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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校長領導的相關理論，第二節為校長辦學績效與

學校效能，第三節為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與領導卓越校長表揚，第四節為我國校

長領導卓越獎的評選與表揚。將各節詳述如下。 

 

第一節  校長領導的相關理論 

學校校長的知能與領導風格深深影響著學校校務的運作；故學校領導者有必

要擁有辦學和領導的能力，以達成教育目標。校長是學校行政與教學的領航者，

攸關廣大莘莘學子未來的學習成就，因而校長肩負著極大的責任和使命（林新

發、林上渝，2004）。 

壹、領導的定義 

我國東漢許慎《說文解字》對領、導二字的解釋，意謂領導者以法度引導、

治理屬下，以達成既定目標。有些學者認為領導乃是領導者扮演帶領者的角色，

在團體中負起指導與協調團體活動的帶領者（羅虞村，1986；Fiedler & Garcia，

1987）。有些則從歷程的觀點出發，認為領導是領導者運用其各種影響力，藉團

體成員交互影響的作用，以引導成員群策群力、集思廣義，共同實現組織目標的

歷程（任晟蓀，1990；吳清山，1991；廖春文，1994；謝文全，2004；Hoy & Miskel, 

2001；Yukl, 2002）。 

陳寶山（2004）認為，「領導」係指一個群體中，領袖人物率先示範以影響

其他人員的動態過程；亦就在群體的人際交互過程中，領導者試圖發揮其影響

力，帶領被領導者朝向特定的目標前進，完成此一群體所共同期待的目標之行

為。故領導包含著幾個重要的概念： 

一、就領導的本質來看，領導具有帶領與引導的實質作用。一個群體裡，一群人

有共同的需要與努力的目標，又有領導者帶頭起示範作用，帶領與引導服膺

者朝向目標前進，集中意志和力量，行動一致的朝著共同目標，努力前進，

不達目標絶不中止行動。可見領導需要領袖人物率先示範、啟迪、引導眾人

以達到所預期的目標，故領導具有帶領、引導、指揮與協調的實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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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領導的關係來看，領導具有領導者與被領導者交互作用的動態關係。在一

個群體情境中，領導者、被領導者、和領導情境三者交互作用，才構成領導

關係，故領導關係絶非單純的直線關係，而是複雜的動態關係。 

三、就領導的歷程來看，領導是影響力發揮的過程。影響力是指具有改變他人或

團體的思想或行為的一種力量，產生影響力的方式有見賢思齊、開誠建議、

理性說服、和強制命令等四種，領導實為影響力發揮的過程，追隨者或被領

導者在這種影響力的影響之下，其思想或行為將會產生一些改變。故運用影

響力，去改變他人或團體的思想或行為的過程，就是領導。 

四、就領導的功能來看，領導具有引導群體努力的方向。群體或組織努力的方向

應該是達成共同的目標或期望，透過計畫、授權、指導、溝通、協調、團結、

激勵、考核、和公共關係等合理有效的領導來發揮影響力，導引團體努力的

方向，保持領導者與被領導者密切關係，增進彼此有效的交互行為，並激發

士氣糾合群力，使其同心協力齊赴預期目標或期望。 

五、就領導的結果來看，領導是要達成共同期待的目標。有怎樣的領導者，就有

怎樣的團體或組織。故身為領袖人物，應該時刻自勉自勵，善盡職責，全力

以赴。本於權力基礎，運用人格感召，並發揮影響力，結合所有服膺的被領

導者的意志與力量，帶領大家齊心努力，以達所預期的共同目標。 

在學校這個教育現場裡，學校行政是領導與支援教師教學的重要機制，是帶

動學校教育發展與改革的火車頭，而學校行政人員則是推動此種機制的動力源

頭。所謂「學校行政人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和職工，是以校長為首，

分工合作，共同處理學校行政事務的工作團隊，其目的在領導與支援教師教學，

完成學校教育目標（陳寶山，2004）。 

貳、領導理論的類型 

Bryman（1992）將領導理論區分為：1940 年代以前的領導特質論（Trait 

Approach）、1940 年至 1960 年的行為論（Style Approach）、1960 年至 1980 年

的權變論（Contingency Approach）、1980 年至今的新範型領導理論（New 

Leadership Approach）等四期領導理論架構（吳清山，1991；濮世緯，1997；

秦夢群，2004）。其各時期的理論假設不同，相對的對於其所發展出來的領導策

略亦大異其趣。對於領導理論四時期的特徵和發展趨勢說明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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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領導理論四時期的特徵和發展趨勢 

時期 理論及研究途徑 理論特徵 

1940 年代晚期以前 特質領導的途徑（特質論）領導能力是天生的 

1940 年代晚期至 

1960 年代晚期 

行為領導的途徑（行為論）領導效能與領導行為的

關聯性 

1960 年代晚期至 

1980 年代早期 

權變領導的途徑（情境論）領導有賴於所有因素的

結合：有效領導的情境

1980 年代早期以後 新範型領導的途徑 具有遠景的領導者 

資料來源：濮世緯（1997），引自 Bryman A.（1992）. Charisma and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London：SAGE Publications，p.1。 

一、前三期的領導理論 （1980 年代之前） 

影響教育行政運作及校長領導的相關理論大要有三（林新發、林上渝，2004；

秦夢群，2004）： 

（一）特質論（trait theories） 

特質論是最早盛行的領導理論。主張偉大或成功的領導者都具有某些特質

（秦夢群，2004）。Kirkpatric 和 Locke（1991）認為領導者應有雄心壯志，

精力充沛、有領導欲望、正直及誠實、自信心、智慧，並能不斷思考及求知。

其特質大要六項： 

1、 驅策力：領導者展現高度的期許與努力，渴望成功、積極主動進取。 

2、 領導欲：領導者強烈企圖影響與領導他人，並樂於承擔責任。 

3、 誠實與正直：領導者藉由真誠的態度，與言行的一致，獲得信任。 

4、 自信：領導者展現自信，相信目標和決策是正確的。 

5、 智力：領導者要具才智、遠見、分析資訊、正確決策以解決問題。 

6、 專業知識：領導者能深入了解組織，周延決策，並了解決策背後的意義。 

依據Yukl（1994）、Hoy 和 Miskel（1987）等人的研究，可將成功領導者

的特質分成「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動機特質（motivation 

traits）」、「技能特質（skill traits）」三大部分，其內容說明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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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成功領導者的特質 

人格特質 動機特質 技能特質 

1.自信 

（self-confident）  

2.壓力承受 

（stress-tolerant）  

3.情緒成熟 

（emotionally mature

4.正直 

（integrity） 

1.工作與人際關係需

求 

（task and 

interpersonal 

needs）  

2.權力與成就價值 

（power and 

achievement values）

3.對成功的高度期待 

（high expectations 

for success） 

 

1.技術能力 

（technical skills）

2.人際能力 

（interpersonal 

skills）  

3.思考能力 

（conceptual 

skills） 

4.行政能力 

（administrative 

skills） 

 資料來源：彙整自秦夢群（2004），p.419-420 

 

（二）行為論（behavioral theories） 

行為論認為領導的目的不在發覺成功領導人的特徵，卻希望探討領導行

為的基本因素與層面，尤以 Halpon 與 LBDQ 研究最為著名（秦夢群，2004）。 

1、依據 Kerr、Schriesheim、Murphy 和 Stogdill（1974）等人在美國俄亥

俄州立大學的研究，將領導者的行為歸納為：（1）主動結構：即領導者為

達成目標的過程中，主動建構自己及部屬該有的行為。高主動結構者的領

導行為往往是指定部屬任務、期望部屬維持一定績效水準，並強調達到工

作期限的要求。（2）體恤：即領導者願意和部屬建立互相信任、尊重部屬

意見、注意部屬感受工作關係。故高體恤的領導者會幫助部屬解決個人問

題、友善、容易親近，對部屬一視同仁（林新發、林上渝，2004） 

用現代理論詮釋，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領導者行為模式」（Leader 

Behavior Model）的研究，將領導者的風格，以 X 軸（工作導向）與 Y軸

（關係導向）區分出四種模式。最難得的就是右上角的「完美型」（10,10），

一方面他們對工作要求極致，另一方面他們對人的關心也到極致，兩種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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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衝突的性格竟能具足一身。這是領導者的典範。一般的領導者風格或者

偏向重視人和的「百事可樂型」（參與式），或以工作績效為導向的「酷吏

型」（威權式），很少人能在兩個指標上都到達最高分的境界。 

2、依據 Kahn 與 Katz（1960）在密西根大學的研究，將領導行為歸納為員

工導向，領導者較注重人際關係和生產導向，強調工作的技術或作業層面。 

3、依據 Blake 及 Mouton（1964）的管理格矩（managerial grid）理論，其

將領導者的風格以「關心員工」和「關心生產」兩個座標來表示，每一座

標各有九點，共可有 81 種領導風格。又可以五種類型來代表，即：（1）

無為而治管理（1，1），在關心工作和維持成員闗係上均低。（2）鄉村俱

樂部型管理（1，9），重視和員工之間的關係，將引導出舒適、友善的組

織氣氛及工作節拍。（3）權威－服從管理（9，1），作業的效率來自工作

情境的安排，不太考慮人性因素。（4）組織人管理（5，5），適度的維持

員工士氣於滿足程度，員工就可達成適度的組織績效。（5）團隊管理（9，

9），可獲得員工承諾，在組織目標下彼此依賴，並將引導出信任與尊敬的

關係（Grant，1988）。 

（三）權變論（contingency theories） 

權變論在目前有關的領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理論重視不同情境

而產生適當領導行為，即是根據情境不同而決定最佳領導策略的歷程（秦

夢群，2004）。 

1、Fiedler 的權變理論。此理論乃特質論與情境論的結合，認為人類的行

為是個人人格（需求、動機等）與所處情境的交互產品，即成功的領導

依情境之相異而有不同的策略。主張要探討領導行為，必須要研究人之

領導者的動機取向與環境之對完成目標的有進度等兩組變數（秦夢群，

2000）。Fiedler、Chemers 和 Mahar（1977）等人認為，團體績效有賴三

種權變構面的配合，方能達到最好的領導效果（effectiveness）：（1）

領導者與部屬的關係：部屬對領導者的信心、信任和尊敬程度。（2）工

作結構：工作指派愈程序化就愈結構化。（3）職位權力：領導者在甄選、

訓練、升遷、解僱、調薪等權力大小（林新發、林上渝，2004）。 

2、Hersey 和 Blabchard（1982）的領導情境理論。即領導者應視部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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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熟度及心理成熟度而展現自己的四種領導風格：（1）告知式（高工

作，低闗係）：部屬成熟度低，領導者應告知部屬該怎麼做、何時做等。

（2）推銷式（高工作，高關係）：部屬中度成熟，領導者可指導、支持

部屬的工作。（3）參與式（低工作，高關係）：部屬中度成熟，領導者可

與部屬共同做決策。（4）授權式（低工作，低關係）：部屬成熟度高，領

導者可低度指導及支持。 

3、Graen & Cashman（1975）的領導者－成員交換理論。認為領導者對部

屬中某一小團體較為信任，給予更多關注及酬賞及較高的績效評估。 

4、路徑－目標的領導模式。重視在領導行為的歷程，認為領導者的工作

是在創造一個工作環境，並藉著規劃、支持、與酬賞的方法來幫助部屬

達到團體目標。在理論上導源於動機的期待理論（expectancy model），

主要由 House（1971）首先加以發展（秦夢群，2004）。House 認為領導

者視情境不同而可展現四種領導行為：（1）指導式領導者：讓部屬知道

上司對自己期望，及完成工作的程序，並對如何完成工作任務有特別指

導。（2）支持性領導者：友善對部屬需求關心。（3）參與式領導者：徵

詢部屬意見再做決策。（4）成就取向領導者：設定挑戰性目標，期望部

屬發揮最大潛能（林新發、林上渝，2004）。 

    領導理論的發展從特質論、行為論到權變論，已經累積相當多的研究成果。

特質論認為領導是「天賦神才」，主張領導者具異於常人的領導特質；行為論認

為「人人皆可為堯舜」，任何一位領導者只要採取有效的領導行為，就能達到理

想的組織效能；權變論則強調領導者必須「通權達變」，領導者應該依不同的組

織情境，採取最適合該情境的領導方式（林邦傑、施妙旻，1997）。綜觀上述各

領導理論，可知各理論走向各有其主張、研究方法、設計與缺點，研究者將領導

理論之比較與分析，整理如下表 2-3 所示（林邦傑、施妙旻，1997；秦夢群，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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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領導理論三走向之比較 

 特質論 行為論 權變論 

發展時期 1910~1940 1940~1960 1960~1980 

代表研究 Barnard、Stogdill Ohio State Univ. Fiedler 

基本假設 領導者具有某些異於常
人的特質。 

直接觀察分析有效領導
者的領導行為。 

領導效能係領導者類型
與情境變項交互作用之
後的結果。 

研究目的 找出能區別領導者與追
隨者，有效領導者與無效
領導者的特質。 

找出一組有效領導行為
模式。 

發展出有效能的領導模
式。 

研究內容 成功領導者的特質。即成
功或典型的領導者（例如
政治、軍隊、宗教、工商
各界領導人）。 

成功領導者的外顯行
為類型。即自變項－領導
者的行為；依變項－效能
（包括工作績效及成員
的工作滿足）。 

在特定情境中適當的
領導行為。即自變項－領
導者行為；依變項－效
能；中介變項－情境因
素。 

研究方法 
或工具 

觀察、測驗、提名、社會
測量等。 

描述行為、問卷調查。 發展理論模式、問卷實徵
調查。 

研究設計 

以各行各業成功人士
為樣本，找尋其領導特
質。 

求取領導者行為與組
織績效間的組織。 

以情境因素為中介變
項，尋求領導者行為與
組織績效間的最佳組
合。 

研究結果 Stogdill：能力、知識、
責任、參與、地位。 

二層面的領導行為：「倡
導」、「關懷」。 

二類主要情境變項：成
員；及相關變項： 
組織特性及工人作結構
變項。 

評論 易懂，但所提出之特質
數量太大，令人無所適
從。即未能找出一組放之
四海皆準的領導特質－
因為忽略情境因素。 

研究結果難以類化。即
未能找出一組適用於各
種情境的有效領導行為
－因為忽略情境因素。

對於情境因素的取捨
不同且不夠周延，以致
各相關研究並無定
論。即尚未發展出周延的
情境模式。 

在教育行政
上應用之相
關理論 

Catell的英雄論。 
Stogdill的成功特質研
究。 

LBDQ的倡導與關懷雙層
面領導研究。 

Fiedler，  House，Reddin

等權變模式理論。 

資料來源：林邦傑、施妙旻（1997）；秦夢群（2004）。  

    人們因為文化環境、人格特質、專業訓練、工作經驗或組織情境特性等因素

交織融合，形成個人的一些內隱概念，這種存在個人心中的非正式的概念，稱之

為「隱涵理論」(implicit theory)，這些概念可能影響研究者對許多事情的知

覺和詮釋(Ogawa & Perderson, 1987；Sternberg、Conway、 Ketron & Be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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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領導者是組織中關鍵人物，其心中對領導的認知，我們稱之為領導者的

「隱涵領導理論」，這些隱涵領導理論將會影響他們採取何種領導方式。校長若

能多涉獵、了解並應用權變論的觀點，必有助於學校行政領導(林邦傑、施妙旻，

1997)。 

   二、近年來的新範型領導理論(1980 年代以後) 

(一)魅力領導 

魅力(charisma)是希臘字「恩賜(favord 或 gifted)」的意思，係指個體有

能力激發追隨者對自己的忠誠及奉獻，對追隨者有潛在、強烈的影響

(Johnson, Fancher, & Johnson, 1996)。House(1977)認為魅力型主管具有

以下領導風格：常喜歡很有自信的說服別人接受自己的信念；常喜歡有意無

意的展現自己的能力而贏得部屬的讚佩；常與部屬溝通要達成的目標，再把

這些目標用很有意義的話，與部屬分享；常能以身作則，讓部屬效仿；常對

部屬的表現有高度期望與信心；常為部屬的利益做自我犠牲。 

Shamir、House 及 Arthur(1993)又根據 House(1977)稍早研究再加修正，從

領導者自我概念探討魅力型主管，認為他們：能將自己的感情、價值觀、自

我概念展現在行為中，促使部屬達成目標；有高度自尊即自我評價；因部屬

得到由自己而來的內在激勵，更加強了主管的自尊及自我評價；能用自己的

觀念及行為影響部屬，使所有部屬都能得到內在激勵。Conger 和

Kanungo(1987)研究亦顯示，部屬常因主管展現的行為、技能及偶發情況突

破傳統的處理方式，而認為主管有領導魅力。 

Bennis(1984)的研究發現，魅力型領導者具有以下領導風格：對目標有

強制性的願景和理想；能清楚與部屬溝通一理想並使部屬認同；能展現對理

想鍥而不捨的追求；能瞭解自己的力量並發揮之。而Conger和 Kanungo(1988)

研究發現魅力型領導者具有：自信、有願景、表達願景能力強，對理想堅定

不移，行為常被認為新奇、非傳統、反規範，常被認為是改革代理人，對環

境變化能敏感察覺。 

(二)轉型領導 

轉型領導不但注重制度面的革新與開創，更注重組織中成員的各方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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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與激勵，不論是教學專業上或是精神上的成長，均是校長在轉化領導上所

必須投注心力的重點，並且營造有活力與進取的組織氣氛與文化，進而領導

成員為組織的目標與自我的實現做出努力(朱元祥，2001)。 

轉型領導理論是在美國發展出來的，但應用在國內並沒有受到文化因素

的影響，因此可以推論轉型領導對台灣地區的校長領導，有其適用性及價值

性，值得採行(蔡進雄，2003)。轉型領導是領導者與成員相互提昇道德及動

機至較高層次的歷程，是領導者藉著個人魅力及建立願景，運用各種激勵方

式，以提昇部屬工作態度，並激發部屬對工作更加努力的一種領導(蔡進雄，

2000)。 

最早提出轉型領導概念的是 J. M. Burns，Burns(1978)，以 Maslow 的

需求層次理論來界定轉型領導的意義。Bass(1985)主張轉型領導係「創造超

越期望的表現」，藉由增加成員的信心及提昇工作成果的價值，以領導成員

做額外的努力。Robbins(1988)認為轉型領導者，就是激發部屬為組織犠牲

自身利益，並且對部屬有深厚、特別影響的人。 

Russ、Mcneilly 和 Comer(1986)認為，轉換型領導風格者，展現管理績

效，理性、勇於決策，部屬工作壓力小，因此部屬對組織忠誠度高。Bass(1990)

認為，轉換型領導者特徵：具有領袖魅力，提供部屬理想、使命感、自尊心，

獲取尊敬和信任；以簡單方式啟發部屬以達到重要目標；激勵部屬提昇智

慧、理性、和謹慎解決問題能力；給予每個員工特別對待、訓練及勸告。Bass

和 Avolio(1996)的研究亦顯示，轉換型主管展現以下領導風格：用理念影

響部屬、體諒部屬、支持鼓勵部屬、與部屬做腦力激盪。交易型主管則展現

以下領導風格：依據情境獎勵部屬，告訴部屬怎麼做才會得到獎勵或被處

罰，採自由放任的領導風格。 

Yukl(1998)綜合其他研究後，認為轉換型主管會展現以下領導風格：將

願景清楚告訴部屬；解釋如何達成願景；樂觀、有信心；對部屬有信心；給

部屬及早成功的機會；鼓勵成功；用演示、象徵做法強調關鍵價值觀；以身

作則；賦予部屬權力達成願景。 

校長轉型領導對學校組織的發展，及教師的行為有正面影響。亦即校長

若採用轉型領導，會牽動學校組織的發展、教師的工作心態及組織行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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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且可以影響家長對學校教育的參與情形。新轉型領導的三個因素分別為

共創願景、激發潛能及建立團隊，其中共創願景特別強調願景是領導者與成

員共創的過程，而激發潛能取代激勵鼓舞、啟發才智及個別關懷，建立團隊

則補足轉型領導的欠缺共識，決策執行(蔡進雄，2003)。 

張慶勳(2000)認為，轉型領導者是組織文化的導引者。其領導方式可分

為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及家長式領導： 

1、 轉型領導：學者認為轉型領導是領導者提昇部屬的道德與動機層次，並

讓組織與成員轉變成功的一種主管領導行為(吳清山、林天祐，1998；林

合懋，1995；張潤書，1998；Bass，1985；Burns，1978；Sergiovanni，

1990)。後期則加入了領導者遠見與個人魅力的觀點，認為轉型領導是領

導者以前瞻性遠景及個人的魅力，用各種激勵的策略，激發部屬提昇工作

動機及工作滿足感，以共同完成既定目標的領導訴求(秦夢群，2000；張

慶勳，2000；濮世緯，1997)。蔡進雄(2000)所建構的新轉型領導則增加

了賦權增能及團隊建立等激發組織成員的領導方式。 

轉型領導的層面，分為： 

(1) 共創願景：指校長具有洞察力；前瞻性的視野和遠見，與學校同仁

共同建立學校願景，並將這些願景與學校成員分享。 

(2) 激發潛能；指校長運用激勵鼓勵的策略與行為，激發教師更高層次

的工作熱忱與動機，鼓勵有才能的教師發揮潛能，貢獻所長。 

(3) 建立團隊：指校長依學校事務性質的不同，建立各種團隊，透過團

隊成員的集思廣益、凝聚共識，來決定或執行各項學校事務。 

濮世緯(2003)研究國小校長轉型領導、學校文化取向與學校創新經營的關

係，發現國小校長運用轉型領導有助於學校創新經營之實驗；其中轉型領

導之「智識啟發」、「激勵共享願景」、「願景與承諾」，對整體學校創新經

營最具預測效果。若校長轉型領導，能同時配合促成有助於創新經營之團

隊式、權變式學校文化風格，將更有助於學校朝向各方面之創新經營。 

2、 互易領導：互易領導為領導者基於工作要求的基礎上，運用互惠、磋商、

獎懲等方式，使成員努力工作，以達組織目標的一種領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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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易領導的層面，分為： 

(1)互惠獎賞：指校長會事先告知教師，要獲得怎樣的獎賞就必須完成預

期的工作；教師有好的表現時，校長也會表達感謝之意或公開表揚。 

(2)介入管理：校長能注意並掌握校務的推行，主動詢問追踪考核，並於

發現問題時採取立即的解決行動，對於教師的表現未達期望或標準

時，校長會加以指正並要求改進。 

3、 家長式領導：家長式領導的研究開始於 Silin 在 1976 年所發表的博士論

文，其將儒家文化、法家思想及家族觀念加以結合，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西

方領導觀的「家長式領導」(鄭伯壎、樊景立，2000)。領導者以家長般的

權威和仁慈部屬，使部屬服從，進而維護權勢，並促使組織和諧的一種領

導風格。領導者透過組織首腦的地位，掌控了組織內所有資源及分配，可

降低組織衝突，並確保組織和諧。 

家長式領導的層面，分為： 

(1)塑造個人聲望：指校長不喜歡被老師挑戰權威，較喜歡服從性高的老

師，著重個人聲望塑造與維護權勢，適時關懷教師或作禮貌性探訪。 

(2)人際關係和諧：指校長塑造組織表面之和諧氣氛，避免檯面上的衝突，

在公開場合取得共識前，儘可能先進行私下溝通協調。 

(3)道德品格修養：指領導者的道德與操守含有許有的美德，特別是克已

奉公、不循私與以身作則。相對於領導者行為，部屬表現出認同與效法

的反應。 

林新發、王秀玲、汪宗明、顏如芳和仲秀蓮（2006）認為，學校為滿足整體

社會的期待與永續發展，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的產品、過程或事務，藉由善用資

源的價值與分配，促使技術和管理創新，以提昇學校競爭力，或創造優勢的一種

經營策略。其研究調查發現，臺北市、臺北縣及基隆市國民小學校長領導行為中，

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與家長式領導之現況為中高度表現。因為參與學校運作的成

員與團體日益增多，以致學校組織成員日趨多元化、民主化、專業化與複雜化。

校長必須運用各種領導方式，表現優異的領導行為，展現高度而有效的溝通技

巧，以整合校內意見，凝聚同仁共識。同時對校長個人提出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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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長應不斷研習進修，充實教育領導和知識延續管理知能。 

(二) 校長應堅持道德理念，並展現道德領導，以塑造個人聲望。 

(三) 校長應善用「團隊管理」，以提升經營效能。 

三、校長領導的範式轉變與教育效能理論 

鄭燕祥（2005）研究發現，興起於 70 年代的第一次學校改革浪潮重點，在

於追求學校內的效能（internal school effeetiveness），關注提高校內的各種

操作及營運，尤其是教與學的方法、過程及環境。在此期間的許多改革都是政府

主導自上而下，校長的主要領導工作是要通過提高學校事務管理和教育實踐，完

成教育目標或學校目標，來提高學校效能的。到 90 年代，考慮到對公眾和持份

者（stakeholder）的責任，產生了第二代教育改革浪潮，其改革及領導，強調

教育質量（education quality）、持份者的滿意度和市場競爭，追求學校對外界

的效能（interface school effectiveness）。第三次教育改革浪潮，學校領導

及教育工作要適應新世紀挑戰，追求教育上智慧多元化（multiple 

intelligence）、全球化（global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個性化

（individualization），強調學校面對未來的效能（future school 

effectiveness），追求教育新願景、終身教育、全球網路化、運用資訊技術等特

點。 

鄭燕祥（2005）更進一步指出，三次浪潮反映了校長領導的角色和效能的理

念變化。第一次浪潮期間，校長領導主要集中在如何保證或提升教育內部過程的

效能，尤其是課堂內的教與學。此時的教育效能（educational cffectiveness）

主要根據學生的學業成就來評價，看是否完成預定的教育目標。以教育目標的完

成度，表示教育效能越高。校長領導主要工作，在保證校內環境和過程，有效地

幫助完成既定的學校目標或教學目標。第二次改革浪潮，主要強調教育質量、學

校持份者（例如家長、社區人士、政策領導等）的滿意度和市場競爭力的重要性，

追求學校對外界的效能。教育效能的重要標準，是滿足持份者的多重需求、保證

教育對公眾的責任（問責 accountability），學校效能主要通過學校的教育服務，

來滿足持份者的需求，表現出學校的工作對公眾的負責。而隨著全球化、資訊化

的快速發展、經濟轉型帶來的巨大衝擊，使得教育界不得不反思如何改革課程和

技術，以應付新時代需要。推行第三次教育改革浪潮，認為應推進教與學的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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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教育改革要適應新的知識經濟的挑戰，追求面向未來的學校效能。 

叁、校長領導與校長領導卓越 

一、校長領導的定義與校長角色 

領導就是領導者產生創導行為，並自我規範，對被領導者產生正向影響力，

以協助被領導的成員達成組織目標的歷程。在此歷程中，會受到領導者所持權力

與情境等諸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 

校長領導行為（leadership behavior），意指校長基於自己的人格特質、領

導能力與學校成員的素質，藉著影響力，引導成員努力的方向，以達成學校目標

的一種行政行為過程（林新發、王秀玲、汪宗明、顏如芳、仲秀蓮，2006）。 

    Gibson 和 Hodgetts（1991）指出，領導者應有的能力有五項：具備超常的

智慧、必須要感情成熟、富有驅動力、富有解決問題的能力、富有行政領導的能

力。並將基本的領導能力區分為行政能力、人際關係能力與專業技術能力三方

面，其所佔比例依據領導者位於組織的領導階層，而有所不同需求。 

 就校長、主任及教師所需具備的領導能力，其結構比率可見下圖 2-1 ，該圖顯

示校長必須具備人際關係能力、概念能力及實務技術能力。 

 

 

 

 

 

 

圖 2-1 學校行政不同領導階層所需之領導能力及比率 

資料來源：葉連祺、倪千茹（2002）。 

   要了解校長所需領導的內涵，可從其角色所需的要項可以得知：Murphy 和

Beck（1994）分析社會背景因素對學校變革的影響，指出未來學校校長在領導學

校時，所應扮演的角色有如下六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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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者 

校長不再是權威命令者的角色，而是以服務代替管理，並基於專業職能及

道德精神的倡導者。校長應從執行者轉化為倡導者，由唯命是從的官僚者

轉變為企業經營的冒險者，從科層的管理者轉變為合作性的夥伴。 

（二）社區的工作者 

校長必須是人性的關懷者，不僅是行政主管，也是具有智慧、情感與精神

的社會人，同時必須對學校內外所接觸的人都給予尊重，並應與社區緊密

互動。 

（三）道德促進者 

校長身為學校教育領導者，有責任展現對社會道德正義的堅持，對於社會

議題，如兩性平等問題、弱勢族群等議題，應敏銳察覺，並堅持道德倫理，

以正確的價值觀，發揮影響力。 

（四）社會正義的行動者 

校長應考量不同家庭背景的學生，並以具體的行動，建構合適的學校結構

與制度，以捍衛社會公平正義，使學校成為充滿平等、寬容與尊重的學習

場所。 

（五）組織建構者 

校長應該體察學校的變化，以營造新的學校氣氛，利於發展新的組織結

構。因此，校長必須懷抱變革的理想，結合學校相關的人力資源（如教師、

家長、學生與社區人士等），以打造新世代學校，實現學校的願景。 

（六）教育者 

校長應成為教學領導者，必須具備教學專業知能，其不僅是最高的管理

者，也是學習者。 

吳清山（1999）從學校組織再造的層面來看，認為對於面對未來的環境，校

長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有： 

（一）激勵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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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層體制下的學校組織結構裡，校長可能扮演一位權威者，發號各種司

令，引導成員達成目標；但是在整個學校組織再造過程中，這種角色則必須

有所調整。 

（二）分享者角色 

    為了學校長遠的發展，激發學校成員共同參與校務運作，這是一位領導者 

重要職責之一，所以學校校長宜把權力的擁有者轉變為權力的分享者。 

（三）發展者角色 

學校組織再造在於強化學校適應力，發展學校適應社會變遷的能力，領導者

必須扮演一位發展者的角色。 

Gorton（1976）指出校長的主要角色為：（一）教學領導者。（二）管理者：

爭取分配、協調財力、物力、人力資源。（三）紀律維持者。（四）公共關係促進

者；與社區、學區董事會維持良好的關係。（五）改革推動者：行政人員應對學

校教育計畫，時謀改革，以適應學生的需要。（六）衝突的斡旋者。Morris 等人

（1984）認為，校長的角色有下列五種：教學領導者、決策者、管理者、學校與

社區民眾的中介者、學習環境的創造者。 

葉連祺和倪千茹（2002）研究發現，不論國內外學者，均認為校長所扮演的

角色與職務，較多屬於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能力成長、課程發展、教

學計畫、教師評鑑、教學視導等有關教學領導的範疇，因此校長必須重視扮演這

些角色，及承擔職務的能力。總而言之，校長領導能力的內涵應納入考量校長領

導的角色與職責，即需要具備教學領導、行政領導、課程領導、專業發展、公共

關係等方面的能力。 

校長的角色與職責，往往隨著社會的變遷以及地方政治生態的改變而時有調

整。傳統概念中校長大都定位在行政歷程及功能的掌握。而所謂「有效能的校長」

則需做好「計劃（planing）」、「組織（organizing）」、「領導（leadership）」及

「控管（controlling）」等四大項任務。計劃係指設計學校發展的目標以及規劃

實施的策略；組織係指集合必要的人力、物力、財力等資源以利目標的達成；領

導係指揮與監督相關的部屬；而控管則指校長執行績效評鑑，提供回饋及其他有

助於目標達成的相關準則（高熏芳，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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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領導卓越的內涵 

Collins（2002）領導研究團隊，以實事求是的精神、嚴謹的態度，花費五

年時間，進行了無數次的採訪，並且收集了大量的資料，通過科學的比對和論證，

以探討企業如何從優秀而邁向卓越的轉變過程，以及如何持續表現優異，並展現

出類拔萃的卓越績效。他認為領導者如何經由優秀邁向卓越，需具有第五級領導

人的特質。「第五級領導人」應不畏橫逆、堅持理想、創造價值，並付諸行動，

用熱情實現理想（葉匡時，2003）。他們通常沈默內斂、不愛出風頭，甚至有點

害羞，兼具謙沖為懷的個人特質和不屈不撓的專業堅持齊集於一身（Collins，

2002；齊若蘭譯，2002a；齊若蘭，2002b），須具下列六項重要觀點（Collins，

2002；齊若蘭譯，2002a；楊士偉，2003；楊艾俐，2003）： 

   （一）用人哲學，先找對人，再決定要做什麼：我們原以為「從優秀到卓越」

的領導人上任之初，一定先提出新願景、新策略，卻發現他們忙著找到

適合的人上車，請不適任的人下車，並且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子上，然

後才釐清該把車子開往哪個方向。 

   （二）雙重的思考，面對殘酷現實，但絕不喪失信心：即所謂「史脫克戴爾

弔詭」（paradox）現象。就是一方面要充分認清競爭環境的險惡艱鉅，

不怕承認自己的弱點，不受個人偏私的影響，有面對殘酷現實的勇者風

範。 

   （三）刺蝟概念，追求三個圓圈圈中的單純：從「優秀」躍升到「卓越」，

必須以能反映三個圓圈交集的簡單概念來取代原有的核心事業。 

   （四）強調紀律的文化：當有紀律的文化和企業精神相結合時，就能點石成

金，創造卓越的績效。 

   （五）以科技為加速器：從優秀到卓越，對於科技的角色有與眾不同的想法，

應善用科技資訊，與時俱進。 

   （六）飛輪和命運環路：從優秀到卓越的蛻變過程不是一蹴可幾的，轉變的

過程好像無休無止地推著巨輪朝一個方向前進，以終為始、持續創新。 

Kouzes 和 Posner（2002）認為：領導，就是讓員工願意主動成就非常之事。

並指出領導五大要領為（引自高子梅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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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身作則：領導者必須釐清個人的價值觀，表現真正的自我；建立和

確認個人與組織的共同價值觀，結合行動，做好榜樣。 

   （二）喚起共同願景：在快速變遷的年代裡，領導者要有前瞻性，勾勒未來；

培養出命運共同體的觀念，賦與願景生命，以共同抱負作訴求，爭取他

人支持。 

   （三）向舊習挑戰：主動尋找機會，利用創新手段達到變革、成長的目的；

採用漸進式步驟和小勝策略，從錯誤中學習，進行實驗和冒險。 

   （四）促使他人行動：創造互信氛圍，推動合作性目標，培養團隊合作的精

神；養成勝任能力與自信心，藉由權利的下放與分享，來強化他人的分

量。 

   （五）鼓舞人心：擬定清楚標準，期許最好表現，肯定個人的貢獻；創造社

群精神，以說故事方式，頌揚價值觀與勝利結果。 

三、臺北市優質學校校長領導內涵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於九十二年度（2004 年度）起，召集專家學者、督學與

中小學校長們組成優質學校指標研發團隊（研究者亦實際參與），經由一年的精

心編制，形成共識，研究出既鉅觀而又微觀的優質學校教育籃圖，共有九大向度，

四十二項指標，以落實「卓越、優質、精緻、創新」的精緻教育現場實踐，建立

優質學校。故領導卓越的校長，要能落實優質學校校長領導所需具備的「校長領

導」指標內涵，依此作為型塑學校邁向校長領導卓越的辦學績效目標。 

  「優質教育」是一種紮根的教育，其作為是要提供給孩子「潛能」發揮、「適

性」發展的機會，讓每一個學生都能就其資質、然後「盡」其潛能的發展，把孩

子的「潛能性」化成為「實在性」，亦即幫孩子「知自己」，「把每個孩子帶上來」。

ㄧ所優質學校，係指學校在包括校長領導、行政管理、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

生學習、專業發展、資源統整、校園營造，與學校文化等九大向度指標各方面，

均有良好優質的辦學績效。臺北市優質學校教育指標如圖 2-2 所示（臺北市政府

教育局，2004）。 



 26

 

 

 

 

 

 

 

 

 

 

 

 

 

 

 

 

 

 

 

 

 

 

共塑願景 

全員參與 

持續創新 

和諧溫馨 

團隊合作 

永續發展 

 
 
 
 

 

  

 

優 

質 

學 

校 

專業發展 

計畫專業成長 

從事教育研究 

建立教學檔案 

參與學術活動 

評估進修成果 

學生學習 

學會認知體驗 

學會悅納自己 

學會尊重別人 

學會負責做事 

學會生涯發展 

課程發展 

系統規劃

有效執行

持續研發

落實評鑑

行政管理 

知識管理 

e 化管理

績效管理 

品質管理 

教師教學 

專業教學 

創新教學 

有效教學 

活力班級 

良師典範 

校園營造 

安全校園

文化校園 

自然校園

科技校園

藝術校園

資源統整 

家長正向參與 

家長多元參與 

引導社區發展 

善用社區資源 

學

校

文

化 

校

長

領

導 

趨

勢

領

導 

專

業 

領

導 

整

合

領

導 

道

德

領

導 

圖 2-2 臺北市優質學校教育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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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校長領導向度，包含道德領導、趨勢領導、專業領導、整合領導四部分： 

（一）道德領導：領導者以其高尚的道德修養，以身作則，發揮影響力，引領組

織成員，建立成員義務感、責任心與正確的價值觀，為組織目標而奉獻，共

謀組織的發展。 

1、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 

2、凡事以身作則。 

3、發揮道德關懷。 

4、營造學校經營的道德目標，共塑願景。 

5、建立有倫理的學校文化。 

6、在校園實踐道德使命。 

7、結合社區實施道德使命。 

（二）趨勢領導：領導者須能以前瞻性的眼光，掌握趨勢，洞察事理；透過智慧

的思考，訂定學校發展的明確願景，發展合宜的經營策略，營造溫馨的校園

氣氛，提供優質的教學平台，建立激發學生潛能發展的優良環境。 

    1、倡導激勵措施，樹立典範轉移。 

    2、提供多元發展機會，成就個人發展舞台。 

    3、熱愛成長土地，永續家園經營。 

    4、運用社群學習理念，保持團體成長動力。 

    5、運用資訊科技，全面提升品質。 

    6、掌握時代發展趨勢，開拓國際化新視野。 

（三）專業領導：領導者在行政領導上，藉由合宜的領導風格和專業堅持，建立

學校持久卓越的績效；在教學領導上，帶領學校教師促進學校課程發展，並

建立課程評鑑機制，以展現學校課程發展的成果。 

    1、建立合宜的領導風格與理念。 

    2、制定永續發展的典章制度。 

    3、推動行政革新並彰顯績效。 

    4、運用企業精神有效經營學校。  

    5、落實教學視導的機制。 

    6、提供支持性的教學環境。 

    7、注重教學的表現與活動。 

    8、促進教師團隊合作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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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立學校課程願景，構築學校課程目標。 

   10、強化學校課程組織，發展學校課程計畫。 

   11、強化教師課程專業，鼓勵教師課程改革。 

   12、建立課程評鑑系統，落實課程評鑑回饋。 

（四）整合領導：領導者以建設性的方式，提供參與平台，整合校內外的組織與

成員，公平分享資源，使組織成員既能彼此相依，又能維持個別獨立自主性，

達成共存、共享、共榮的目標。 

    1、營造溫馨開放民主的校園氣氛，構築優質的學校組織文化。 

    2、暢達溝通管道凝聚共識，發揮群策群力，促使校務順暢運行。 

    3、周延規劃系統管理，整合校內外資源，期能達成學校美好願景。 

研究者將優質學校指標之校長領導向度，其所包含的道德領導、趨勢領導、

專業領導與整合領導等指標，整理如表 2-4 所示（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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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道德領導、趨勢領導、專業領導與整合領導之理論、策略與做法 

指標 領導理論基礎 重要策略與做法 

道
德
領
導 

係以道德權威為基礎的領導，領
導者係出於正義與善的責任感與義
務感而行動。 

1.具有批評倫理 
2.落實正義倫理 
3.發揮關懷倫理 
4.做好道德選擇 
5.發揮替代領導的功能 

趨
勢
領
導 

包括理念： 
1.個別化：強調學校是支持學生學習
的激勵場所，是支持學生發展的脈絡
化多元智慧環境。  

2.地域化或全球化：強調學校、
校外、當地和全球都有多元化的教學
與學習資源。 

1. 個別化：使學校有自己的優勢、潛能與特色，
擴大學生學習的助力。 

2. 地域化或全球化： 
(1) 鼓勵家長與社區主動投入學校教育。 
(2) 教師提供廣範的學習範疇。 
(3) 透過網際網路、視訊會議、跨文化分享不

同形式的互動與學習。 
(4) 學生在任何時間均能向來自世界各地的

教師、專家和同儕學習，學校也能提供地
域性和國際性的課程。 

專
業
領
導 

包括理念： 
1.行政領導 
2.教學領導：學校領導者重視教學領
導，將能有效提昇學校效能、引導教
師專業成長及促進學生學習成就。 

狹義係指校長所從事與教師教
學或學生學習有直接關係的行為
或活動。 

廣義則包括所有協助教師或教
學與影響學生學習的直接或間接
的領導活動。 
3.課程領導：指學校相關領導者

帶領學校教師，組成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各領域課程小組等相關學習型
組織，提供必要的資源與行政服務，
協助課程專業發展活動，以提昇教學
效果。 

1. 行政領導：應掌握第五級領導人的特質，藉由
謙虛的個性和專業的堅持，有效掌握學校人力
資源，充分瞭解學校行政流程與相關環節，使
學校組織成員適才適所，發揮行政專業領導的
實質影響力，建立持久的卓越績效。 

2. 教學領導：包括 
(1) 擬定優質學校教育目標，發展優質教育的

教學任務。 
(2) 積極參與教學研究會，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 
(3) 重視平時教學視導，有效支援教師的教學

需求。 
(4) 引進教學輔導教師制度，協助新進教師專

業成長。  
3. 課程領導：包括 

(1) 決定學校課程目標及擬訂學校課程發展
計畫。 

(2) 積極參與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領導教師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3) 辦理課程相關研習活動及推動各項課程
行動研究。 

（4）有效管理教學方案，促進學校學習氣氛，
塑造課程發展文化。 

整
合
領
導 

組織為求生存需隨時因應實際
需求而暫時結盟或分離。領導者更需
整合「相依」和「分立」二種背道而
馳的力量，以建設性的方式整合兩種
衝突力量，使組織成員既能彼此相
依，而又能維持個別的獨立自主性。
領導者亦能綜合多種領導風格，因地
制宜，採取不同的策略，讓組織成員
能公平的享有組織的資源。 

1.為維持行政系統和教學系統間的相依性及分
立性，並能加以整合，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有
賴學校組織的領導者發揮此種整合領導的效能。
2.將教師會、家長會與學校行政單位整合為一有
機體，成為協助學校教育發展的助力，有賴領導
者發揮整合領導的功能。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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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是學校領導者，對學校教育的領導，須產生自然而然使學校教育人員心

甘情願、義無反顧的為教育志業打拼的領導魅力，使學校教育朝向正確方向發

展。尤其是身為學校首長的校長，首先要能夠以身作則，不畏橫逆，堅持理想，

清廉持正，公正無私，其本身的品質和行為表現足以作為全校師生效法的表率，

這是領導者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條件。隨時謹記並遵行「其身正，不令而行；其身

不正，雖令不從」的先哲教訓，做一個品格高超、言行端莊、操守廉潔，令人欽

敬景仰的「優質、卓越」領導者。 

校長是校務主持者，為了學校的發展，應真心誠意的「禮賢下士」、「用人唯

才」，這是智慧的表現；願意為學生「卑躬屈節」，誠懇善待認真負責的好老師，

是謙遜的涵養；對於全力配合教學，服膺合理政策的行政人員，給予欣賞慰勉，

是圓融的藝術；對不講理或強詞奪理者，能夠「理直氣和」的伸張正義，維護公

理，是勇者的美德；校長能夠善用「尊重」這個潤滑劑，一定可以鼓舞工作人員，

發揮集體智慧的效果。最後要善用領導方式：校長最重要的是「知人善任」和「以

禮待人」，進行道德領導與權變領導，靈活善用倡導與關懷，以「情商」、「請託」

甚至「請求」的謙虛誠懇態度，讓做事的人感覺自己受到重視，而樂於聽命，以

致由認同領導者的價值體系，內化成為專業自主的行動力，再匯聚成為學校發展

的總體能量，這樣的轉化過程，能為學校行政汲取源源不絕的源頭活水，創造「無

為而無不為」的最高領導境界，有如龍珠帶領龍頭與龍身，出神入化的舞出曼妙

龍陣一般，真正有效的領導學校教育朝向符合教育原理的正確方向發展，造福學

生（陳寶山，2004）。 

張明輝（2003）認為：中小學校長如能具有策略管理能力、執行力、注意力、

創造力、默默領導力、教育行銷能力、科技運用能力暨創新管理能力等，成為一

位校長的關鍵能力，將是成功學校經營的必要條件。而培養領導卓越校長具備上

述領導卓越的能力，則可透過職務歷練、專業成長、充分授權及反省事件等途徑。

因此，設法培育及遴選具有卓越能力的中小學校長，將是辦好學校教育提升國家

競爭力的最有效策略。 

吳素菁（2004）研究發現，校長積極倡導組織創新，以展現學校組織創新的

成效。但是學校組織創新經費不足，推動學校組織創新較為不易，因此建議學校

運用整合性的策略，來抉擇學校組織創新的問題。江照男（2002）研究知識管理

在國民小學運用之現況，發現學校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關係密切，具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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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相關，顯示學校知識管理的推動，有助於提昇學校效能。 

四、校長的全方位領導 

鄭燕祥（2005）研究發現，儘管學校的內在效能、外界效能和未來效能及相

關的校長領導（內在領導、外界領導和未來領導），基於不同範式，有各自的強

項和關注點，但他們有助於我們建構成一個全面的學校效能和校長領導的框架。

我們可以相信，如果一所學校的校長領導，能保證內部運作改進、滿足外界需要、

適應未來發展，他們就完成了全面的學校效能保證，有著全方位的領導（total 

leadership），包括了內在領導（intemal leadership）、外界領導（interface 

leadership）和未來領導（future leadership）。如表 2-5。 

表 2-5 三種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保證的範式 

 第一次浪潮的範式 第二次浪潮的範式 第三次浪潮的範式 
學校效能
的概念 

內在效能： 
完成預定目標 

外界效能： 
學校持份者對教育服務
感到滿意，教育對公眾
負責。 

未來效能： 
滿足個人、社區和社會適
應未來的需要。 

校長領導
的主要功
能 

追求內在效能： 
改善內部教學環境和
過程以確保完成預定
目標。 

追求外界效能： 
確保教育服務滿足學校
持份者的要求，對公眾
負責。 

追求未來效能： 
確保教育目標、內容、實
踐和成果能適應全球化、
資訊技術化和知識經濟的
挑戰。 

校長領導
的模式及
角色 

內在模式： 
․目標模式（目標達 

  成者） 
․過程模式（過程工 

  程師） 
․無失誤模式（監督 

  者） 

外部模式： 
․資源投入模式（資源 

  開發者） 
․滿意模式（社交領袖）
․認受性模式（環境領 

  袖） 
․組織學習模式（組織 

  發展者） 

三重化模式： 
․全球化領導 
․本土化模式 
․個別化領導 
․策略領導 
․變革領導 

校長效能
的主要問
題 

․校長在帶領學習及
教學活動，以傳授 
知識及技能有多好
的安排？ 

․校長透過辦學、教學
及學習的改進，能
確保有多好的知識
傳授？ 

․在指定期間內，校長
幫助教師的教學可
作出多好的改進？ 

․校長如何確保學生
在公開考試可達至
多高的指定水平？ 

․校長如何使教、學及
管理的過程與成果滿
足學校持份者的需要
和期望？ 

․校長如何保證教育服
務對公眾和學校持份
者負責？ 
 

․校長使學習、教學及辦
學有多好的三重化？ 

․校長幫助學生透過資訊
科技環境、網路、優質
教學，而學習的機會有
多大增長？ 

․校長對學生的自我學習
有多好的協助，而變成
終身學習？ 

․校長對學生的多元智慧
及三重化的自學能力
發展有多大助力。 

資料來源：鄭燕祥（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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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校長辦學績效與學校效能 

壹、校長辦學績效 

學校績效責任的倡導，是建立有效能、高品質學校的不二法門，其目標在於

確保學生學習的成功。責任承擔人員，應該包括教育行政人員、學校人員及家長，

整個內涵應該包括學校的背景、輸入、過程和結果因素，只有這些因素的相互配

合，才能有助於學生的學習（吳清山，2000）。 

一、校長辦學績效的定義 

    校長辦學績效，是指校長處理學校事務的表現和目標的具體成效。校長領導

學校主要是以學校組織目標為重，並且有能力將學校有效引導與經營，使學校在

其經營下，達成學校目標，走向一個有效能的學校（羅英豪，1999）。 

    績效（performance），是引用自企業管理界，指追求的目標和達成的結果之

間的關係。其涵義包含兩方面：（一）效能（effectiveness）與效率（efficiency）

的評鑑。（二）定期的工作報告。 

績效責任本身乃是學校相關人員（學校政策制定人員、學校行政人員、教師

和家長）負起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學校績效責任制的要素有五（吳清山，2000）： 

（一）學校目標的明確性。 

（二）課程內容的價值性。 

（三）學生學習的成就。 

（四）教師的專業發展。 

（五）學校經營的適應力。 

而校長是一校之長，負責學校行政領導與經營之權責，學校之成敗常繫於校

長之行政績效與辦學理念之適切與否（吳清基，1999）。校長領導方式與學校的

辦學成效，確實有著相當大的關係（朱元祥，2001），校長領導應具關鍵性，使

確實發揮學校績效責任的功能（吳清山，2000）。 

校長的領導，對學校組織中的成員影響甚大，有了好的、開明的領導，學校

的改革就有了良好的基礎。校長必須激勵學校中的成員，不論是主任、組長、教

職員工，都能為組織的進步貢獻上自己的心力；將學校的進步與願景，清楚的描

繪給成員知道，並鼓勵成員將組織的成長看成是自己成長的一部份，使成員有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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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榮譽心，也有能力與意願將學校變得更好的共識，使每一位教師都是學校

進步的動力來源（朱元祥，2001）。 

    翁桓盛（2002）綜合國內外專家學者對辦學績效的內涵，認為有五： 

1、行政管理：釐清目標、改善環境、校園文化培養、教育革新、解決衝突。 

2、教學領導：教學輔導、教學領導、學生成就表現、教育研究。 

3、訓輔工作：價值觀建立、學生自治會、學生自律、激勵學生、輔導師生。 

4、公共關係：親師合作、社區總體營造、親職教育。 

5、專業責任：辦學使命感、教師專業發展、善盡專業職責、校務達成、專業

知能與敬業精神、教育革新。 

二、校長辦學績效指標 

    學校行政之運作，受到「精緻教育」（betterness education）理念的影響，

愈來愈強調卓越品質的追求（吳清基，1999）。林文律（1999）則認為校長應具

備的理念、知識和能力很多，如： 

（一）校長須發展自己的教育理念、教育哲學觀及價值觀。校長應須有基本的看

法，能進行成熟的價值判斷。一個人的哲學引導著他的思維與行動，也引導

著他做各種行政決定，因此校長必須具備一套有完整體系、方向正確、圓熟

的教育哲學觀。 

（二）校長須具備各科教學理論與普遍的教學知識。校長必須有基本的教學能

力，也要有專攻的教學學科知識。在至少一科至二科，具備卓越的教學能力。 

（三）校長須具備行政能力（計畫、執行、管理、考核）、領導能力與洞察力，

對整個學校的情況、老師各方面的情形，均能作獨立判斷。 

（四）校長要能真誠待人，要有溝通、協調的能力，與營造良好人際關係的能力。 

（五）校長要有有效管理時間的能力。 

（六）校長要有調整情緒的能力。 

（七）校長要有教育方面以及教育以外的豐富知識（具有各方面的興趣，多閱讀

課外書籍），在與教師、家長及其他人士交談時，才能得到認同。 

（八）校長要有把知識轉化為能力，再將能力轉化為行動的能力。 



 34

林文律（1999）透過其服務學校學校行政在職碩士班現職校長與主任的協

助，列舉了三十三項校長應具備的能力，如： 

（一）建立學校願景的能力。 

（二）領導全校同仁共赴目標的能力。 

（三）透過教職員發展活動，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的能力。 

（四）生涯規畫與終身學習的能力。 

（五）領導能力：含知人、識人、用人的能力，及有效激勵行政人員的工作效率

與老師教學熱忱的能力。 

（六）統觀全局的能力。 

（七）洞察入微的能力（具備高度敏銳的觀察力）。 

（八）通權達變的能力。 

（九）進行心智管理，運用高層思考的能力。 

（十）營造一個富有思考文化的學校環境的能力。 

（十一）能發揮影響力，建立一個良質的學校文化的能力。 

（十二）教學能力（在專門學科具有素養，具備實際參與教學的專業能力）。 

（十三）教學領導能力（包括教學視導能力及評鑑教學的能力）。能營造一個良

好的教學與學習環境，設計各種可行、有效且統整性的教學及學習方

案，能有效的推動，並且有評鑑教學的能力。 

（十四）行政能力：綜理校務的能力（包括計畫、組織、執行及考核的能力）。 

（十五）行政指導能力。 

1、熟悉學校整體及每部分校務運作，能對行政團隊提供適切、有效的

指導。 

2、能組織有效的行政團隊，具備有效統合各處室分工合作的能力。 

（十六）有效執行上級政策的能力。 

（十七）熟悉各種法令規章。 

（十八）蒐集、分析、組織資訊的能力。 

（十九）推動校務改革的能力。 

（二十）公共闗係的能力（具備與社區民眾、民意代表、上級機關有效互動的能

力）。 

（二十一）人際溝通的能力。 

（二十二）解決紛爭的能力。 

（二十三）主持會議的能力。 

（二十四）有效運用時間的能力。 

（二十五）財務管理的能力（管理學校財政、編製、監督、及有效執行預算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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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二十六）評鑑的能力。 

（二十七）處理危機的能力。 

（二十八）校園規劃與學校建築的能力（對工程與建築有基本的認識）。 

（二十九）做前瞻性決定的能力及做有效決定的能力。 

（三  十）解決問題的能力及具有隨時提供好點子的能力（能針對學校大小事，

包括學校教職員個人生活上的一些事項，提供好的解決辦法）。 

（三十一）研究能力（具有發現教育問題、組織研究小組、進行行動研究，以謀

求改進教育實務問題的能力）。 

（三十二）挫折容忍力。 

（三十三）分析、批判與反省的能力。 

    我國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成立之初，學者專家就一致認為，如果能

找到好的校長與優良的老師，學校的經營就成功一大半了。而在該委員會所提出

的「教育改革總諮詢報告書」，也特別強調學校領導者，是首席教師兼行政主管，

應重視教學領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任東屏，2001）。國內外教育專

家學者，如王鴻年（1976）、Duke（1992）、Hallinger 和 Murphy（1987）、Hughes

和 Ubben（1989），皆主張校長的領導行為，深深影響學校的辦學品質。也就是

說，要辦好一所學校教育，固然需要優秀的師資，健全的組織，充實的建築設備

與經費費等條件配合；但其最大的關鍵，卻在於校長的領導品質。因此，學校領

導者應有的角色因應，分別為（一）教改理念的宣揚者。（二）教改工作的參與

者。（三）教改成效的評鑑者。（四）學校權力的分享者。（五）成員潛能的激發

者。（六）課程教學的領導者。（七）環境變遷的洞察者。（八）學校發展的規劃

者。」（楊振昇，2000）。 

    美國最重要的教育智庫福翰基金會（Thomas B. Fordham Foundation）於

1998 年發表「國家仍在危機中」（A Nation Still At Risk）的教育宣言

（manifesto），對當前的教育發展提出針砭與改革意見。參與聯署的學者專家建

議政府，採行兩大密切並行的改革策略，一為標準、評量和績效責任，一為多元、

競爭和選擇（pluralism, competition and choice）。美國布希總統就任後，提

出了「不讓任何孩子落後」（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籃圖，重點之

一便是加強學生成就的績效責任。雖然教育上的績效責任並不是新的理念，但美

國近十年來推動標準為主軸的教育改革，強調績效責任是自然的趨勢，各州不但

以學生成就做為評比的基礎，並據以要求學區、學校或學生負起責任。聯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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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遺餘力經由立法的手段帶頭倡導，以協助所有學生達到高的學業標準，早日

完成預定的國家教育目標（劉慶仁，2001）。 

    學校校長的行政工作主要的目標，係在經營教育相關事務的品質，自然也是

一項「道德性的技能」（Sergiovanni，1995），必須同時兼顧「心智」、「頭腦」

與「行動」－三 H（Heart, Head, Hand）。其中「頭腦」的部分，係指每一位校

長長期發展下來的實務、理論與反省；「行動」則指教育性的措施、決策、領導

與管理行為。「頭腦」與「行動」建構執行前述學校管理與教學領導的知能，而

「心智」的部分，係指校長個人的信念、價值、夢想以及對於教育的承諾，亦即

所謂的「教育理念」（高熏芳，1998）。學校教育行政工作誠如 Zaleznik（1989）

所言，是領導者（leader）帶動被領導者（follower）共同投入的一種「道德性、

智慧性及情感性的教育承諾」。因此，「教育理念」的具備，突顯教育工作的「專

業化」，是與其他管理工作最大的差異（高熏芳，1998）。 

三、卓越的辦學績效 

凡事必須做對（do the right thing），也必須「做好」（do the things right）。

基本上，專業（profession）係以學術理論作基礎，而專業人員也都受過長期的

專業訓練。教育作為一種專業，自然也相當程度的表現這些特徵。「卓越」一詞

相當於英文的 excellence，意指好的品質或優異的表現。因此所謂「卓越的教

育」，也就是「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的意思。換言之，追求卓越的

教育，就是要從學校著手，提升教育的品質，達到較高的水平。優質學校必須兼

含優質輸入、優質過程及優質產出，如圖 2-3 優質學校的特色所示（吳明清，

2005）： 

 

 

 

 

 

有效行政 

校本課程 

精緻教學 

創意活動 

多元學習 

優質校園 

現代設施 

溫馨文化 

專業教師 

基本學力 

優良品德 

健全人格 

公民素養 

圖 2-3 優質學校的特色 



 37

學校校長的領導知能與風格，深深影響著學校的運作；故學校領導者有必要

擁有辦學和領導能力，以達成教育目標。校長是學校行政與教學的領航者，攸關

廣大莘莘學子未來的學習成就，因而校長肩負著極大的責任和使命。校長角色已

被重新期望與規範，校長需由行政管理者的角色轉化成教育領導者的角色，並加

強以下各項工作（林新發、林上渝，2004）： 

（一）建立學校願景、擬定校務中、長程計畫，營造良好的教學環境和校園氣氛。 

（二）籌劃召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推動學校本位課程，執行教育政策。 

（三）協助教師專業成長，鼓勵教師進修、教學研究創新，舉辦教學觀摩會，並

實施教學視導及評鑑制度。 

（四）定期召開行政會報，有效協調各處室；倡導學習型組織，鼓勵教職員工專

業成長。 

（五）幫助學生發展性向、興趣及專長，提供學生適性之學習環境。 

（六）強化親職教育，熱心參與社區活動；並成為學校師生、家長、社區公共關

係的促進者。 

優質學校具有多面性和整體性的特色，既需要硬體設施，也需要軟體設計；

既需要經費挹注，也需要人力支援；既需要專業的知能，也需要教育熱忱。因此

未來的教育改革，必須從這幾方面投入，才能打造優質的學校。其中最重要的關

鍵，端賴校長領導卓越的辦學績效，學校效能自必會顯著提昇。 

貳、學校效能 

    自 1996 年 Coleman 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發表之後，就喚起了許多的

學者開始對學校效能的重視，而且也發現有效能的學校，更能達成預期的學校目

標。在號稱科技的時代裡，教育不應再是盲目的「只問耕耘，不問收穫」，而是

應該「既問耕耘，又問收穫」才是，要能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或合理的產出，

亦即要追求學校的效能。 

ㄧ、學校效能的定義 

    對學校效能的看法，雖然每一位學者均各有其主張的重點，但在分析歸納和

參酌現代學校經營的實務之後，研究者認為學校效能應該是：校長、教師有良好

的專業知能，有前瞻性的校務發展規劃、充足的學校設備、有效率的績效管理、

適切的課程安排、靈活的教學方法、良好的師生關係、和諧的人際關係、注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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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效果、並能與家長和社區建立共識，且以達成教育目標為依歸，實現教育

理想。 

二、學校效能的特質 

    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是複雜多樣的，國內外學者對有效能學校的研究結果也

同樣顯示著多層面多樣貌。因研究方向與觀點的不同，所得到的結論亦有所不

同。然一所有效能的學校，一定有其共同表現成效的特點。關於學校效能的特質，

林顯正（2005）認為，不外反應在學校行政管理運作、教師教學專業品質、學生

成就行為表現和社區家長認同支持等幾個面向。在學校行政管理運作方面，呈現

出積極的領導、明確的目標、較高的期望、良好的服務等；在教師教學專業品質

方面，顯現出教師認真投入、相互支持與具有團隊精神；在學生成就行為表現方

面，則是反映出主動學習、參與投入、各學科的成就及情意方面的表現；在社區

家長認同支持方面，則表現在家長及社區民眾的認同、支持、參與、滿意與協助

等。 

  羅英豪（1999）也有以下的見解： 

（一）在行政領導方面有：1、校長領導得法。2、教育目標明確。3、有效達成

教育目標。4、卓越的教學領導。5、學習環境安排。6、和諧的校園氣氛。 

（二）教師教學方面有：1、教師素質提高。2、教師參與決定。3、教師工作滿

足。4、同僚合作關係融洽。5、教師教學認真得法。6、教師對學生期望

高。7、師生關係良好。8、教職員研究進修。9、教師專業發展。 

（三）學生學習方面有：1、重視學生行為表現。2、維持學生紀律。3、最大學

習機會。4、賦予學生責任與自治。5、學生學業表現。6、系統評鑑學生

成就。 

（四）課程教學方面有：1、重視基本科目。2、重視基本技能獲得。3、適當的

教學安排。4、較長教學時數。5、指導學生閱讀。 

（五）家長與社區方面有：1、家長參與學校活動。2、家長支持學校。3、社區

支持學校。 

三、校長辦學績效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羅英豪（1999）指出，校長是學校團隊的領導者，如果要能推動學校效能，

實現各項工作績效，就應該協助團體發展交互作用的動力，也就是一種團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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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使得學校目標與教職員同仁個別的需要，都能獲得充分的實現，才能形

成領導團隊，並能使校長辦學績效得以呈顯，學校效能能夠提昇。由前述校長辦

學績效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對學校效能的影響、和校長增進學校效能的方法來

看，可知一所有效能的學校，從其所應該具備的特質中，可以看出學校在各個方

面表現都很優良績效卓著。然而其中校長的領導和學校的效能，卻有著至為密切

的關係，從校長辦學績效表現的五大項目「行政管理」、「教學領導」、「訓輔工作」、

「公共關係」、「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具備的特質，有很多雷同且相符的地方，

可以見得校長的辦學績效，就是學校效能的表現。只不過，校長辦學績效比較著

重於校長對學校整體方面的領導以及個人方面的表現。而學校效能則著重於校內

校長、各處室、教師、學生的各方面表現，以及校外家長和社區的互動等方面。

不過校長為學校的關鍵靈魂人物，在增進學校效能方面，有其積極的影響力，誠

為一矢中鵠之言。 

鄭燕祥（2005）倡導新的教育範式轉變，從「場所為限」的傳統範式

（traditional site-bounded paradigm）轉向教育的全球化、本土化和個人化，

這就是所謂教育的「三重化範式」（Triplization Paradigm of Education）。這

對於重建教育過程，形成新的課程和教學方法，創造終身學習環境，以及發展學

生的情境性多元智慧（Contextualized Multiple lntelligence）（包括技術智

慧、政治智慧、社會智慧、經濟智慧、文化智慧、學習智慧）是必要的。 

鄭燕祥（2005）進而指出，校長作為主要的教育領導者，在教育三重化過程

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校長要能會學習三重化自己，做為一個三重化而多元

智慧的變革領袖，轉變學校成為三重化學校，並幫助教師及學生成為三重化而多

元智慧的學習者。同時，校長領導教師，把學校課程及教學法轉變為三重化及世

界級的，以配合新千禧的挑戰及需要。希望校長在領導及辦學作出的努力，得以

夢想成真，實現三重化一多元智慧的教育： 

（一）所有學生成為三重化多元智慧學生，可以完全享受終身自學及自我實現，

並成為具情境多元智慧的現代化世界公民。 

（二）所有教師成為三重化多元智慧教師，與學生分享三重化教學及學習的喜

悅，並追求終身學習及專業發展。 

（三）所有學校成為三重化多元智慧學校，所有校長及教師全心為學習、教學及

辦學的三重化作出貢獻，並為本地以至世界各地學生的終身學習及發展，

創造無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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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與領導卓越校長表揚 

壹、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一、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意義 

    校長是一校之長，負責學校經營與行政領導的權責，學校的成敗常繫於校長

之行政績效與辦學理念之理性實踐。從教育本質的概念分析，學校是為學生而設

立，教育活動之存在，乃是在提供學生最有利於學習成長的優質環境。重視學生

學習優先的辦學理念，教育工作人員要能重視學生的學習權利，讓每位學生都能

在良好的學習環境下，作最有利的成長學習。因此，學校行政的運作，受到「精

緻教育」（betterness education）理念的影響，愈來愈強調卓越品質的追求（吳

清基，1999）。 

    「校長辦學績效」是指校長在綜理學校校務時，在教育領導、課程領導、教

學領導、學生學習、行政領導、公共闗係等六個向度上的績效表現（林新發、林

上渝，2004）。因此校長的領導特質應包括能力、知識、親和力、教育理念、品

德等。甄選校長時，在領導行為方面，應重視倡導、績效、溝通、關懷同仁、以

身作則等（林邦傑、施妙旻，1997）。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是對校長的整體表現，透過長期的視導、資料的蒐集和現

場訪視，並對其結果作價值判斷和決定的歷程。在多元化的社會裏，每個人都有

其獨特的個性和專業能力，就國民中學校長的職務而言，其是否適合這個位置？

和他的特質及專業能力有密切的關係，所以必須透過評鑑制度，尋找出最恰當的

人選在最適當的位子，使人和職務能夠相得益彰。國民中學校長經任用之後，仍

需在適當時機予以評鑑，以協助其不斷改進，提升行政領導能力（張德銳，1998；

江文雄，1999；林文生，1999；謝文全，1999）。 

二、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內涵 

（一）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目的 

「目的引導方向和實踐」，是故在探討有關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任何問題之

前，都必須對於校長評鑑的目的予以深究（朱淑雅，1999）。一般談到校長評鑑

的目的，通常將其分為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兩大類（江文雄，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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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成性目的（formative purpose）：校長評鑑可以發現校長行政領導表現的

優劣得失及其原因，以及時協助校長改進，以提高校長辦學績效。並且可以

就校長行政領導表現的弱點，提供校長適當的在職進修課程和計畫，促進其

專業發展。 

2、總結性目的（summative purpose）：校長評鑑可以判斷校長表現水準的優劣

程度，以便作為遴選校長、續聘校長、晋升校長、評選優秀校長，以及處理

不適任校長的依據，藉以促進學校人事的新陳代謝。 

目前國內教育相關人員，對於校長評鑑主要目的的認知，根據一項以台北縣

教育局教育行政人員、以及國民小學校長、主任、組長、教師、家長為母群體的

抽樣調查研究發現，上述人員認為校長評鑑最重要的三個目的，依次為「提供校

長作為改進校務的依據」、「提供校長作為專業成長的參考」、「檢核校長辦學績效」

（吳財順，1999）。由此可見，在實務上，教育相關人員對於形成性的評鑑目的

（前兩項），以及總結性的評鑑目的（第三項）的重要性，皆給予相當程度的肯

定（朱淑雅，1999）。 

（二）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項目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指標，必須符合重要性、有效性、精確性、比較性、可行

性、簡明性等六項規準，簡述如下（孫志麟，1993；黃政傑、李隆盛等，1998）：  

1、重要性－校長辦學績效指標是要呈現校長工作表現的特點，具有反映教育現

象的重要性，所以校長辦學績效指標的內容，必須要能反映教育表現的重要

面向。 

2、有效性－良好的校長辦學績效指標，必須能夠有效的評量出校長工作的表現

績效，因此必需要具有效度。 

3、精確性－即指標的一致性、可靠性，也就是指同一項指標經過重複測量仍能

獲得類似的結果，校長辦學績效指標必須具有統計上的信度與效度，才算是

良好指標。 

4、比較性－良好的校長辦學績效指標必須是明確、可計量、及標準化的，以便

進行機構間或制度間的比較。 

5、可行性－發展校長辦學績效指標必須考慮評量者和受評校長的時間耗費、經

費支出、技術能力、人員參與等方面是否能夠配合。 

6、簡明性－校長辦學績效指標編輯、敘寫的方式必須要簡單明瞭，才能為廣大

的社會大眾所瞭解和接受，才能達到適切又正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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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羅英豪（1999）的研究結果，建構成「國中校長辦學績效評鑑指標」為

「行政管理績效」、「教學領導績效」、「訓輔工作績效」、「公共關係績效」、「專業

成長績效」等五大項： 

 

 

 

 

 

 
 

圖 2-4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項目 

1、行政管理績效 

（1）能落實校務發展計畫，達成教育目標 

（2）能有效調配學校工作，提高行政效率。 

（3）能暢通學校溝通管道。 

（4）能提升教師的工作滿意度。 

（5）能有效處理學校例行公事。 

（6）能有效進行並運用各種評鑑，改進學校缺失。 

（7）能有效化解人員衝突。 

（8）能有效分工並分層負責，達成工作目標。 

（9）能建立學校人事任用、獎懲制度。 

2、教學領導績效 

（1）能要求教師教學正常化。 

   （2）能引導教師改進教材教法，提高教學素質。 

（3）能要求教師提高學生的學習期望。 

（4）能有效參與指導教學研究會及教學觀摩會。 

（5）能要求學校為學生安排較長的學習時間。 

（6）能重視基本學科的水準。 

（7）能要求教師有效的指導學生閱讀。 

（8）能要求學生基本技能的獲得。 

（9）能有系統的評鑑學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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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辦學績效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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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訓導工作績效 

（1）能維護學校的紀律。 

（2）能提高學生上學的出席率。 

（3）能適當處置偶發事件。 

（4）能實施並運用各種心理測驗。 

（5）能提具體措施，以落實各項輔導專案成效。 

（6）能成功輔導學生的個案。 

（7）能有效輔導認輔學生。 

（8）能有效減少偏差行為學生比例。 

（9）能有效減少中輟學生比例。 

4、公共關係績效 

（1）能營造師生良好的關係。 

（2）能以身作則，做為師生的表率。 

（3）能經常參與師生各項活動。 

（4）能獲得師生信任支持。 

（5）能有效與上級溝通。 

（6）能主動積極參與社區工作和活動。 

（7）能吸引家長和社會人士參與學校活動。 

（8）能讓家長和社區人士支持學校。 

（9）能有效應用社區資源。 

5、專業成長績效 

（1）能早出晚歸，發揮敬業的服務精神。 

（2）能積極進修，增進自我專業知能。 

（3）能具有正確的教育理念。 

（4）能指導教師從事課程發展。 

（5）能倡導教師從事進修。 

（6）能遵守並要求教師的專業道德。 

（7）能提出學校未來發展藍圖和願景。 

    王心怡（2001）歸納分析出學校願景、教育政策與行政管理、教學領導、教

師專業自主、人際關係、專業發展六個向度為研究評鑑校長辦學績效的規準。 

    我國教育部在民國六十年公布「公立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以來，雖歷經

修訂，明文規定公立學校校長年終考核的項目、計分方式、考核程序與考核結果



 44

的處理等，但是實施以來，問題頗多，成效有限。顏秉嶼等人（1992）認為，該

辦法所規定的考核事項過於籠統，由於缺乏具體的考核項目，以致執行時易生偏

差。羅清水（1995）指出，考核人員素質不一，人力不足，權責不明，以致常形

成書面表報的考核。陳淑滿（1981）則認為，由於考核不公，以致於終年在外交

際、巴結上級的校長總是吃香，考績年年甲等；而埋頭苦幹，默默做事的校長，

反而吃不開。 

根據教育部臺（82）參字第四一九○○號令修正發布的「公立學校校長成績

考核辦法」第四條所規定的成績考核事項如下（引自張德銳，1998）： 

1、忠於國家執行教育政策及法令之績效占百分之二十； 

2、辦理行政事務之效果占百分之二十； 

3、領導教職員改進教學之能力占百分之二十； 

4、言行操守及對人處事之態度占百分之二十； 

5、專業精神之表現占百分之十； 

6、其他個案應列入考慮之項目占百分之十。 

依據教育部之規定，以及參酌專家學者對校長角色的看法，將校長評鑑規準

劃分為「政策執行」、「教學領導」、「行政管理」、「言行操守與人際關係」、「專業

素養」等五個領域。每個評鑑領域含有數個較為具體的評鑑項目如下： 

1、政策執行 

（1）對現行教育政策及法令，能充分瞭解與掌握。 

（2）依據上級教育政策及學校環境特色，掌握辦學方向，制定可達成的學校

教育目標。 

（3）根據學校教育目標，訂定計畫，徹底執行有關教育活動。 

2、教學領導 

（1）積極協助教師選編教材，並建立一套適合學習能力與興趣的教學方案。 

（2）鼓勵教師進行教學研究，以改進教材教法。 

（3）積極視導和評鑑教師教學，確保教學品質。 

（4）妥善規劃並執行教師在職進修活動，有效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5）給予學生適切的學習期望，並提供學生學習成功的機會。 

3、行政管理 

（1）建立合理的學校人事任用、職務分配及獎懲制度。 

（2）有效整合各處室工作，確保校務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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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妥善規劃校園環境，充分發揮學校建築與設備的功能。 

（4）有效管理與運用學校經費與財務。 

（5）致力學校行政革新，以提昇學校行政效率。 

（6）及時有效處理學校突發事件與校園危機。 

4、言行操守與人際關係 

（1）品德高尚、潔身自愛，能為師生表率。 

（2）器度恢宏、謙虛為懷，能廣納眾意。 

（3）與學生維持良性互動，贏得學生敬愛。 

（4）與教職員工及教師會維持良性互動，贏得教職員工敬重。 

（5）與家長及家長會維持良性互動，贏得家長的信賴與支持。 

（6）積極參與社區活動，並充分運用社區資源。 

5、專業素養 

（1）全心全力投入校務，展現服務奉獻的專業精神。 

（2）積極參與專業成長活動，致力提昇專業知能。 

    從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分析中，可知學校領導者應有的角色因應，分別為：1、

教改理念的宣揚者。2、教改工作的參與者。3、教改成效的評鑑者。4、學校權

力的分享者。5、成員潛能的激發者。6、課程教學的領導者。7、環境變遷的洞

察者。8、學校發展的規劃者（楊振昇，2000）。校長本身要帶風氣之先，追求專

業發展，以為榜樣。除了要自我的提昇專業知能之外，也能為學校帶來理念的釋

放、價值的引導、氣氛的營造、品質的提昇、以及同仁間和諧多元互動機會的開

創等多重功能（任東屏，2001）。教育行政機關表揚特殊優良教師，惟其名額顯

然不足；如能針對校長給予必要的肯定與支持，以激勵其士氣，進而提升其辦學

成效，應是可行的策略（張明輝，1999）。 

貳、國外領導卓越校長的表揚 

國外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以英國中小學校長的評鑑方式為例，他們是透過：

1、觀察（observation）；2、面談（interview）；3、問卷調查 （invited a large 

sample of teacher to respond to a questionnaire）。在為期兩年的評鑑期

間，需完成下列各項程序：即自我評鑑（self appraisal），舉行評鑑前會議

（initial meeting），進行觀察評鑑（observation），蒐集相關資訊 （collect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進行評鑑面談及討論（appraisa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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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評鑑文件、紀錄 （summary documentation），追蹤輔導、支持（follow up 

and support），及支持和檢討 （support and review）。參與評鑑人員包含督

學（inspectors）、校董會委員（school governors）、受評學校校長自評 （self 

appraisal）、校長同僚（fellow headteachers）、及部屬（subordinates）。

其 評鑑內容為包含以下的規準（張明輝，1992）。 

一、行政管理（含學校發展計畫《school development plans》、學校預算控制

《schools-budgetary control》、經費和管理系統《financial and gement 

system》。 

二、教學領導（含課程政策《curricular policies》、學校教學活動情形《school 

activities and routines》、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的情形《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process》）。 

三、人際關係（含與同事及家長的關係《the relationship with staff and 

parents》、和學生家庭、校外機構和其他學校的連繫情形《links with 

home,outside bodies and other schools》）。 

四、專業條件品德操守（virtue）。 

澳大利亞在 1996、1997 年的有關研究結果中發現，國民小學校長更必須具

備及扮演好以下六種關鍵性角色，即人際關係、領導能力、管理知能、掌握學校

變革、教學成果、及學校績效責任（楊進成，1999）。 

    澳大利亞昆士蘭州教育廳就認為校長具相當的「專業性」，特別建構一套標

準模式（standard framework）。標準模式訂定校長在學校中扮演的六種角色（也

代表六種關鍵能力）：即教育領導、經營管理、教學成果、變革與調整、負責任、

及人際合作關係，這六種關鍵能力，也成為校長專業發展和校長遴選的依據（任

東屏，2001）。 

肯定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目的和功能，更成為表揚領導卓越校長的依據。

美國小學校長表揚計畫始於 1984 年，每年均定期表揚能提供優質教育予學生的

小學校長。此一表揚計畫，係由聯邦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和全美小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NAESP）所共同主辦。獲得傑出校長的認可，代表對校長表現的獎勵；同時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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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其個人協助學生發展熱忱。依據聯邦教育部和全美小學校長協會所共同訂定的

遴選標準，各傑出校長候選人，必須提出傑出貢獻之具體證明：如對實踐卓越教

育之目標有清楚的承諾、重視所有學生的學業及社會需求的教育計畫、和家長及

社區有密切的聯繫（NAESP，1999a）；並須符合全美小學校長協會總會所制定的

遴選規範，包括：校長同儕推薦，證明能追求卓越教育目標，能獲得學生、家長

和社區的支持，對學生、教職員能有高標準的成就表現及期待，及至少擔任五年

的校長職務（NAESP，1999b），並由教育部長 Riley 親自與會頒發獎狀給予榮獲

傑出校長獎的校長，以表揚領導卓越校長的辦學績效與貢獻。 

美國全國小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1986）就中小學校長基本能力（proficiencies）進行長期的研究，

並將中小學校長的能力歸納七十四種能力，分別屬於下列十大面向（引自高熏

芳，1998）： 

一、 領導行為：良好的人際關係，鼓勵員工提昇工作熱忱。 

二、 溝通技巧：有效地表達及說服能力。 

三、 團體歷程：善用衝突解決方法及團體動力技能。 

四、 課程：控管課程實施的流程，以確保學習品質。 

五、 教學：熟習教學與學習原理，並時常評鑑教學成效。 

六、 績效：對於學生、員工、或自己設定較高的工作表現期望。 

七、 評鑑：應用多元評鑑技巧進行學生學習成效、教師教學或員工表現的了解。 

八、組織：應用時間管理原則，有效策劃工作日程。 

九、預算：了解預算程序，編列並有效使用預算資源。 

十、政治：了解中央、省市及地方的政治環境，並能結合社區資源。 

從美國傑出小學校長表揚計畫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可以歸納出下列各項特色

（張明輝，1999）： 

一、教育行政機關的重視 

表揚大會選擇在首都華盛頓哥倫比亞特區舉行，並由教育部長親自頒獎予獲

獎人員。 

二、 專業組織的參與 

此項活動係由聯邦教育部和美國小學校長協會共同主辦，而美國小學校長協

會是由全國小學校長所組成的專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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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間企業的贊助 

此項活動的經費，有一部分係由民間人壽保險公司所贊助，使活動能有充  

足經費支援。 

四、 表揚活動的持續性 

每一年度均定期辦理傑出校長之遴選及表揚，對實際從事學校教育工作的人

員，具有激勵士氣的作用。 

由此可看出：美國傑出小學校長表揚計畫，具體肯定校長一職對學校教育的

貢獻，透過同儕互選的初選方式產生候選人，予以公開表揚，對學校校長士氣的

激勵，有其特殊的意義（張明輝，1999）。如同 Riley 於頒獎典禮致詞時指出：「有

效能的校長，能開創有助於教與學的環境；他們的領導、眼光和默默耕耘的付出，

提供了高品質的教育。我十分榮幸能有機會親自頒獎給他們」（NAESP，1999a）。

全美小學校長協會主席 Sava 則指出：「這 61 位男女校長是教育界的超級明星，

他們以卓越的領導，促使每位學生都成為贏家」（NAESP，1999b）。 

    我國為鼓勵中小學校長積極提昇辦學績效，發揮岀各校的特色，自九十三年

度（2004 年度）訂定「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以現任公私立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幼稚園園長為獎勵對象，評選出領導卓越校長接受公開

獎勵表揚。希望藉此評選，能創造出ㄧ股新的校園文化。詳如下一節「我國領

導卓越校長獎的評選與表揚」，作專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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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校長領導卓越獎的評選與表揚 

壹、校長領導卓越獎的設置 

有鑑於教師教學績效對學生學習成就有直接影響，為期教師本於教改精神積

極提昇教學品質，教育部自九十二年度（2003 年度）起規劃設置教師教學卓越

獎，並訂定「教育部教學卓越評選及獎勵要點」，以獎勵致力教材教法及教具之

研究、改進或創新、發明，把握班級經營及輔導學生適性發展，並針對教育政策，

研擬教學方案及計畫，表現卓越的教學團隊。本獎項的設置，直接實質獎勵了教

師卓越教學的表現，獲得很好的正面回響。於是於次年度，研訂獎勵的對象，擴

至學校的領導者－領導卓越的校長。 

教育部繼獎勵教學卓越教師後，繼續為鼓勵中小學校長積極提昇辦學績效，

發揮岀各校的特色，自九十三年度（2004 年度）起，訂定頒佈「教育部校長領

導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以現任公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幼稚園園長

為獎勵對象，希望藉此評選，創造出ㄧ股新的校園文化，評選出領導卓越校長，

接受公開獎勵表揚。 

民國九十三年（2004 年），教育部在教師節前，頒發首屆的校長領導卓越獎。

除由部長親自頒給講座外，二十位得獎校長，每人頒贈獎金二十萬元。對於獲獎

者的尊崇，超越了以往的師鐸獎，校長領導卓越獎召集人鄭崇趁（2004a）稱之

為我國教育界的「奧斯卡金像獎」。並認為「校長領導卓越獎」的設置，最直接

的教育內涵，即代表教育行政當局對於校長領導的重視，界定領導卓越的內涵，

樹立卓越領導的典範，創發校務經營的策略，導引校長培育的方向，暨擴展優質

校長的影響力，全面提升校長領導能力的水準。國家的教育大業，可能因為此一

獎項的設置，逐次改善體質，進而將要發光發亮（鄭崇趁，2004b）。 

貳、校長領導卓越獎的評選 

依據「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評選及獎勵要點」，及「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

複選審查實施計畫」，評選時，應由初選及複選機關組成評選委員會，辦理兩階

段評選。評選委員會委員包括辦理機關代表、教師代表、學校行政主管代表、家

長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等。依據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

點規定，每年評選中小學領導卓越校長二十名，除了表彰校長們對於教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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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更激勵其他校長能以這些優質校長為標竿，起而效尤、共同努力，以型塑

國內學校教育的優質文化，使我們的教育能夠邁向卓越的理想境界。 

從前述該獎「評選及獎勵要點」暨「複選審查實施計畫」，可以歸結出榮獲

領導卓越校長獎校長的辦學績效，可以從下列的指標來進行評選。 

一、教育理念的實踐 

    可參酌校本課程的領導、有無帶動教學革新、學生表現是否平均水準以上、

教師及學生表現足供他校觀摩、是否協助教師持續專業及課程創新和精緻化發

展……等自由發揮，能列舉校長到任後明顯改變或改變具持續性、提升品質之領

導成果。 

二、校園氣氛的營造 

    可參酌學校內外人士對校務運作滿意程度，校內人員與家長關係是否融洽、

學生是否快樂學習、行政單位人員交互支援情形……等方向自由發揮。 

三、學校特色的發展 

    可參酌學校發展特色是否具教育價值成為創新價值、學校教師是否均有參

與、對學校及社區是否產生影響、對社會文化是否產生潛在影響……等方向自由

發揮。 

領導卓越校長，鄭崇趁（2004b）指出其共同特質為： 

一、和諧的校園文化， 能以「人和」為基礎，經營優質的校園組織文化。 

二、積極的活力行政，「積極任事」的態度，勇於承擔，活力四射。 

三、創意的發展措施，能夠推出創意點子，以有效率的策略帶領學校跳脫困境或

超越瓶頸，向上提升。 

四、整合的校務運作，能夠將教育的各項重要政策，教育局的施政重點，學校師

生的主要需求，以及校長自身的辦學理念，整合成具體而單一的「校務計

畫」，領導主要幹部，帶動全校師生逐一實踐。 

五、永續的辦學績效，能夠呈現「永續發展」的校務經營成果，有效結合本土化

（鄉土教材）及國際化（英語教學及活動）。 

六、得獎的校長，能將「教育理念」、「經營策略」「校園氣氛」、「辦學績效」、「發

展特色」等要項，結構系統地呈現。 

叁、校長領導卓越獎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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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自九十三年度（2004 年度）訂定評選辦法，實施

頒獎表揚領導卓越校長以來，每年頒給二十名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校長獲獎，就

是肯定校長為教育的努力與貢獻，並為追求教育卓越樹立標竿。 

榮獲「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的校長，教育部長杜正勝（2004）指出，他

們都具有共同的特徵：在學校經營過程中，均能針對各自學校的特殊背景，與外

部環境條件，在充分掌握時代趨勢的前提下，提出清晰與前瞻的經營理念，進一

步採行有效的經營策略，結合學校的有限資源，予以推動執行，而獲致優良的辦

學成效。並希望藉此評選，窗造出一股新的校園文化。 

截至九十五年度（2006 年度）止，歷年獲獎的各組學校校長，計有幼稚園組

2 人，國民小學組 32 人，國民中學組 16 人，高級中學（含職校）組 10 人，總

計 60 人。研究者取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連續三年資料，彙整製成「教育部校長

領導卓越獎歷年各組獲獎校長彙整表」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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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歷年各組獲獎校長彙整表 

年
度 

幼稚園組 國民小學組 國民中學組 高中高職組 

 
93 

臺北市仁愛
國小附幼王
皋玲 
新竹市立幼
稚園邱玲玲 
 
 
 
 
2 人 

高雄市永清國小林福建
桃園縣文化國小范姜春枝

臺北縣深坑國小林建棕
南投縣名間國小吳明雄
臺北市東門國小溫明正
新竹縣芎林國小吳和蘭
臺北縣新店國小林蕙涓
臺南市億載國小吳文賢
高雄市左營國小黃銘松
彰化縣靜修國小許東發
10人 

臺北縣三重高中（國中
部）江書良 
臺北市蘭雅國中曾正吉
臺北縣板橋國中薛春光
花蓮縣秀林國中張振河 
 
 
 
 
 
4人 

宜蘭縣羅東高中
吳清鏞 
彰化縣秀水高工
梁光雄 
臺中市宜寧高中
葉麗君 
高雄縣中山商工
陳國清 
 
 
4 人 

 
94 

 
不再設組 

 
高雄縣福誠國小呂瑞芬
高雄市光武國小李明堂
臺北市永安國小許銘欽
臺南市進學國小柯景春
臺北市文化國小黃三吉
臺北縣鷺江國小 柯 份
臺中市永春國小陳聰銘
花蓮縣西寶國小黃慶茂
臺北縣新泰國小張信務
雲林縣雲林國小張政一
苗栗縣僑成國小楊德遠
臺南縣南科國小呂昌道
12人 

 
宜蘭縣壯圍國中張弘儀 
新竹市培英國中張文忠 
臺北縣三和國中徐美鈴 
臺中市東山國中王沛清 
嘉義市民生國中郭義騰 
 
 
 
 
 
 
 
5人 

 
臺中市臺中高農
郭孚宏 
臺北市大直高中
余霖 
宜蘭縣宜蘭高商
楊瑞明 
 
 
 
 
 
 
3人 

 
95 

 
不再設組 

 
苗栗縣信德國小陳招池 
臺中市黎明國小沈月清 
高雄縣蔡文國小陳春蓮 
臺北縣北新國小潘慶輝 
嘉義市大同國小林淑美 
臺北市興雅國小宋豐雄 
臺北縣樹林國小葉振翼 
臺東縣康樂國小李正義 
臺北市天母國小張輝雄 
臺北縣建安國小陳木城 
10人 

 
臺北縣碧華國中楊逸源 
臺北市內湖國中趙雅鈴 
澎湖縣馬公國中許喬松 
金門縣烈嶼國中吳啟騰 
桃園縣桃園國中徐傑添 
高雄市福山國中黃權松 
臺中縣四箴國中洪玉水 
 
 
 
7人 

 
臺中市臺中女中
楊寶琴 
臺北縣錦和高中
吳鳴雪 
屏東縣佳冬高農
蕭金榮 

 
 
 
 

3人 

資料來源：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若再進一步分析歷年各縣市各組獲獎校長人數，研究者製成「教育部校長領

導卓越獎歷年各縣市各組獲獎校長人數彙整表」如表 2-7，初步發現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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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縣市各組獲獎校長人數前三名，依次是：第一名臺北縣（12名），第一名

臺北市（9名），第三名臺中市（6名）。全是都會區的學校校長。 

二、其餘各縣市各組獲獎校長的人數，分別是：高雄市（4 名）、高雄縣（3 名）、

宜蘭縣（3 名）、桃園縣（2名）、苗栗縣（2名）、彰化縣（2名）、嘉義市（2

名）、臺南市（2名）、花蓮縣（2名）、以及新竹縣、臺中縣、南投縣、雲林

縣、臺南縣、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金門縣各有一名。 

三、各縣市各組尚未有獲獎校長的三個縣市，是：基隆市、嘉義縣，以及離島的

連江縣。 

其間是否存有城鄉差距，或資源分配不均等實際教育問題，雖非本研究範

疇，唯仍值得進一步家加以探究。 

表 2-7 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歷年各縣市各組獲獎校長人數彙整表 

  幼園 國民小學組 國民中學組 高中高職組  

序 縣市 93 93 94 95 93 94 95 93 94 95 小計

1 基隆市           0 

2 臺北市 1 1 2 2 1  1  1  9 

3 臺北縣  2 2 3 2 1 1   1 12 

4 桃園縣  1     1    2 

5 新竹市 1     1     2 

6 新竹縣  1         1 

7 苗栗縣   1 1       2 

8 臺中市   1 1  1  1 1 1 6 

9 臺中縣       1    1 

10 南投縣  1         1 

11 彰化縣  1       1  2 

12 雲林縣   1        1 

13 嘉義市    1  1     2 

14 嘉義縣           0 

15 臺南市  1 1        2 

16 臺南縣   1        1 

17 高雄市  2 1    1    4 

18 高雄縣   1 1     1  3 

19 屏東縣          1 1 

20 宜蘭縣      1  1 1  3 

21 花蓮縣   1  1      2 

22 臺東縣    1       1 

23 澎湖縣       1    1 

24 金門縣       1    1 

25 連江縣           0 

 合計 2 10 12 10 4 5 7 4 3 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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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定獲頒校長領導卓越獎的校長，由教育部公開表揚，頒給獎座乙座及獎

金新臺幣二十萬元，提供獲獎校長從事辦學考察或研究發展補助金。同時，獲獎

校長應將其成果，透過「考察研究」與「分區觀摩」，與各縣市中小學校長，分

享校務經營經驗，考察研究與心得報告，更應主動提供辦理單位，建置於網站，

提供分享與傳承。 

期待經由舉辦「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的評選與獎勵，能激發出更多傑出

的學校領航者，發揮教育熱誠，提昇專業領導，用心辦學，以提昇學校經營績效，

帶動國家整體教育進步，更為社會、國家、全人類培育出更多、更為傑出的新世

紀現代化世界公民的人才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