學間之關係密不可

分：道德領導者實施的影響因素甚多，茲就領導者本身的個性與行為分

析有八項：1.較早認知到自身的角色模式並對他人產生影響力；2.個人的

領導精神與價值較早受到社會活動的影響；3.能有效學習基礎核心價值

；4.勇於推動內心真實的感受與理念；5. 在領導過程中易於覺知其他人

所給予的影響；6.具有較高的心理忍耐力；7.具有實施道德領導的動機；

8.對道德原則的持久堅持。 



（四）致力於道德社群的建立，關懷公共權利、依善行事：此時領導者

必須展現其領導哲學與主題，並能適時的使組織成員瞭解道德領導的內

涵，且能執行，領導者與同儕間分享自身處理道德問題的心得，領導者

與被領導者彼此瞭解、共享願景。 

四、實施道德領導之應然 

綜觀國內外相關篇章及文獻，研究者整理出各學者強調實施道德領

導應然（必要性與可行性）之論述如後。 

（一）國內道德領導研究應然分析 

    國內有關道德領導研究部份，目前僅有三篇針對校長道德領導現況

加以探討分析，茲就三篇研究之結論予以整理如下表： 

 

表 2-1 國內道德領導研究之應然分析 

研究者（年代） 論文名稱 研究分析結論 

 

 

 

 

林純雯       

（2001a）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

領導之研究 

1. 就全體填答者中有 97.3%的

填答者認為道德領導為必要

或非常必要。 

2. 就全體填答者中有 94.8%的

填答者認為道德領導為可行

或非常可行。 

3. 道德領導總體原則分析之應

然部份高於實然部份。 

4. 道德領導整體作法總平均在

應然部份高於實然部份。 

5. 道德領導整體問題分析方面

填答者應然面高於實然面。

6. 道德領導解決之道在應然平

均數高於實然平均數。 



 

顏童文（2002） 

 

中部四縣市國民小

學校長道德領導之

研究 

1. 有 97.3%的受試者認為道德

領導是必要或非常必要的。

2. 僅有 3%的受試者認為道德

領導是不可行或非常不可行

的。 

 

張憲庭（2003） 

 

從倫理觀點探討國

民小學校長道德與

價值領導 

1. 有 86.9%的受試者認為校長

推展道德與價值領導是必要

或非常必要的。 

2. 僅有 5.2%的受試者認為校

長推展道德與價值領導是不

可行或非常不可行的。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以上國內相關研究得知，校長實施道德領導是必要且可行的。 

（二）國內道德領導篇章之應然分析 

    國內道德領導篇章部份，所發表之篇章名以校長道德領導命名者甚

少，本研究對道德、倫理與品格不作特別區分，故蒐集之相關篇章整理

如下表： 

 

 

 

 

 

 



表 2-2 國內道德領導篇章之應然分析 

作者（年代） 篇章名稱 結論 

 

謝文全（1998） 

 

道德領導—學校行政

領導的另一扇窗 

校長及學校行政人員，應實

施道德領導，自追求共善的

責任感與義務感出發，藉此

引起師生共鳴、身體力行，

則協和萬邦將指日可待。 

 

林明地（1999） 

 

重建學校的倫理觀念

學校領導實際若能考量倫理

學觀念善加運用領導的專業

與道德權威則可彌補傳統領

導觀念之不足。 

林明地（2000） 校長領導的影響：近

三十年來研究結果的

分析 

分析研究發現一再倡議校長

應對成員倡導與關懷且兼重

領導邏輯與藝術—中庸式動

態平衡的領導。 

陳俊雄（2000） 全球倫理，道德教育

的加強與重建 

校長應帶領全體教職員工共

同參與及推動學校倫理道德

教育的有效發展。 

葉子超（2000） 道德領導在國民中小

學教育之運用 

教育改革在追求卓越績效，

若能貫徹道德領導之真諦，

必能使學校領導之品質更臻

於至善。 

謝美慧（2000） 新世紀教育行政領導

理念—後現代領導 

在後現代教育行政領導實踐

方面領導者需運用道德領導

有智慧的運用領導權力。 



續表 2-2 國內道德領導篇章之應然分析 

作者（年代） 篇章名稱 結論 

林純雯 

（2001b） 

道德領導—學校領導

的新面向 

教育組織的領導者具有妥善

運用道德權威的特殊責任，

因此道德領導在教育行政中

，深具重要性與特殊性。 

 

張鳳燕（2002） 

 

校長領導的道德責任 

領導者與被領導者共同使學

校成為有目的、使命導向，

互相關懷與民主的道德機構

，而原先的領導者，則轉為

道德的代言人。 

范熾文（2002） 學校領導的倫理議題

—以關懷倫理為例 

學校校長領導作為都具有道

德倫理意義。 

林純雯       

（2002a） 

學校行政的危機是技

術與詩意的衝突 

落實對人類主體性之重視，

厚實行政理論中的的倫理面

向，是教育行政哲學中所不

可或缺的。 

林純雯       

（2002b） 

學校行政領導的倫理

學觀點 

教育領導要成員樂於履行義

務，且要領導者與被領導者

均修養高尚的德行，使任務

皆為正義而行，因此需關注

學校行政領導倫理學的面向

施鵬程（2003） 學習型組織的核心價

值與道德領導 

道德領導是二十一世紀未來

領導者應有之素養，引領組

織走向正向演化的重心。 

蔡進雄（2003） 論校長如何展現倫理

領導 

倫理與道德領導議題在管理

領域上引發越來越多的關注

，並逐漸普及。 



續表 2-2 國內道德領導篇章之應然分析 

作者（年代） 篇章名稱 結論 

簡成熙（2004） 道德教育的進行：傳

統、現代與後現代的

省思 

學校或教育當局在辦理各式

的在職進修時應提供各種實

踐德育智慧的「平台」。 

黃乃熒（2004） 後現代學校行政倫理

及其兩難困境之解決

促進學校組織成員的專業，

實踐學校的組織變革，提升

學校組織績效及維護組織成

員的生活品質。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以上國內所發表的相關篇章得知：校長實施道德領導可彌補傳統

領導觀念之不足，道德領導在教育行政上終身具特殊性與重要性，校長

實施道德領導可引領組織走向正向演化的重心，使學校領導之品質更臻

於至善。 

（三）國外道德領導之應然分析 

    綜觀國外道德領導相關研究與所發表之篇章後，有關國外道德領導

相關研究及篇章之應然分析敘述如下表： 

表 2-3 國外道德領導之應然分析 

作者（年代） 研究與篇章名稱 結論 

Starrant     

（1991） 

Building an ethical school: 

A theory for practice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行政領導要重視道德領導

，領導績效方更加卓越。



續表 2-3 國外道德領導之應然分析 

作者（年代） 研究與篇章名稱 結論 

Sergiovanni  

（1992）  

Moral leadership :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school 

improvement. 

道德領導重視領導者的信

念、願景等道德層面，使領

導發揮最大功能。 

Greenfield   

（1993） 

Articulating values and 

ethics in administrator 

preparation. 

幾乎所有學校領導的所作

所為都具有道德意義及教

育組織比任何機構更適合

採取道德領導。 

Isherwood   

（1995） 

Moral choice in 

administration. 

領導要有績效，領導者要做

好道德的選擇、揚善去惡，

領導才會成功。 

Anello 和  

Hernandez  （

1996） 

Moral leadership. 提出建設團隊成長的六個

道德領導元素。 

Hudson     

（1997） 

Ethical leadership: The 

soul of policy making.  

同意道德領導在決策中佔

有靈魂地位。 

Coppola（1998） Moral leadership : A 

proposed theory illustrated 

by select Catholic second 

school principle. 

大多數的校長，表示他們的

領 導 為 道 德 領 導 理 論 所 建

議 的 領 導 方 式 提 供 了 有 力

的證據。 

Kam-cheung

（1998） 

Culture and moral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道 德 領 導 相 當 直 接 的 致 力

於 支 持 與 闡 明 學 校 價 值 的

重要。 

Lucas（1999） Lives of integrity :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oral 

transforming leaders. 

在 領 導 過 程 的 人 們 給 予 的

影 響 ， 形 成 倫 理 領 導 的 企

圖。 



續表 2-3 國外道德領導之應然分析 

作者（年代） 研究與篇章名稱 結論 

Gulley（1999） Academic president as moral 

leader :James T. Laney at 

Emory University, 

1977-1993. 

Laney 對於使 Emory 大學

成為道德社群，以關懷與

普遍善的提升為承諾，成

功的實施了道德領導。 

Padmarkar 和 

Mridula（2001） 

Moral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an Indian 

perspective. 

探討印度三位領導者發

現： 

領 導 是 受 個 人 道 德 觀 所

驅使，追求真理及尋回幾

乎 失 落 的 獨 特 價 值 基 礎

領導。 

Robert（2002） Presidential leadership-Mo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Millennium. 

經過 911 恐怖攻擊後，作

者相信校內教職員工及

學生都渴望校長道德領

導。 

Davis（2002） Principl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PI. 

科學與道德領導同等重

要並相互促進。 

Judith（2003） Education-The journey to 

moral leadership and moral 

citizenship. 

道 德 領 導 具 聯 合 人 類 潛

力及增強人類能量。道德

領 導 和 道 德 公 民 都 要 求

應 用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去 做

判斷性的思考和整合。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以上國外道德領導相關研究及篇章之應然分析發現：行政領導要



重視道德領導，績效方能卓著；並重視領導者的信念、願景等道德層面

，而道德領導在決策中佔有靈魂地位，因此校長實施道德領導可支持與

闡明學校價值，並聯合人類潛力與增進人類能量，是校內教職員工與學

生所渴望的領導行為。 

    綜合上述國內外道德領導相關研究與所發表之篇章，愈加證明道德

領導實際在現今之應然部分非常確切，故此次研究著重於校長道德領導

現況之實然面執行探討之。分別就其各向度說明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

校長實施道德領導之情形如下： 

（一）校長的道德領導原則 

    校長實施道德領導的原則是指校長能堅持道德理想，並有高尚的道

德，以人性本善為基本信念，以身作則，視學校成員為生命共同體，發

揮道德關懷，尊重人權及尊嚴，盡力協助、支援學校成員成為學校成員

之楷模。 

（二）校長的道德領導作法 

校長實施道德領導的作法指校長能與學校成員討論道德兩難問題，

並尋求解決之道，安排成員參與道德相關議題的進修、建立道德困境的

解決模式與「學校專業倫理」，和學校成員分享處理道德問題的心得並表

達誠摯的關懷。秉持正義原則不受不當的壓力、私利、招待、賄賂及關

說，確保成員言論自由、遵守道德規約、勇於反省，信守正當的承諾與

行事標準且以學校整體利益為優先考量。 

（三）校長的道德領導問題 

    校長施行道德領導所可能面臨問題在：要修養高尚的道德、明辨是

非善惡、尋找雙贏或合理作法及學校內外環境的壓力排除各方面並不容



易，且法令規章僵化、學校成員消極表現，缺乏處理兩難問題的耐心，「

學校專業倫理準則」擬定及執行不易，成效及行事緩慢…等皆為校長實

施道德領導時所面臨的問題。 

（四）校長的道德領導策略 

    校長道德領導實施在策略上有：提供成員分享道德體驗機會、澄清

價值分析、凝聚成員向心力，使行政措施更加人性化、鼓勵成員參與道

德修養活動、建構校園倫理及相關準則並贏得成員認同、理性思考、勇

於批判的能力，並具備坦然面對不同意見的雅量。 

（五）校長的道德領導功能 

    校長實施道德領導的功能為：獲得學校成員支持與認同、相互信任

、增進成員責任感，促進學校合諧氣氛、學校行政與教學效能。 

（六）校長的道德領導原因 

    學校校長基於學校教育包含道德教育、重建校園與社會倫理、振興

社會風氣、注重以德服人可使人心悅誠服…等原因，而必需施行道德領

導。 

 

 

 



第二節 工作滿意理論和相關研究 

近代教育行政管理已開始注意教師的心理因素，認為教師心理滿意

表現，可能是影響教育實施成效品質良窳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教育

心理學上，更肯定認為，教師對所持之工作滿意度如何與其本身所產生

的情感導向（affective orientation）積極與否，直接或間接地將對教育實

施成效具決定性的影響。 

本節針對工作滿意作較深入探討，共分成如後敘述之幾部分：第一

部分為工作滿意的定義；第二部分為工作滿意的理論；第三部分為影響

工作滿意的因素；以利明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的內涵。 

壹、工作滿意的緣起與定義 

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的研究起源自二十世紀初，科學管理之

父（Father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泰勒（F. Taylor），於西元 1911 年所

提倡以科學的方法來研究的科學管理學派（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ory）

，著重工程的設計與研究，以金錢（按件計酬）增加工作人員的效率，

因過於強調工作效率和提高生產力，而忽略了員工的感受及態度。因此

1933 年 Mayo 等人在 1927 至 1932 年之間從事霍桑實驗（Haw-thorne 

Experiment），提出「人群關係理論」；認為員工的情感會影響其工作行為

，工作人員在工作情境中的態度、工作參與、團體凝聚力及工作滿意，

乃是決定工作人員的工作滿意與工作團體生產力的主要因素。此說法激

起學術界對組織中「人的因素」之普遍重視，但卻忽略了組織成員的個

別差異。 

最早研究成員如何在工作中獲得滿意的學者，首推 Hoppock, P.；其



在工程的設計與 1935 年出版「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一書中，開

了這方面研究的先河（謝文全，1990）； Hoppock 認為工作滿意是指，

員工在心理上與生理上對工作環境的滿意程度，這是一種主觀的反應（

章珮瑜，2000）；書中指出不同職業階層的工作者，有不同的滿意程度，

較高階層的工作者，有較高的滿意度。 

工作滿意的內涵非常複雜而無定論，因其受到工作者的工作經驗、

工作期望、人格特質、成長環境及學習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各學者

對工作滿意的定義，也有不同的解釋。茲先就國外學者所述列表如下： 

表 2-4 國外學者對工作滿意的定義 

研究者及年代 工  作  滿  意  的  定  義 

Hoppock（1935） 個人對工作環境的主觀反應，是一種在生理方面、心理

方面對環境等各因素滿意感受的綜合。 

Vroom（1967） 員工對其在組織中所扮演工作角色的感受或情緒性的

反應取向是正向的，即表示工作滿意。 

Getzels , Lipham & Campbell（

1968） 

個人需求與制度期望一致的函數。 

Smith,Kendall & Hulin（1969） 個人對工作的情境面向的感覺或情緒。 

Adams（1972） 個人將自己對工作投入的心力與所得報酬比例，和別人

比較所得到的差距，若比例相同就覺得公平，也就有較

高的工作滿意。 

Hackman & Oldham（1975） 分成一般滿足與特殊滿足二類。前者指個人對工作整體

的滿足，後者則指個人對工作五種層面感到滿足的程度

。 

Locke（1976） 個人從工作的評價或工作經驗中，獲得的愉快的或正向

的情緒狀態。 



續表 2-4 國外學者對工作滿意的定義 

研究者及年代 工  作  滿  意  的  定  義 

McCormick & Ilgen（1980） 工作滿意是個人對其工作的情感性反應。 

Dessler（1980） 個人健康、安全、生長、關係與自尊等的需求，從工作

中所能獲得的滿意程度。 

Wheeless, L. R,; Wheeless, V. E. 

& Howard（1984） 

個人對工作環境不同層面的情感性反應。 

Seal & Knight（1988） 工作者對其工作本身的一種情緒、情感或評價上的整體

反應。 

Hoy & Miskel（1991） 在教育工作上工作滿意是指教師或教育工作人員對過

去及現在的工作喜不喜歡的情感狀態或工作評估。 

Gibson, Ivancevich & Donnely（

1991） 

個人對工作的態度，而該態度是來自對工作的認知。

Robbins（2001） 個人的工作的一般態度，高的工作滿意時，會對工作抱

持正向的態度，反之則對工作抱持負向的態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以上國外學者對工作滿意定義得知：工作滿意可為成員在工作環

境或情境中，個人在健康、安全、生長、關係與自尊各方面之心理或生

理需求之情緒或情感上的評價及反應。 

    茲就國內學者對工作滿意之定義整理如下表： 

 

 

 



表 2-5 國內學者對工作滿意之定義 

研究者及年代 工  作  滿  意  的  定  義 

許士軍（1977） 工作者對於其工作所具有之情意反應或感覺；而其感覺或滿意程

度的高低，決定在預期獲得與實際獲得價值的差距，差距愈小表

示滿意程度愈高，兩者成反比。 

鄒浮安（1982） 個人期望的滿意程度與實際獲得滿意程度的差距之總和。 

舒緒緯（1990） 一種態度或情意的反應，此種態度或反應係個人對於其工作或結

果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 

蘇進棻（1991） 個體實際從事某工作後，考慮與工作有關的各層面問題時，產生

的一種正向積極的情意取向。 

謝金青（1992） 工作者對其工作、工作歷程或工作結果整體的主觀價值判斷；是

一種感覺、態度或情意的一種反應。而其感到滿意程度取決於工

作環境中實際獲得之價值與期望獲得之價值的差距，此差距與滿

意程度成反比。 

許川濠（1998） 教育工作者對其現任職務的態度或情意反應及對工作歷程所具有

之整體性的感覺與主觀價值判斷。 

章珮瑜（2000） 個人對其所從事的工作或其結果的一種主觀感受和評價。 

韓繼成（2002） 個人在工作中，對於工作環境（內、外在環境），或個人需求達成

情形的主觀性情感反應與態度。 

梁丁財（2002） 教師個人在其教學工作本身上、工作環境、校長視導行為、教學

工作報酬及工作變動性等層面所抱持的主觀知覺、感受態度或情

意性反應之總和，其感受到的滿意程度取決於實際獲得價值與預

期價值間之差異。 

黃敏榮（2003） 個人在行政及教學工作環境中對其工作所抱持的價值判斷，是一

種態度、情境的反應。以得分總和來表示，分數愈高，則其對工

作滿意度愈高。 



續表 2-5 國內學者對工作滿意之定義 

研究者及年代 工  作  滿  意  的  定  義 

謝月香（2003） 指教育工作人員，對其現任職務態度、情意反應或工作歷程所具

有之整體性的感覺與主觀價值判斷。而其感到滿意與否取決於自

特定的工作環境中所實際獲得之價值與預期獲得價值之差距，此

差距與滿意程度成反比。 

游肇賢（2003） 個人對工作各層面的一種積極性的情意導向，正面的情意導向表

示工作滿意，負面的情意導向表示工作不滿意。 

游淑惠（2003） 國小教師對其目前工作所具有的一種積極參與程度，此程度若具

有積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滿意」，若有消極情意傾向，則稱為

「不滿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以上國內學者對工作滿意之定義得知：工作滿意指工作者的態度

或情境反應於內、外在工作環境、工作歷程或結果中，此時工作者或組

織成員所抱持的知覺與價值判斷。 

綜合上述的定義，可歸納出工作滿意有以下三個層面： 

（一）工作滿意是個人對其工作所具有的情感性反應；（如舒緒緯、韓繼

承、黃敏榮、游肇賢、游淑惠、Vroom、Seal and Knight、Smith , Kendall & 

Hulin 、McCormick & Ilgen、Hoy & Miskel、 Gibson, Ivancevich & Donnely

、Robbins）。 

（二）工作滿意是個人對其工作知覺與預測之間的差距（如許士軍、鄒

浮安、許川濠、Getzels , Lipham & Campbell 、Adams）。 

（三）工作滿意是個人對其工作各層面的情感性反應或感覺的總和（如



蘇進棻、謝金青、章珮瑜、梁丁財、謝月香、Hoppock 、Hackman & Oldham 

、Locke 、Wheeless 等人）。 

茲將以上陳述表列如下： 

表 2-6 國內外學者對個人工作滿意層面之研究 

工作滿意層面 國內外學者及年代 

 

情感性反應 

舒緒緯（1980）、韓繼承（2002）、游肇賢（

2003）、黃敏榮（2003）、游淑惠（2003）、Vroom

（1967）、Seal and Knight（1988）、Smith，

Kendall & Hulin （1969）、McCormick & Ilgen

（1980）、Hoy & Miskel（1991）、 Gibson, 

Ivancevich & Donnely（1991）、Robbins（2001

） 

 

知覺與預測間差異 

許士軍（1977）、鄒浮安（1982）、許川濠（

1998）、Getzels , Lipham & Campbell（1968）、

Adams（1972） 

 

各層面情感性反應或感覺總

和 

蘇進棻（1991）、謝金青（1992）、章珮瑜（

2000）、梁丁財（2002）、謝月香（2003）、

Hoppock（1935） 、Hackman & Oldham （1975

）、Locke （1976）、Wheeless（198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以上的觀點，本研究對工作滿意的概念定義為「工作滿意是指

教育工作者，對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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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感到滿意與否，取決於特定的工作環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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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工作滿意的理論 

由上述工作滿意度的緣起與定義得知，各家學派各有其見解，歸納

相關研究可得不同角度工作滿意的重點與研究。因此，目前心理學界所

認定較具代表性的教師工作滿意理論可以分為三大類：第一類以需求滿

意為重點，如 A. H.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C. P. Alderfer 的生存關係成

長理論（ERG 理論）。第二類以雙因子 F. Herzberg, et al 的激勵—保健理

論、W. H. Hoy 和 C. G. Miskel 三因子理論、P. E. Wernimont 的系統理論

。第三類是以工作預期或期望的結果與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來決定工作

滿意，如 J. S. Adams 的公平理論、V. H. Vroom 的期望理論、L. W. Porter

和 E. E. Lawler 等人的差距理論等。茲將 1940 年代以後工作滿意理論類

型對照簡述於後： 

 

 

 

 

 

 

 

 



表 2-7  1940 年代以後工作滿意理論類型對照表 

類型 內容理論 過程理論 

特徵 有關於個人需求滿意之特

別因素 

有關激發個人需求過程中產

生交互作用的因素 

 

 

工作滿意理論 

需求層次理論 

ERG 理論 

雙因子理論 

三因子理論 

系統理論 

公平理論 

 

期望理論 

 

差距理論 

說明 個人對於金錢、地位及成就

需求滿意 

釐清個人對於工作投入、績

效表現及報酬知覺 

資料來源：Lunenburg & Ornstein（1991） 

    以下分別介紹各項理論的重點： 

一、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Hierarchy of Needs） 

    「需求滿意理論」以 A. H. Maslow 人本心理學的需求層次論最具代

表性。他認為人類的行為動機由需求（Human Needs）產生，且彼此是相

關聯的，形成一種優勢層級體系（Hierarchy of Prepotency），五種層級的

需求順序是由下而上、循序而進的，低的層級需求獲得滿足之後人們才

會追求較高的層級需求，期間消長強弱之變化，與工作者生活需求有密

切關係。他將人類的多種需求按其性質由低而高分成五個層次，分別是



：生理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愛與隸屬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

的需求。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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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隸屬需求            需 

安全需求                求                         

生理需求                     

   

                 圖 2-2  Maslow 需求層次論圖示 

資料來源：Maslow，1970 

Maslow 認為各層次間不但有高低之分，且有前後順序之別，較低層

次的前四層稱為基本需求，較高層次稱為成長的需求，茲簡述如下： 

（一）生理的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 

指維持生存所必需的基本需求，例如餓欲食、渴欲飲、倦欲眠及解

除或迴避痛苦的需求；生理需求的滿足通常與金錢所能購買的事物有關

。所以對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而言，生理的需求即為要求薪資福利能滿足

人類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二）安全的需求（Safety Needs） 



對於免於威脅、免於恐懼、預防危險與意外及環境安全等需求，目

的在於保障個體生存的安全需求。所以對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而言，安全

的需求即為要求待遇福利、工作環境的滿足，以保障教師安全需求。 

（三）愛與隸屬的需求（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 

主要源於社會人際間的接觸，期望在工作場所中，與其他同事有相

互接納、認同、關愛的需求；於社會人際間的接觸，包含親情、友誼、

關懷、歸屬感…等。所以對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而言，愛與隸屬的需求即

為在工作歷程中要求教學與行政工作本身、環境、主管領導等，使教師

兼任行政職務者能滿足自身覺知感受愛與隸屬的需求。 

（四）尊重的需求（Esteem Needs） 

對於自我的期許、別人的尊重，以及發展自信、聲譽的需要。主要

源自於人際關係的心理需求，可以從積極的自我形象、地位成就及別人

的稱讚、認可、關懷、尊重等看出。所以對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而言，尊

重的需求即為要求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中獲得主管的認同，並在人際關係

、社會地位等，滿足教師在兼任行政職務上能獲得他人尊重的需求。 

（五）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Fulfillment Needs） 

即個人為追求完美，或成為理想中的典範，因而充分發展個人潛能

、技能、能力等需要，它是一種成為獨特自我、實現自我潛能、不斷發

展及做最高度創造的需求。所以對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而言，自我實現的

需求，即為要求執行行政職務中能滿足教師自我進修、成長，重視人際

關係、社會地位及升遷考核方面，並實現教師專業與行政工作的需求。 

二、Alderfer 的生存關係成長理論（ERG 理論） 



ERG 理論（Existence, Relatendness and Growth Theory）：「生存、關係

、成長理論」，由 Alderfer（1972）將 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論簡化為三個

需求層次。E、R、G 分別代表著三群核心需求（core needs），即生存（

Existence , E）（相對於 Maslow 的生理及安全需求）、關係（Relatedness , R

）（相對於 Maslow 的愛與隸屬感及尊重的外在部分需求）及成長（Growth 

, G）（相對於 Maslow 的尊重內在部分及自我實現需求），簡稱為 ERG 理

論。 

ERG 理論主張層次之間並非互斥，而是可同時進行的；同時認為如

較高層需求不能滿意時，個體會有挫折退縮的現象，退而在較低層次的

需求欲望中加深尋找更大的滿意。ERG 理論主要建立在三個假設前提上

（蔡培村，1985）：（一）每一個層次的需求愈少，則希望愈能滿意；（

二）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意，則對較高層次的需求欲望愈大；（三）對

較高層次的需求愈不滿意時，則轉為對較低層次的需求產生愈大的期望

。 

在上述假設前題上，人人均有以下三種需求： 

（一） 生存（Existence , E）需求 

性質大致與 Maslow 需求層次理論中的生理及某些安全方面的需求

相類似；指各種形式的物質及生理的需求。例如，薪資、福利、飢餓、

及工作環境等需求。對於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而言，待遇福利為其生存的

需求。 

（二） 關係（Relatedness , R）需求 

此項需求之性質大致與 Maslow 需求層次理論中的安全、愛與隸屬

感及某些尊榮感需求相類似；指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例如，與親人、

師長、部屬及朋友間的關係。對於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而言，教學工作與



行政工作屬於關係需求。 

（三） 成長（Growth , G）需求 

此項需求之性質大致與 Maslow 需求層次理論中的自我實現需求和

部份尊榮感需求相類似。指個體努力在工作上表現其能力，不斷克服挑

戰，充分發展各種潛能，追求成長的一切需求。對於教師兼任行政職務

而言，進修升遷屬於成長的需求。 

茲將上述 Maslow 需求層次論與 Alderfer 的 ERG 理論相同之處表列

之： 

表 2-8  Maslow 需求層次論與 Alderfer 的 ERG 理論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 Alderfer「生存關係成長」（ERG）理論

生理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物質上） 

生存的需求 

安全的需求（人際關係上） 

愛與隸屬的需求 

尊重的需求（人際關係上） 

 

關係的需求 

尊重的需求（自我認定） 

自我實現的需求 

成長的需求 

資料來源：Alderfer（1972） 

Alderfer 認為需求層次論具有「滿意—進展」（Satisfaction-progression

）的過程，即當人們滿足其較低層次的需求之後，就會進而追求較高一

層次的需求；但 ERG 理論則另具有「挫折—退縮」（Frustration-regression



）的過程，即當人們追求某一層次需求挫折時，其會轉而追求較低層次

的需求；此理論較符合我們對個別差異的認知，提供更可行的激勵方式

；當管理者知道員工在高層次的需求受挫折時，應以建設性的方式給予

員工指導。教師工作生涯中，不管在生理需求或是心理需求，都有其欲

望。教師在兼行政職務的過程中，對各方面的需求亦有如 Maslow 及

Alderfer 的需求層次。 

Alderfer「生存關係成長」（ERG）理論的三種核心需求與 Maslow 的

五層次需求論的差異點在於： 

（一）Alderfer「生存關係成長」（ERG）理論，個人可能同時會有許多

需求產生，不限於 Maslow 的一種需求而已，亦即個人可同時追求多種

不同層次的需求。 

（二）Alderfer「生存關係成長」（ERG）理論，並不認為低層次的需求

必先滿足，才能滿足較高層次的需求；即若高層次需求不能獲得滿意時

，則低層次的需求就會增加。 

（三）Maslow 理論是單以「滿意—進展」的嚴格層次過程途徑為基礎，

而 Alderfer「生存關係成長」（ERG）理論則不同，其具有「挫折—退縮

」的途徑，即如果較高層次的需求無法得到滿意，則退而滿意較低需求

的欲望會加深，可能存在或關係不滿意時，卻追求成長，甚或三種需求

同時存在。 

（四）Alderfer「生存關係成長」（ERG）理論具有簡要、類別定義更清

楚及層級具有可溯性等優點。比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更符合個人差異

的一致性，且更具有效度。 

三、雙因子理論（Two-Factor Theory） 



激勵—保健理論（Motivation-Hygiene Theory），又稱為雙因子理論（

Two-Factor Theory）由心理學家 F. Herzberg, et al（1966）所提出的，Herzberg

認為人類的動機與滿意感是由兩組因子來控制，而非傳統上所認為的只

有一組因子。在這之前，人們認為工作滿意的反面就是不滿意，而雙因

子理論卻認為「滿意」的反面是「無滿意」，而「不滿意」的反面是「無

不滿意」。茲以圖 2-3 表示之： 

 

傳統理論 

滿意------------------------------不滿意 

Herzberg 理論 

激勵因素 

滿意------------------------------無滿意 

保健因素 

不滿意----------------------------無不滿意 

                                       

圖 2-3 傳統與 Herzberg 理論對於滿意與不滿意兩者關係的不同看法 

資料來源：修改自秦夢群，2003。 

茲將兩種不同的因素分述如下： 

（一）激勵因素（motivating factors）： 

較趨內向的（intrinsic）與個人本身有關因素，其中包括有成就（



achievement）、認同感（recognition）、工作本身的挑戰性（challenge of the 

work itself）、晉升（advancement promotion）、個人與專業的成長（personal 

or professsional growth）。這些因素能有效的激勵個人較佳的績效及努力

，稱為激勵因素，且這些因素都與工作有直接關係，且隱含於工作之中

的，故又稱為內在因素。這些因素若存在或屬積極性的話，便會引起人

的滿足感。反之，若這些因素不存在的話，並不一定會引起人的不滿足

感。 

（二）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 

會使個人不滿意的是屬於較外向的（extrinstic）來自外界的，包括

公司政策與行政體系（company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工作環境（work 

condition）、與上級之關係（relationship with supervisors）、與同僚之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peers）、與部屬之關係（relationsjip with subordinates）、

個人生活（personal life）、工作地位（status）及工作之穩定度（security

）等。主要在於防止工作不滿意，這些稱為保健因素，這些因素與工作

只有間接關係，是外在於工作本身的，故又稱為外在因素。這些因素若

不存在或是屬消極性的話，便會引起人的不滿意感。反之，若這些因素

存在或屬積極性的話，則不一定會引起滿意。 

Herzberg 認為激勵與保健因素是屬於兩種不同的層面，彼此之間並

非一線之兩極端。因此，消除了使個人不滿意的保健因素，並不代表因

之就能激勵個人，而產生滿意感。例如：一所學校一味的調薪或改善工

作環境，並不能策勵教師更上一層樓，要使教師達到真正滿意則必須採

取激勵因素（秦夢群，2003）。 

所以 Herzberg 建議公司負責人或行政人員注意以下三點： 

（一）豐富工作的本身：適當的調整與安排工作責任，力求適合工作者



的能力與潛力；並使工作者能覺得工作是具有挑戰性且富變化的。 

（二）鼓勵自動自治的精神：給予工作者適度的自由與自治來完成工作

，相信工作者的能力，並使其有機會參與決策、感受到自己受重視。 

（三）應兼顧激勵與保健因素：除要為工作者在保健因素如工作環境、

薪資上爭取福利外，同時也應該適時給予員工激勵因素，如對努力員工

的認同與公開獎勵等。茲以圖示如後： 

 
員工得過且過，對

工作存有厭惡感，

希望儘早脫離 

員工認定「工作只

是工作」，目標只為

完成工作而已 

 

 

員 工 竭 盡 所 能 為

工作付出，以求得

最佳工作效率 

 

 

 

 

 

 

 

滿足 
無滿足 

無不滿足 
不滿足 

激勵因素  

1.自我成就 

2.成長機會 

3.認同感 

4.地位 

保健因素  

1.人際關係（上司屬下與同儕）

2.工作環境 

3.薪資與福利 

4.工作穩定度 

5.政策與管理 

圖 2-4 Herzberg 雙因子理論 

資料來源：修改自秦夢群，2003 



雙因子理論的價值，在於指出造成人員工作滿意或不滿意的因素並

非是一體的兩面後，促使人們對組織中的激勵更明瞭。但以二分法將影

響工作的因素孑然劃分為二，有過分簡化的缺點，因為滿意或不滿意可

能共同存在於工作的內容及情境中（蔡培村，1985）。 

探討 Maslow 與 Herzberg 理論的異同時可發現，基本上 Maslow 認為

層次中的每一種需要皆可促動個人動機而導致個人滿意，但 Herzberg 卻

認為只有激勵因素能達成相同效果，這是兩者間最大的不同。就理論架

構來看，Maslow 與 Herzberg 理論實極為相近，而彼此互相支持；Maslow

需求層次中的下層（即生理、安全、社會需求）與 Herzberg 理論中的保

健因素（人際關係、工作穩定度、薪資）相當，而上層需求（尊重與自

我實現）則多近於激勵因素（如個人成就感、認同感等）。茲將二者的不

同於圖 2-5 中展現： 

 

 

 

 

 

 

 

 

 



 
Herzberg Maslow 

 

 

 

                                    
自我實現需求 

 

尊重需求 

 

社會需求 

安全需求 

 

生理需求 

自我成就 

成長機會 

認同感 

地位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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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Maslow 與 Herzberg 理論之比較 

資料來源：秦夢群，2003。 

 

四、三因子理論（Three-Factor Theory） 

三因子理論由 W. H. Hoy 和 C. G. Miskel（1982）針對二因子理論增

加了一個折衷因素（ambients）而命名。此折衷因素的作用與滿意來源和

不滿意來源有關，包括薪資、專業成長、冒險機會、與上司關係及地位

等變項。Hoy 和 Miskel 把 Herzberg 的理論加以修改，認為激勵因素對工

作滿意的影響大於工作不滿意，但缺乏適當的激勵因素也會導致工作不

滿意；而保健因素對工作不滿意的影響大於工作滿意，但充足的保健因

素也有助於工作的滿意。以薪資為例，在二因子理論中是屬於保健因素



，即使薪資的增加只能使員工「無不滿足」，而不能促進其「滿足」。

若以績效責任制的方式提高薪資的給付，或以優渥的獎金制度提高其業

績，則在員工得到績效獎金時，也代表其個人某一階段的自我實現。此

時「薪資」不只是「金錢」報酬而已，而是一種榮耀、成就與挑戰之成

功，更增進了個人專業的成長，此時「薪資」即成為十足的一種「激勵

因素」。 

以上四種工作滿意理論可歸納為需求滿意理論，皆為用在解釋及預

測個人的工作滿意上，四種皆有其共通之處，茲彙整如下表 

表 2-9 需求滿足理論各層面的關係 

Maslow 

需求層次論 

Alderfer 

ERG 理論 

Herzberg 

雙因子理論 

Hoy 和 Miskel 

三因子理論 

生理需求 

安全需求 

愛與隸屬需求 

尊重需求 

自我實現需求 

生存需求 

 

關係需求 

 

成長需求 

 

保健因素 

 

激勵因素 

保健因素 

 

折衷因素 

 

激勵因素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五、系統理論（System Theory） 

系統理論以 P. E.Wernimont（1972）為代表，Wernimont 自系統分析

的觀點探討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並且認為此單一次元的系統理論比雙



因子甚或三因子理論更適合分析或解決工作滿意的研究；此理論認為影

響個人工作滿意的因素有二：一為個人內在因素，包括個人的成就感、

責任感、認同感、進步感、公平感、贊同感等，而內在因素的滿足會影

響一個人的整體工作滿意。另一為外在環境因素，包括組織政策、工作

環境、薪資待遇、職位升遷、領導能力、人際關係等因素。外在環境因

素會影響個人內在因素的滿意，並影響個人整個工作滿意的結果，而此

個人工作滿意的結果，可回饋影響原外在環境因素與個人內在因素，如

此循環不已，而成為一種開放系統的現象。通常不滿意的感覺是由外在

環境變項所引起，且個人內在因素的影響遠比外在環境因素的持久。 

即系統理論是由外在環境變項、個人內在變項和結果變項三者所共

同組成的，且由外在環境變項影響個人內在變項的滿意情形，進而影響

個人整個工作滿意結果，此結果又可回饋到影響原先的兩種變項，如此

循環不斷，乃成為一種開放系統。系統理論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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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工作滿意的系統圖 

資料來源：Wernimont，1972 

六、公平理論（The Equity Theory） 

Adams（1963）是公平理論（The Equity Theory）的主要倡導者，主

張個人工作成就與滿意基於與同地位的同儕間比較，亦即工作者先審度

自己的經驗、年齡、教育、努力程度等，再觀察其所獲得的報酬（包括

薪資地位、晉升機會）是否相當？滿意程度取決於工作者對「付出與報

酬間達到公平」的覺知。換句話說，個人工作滿意的感受，乃是工作者

對自己的投入與報酬之間感到公平與否而決定，並因而產生滿意或不滿

意的感覺。經比較後兩者差距愈小，表示工作滿意程度愈高，而差距愈



大，則表示工作滿意程度愈低。而所謂公平是指個人所覺知的報酬與付

出的比率和別人的報酬與付出的比率相等。所謂的不公平指的是個人所

知覺的所得結果與付出的比率和別人的報酬與付出比率不相等。茲以下

圖說明。 

投 入         成 果         比   較       行  為     團體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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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公平理論模式 

資料來源：陳月紅，1989 

茲說明公平理論的三個變項如下： 

（一）投入：指個人審度自己對工作的經驗、年齡、教育、努力程度等

所投入的一切。 

（二）報酬：指工作者對自己的投入與報酬之間感到公平與否而決定；

即個人認為由於自己的付出而所應得到的一切成果與報酬等。 



（三）比較：指個人所覺知的報酬與付出的比率和別人的報酬與付出的

比率相等；亦即個人計算其投入與產出比率的結果，並與相等地位的人

員比較。 

七、期望理論（The Expectancy Theory） 

期望理論主要在探討配合著環境的限制與自身的能力，進而排定追

求的順序，且常是一種錯綜複雜的心理歷程。此理論以 Vroom（1964） 最

為著名與被廣泛討論；認為個人透過媒介的察覺程度，對行為結果的「

期望」和該結果的「期望值」是影響工作滿意的主要變項。所謂「期望

」是指特定行動導致特定結果的可能性；「期望值」則指個人對特定結果

的需求程度，可稱為個人偏好；「媒介」是指個人對報酬的察覺程度。依

據此說法，他提出工作動機和工作情緒為媒介、期望與期望值的乘積和

，其公式如下：     

激勵M（motivation）＝Σ【期望E（expectancy）×期望值V（valence）×

媒介I（instrumentality）】 

秦夢群（2003）認為期望理論的假設有三： 

（一）不同的個人有不同的慾望、需要與目標。且隨著環境的改變與自

身經驗的增長，個人的慾望、需要與目標也隨之改變。 

（二）人們在遭遇不同的抉擇時，常以理性的態度來處理之。 

（三）人們會自過去的經驗中學習。當其需要做抉擇時會先問自己此次

獲勝的機率有多少，然後再根據其做選擇。 

簡而言之 Vroom 期望理論是吸引力→期望→實用性三者關係的聯結



，個人為達到目標所產生的動機與行為必須要在這三者皆強時才會繼續

，茲以下列的流程圖說明其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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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Vroom 動機模式 

資料來源：Wernimont，1972 

期望理論的特色有： 



（一）強調報酬，若組織所提供的報酬與員工需求的報酬一致時，此時

心中會達到最大的滿足。 

（二）強調期望的行為，員工知道別人對他的行為期望，知道如何以應

有的表現來呈現。 

（三）強調期望，個人對於目標的期望程度將決定他付出多少的努力。 

 

八、差距理論（Discrepancy Theory） 

    L. W. Porter 和 E. E. Lawler（1968）等人認為，工作滿意決定於個人

對工作結果之期望與實際所得之間差距的大小，即工作滿意的程度是依

照個人對其「應該獲得」與其「實際獲得」兩者之間差距的感受多寡而

定。Locke（1969）認為，工作滿意決定於個人對期望與結果之間所覺知

到之差距的大小，差距愈小，則愈感到滿意，差距愈大，則愈感到不滿

意，也就是說工作滿意的程度是取決於個人在工作中「實際獲得的」與

「希望獲得的」兩者之間差距的感受大小，如果前者大於或等於後者，

則感到滿意；前者小於後者，則感不滿意。 

    差距理論其精神與 Vroom 的期望理論極為相似，認為個人在工作上

的動機、熱忱與滿足是基於（一）個人對所期待報酬的評量。（二）個人

在努力之後能夠確實獲得所期待報酬的機率。因此，個人的努力與否是

去評估可能得到的報酬機率是否值得而定；簡而言之，差距理論著重於

工作的期望報酬與工作的實際報酬之差距，即差距理論事實上也是另一

套期望理論；而 Vroom 的期望理論強調吸引力→期望→實用性三者關係

的聯結，聯結愈強，滿意度愈高；Porter 和 Lawler 等人的差距理論是以

「事前評估可能的報酬→努力＋能力＋角色想像→表現→期望內在、外



在報酬→事後評估應得的報酬」之間一連串的歷程，因此其滿意度的高

低視事前評估與事後所得的報酬差距之多少而定；亦即 Porter 和 Lawler

等人的差距理論將過程中的努力程度敘述得更詳盡，其事後影響評估與

應得報酬分析得更周詳，可以補 Vroom 的期望理論之不足。 

    研究者參閱相關文獻，加以分析整理上述各工作滿意理論得知本研

究所欲探討的工作滿意各向度所含括之內容概述如後： 

 

一、 工作本身 

    包含目前工作負擔、可發揮專長與才能機會、工作前途是否符合個

人興趣、工作困難度及工作本身所獲得的成就感各方面是否感到滿意。 

二、 工作環境 

    包含工作環境之舒適性、安全性、綠化、美化及軟硬體設備各方面

是否感到滿意。 

三、 主管領導 

    包括成員對主管的領導能力、是否體諒同仁工作辛勞、工作職務分

配的公平性及工作要求與獎勵讚賞，是否感到滿意。 

四、 人際關係 



    包括處室及同仁間合作相處情形、同仁在工作上支持度及和社區家

長與家人相處情形是否感到滿意。 

五、 薪資福利 

包含主管加給制度與薪資、加給相對於成員所付出之努力與工作分

量、兼任行政職務的保障性與福利措施等，是否滿意。 

六、 升遷考核 

包含升遷、考核的公平性、考核辦法、進修機會及升遷管道是否感

到滿意。 

七、 社會地位 

    包含在受家人認同，受同仁、學生、家長、社區、行政機關之尊重

與自我認同各方面，是否感到滿意。 

參、影響教師工作滿意的因素 

工作滿意的決定因素，是工作者個人特性和其工作環境特性的交互

影響而來，亦即是個人從工作經驗中，綜合形成的一種概括性反應的心

理狀態；此時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是為普遍受到個人內在及外在環境

因素的交互影響，所產生的一種情感或行為反應。因而在研究時應兼顧

個人內在與外在環境（如 Herzberg ，1966；Seashore & Taber，1975；Farrell

，1978 ）。 



    影響教師工作滿意的因素有謝文全（1976）以中小學教師為研究群

體，由教師個人及其工作環境分析出影響教師工作滿意的有關因素有：

個人因素：包括教師本身的人格特質、性別、教育程度、工作程度、工

作經驗、期望需求等。環境因素：包括有教師進修、權責、酬賞、成就

感、人際關係、社會地位與上級的賞識、領導形式、及教師工作本身的

安全性等。Pagel 和 Price（1980）發現造成教師工作不滿意的因素有：缺

乏規劃的時間、厭煩的文書作業工作、行政部門的專斷獨裁和無法溝通

、學生的問題行為和缺乏學習動機、與教學無關的活動、家長不願合作

、缺乏安排課程的自主性、失敗感、職業聲望的低落。Rinehart 和 Short

（1993）指出，教師的工作滿意與工作環境、工作投入及士氣、工作動

機、學校結構有關係。 

    工作滿意受到組織內、組織外、工作本身及當事人等諸多因素之影

響（鄭彩鳳，2001）。學者對教師工作滿意的研究向度，可從工作本身、

教師個人與環境相關層面因素等，結合而成複雜的向度。茲列舉不同學

者研究的向度，並整理如下表所示。 

 

 

 

 

 

 

 

 

 

 

 



表 2-10 教師工作滿意的研究向度 

研究者（年代） 研究對象 教師工作滿意的研究向度 

任晟蓀（1981） 410 所國中之輔導教

師 

1.教學工作。2.學校工作。3.校長視導。4.工作變動

性。 

鄒浮安（1982） 高職 1250 位教師 1.成就感。2.人際關係。3.進修求知。4.薪資。5.工

作本身。6.校長領導。7.受賞識感。8.學校行政。9.

升遷。10.工作環境。 

黃隆民（1985） 國中 710 位教師 1.薪資。2.行政與視導。3.教學狀況。4.晉升與福利

。5.工作成就。6.工作條件。7.工作特性。 

蔡培村（1985） 國中 510 位教師及國

小 512 位教師 

1.成就感。2.人際關係。3.進修求知。4.薪資。5.工

作本身。6.校長領導。7.學校行政。8.受賞識感。9.

升遷。 

舒緒緯（1990） 國小 978 位教師 1.教學工作。2.工作環境。3.升遷情形。4.薪資。5.

校長領導行為。 

謝金青（1991） 國小 641 位行政兼職

教師 

1.行政工作。2.教學工作。3.上級領導。4.人際關係

。5.薪資待遇。6.工作環境。7.升遷考核。 

饒安邦（1991） 國小 1200 位教師內

含行政 583 位兼職 

1.工作本身。2.工作環境。3.行政督導。4. 工作報酬

。5.升遷發展。 

韓繼成（2002） 國中 429 位國中訓導

人員 

1.工作本身。2.工作環境。3.校長領導。4.報酬。5.

工作成就。6.人際關係。 

梁丁財（2002） 台中縣市 688 位教師 1.教學工作本身。2. 學校工作環境。3. 校長視導行

為。4.教學工作報酬。5.工作變動性。 

謝月香（2003） 國小 556 位行政兼職

教師 

1.工作本身。2.工作環境。3.主管領導。4.人際關係

。5.薪資福利。6.升遷考核。7.社會地位。 

黃敏榮（2003） 高中 460 位行政兼職

教師 

1.待遇。2.升遷。3.工作性質。4.主管。5.工作夥伴

。 

游肇賢（2003） 高雄市 224 位兼任行

政教師 

1.教學工作滿意。2.進修升遷滿意。3.行政工作滿意

。4.待遇福利滿意。 

游淑惠（2003） 高高屏 880 位國小教

師 

1.工作本身。2.學校行政。3.薪資報酬。4.人際關係

。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肆、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探討 

    依據前述本研究對兼任行政職務工作滿意的定義為：「工作滿意是指

教育工作者，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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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之

感到滿意與否，取決於自特訂的工作環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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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前述教師之工作滿意向度內涵的探討，研究者擬就兼任行政職務工

作教師實際的工作狀況，以分析其工作滿意應有的內涵。現先行將近年

對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向度以表列方式說明如下： 

表 2-11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研究 

研究者（年代） 研究對象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的研究向度

饒安邦（1991） 國小 1200 位教師內

含行政 583 位兼職

1.工作本身。2.工作環境。3.行政督導。4.工作

報酬。5.升遷發展。 

謝金青（1991） 國小 641 位行政兼

職教師 

1.行政工作。2.教學工作。3.上級領導。4.人際

關係。5.薪資待遇。6.工作環境。7.升遷考核。

韓繼成（2002） 國中 429 位訓導人

員 

1.工作本身。2.工作環境。3.校長領導。4.報酬

。5.工作成就。6.人際關係。 

謝月香（2003） 國小 556 位行政兼

職教師 

1.工作本身。2.工作環境。3.主管領導。4.人際

關係。5.薪資福利。6.升遷考核。7.社會地位。

黃敏榮（2003） 高中 460 位行政兼

職教師 

1.待遇。2.升遷。3.工作性質。4.主管。5.工作夥

伴。 

游肇賢（2003） 高雄市 224 位兼任

行政教師 

1.教學工作。2.進修升遷。3.行政工作。4.待遇

福利。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之教學角色及行政角色為其兩大工作構面，此兩

大構面為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關鍵地位；而進修升遷是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滿足其個人需求及自我實現的重要因素；待遇福利則是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報酬的重要指標。根據以上的分析，研究者綜合歸納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的向度，採用之研究向度為：（一）工作本身、（

二）工作環境、（三）主管領導、（四）人際關係、（五）薪資福利、（六

）升遷考核、（七）社會地位等七個向度。 

本研究依據謝月香（2003）研究國小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稍

作修定，分別說明如下： 

（一）工作本身 

本研究指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兼任行政職務時，展現自

我的理想與抱負，發揮執行工作時的能力與專業，及其從事的工作量能

符合個人興趣等各方面所覺知的滿意程度；就「工作本身」而言，包括

了工作負擔、工作成就感、專長興趣、工作份量、前途與困難度等。 

（二）工作環境 

本研究指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兼任行政職務時，對所服

務學校之環境設備整體覺知的感受程度。就「工作環境」而言，包括行

政體系在工作上的支援、硬體設備與資源、校園工作環境與社區環境的

安全與舒適等。 

（三）主管領導 

本研究指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兼任行政職務時，對其長

官的領導方式及行政要求等方面所覺知的滿意程度。就「主管領導」而

言，包括了主管的工作要求與態度、工作分配與調派、決策能力等。 



（四）人際關係 

本研究指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兼任行政職務時，對其角

色所產生的人際關係所覺知的滿意程度。就「人際關係」層面而言，含

學校同仁在工作上的支持與相處合作情形。 

（五）薪資福利 

本研究指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兼任行政職務時，所能獲

得的薪資福利與報酬等所覺知到的滿意程度。就「薪資福利」而言，包

括工作薪資、主管加給、加班報酬與各項福利等。 

（六）升遷考核 

本研究指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兼任行政職務時，對其工

作本身升遷考核的覺知滿意度。就「升遷考核」而言，包括升遷考核辦

法及公平性、進修機會、升遷管道、考核公平性與獲讚賞的機會等。 

（七）社會地位 

本研究指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兼任行政職務時，獲得尊

重情形所覺知到的滿意程度。就「社會地位」而言，包括受家人認同、

受學生家長、同儕、社區、行政機關尊重、與自我接受認同的情形。 

 

 

 

 



第三節 校長道德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相關

研究 

壹、國外相關篇章研究 

關於道德領導的文章大都採用 Herbert Simon 的批判性觀點，在行政

的現實環境中，行政決定的過程皆蘊含著價值觀。李安明（2003）自

Leithwood 和 Duke（1999）所表列 1985-1995 年在教育行政季刊、學校領

導期刊、教育行政期刊、教育管理與行政四種期刊種類中，調查的 20

種領導概念，分成教學領導、轉型領導、道德領導、參與領導、管理式

領導／領導策略及權變領導／領導風格等六大層面，有關道德領導者有

8 篇，後續相關研究與篇章亦不多。研究者將近年來有關國外校長道德

領導之相關研究與篇章蒐集並概述如下： 

表 2-12 國外校長道德領導之相關研究與篇章 

研究者與年代 相關研究篇章名稱 相關研究篇章之因素或結論 

Anello 和  

Hernandez（1996） 

 

 

道德領導 

 

提出建設團隊成長的六個道德領導元素： 

1.服務導向的領導。2.個人及社會的轉變為領導

的目的。3.發現及應用真理是道德的責任。4.

人類本質：人為萬物之靈之信念。5.卓越（如

克服自我中心及自私，以團隊的福利為優先考

量）。6.能量的發展。 

Coppola（1998） 道德領導—藉選擇

天主教中等學校校

長來解釋的理論 

大多數的校長，表示他們的領導為道德領導理

論所建議的領導方式提供了有力的證據。同時

對特殊道德領導實務之研究更為聚焦及注意。

 



續表 2-12 國外校長道德領導之相關研究與篇章 

研究者與年代 相關研究篇章名稱 相關研究篇章之因素或結論 

Kam-cheung

（1998） 

教 育 上 之 精 神 文 明

與道德領導 

1.道德領導相當直接的致力於支持與闡明學校

價值的重要。 

2.道德領導者可以創造一個強而有力的衝擊於

教師和學生的生活。 

3.道德領導使法則、法規和政策更充實及豐富。

4.道德領導可以是一個激勵和安定的因素並刺

激學校的表現。 

 

Gulley（1999） 學 術 主 席 正 如 道 德

領導者：1977 至 1993

年 間 在 愛 默 里

（ Emory ） 大 學 的

James T. Laney  

主要在檢視 Laney 如何完成 Emory 大學的轉

型，特別關注 Laney 對於使 Emory 大學成為道

德社群，以關懷與普遍善的提升為承諾，成功

的實施了道德領導。 

 

Lucas（1999） 

 

忠 誠 — 道 德 的 轉 型

領導者之影響因素 

1.有較早的影響與角色模式。2.有關個人領導精

神與價值的社會運動所造成的影響。3.自核心

價值基礎而來的學習。4.確實感受的推動。5.

在領導過程的人們所給予的影響。6.心理上的

忍耐力。7.形成倫理領導的企圖。8.持久的道德

剛毅。 

Padmarkar 和

Mridula（2001） 

 

教 育 上 之 道 德 領

導 — 從 印 度 觀 點 出

發 

以 個 案 研 討 方 式 探 討 印 度 三 位 領 導 者

（Vivekananda, Tagore and Gandhi）發現： 

1.以教育為中心的理念建立一個真理遍及的無

暴力社會。 

2.他們的領導是受個人道德觀所驅使，追求真

理及尋回幾乎失落的獨特價值基礎領導。 



Robert（2002） 校 長 的 領 導 — 新 世

紀的道德領導 

1.經過 911 恐怖攻擊後，作者相信校內教職員

工及學生都渴望校長道德領導。 

2.道德領導讓社區與工作環境言論自由，提供

知識及支持性的校園。 

Judith（2003） 教 育 — 道 德 領 導 和

道德公民的歷程 

1.道德領導具聯合人類潛力及增強人類能量。

2.道德領導可以應用在所有人類的互動中。 

3.道德領導是成為全世界道德公民的第一步。

4.道德領導和道德公民都要求應用在現實生活

中去做判斷性的思考和整合。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根據上述文獻分析顯示，團隊成長須道德領導元素，道德領導是刺

激學校激勵和安定的因素，道德領導者可以創造一個強而有力的衝擊於

教師和學生的生活，使法則、法規和政策更充實及豐富，提供知識及支

持性的校園，且道德領導和道德公民都要求，應用在現實生活中去做判

斷性的思考和整合。 

貳、國內相關研究 

觀諸國內相關文獻，校長領導部分甚多，但有關道德領導與教師兼

行政職務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並未有直接文獻，因此僅對校長領導與教

師工作滿意的影響之國內相關研究予以整理：任晟蓀（1981）；林新發（

1983）；楊煥烘（1988）；蔡淑苓（1990）；廖裕月（1998）；李富美（1998

）；閻自安（2000）；陳秋容（2001）；梁丁財（2002）；朱淑子（2002）；

黃琬婷（2003）；游淑惠（2003）；羅明忠（2003）。茲表列敘述如下：  

 



表 2-13 校長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相關研究 

研究者及年代 論文名稱 校長 

領導 

研究結果 

任晟蓀 （1981） 國中校長領導型

式輔導教師教育

背景對輔導教師

工作滿足之影響

 

領導型式

1.輔導教師「內在滿足」、「外

在滿足」、「一般滿足」以校長

「高關懷高倡導」型最佳。 

2.校長領導型式與輔導教師教

育背景對輔導教師工作滿足無

顯著交互作用。 

林新發 

（1983） 

五專校長領導方

式與教師工作滿

意關係之研究 

 

領導方式

1.「高倡導高關懷」之五專教

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均較高。

2.領導行為總分及「倡導」、「

關係」層面與教師教學工作滿

意總分，具中度的相關。 

3.校長關懷行為與教師教學工

作滿意的相關顯著高於倡導行

為。 

楊煥烘 

（1988） 

國小校長領導型

式與教師成熟度

之配合對教師工

作滿意及組織效

能認知的影響 

 

領導型式

1.校長領導行為偏向於高關係

、高工作導向領導型式。 

2.國小教師工作滿意度屬於中

上程度。 

3.校長領導型式與教師成熟度

配合在教師工作滿意度上沒有

差異也沒有交互作用效果。 

 

 



續表 2-13 校長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相關研究 

研究者

及年代 

論文名稱 校長 

領導 

研究結果 

蔡淑苓 （

1990） 

幼稚園園長

領導型式與

教師工作滿

意之關係 

 

領導型式

1.幼稚園教師工作滿意度高低受園長不同領導型

式影響。 

2.園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滿意間有顯著正相關。

3.園長關懷行為對教師工作滿意預測力較倡導行

為高。 

廖裕月

（1998） 

國小校長轉

化領導型式

與領導效能

之研究—以

北部四縣市

為例 

 

轉化領導

交易領導

1.整體上領導行為、領導型式不因背景變項不同而

有所差異。 

2.激勵、共享願景與權變式獎賞對「工作滿意度」

、「領導滿意度」、「組織目標達成」具有顯著預測

力。 

李富美

（1998） 

校長角色與

學校效能之

研究—一所

國民小學之

觀察 

 

 

個案研究

1.校長與教師在行政決定上有認知差異；教師因職

務年資不同而對校長的角色期望也有所差異。 

2.校長以管理者權威型角色居多，資深教師較多兼

行政工作，且與校長理念相近，故校內安定。 

閻自安

（2000） 

台灣地區國

民小學學校

本位決策與

校長領導方

式、教師工作

滿意度之關

係研究 

 

 

 

 

領導方式

1.校長民主領導取向會影響學校本位決策情形，而

學校本位決策情形也會影響教師工作滿意度。 

2.決策自主較會影響教師對「行政管理」、「工作本

身」、「校長領導」與「同僚關係」的滿意度。 

3.團體決策會影響教師對「同僚關係」的滿意度。

4.家長會參與會影響教師對「校長領導」的滿意度

。 



續表 2-13 校長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相關研究 

研究者 

及年代 

論文名稱 校長 

領導 

研究結果 

陳秋容 

（2001） 

國民小學校長

轉型領導與教

師工作滿意關

係之研究—以

台灣北部五縣

市為例。 

 

 

轉型領導

交易領導

1.校長「轉型領導」、「交易領導」與「

教師工作滿意」之間具有相關 

2. 轉型領導之「個別關懷」、「啟發」、「

魅力」三個向度與交易領導之「權變獎

賞」向度 

皆可有效預測教師工作滿意。 

梁丁財 

（2002） 

國民小學校長

轉型領導與教

師工作滿意度

關係之研究 

 

 

轉型領導

1.教育人員對校長轉型領導以「魅力的

影響」層面知覺最高。 

2.教師工作滿意度的現況良好，在「工

作變動性」層面滿意度較高。 

3. 轉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度具有正

相關。 

4. 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度有

部分預測作用。 

朱淑子 

（2002） 

國小校長轉化

領導、互易領導

與教師工作滿

意關係之研究 

 

轉化領導

互易領導

1.校長轉化領導達中上程度，互易領導

屬中等程度。 

2.國小教師之工作滿意達中上程度 

3.轉化領導、互易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

間皆有顯著典型相關；且具有聯合預測

力。 

游淑惠 

（2003） 

 

國小校長魅力

領導與教師組

織承諾及工作

滿意之研究 

 

魅力領導

1.校長魅力領導整體及各層面與教師工

作滿意度整體及各層面均呈現正相關。

2.不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工作滿意度

的知覺有顯著差異。 



續表 2-13 校長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相關研究 

研究者 

及年代 

論文名稱 校長 

領導 

研究結果 

 

黃琬婷 

（2003） 

國民小學校長倫

理取向與教師工

作滿意之相關研

究 

 

 

倫理取向

1.「效益」、「義務」、「關懷」三倫理取

向與「行政領導」「工作本身」及「整

體教師工作滿意」皆有正相關。 

2. 「效益」、「義務」、「關懷」三倫理

取向對「行政領導」「工作本身」及「

整體教師工作滿意」皆有預測力。 

羅明忠（

2003） 

台中市國民小學

校長領導行為與

教師工作滿意度

相關之研究 

 

領導行為

1.校長領導行為以「高倡導、高關懷」

層面教師知覺最高； 

2.教師知覺「工作滿意度」以「教學工

作本身的滿足」最高。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根據上述有關校長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不論在「校

長領導型式」、「校長領導方式」、「校長轉型領導」、「校長互易領導」、「

校長魅力領導」、「校長倫理取向」、「校長領導方式」各方面皆對教師或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有顯著相關。其中任晟蓀（1981）、林新發（

1983）、羅明忠（2003）認為校長「倡導、關懷」教師覺知較高，此與研

究者所欲探究之校長道德領導的「原則」、「作法」、「策略」層面有相關

；楊煥烘（1988）、蔡淑苓（1990）、李富美（1998）、游淑惠（2003）等

人，研究不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閻自安（2000）

、黃琬婷（2003）則認為校長決策、管理與倫理取向對教師工作滿意有

顯著相關，因此研究者歸納各文獻，欲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的領導行為或

形式中之道德領導對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影響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