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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旨在闡述本研究的基本理念與架構，其內容分為五個方面，進一

步說明：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名

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新型領導觀念的起飛 

二十一世紀為知識經濟的時代，社會隨著科技的日新月異，數位革命

已席捲全球，全世界各行各業都面臨了轉型再造的衝擊。D. Tapscott 在《數

位經濟時代》（The Digital Economy）一書描繪了未來的發展趨勢：未來的

領導必須透過數位化的科技，所有的團隊成員可以透過網路分享彼此的概

念與經驗，形成集體思考與行動。未來的領導要會運用新科技，要能從網

路上尋找答案，開拓自己與組織的新視野與新挑戰（卓秀娟、陳佳伶，

1997）。學校領導者在決策或處理問題時，應充分蒐集各種資料與資訊，

透過資訊管理與知識管理，經由智能與智慧分享，而能從事有知識、有智

能與有智慧的領導作為。建構學校各項數位化與電子化資料庫，建立教師

知識分享機制，有效推動知識管理，加速組織知識、智能與智慧的革新與

分享（林志成，2004）。科技領導新典範的出現，更顯示出校內的科技領

導與管理的重要，提昇學校的科技專業能力，以因應資訊社會的來臨，並

為學生面對資訊科技時代做好準備，是學校不可忽視的責任。做為國家資

訊發展基礎、培養全民資訊素養及應用資訊能力第一線的學校領導者，是

否已經具備新數位科技的領導能力，以創造美好的教育遠景，提昇未來國

家競爭力。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貳、世界各國爭相推動科技發展 

我國《科技白皮書》中敘述：由於全球經貿更趨自由化、生態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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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要求日益嚴格和資訊化社會加速來臨，科技是競爭力之關鍵因素，科

技知識是決策之基礎，政府應重視基礎研究及智慧財產權，與國際合作並 

積極推動科技發展（行政院，1997）。我國在第五次全國科技會議的結論

引起政府的重視，近年以來，我國的科技人才有顯著的成長。1995 年我國

學士以上之研究人員共有 45,317 人，比 1985 年的 19,612 人大幅成長 2.3

倍。為支援前瞻性科技研究，以求加速創新突破，近年來已陸續完成各項

開放型國家實驗室，諸如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毫微米元件實驗室、高速電

腦中心、地震工程中心，以及全國各地區的貴重儀器使用中心等，均具有

國際第一流的設備，可支援卓越的研究人才進行創新性的基礎研究。到

2010 年止為一階段，在科技研究方面：五年後，擁有世界著名的研究人員

及研究機構，在若干重要領域中作出世界級的貢獻，成為亞太地區的「研

究重鎮」之一，十年後，成為「亞太高科技製造中心」，使台灣逐漸發展

成為「科技島」。而在科技與人文兼籌並顧之下，跨越廿一世紀，邁入「科

技化國家」。 

美國雷根總統在 1986 年國情咨文中提出「促進科學技術發展是提高

美國競爭力的關鍵」，柯林頓總統上任後，也極力爭取增加科學研究基金，

明確地將加強科技實力作為保證美國在廿一世紀持續保有競爭優勢的重

要手段。1995 年英國政府推動「前瞻技術計畫」，結合產、官、學共同研

討提昇未來競爭力所需的科技發展重點，由政府及業界共同提撥研發經

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提出的許多刺激產業競爭力報告，均認為政

府部門鼓勵產業研發與創新是產業政策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日本在 1995

年 11 月通過「科學技術基本法」，並於 1996 年擬訂科學技術基本計畫，1996

年日本國會通過 5 年增為 1,500 億美元之經費即為補助基礎研究而設。德

國科技部為保持該國在基礎研究上的優勢，自 1990 年以來持續維持以每

年 5%預算成長支持進行基礎研究。韓國近十餘年來，由於政府強力之推

動及其國內大型企業之配合，科技經費大幅增加，民間企業研發投資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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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發經費比例超過 80%。1995 年其全國研發經費佔 GDP 估計可達

2.61%，是全球最高比例的國家之一，韓國科學技術處並規劃邁向 2000 年

之技術發展長程計畫，以實現 2000 年時為世界前十名之技術先進國家，

並選定特定技術以達到最先進國家水準。新加坡地小人亦少，其發展高科

技的策略是以優厚之租稅減免及政府補貼或投資，估計要花費 20 至 30 億

美元購買 IC 設備。除此之外，新加坡亦積極推動生物技術產業，並於 1991

年二月宣佈將致力於建立資訊化社會，期於 2000 年時將新加坡建設成「智

慧島」。香港於 1980-2000 年，每年積極致力科技發展，1990 年時美商莫

托羅拉正式宣布將在香港興建積體電路設計中心，並以「矽港」稱之。馬

來西亞近幾年更是積極。馬國原來已經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IC 封裝地區，

世界知名大廠幾乎都在馬國設有封裝工廠，馬國去年更提出 2020 年達到

已開發國家的目標，並由總理親自推動多媒體超級走廊（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首府吉隆坡附近發展成為多媒體中心，並聘請世界著名資

訊公司總裁為顧問，微軟公司已宣佈將其東南亞總部設於此（行政院，

1998）。1993 年美國政府提出「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計畫（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後，備受各國重視，各國均相繼訂定其 NII

的計畫。我國政府也於 1995 年研訂 NII 的推動計畫，以加強國家競爭力。

為因應如此劇烈變革，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行政組織是否能相對調整協

助，以發揮資訊科技在學校教育應用的最大效果。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叁、未來數位科技能力藍海策略的出現 

2004 年 5 月 26 日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五屆第五會期，「我國教

育政策之現況與未來發展」報告內文中也特別提到：應加強偏遠地區資訊

教育，縮短城鄉數位落差；整合數位學習資源，發展優質數位學習內容；

利用數位學習改善教學品質，提昇大專校院國際競爭力；加強網路不當資

訊防制，提昇台灣學術網路服務品質；推動教育行政 e 化，提昇決策支援

品質等資訊網路科技能力。教育部為推動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培

育符合時代需求之國民（教育部，2004）。另外也著手規劃「中小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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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總藍圖」，以勾勒出未來資訊教育的願景。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的

對象為全國的高中、高職、國中和國小。以老師為推動的起始點，希望藉

由老師帶動學生、學生影響家長，進而提昇全民運用資訊科技的能力與素

養。為達成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基本目標，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習慣與態

度，應規劃校園擁有完善的資訊科技環境，提昇教師應用資訊科技的素

養，發展充足與便於使用的數位化教材（教育部，2001）。 

    在教學科技的發展方面，由於電腦網路及多媒體科技的日趨成熟，教

學與學習之型態也隨之改變，多媒體教材、利用網路學習社群進行

e-learning、網路教學成為主流。學校教師應能適當地運用各種教學策略、

教學科技、方法與媒體，才能確保教學品質的提升與教育目標的達成。為

落實此等政策，教育部訂定下列指標做為施行之依據：一、師師用電腦，

處處上網路。二、教師(含新任及在職)均能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學

活動時間達 20%。三、教材全面上網，各學習領域均擁有豐富且具特色之

教學資源(含素材庫、教材庫等)。四、學生均具備正確資訊學習態度、瞭

解並尊重資訊倫理。五、建立 600 所(20%)種子學校，發展資訊教學特色。

六、全面建構學校無障礙網路學習環境，縮短數位落差。七、各縣市教育

行政工作均達資訊化、自動化、透明化。基於上述目標，各級教育行政機

關是否能充份掌握實施，簡化教育行政管理工作，提昇教育行政效率，縮

短數位落差，進而提昇學校資訊教育的水準，讓行政人員成為教師推動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最佳夥伴（教育部，2001）。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肆、用科技支持學生學習，以面對資訊科技時代做好準備 

根據史丹佛研究機構與教育發展公司(The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所進行的研究，研究人員發現科技

是一個有效工具，能支持教育改革(引自 MacNeil & Delafield, 1998)。此外，

學者亦指出，應用科技在教學上，對學生學習、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

能力、以及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具有正面的助益 (Ayersman, 1996; 

Berson, 1996; Fitzgerald & Koury, 1996; Funkhouser & Dennis, 1992;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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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McCoy, 1996; Norris, Jackson & Poirot, 1992; Weller, 1996; 引自張奕

華，2001)。「用科技支持學習」不僅是當下美國中小學校長所面臨到刻不

容緩的挑戰與議題，亦是美國教育部戮力於提昇每一位學童學習的重要政

策（張奕華，2003）。面對科技時代的來臨，校長須扮演變革的催化者，

引領學校成員追求新興科技的進步與革新（謝文斌，2004）。 

學校領導者從管理者、教學與課程領導者，演進到科技領導的新領

域。具備良好科技領導效能的學校，將能創新學校的新文化並有效經營學

校，以資訊科技增進教學和行政成效。學校領導者若能運用「系統思考」、

「共創願景」、「團隊學習」、「改善心智」、「自我超越」的歷程，並運用決

心、直覺、理想及熱情啟動學校行政營運的動力系統，社會大眾對學校教

育品質將更有信心，同時亦能全面提昇學校經營之品質與效能（陳木金，

2004）。西諺云：「有什麼校長，就有什麼學校」。校長是學校變革的重要

關鍵，迎接資訊時代，需要校長科技領導的努力，促進學習以提昇學校效

能。此為研究動機之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瞭解桃園縣公立國民中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 

二、 比較在不同背景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

效能上的差異性。 

三、 比較在不同環境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 

    效能上的差異性。 

四、 分析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五、 分析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對學校效能的預測力。 

六、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學校及未來研究學校行政人員科 

    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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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為何？ 

 （一）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之現況為何？ 

    （二）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學校效能之現況為何？ 

二、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效 

    能是否有差異？ 

    （一）不同性別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 

          效能是否有差異？ 

    （二）不同年齡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  

          效能是否有差異？ 

    （三）不同學歷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  

          效能是否有差異？ 

    （四）不同年資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  

          效能是否有差異？ 

    （五）不同職務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  

          效能是否有差異？ 

三、不同環境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是

否有差異？ 

    （一）不同學校規模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 

          學校效能是否有差異？ 

    （二）不同學校歷史變項下，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在科技領導與 

          學校效能是否有差異？ 

四、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間相關情形為何？ 

五、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對學校效能是否具有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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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重要名詞加以詮釋，茲分述如下： 

壹、國民中學校長（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 

    本研究所稱的「國民中學校長」，係指擔任國民教育國民中學階段學

校的校長，亦即是指七年級至九年及學校的校長，且經銓敘在案之現任公

立國民中學校長而言，不包括私立中學的校長。 

貳、科技領導（technology leadership） 

    科技領導乃指領導者身體力行的將科學研究的態度與方法，融入領導

行為當中，促使組織成員能夠運用過程技能，致力實現組織美好遠景，並

將科技整合到課程與教學實務，提昇教學或學習的成效，改善教學品質，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與任務，以提昇學校效能。 

叁、校長科技領導（principal technology leadership） 

    校長科技領導係指校長結合新興的科技和領導的技巧，發展學校科技

願景，支持成員的科技訓練，提供優質的軟硬體設施，營造有利科技應用

的文化與環境，做好科技評鑑，關注科技使用的倫理，注重人際溝通與科

技素養的養成，以促進教學和學校行政效能。本研究所指的科技領導其具

體內涵主要包括「願景、計畫與管理」、「成員發展與訓練」、「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等五個層面。計分方

法採用 Likert 五點量尺計分，所得分數愈高，則代表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科

技領導程度愈高，反之則愈低。 

肆、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 

    學校中的所有成員能建立共識，行政強調服務績效，教師提昇專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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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激勵學生成就表現，爭取社區家長支持，使各方面均有良好的展現，

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本研究所指的學校效能其內涵，係依行政、教師、

學生、家長與社區參與等四個面向，選取「行政領導」、「校園規劃設施」、

「教師教學」、「學生表現」、「家長社區支持」、「教師工作滿意」等六個指

標。計分方法採用 Likert 五點量尺計分，所得分數愈高，則表示該校的學

校效能愈高，反之則愈低。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藉由文獻探討與分析，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並進一步作為調查問卷的依

據，據以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學校行政人員之參考。茲就研究方法與研究步

驟分述如下。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進行，兼採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二種方法，茲說明如下： 

一、 文獻分析 

    首先，探討校長科技領導及學校效能的相關文獻與分析，藉由文獻探

討與分析，最後歸納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的定義與相關向度，作為本

研究的理論基礎。 

二、 問卷調查 

依據文獻探討所得理論基礎，作為擬定問卷內容架構的依據，並經問

卷填答者所給予的回饋，運用電腦統計軟體，以相關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解

釋，主要在了解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以及

兩者之間的關係，並據以提出具體建議。 

貳、 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分為準備階段、實施階段及完成階段： 



 9

一、 準備階段 

    先廣泛閱讀文獻，與指導教授研議、修正，再蒐集相關資料，進行文

獻探討與分析，暸解研究方向之可行性，並確定研究主題、界定研究範圍、

擬定研究計畫及進度，撰寫研究大綱。 

二、 實施階段 

（一）探討相關文獻 

廣泛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探討，確定研究內容，作為本研究理

論依據。 

（二）分析及整理相關文獻 

    將蒐集到的文獻資料，依研究所需分門別類歸納整理。 

（三）編製調查問卷及預試 

    依據張盈霏（2006）所編製的「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知識管理與

學校校關係之研究」調查問卷，修訂後進行施測。 

（四）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 

    確立研究樣本，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樣本，並將正式問卷寄至各校進

行調查。 

（五）進行資料整理與分析 

    回收問卷進行資料整理，使用 SPSS 14.0 for Windows 中文版統計套裝

軟體，進行輸入與統計分析。 

三、 完成階段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歸納研究發現，作成研究結論與建議，撰寫研究

報告完成初稿後，再度請指導教授指正疏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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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整理相關文獻 

編製調查問卷及預試 

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 

進行資料整理與分析 

撰寫研究論文 

執行階段 

完成階段 

探討相關文獻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圖 1-1 所示：  

 

          

……………………………………………………………………………… 

 

 

 

 

 

…………………………………………………………………………… 

 

 

 

 

 

 

圖 1-1 研究步驟 

     

依據以上研究步驟所得資料，將本研究論文分成五章加以說明，第一

章為緒論；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第三章為研究設計與實施；第四章為研究

結果與討論；第五章則為結論與建議。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包括研究地區、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詳述如下： 

一、 研究地區 

    本研究是以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為研究的地區範圍。 

二、 研究對象 

確定研究主題 準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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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以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含縣立高中附設國中部，不含籌備

中學校）編制內教師為研究對象。 

三、 研究內容 

本研究主要探討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的現況，探討不同

背景變項下校長科技領導之差異及與學校效能相關之情形。 

貳、研究限制 

因時間、經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取向等主客觀條件之因素，本

研究基本存在以下幾點限制： 

一、 研究地區限制 

本研究基於時間與經濟因素，僅以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為主，進行調

查。故研究結果僅限於桃園地區，無法推論至全國其他縣市。 

二、 研究對象限制 

    本研究之對象僅以桃園地區公立國民中學編製內教師為對象，職員、

學生、家長及社區民眾等相關學校參與者並未列入，是為本研究之限制。 

三、 研究工具限制 

    本研究係採量化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要蒐集資料的方法，雖能獲取

大量資料做統計分析，但恐因填答者因個人知覺、經驗等因素而產生填答

誤差，進而影響研究結果，是為本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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