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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探討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

之文獻，希望透過探討分析與歸納，對研究主題有更深入的了解，本章共

分為三節，首先探討校長科技領導的理論分析及相關研究，其次探討學校

效能理論分析及相關研究，最後分析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分述

如下： 

第一節 校長科技領導的理論分析與相關研究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分別就科技領導的定意、科技領導的重要性、科

技領導的內涵、科技領導的相關研究加以分析、歸納與敘述如下： 

壹、校長科技領導之定義 

    科技領導主要聚焦於結合科技和領導，充實科技方面的軟硬體設施和

人員的科技素養，塑造應用科技的有利環境和文化，以促使校長教師和其

他學校人員，能夠善用科技增進教學和行政的成效（葉連祺，2003）。 

    科技領導是校長們應用必要的領導技巧，為學校追求新穎與新興的教

育科技，換言之，「科技領導即是學校領導者應用必要的領導技巧，以幫

助機構應用科技在有益的方向上」（張奕華，2003）。 

    科技指的是科學技術，科技乃是人們利用材料、工具、知識、資源和

創意，以調適人和環境之間的關係。而領導是一種影響別人的藝術，能促

使別人發揮最大的潛能，以達成相關的任務、目標或計劃（李隆盛，2004）。

科技領導是指領導者具備科技素養、整合資源的能力，運用領導技巧，協

助教師與學校行政人員適切應用科技於教學實踐和行政作為上（徐潔如，

2005）。身為科技組織的領導者，必須因應科技快速變遷的環境，將正確

的科學態度與方法融入到實際領導行動之中（張盈霏，2006）。科技領導

係指領導者能夠善用領導技巧，使所屬成員能夠運用科技，致力於組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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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達成(吳清山、林天祐，2006)。 

綜合以上之觀點，可以歸納出科技領導乃是領導者利用科學技術、個

人長處和群眾魅力，將正確且新穎的科學態度融入領導的風格，以確保其

組織在瞬息萬變、資訊爆炸的時代，能處理源源不絕、五花八門的問題。

換言之，科技領導係指領導者結合新穎的科學技術和必要的領導技巧，充

實科技方面的軟硬體設施和人員的科技素養，塑造應用科技的有利環境和

文化，且影響其組員，使組織和世界接軌，不和潮流脫節，保持旺盛的競

爭力，能夠善用科技增進教學和行政的成效，致力於組織目標的達成。 

貳、校長科技領導的重要性 

電腦日益地方便和普及，將加速資訊的流通、取得、新增及淘汰。科

技白皮書指出：最大的變革是網際網路(Internet)的興起，五年前原本是物

理學家用來相互傳遞資料、討論實驗的網路，卻很快發展成為全世界都競

相使用的新工具。目前全球上網路人數已達 1.7 億人，2000 年時，上網路

人數可達 4 億人。天涯若比鄰，在全球資訊網的建構之下，已不再是夢想。 

隨著通訊與網路的進步，科技的影響力也越來越大，期處理資訊與促

進遠距溝通的能力備受各界之重視，希望用來提昇其快速的反應力與競爭

力（陳易昌，2006）。M. Porter 教授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書中指出，在全球競爭激烈的世界，傳統的天然資源

與資本不再是經濟優勢的主要因素，新知識的創造與運用更為重要。 

為迎接二十一世紀知識經濟社會的來臨，提昇國家競爭力與科技實

力，教育部於 2001 年著手規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以老師為起始

點，然後藉由老師帶動學生、學生影響家長，進而提昇全民運用資訊的能

力與學習素養。將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的學習情境，分由「網路與硬體

基礎建設」、「教材與軟體」、「學生、教師與學校」、「城鄉均衡發展與縮短

數位落差」、「社區與產業參與」以及「教育行政」等六個構面進行規劃，

以達到「師師用電腦，處處上網路」。在學生學習方面，網際網路社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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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鼓勵學生上網、學習資源分享及提供都有很大幫助，而且透過虛擬的學

習社區，可以促進教師與學生共同成長，達到知識分享、資源共享、資訊

交換、情感交流的目的（張基成、唐宣蔚，2002）。 

做為領導者，不只是監督羊群的牧羊犬，而是帶領多節車廂的火車

頭。面對資訊掌握的不足、電腦設備的老舊、及資源分配不均的城鄉差距，

領導者難免陷於慌恐忙亂，而科技領導正是掌握時勢脈動，了解最新資訊

的不二法門。 

    綜上所述，校長係學校奠定教育基礎及提昇與支持新興教育科技的領

導者，質言之，校長正扮演著學校變革的催化者(facilitators of change)，致

力於追求新興科技的進步與革新，以助於學生成就與學習。因此，在執行

新興教育科技上，校長們的變革與改革的角色是愈來愈重要了。所以，為

迎接資訊時代，極需校長的科技領導(Ross & Bailey, 1996)。校長乃是國民

中學的骨幹，而其領導者的角色更是重要。身處現今，科技資訊一日千里，

舊知識不斷地淘汰，新思潮不斷地出現，科技領導的重要性更是不容置

喙。領導者必須妥善運用科技知識，以求對新事物——不論是科學、人文、

世界趨勢、財經、教育、甚至哲學——都能瞭如指掌，將正確且新穎的科

學態度及觀念融入其領導，進而影響其下的行政人員與教師，使其擁有解

決多樣化問題的能力。 

叁、 校長科技領導相關理論 

校長科技領導相關理論包括教育變革、創新擴散、關切導向採用模

式、科技接受模式和組織學習（張奕華，2007），茲分述如下： 

一、教育變革 

    Valdez 在《科技領導：提昇正向的教育變革》(Technology Leadership: 

Enhancing Positive Educational Change) 一文中指出，知識和有效能的學校

領導者，在決定科技的使用是否能改善學生的學習上是極度重要的；同

時，校長的領導特質、對變革的回應以及有效能的使用科技等三項論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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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領導息息關聯。此外，Oblinger 和 Verville 認為，資訊科技能扮演變

革推動者 (change agent)的角色 在於它催化改變的速度和規模是非常劇烈

的（Valdez, 2004；引自張奕華，2007）。在先前的定義指出，科技領導是

以促進學校使用科技為目的，以達成教師使用資訊與通信科技為目標。職

是之故，基於Valdez的論述可以瞭解到，學校科技領導者除了使用必要的

領導技巧之外，尚須了解到變革的重要性。Louis 和 Miles 歸納出成功教

育變革的因素如下：（1）明確（clarity）知識：變革的知識必須清楚的被

成員了解，而非模糊的、混淆不清的；（2）相關（relevance）知識：變革

知識必須被成員視作有意義的，且與成員的日常生活和關切事務相互連

結，而非無關聯、不切實際的；（3）具體化的行動圖像（action images）：

變革知識必須舉例成明確的行動，清楚而具體，成員必須具有達到目標的

圖像；（4）做事的意願（will）：成員必須具有動機、有興趣與行動方向；

（5）技術（skill）能力：成員必須具備實際的行為能力，以完成展望行動

（action envisioned）。因此，學校領導人在推動科技領導時，需提供教職

員生明確的科技知識、科技整合需與教學產生關連、具有明確的科技計

畫，並提高成員的動機與提昇科技專業能力，方能讓科技領導付諸實踐。 

二、創新擴散 

Kearsley 和 Lynch 指出，領導與學校文化在本質上有所關連，成功的

領導者能清楚說明並影響文化的規範與價值。學校領導者的責任是確認科

技的使用能建立在學校的文化上，並能建構必要的科技設施。以上論述，

說明了學校領導者在經營使用科技文化的重要性，而校內使用科技的文

化，是奠基於創新（innovation）的信念。Anderson 和 Dexter 進一步提出，

雖然完善的基本設施是將科技導入學校文化當中所必要的前提，但有影響

力的領導者更是促進與維持學校文化所必須；換言之，有影響力的領導是

鼓勵教師有效使用科技所不可或缺 (Ertmer,2002；引自張奕華，2007)的

元素。承上所述，創新思維是學校內使用科技的根基，透過領導以形塑擴

散 (diffusion)的創新文化，是學校領導人應有的責任。所謂擴散係指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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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創新的事物，透過特定多種管道，逐漸地對社會系統中的成員加以傳達

的過程；擴散也是一種特別形式的溝通，並傳遞有關新思維的訊息。在此

傳遞的過程中，包括創新 (係指個人或單位所採納的新思維、新實務或新

目標)、溝通管道 (係指訊息傳遞的方法或工具)、時間 (係指決定的過程、

採納者類型、採納速度) 以及社會系統 (係指個人、非正式團體、組織或

次團體) 等四項元素 (Rogers,1995；引自張奕華，2007)。學校在計畫推行

使用新興科技 (亦即創新) 時，需藉由提供基礎建設(亦即工具) 的支援，

並設計成員發展政策 (亦即時間)，以達到成員 (亦即社會系統) 採用科技

的目的；換言之，實施科技領導的成功與否，和上述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 理論中的四項元素具有密切關係。 

三、關切導向採用模式 

「關切導向採用模式」 (Concerns-Based Adoption Model，以下簡稱

CBAM) 源自於 F. F. Full 在一九七 O 年代初期所發展的模式，CBAM 是一

種用以實施和評鑑教育創新的模型，特別是用來說明使用電腦支援學習的

效能議題。CBAM 係由三個向度所組成：(1) 關切階段 (Stages of Concern，

以下簡稱 SoC)；(2)採用程度 (Levels of Use，以下簡稱 LoU)；以及 (3) 創

新型態(Innovation Configuration，以下簡稱 IC) ，以上每一向度代表變革

過程的面向，其中 SoC 和 LoU 聚焦在執行者本身，而 IC 偏重在創新的本

質。根據 Hall, George 和 Rutherford 對於關切階段的分類，SoC 可以幫助

組織成員察覺自己對於創新的感受，如表 2-1 所示。 

表2-1 CBAM之關切階段及其對創新的關切方式 
關切階段 對創新表達關切的方式 
階段 6 調整焦距(refocusing) 提出運作更有效的新思維。 
階段 5 合作(collaboration) 如何將自己和別人的所為相關連起來？ 
階段 4 結果(consequence) 使用創新之後將如何影響學習者？如何把

創新變得更有效果？ 
階段 3 管理(management) 花大部分時間將資料做好準備。 
階段 2 個人(personal)  使用創新之後將如何影響自己？ 
階段 1 資訊(informational)  想知道創新的詳情。 
階段 0 察覺 (awareness) 不關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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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引自學校科技領導與管理；理論及實務（頁 34）。張奕華，2007，

台北市：高等教育。  
 

Hall, Loucks, Rutherford 和 Newlove 對於採用程度的面向分類，則可以

幫助組織成員確認自己採用創新的程度 (Newhouse, 2001；引自張奕華，

2007)，如表 2-2 所示。 

表2-2 CBAM之採用程度及其行為程度指標 

採用程度 行為程度指標 
程度 VI 重新開始(renewal) 使用者尋找更有效的方法，以確定創新

的使用。 
程度 V 整合(integration) 使用者盡力的協調其他人使用創新。 
程度IVB 細緻化(refinement) 使用者作改變，以增加成果。 
程度IVA 例行公事(routine) 使用者作少數（或沒有）改變，並已建

立使用的模式。 
程度 III 機械化使用(mechanical 

use) 
使用者作一些改變，系統化的使用創

新。 
程度 II 準備(preparation) 使用者有明確的計畫開始使用創新。 
程度 I 定向(orientation) 使用者主動瞭解創新的更多細節。 
程度 0 未使用(nonuse) 使用者對創新沒有興趣、未採取行動。

資料來源：引自學校科技領導與管理；理論及實務（頁 34）。張奕華，2007，

台北市：高等教育。 
 

Hord等人所發展出的整體關切導向採用模式，則如圖2-1所示(LeJeune, 

2001；引自張奕華，2007)。在圖2-1中，資源系統(resource system)係指變

革促進者(change facilitator)可以運用的資源，包括行政人員、課程專家、

教學資源中心、圖書館及政府及民間支助等各種人力、物力資源。變革促

進者係指校長，此外，其他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學者專家也

有可能為變革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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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關切導向採用模式 

資料來源：引自學校科技領導與管理；理論及實務（頁 36）。張奕華，2007，

台北市：高等教育 
 

無論任何人擔任這個角色，要成為有效能的變革推動者不但要善於統

合資源，而且在決定使用資源的類型、時機及方法必須要以教師的需求為

基礎。介入 (interventions) 係指變革推動者致力於影響教師 (受變革者) 

落實改革的行動或事件。有效能的變革推動者應瞭解各種大小作為的特

點，並把握任何機會，促進教師熟悉、採用變革措施。Louck指出，研究

證實適當的變革推動作為，可幫助受變革者落實革新措施。探究(probing) 

係指變革促進者應該要用非正式或系統的方式瞭解受變革者個人或團體

的需求及執行情形 (陳香君，2004；引自張奕華，2007)。上述的關切導向

採用模式，可提供學校領導人在推動科技領導時，作為測量教職員知覺創

新感受以及實際採用創新的程度，進而檢視科技領導實施上的實況與困

境。 

四、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TAM) 係說明使用

者如何接受並使用科技的資訊系統理論，Fred Davis 指出，當吾人提供一

個新軟體套件給使用者時，會有一些因素影響使用者「如何以及何時」（how 

資源系統 
創新使用者 

和非使用者 

介入

創新型態

採用階段

關切階段

探究

變革促進者 



 20

and when）使用該軟體套件的決定，其一因素是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以下簡稱 PU)，另一因素是知覺易用性(perceived ease-of-use，

以下簡稱EOU)。知覺有用性是指個人相信使用特定的系統能夠增加他(她)

的工作績效，亦即該系統用起來是有利且方便地(capable of being used 

advantageously)；而知覺易用性係指個人相信使用特定的系統應是免於費

力，亦即沒有困難度或是不需要費力 (freedom from difficulty or great effort) 

地使用該系統 (Davis, 1989; Wikipedia, 2006；引自張奕華，2007)。綜合F. D. 

Davis 和 V. Venkatesh等人的見解，科技接受模式的路徑模型如圖2-2所

示。由圖2-2可以知道，知覺易用性會影響到知覺有用性，兩者 (PU和EOU) 

皆會影響到使用者的行為意向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進而實際使用

該系統（actual system use）（Furneaux, 2006；引自張奕華，2007）。後續的

研究延伸F. D. Davis科技接受模式之初始理論，探討外在因素對於知覺易

用性和知覺有用性 (信念與態度) 的影響等。 

 

 

 

 

 

 

                        

圖2-2 科技接受模式路徑圖 

資料來源：引自學校科技領導與管理理論及實務（頁37）。張奕華，2007，

台北市：高等教育。 
 

因此，校內實施科技領導的同時，需以科技接受模式作為基礎，亦即

需要探討外在因素對於教師知覺易用性和知覺實用性的影響，以及對於教

師態度和信念的影響，例如，設備的建置、同儕的影響、政策的施行、校

長本身的態度及科技素養、學生的刺激與壓力、領導人以身作則等，都是

學校領導者應該考慮的因素。 

知覺有用性 

 

知覺易用性

使用行為

意向 
使用實際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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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是當組織面對科技、政治劇烈變化的環境時，需調整自身結

構，以適應環境的需求；同時，透過學習和經驗的分享，以改善並修正組

織的行為目標；並藉由工作團隊與建立願景的方式，使組織能以系統思考

觀照全局，在開放動態的變動社會中迎接變局（引自張奕華，1997）。組

織學習依其深化程度不同的循環程序，分為單環回饋學習（single-loop 

learning）和雙環回饋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所謂單環回饋學習是針

對組織既定目標的達成，而作認知上的調整；是組織在沒有質疑或改變系

統基礎價值情況之下，進行偵測及矯正錯誤活動；也是組織成員依事先預

設的運作指標，在環境中進行察覺及修正錯誤的能力；更是一種偵測並校

正有關既定的操作規範誤差的能力。所謂雙環回饋學習是針對組織目標和

規範，重新認識和調整；係指組織具有檢驗與改變的主導能力，採取行動

策略矯正組織錯誤；亦指在實務的運作情況之下，能對組織的運作規則採

取質疑的態度；更是一種對操作規範質疑而對情況採取雙重觀察的能力

（引自張奕華，1997）。 

基於以上論述，可以瞭解到科技領導即是面對資訊時代的來臨，學校

領導人為了適應教學與學習的需求，透過讓教職員學習科技，並藉由科技

團隊 (或是資訊推動小組) 的努力以及建立學校科技願景的方式，讓學校

在開放動態的社會中迎接教育的變革。誠如 Thomas 和 Knezek 所述，明日

學校領導者將面臨到新興科技賦予學校新樣貌的挑戰，因此，需要考慮科

技在學校再造（restructured schools）所扮演的角色，以達成學校再造的五

項變革如下：（1）學生學習經驗形式的變革；（2）教師角色與責任的變革；

（3）課程的變革；（4）組織領導與結構的變革；以及（5）管理與資金

（governance and funding）。因此，組織的學習和教育變革息息相關，而教

育變革是科技領導的基石；學校領導人應針對上述科技領導之相關理論加

以深思熟慮，並具體落實其應有的作為（引自張奕華，2007）。 

 



 22

肆、校長科技領導的內涵 

一、校長科技領導的層面 

對於科技領導，中外學者因其切入角度的不同，所規劃出的科技領導

層面也略有差異。對此核心議題，研究者將數個知名觀點列舉如下，最後

再將其歸納整理。 

Ray（1992）認為優質的教育科技領導包括三個層面： 

1.願景：建立共同的發展目標，並擬定發展策略。 

2.誠信：以誠實的心態與成員進行溝通，獲得成員的信賴與支持。 

3.知覺：對科技的發展與科技對教學的影響有敏銳的知覺，因地制宜隨時   

       修正，以確保科技願景的發展方向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需求。 

Aten（1996）認為科技領導分為四個層面： 

1.共同領導：領導者與成員共同合作一起決定、同時能夠依成員能力的不 

  同提供適宜的任務。 

2.額外補償：除了應負的學校責任之外，對於在運用科技方面表現優異的 

  成員應給予獎勵。 

3.科技整合：將科技整合進課程中、支持學校運作與教學使用科技、了解 

  未來的趨勢。 

4.人際關係技巧：學校能夠持續和其他群體聯繫，包括家長、社群組織和 

  支持學校科技發展團體。 

Bailey（1997）則以十個層面觀察行政人員的科技領導： 

1.變革；2.科技計畫；3.倫理；4.教學與學習；5.安全與保密；6.課程；7.

成員發展；8.設施；9.科技的支持；10.科技領導。 

ISTE(2004)的教育電腦與科技促進方案（Educational Computing and 

Technology Facilitation program）其中的校長科技領導標準分為八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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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運作和概念。 

2. 規劃設計學習的環境和經驗。 

3. 教學、學習和課程。 

4. 評量和評鑑。 

5. 生產力和專業實務。 

6. 社會、倫理、法律和人性議題。 

7. 科技環境的程序、政策、計畫、經費。 

8. 領導和遠景。 

張奕華（2004）將相關科技領導之文獻歸納五個層面： 

1.願景、計劃與管理 

    好的領導者需要有願景，科技領導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發展與清楚

說明科技如何產生變革的能力。清楚說明學校中科技使用的願景發展科技

計畫並且有效地利用資源與以推動。 

2.成員發展與訓練 

    成員發展的構念係由三種能力所組成，亦即描述和確定成員發展的資

源、計劃和設計成員發展的課業，以及基於不同的決策者（教師、行政人

員、資訊協調者或校長），制定不同的成員發展計劃。 

3.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當教師和職員有問題或需要協助時，科技領導者需要提供技術的支

持，讓他們能得到幫助，是科技整合成功得關鍵之一。所以確保相同的機

會取得科技資源，以及確保適當的科技使用設備，是校長科技領導技巧之

一。 

4.評鑑與研究 

校長能評鑑教師個人成長，建立科技標準，並引導教師專業發展計

劃。更重要的是，校長能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以引導學校中科技的使用。 

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人際關係技巧被視為比科技專門技術更為重要，應了解和確認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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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並公平與尊重對待所有學校人員，與其溝

通有關科技的議題。 

Anderson 和 Dexter（2005）在其研究中提出科技領導變項是八個層面

的總合： 

1.成員發展政策：支持成員學習科技，並利用科技進行創新、教學以及高 

  階思考，幫助學生的學習與科技需求。 

2.科技委員會：是校是否承諾運用科技的指標，並透過科技委員會整合成 

  員並推動政策。 

3.智慧財產權政策：指學校建立宣導智慧財產權，必做學校成員與學生使 

  用網與科技的引導。 

4.校長科技日：校長於一整年終至少選擇五天，專注於學校科技的領導、 

  規劃與推動。 

5.科技預算：要建立基本的預算給予科技使用，並以最有效的方式等合學 

  校的需求。 

6.輔助金：指學區及校外所提供做為學校科技相關的設施使用。 

7.學區對科技的支持：指校長爭取學區對學校發展科技的支持。 

8.校長使用電子郵件：校長定期使用電子郵件與行政人員、教師、學生與 

  家長等學校利害關係人進行溝通。 

    徐潔如（2005）的研究則歸納出校長必須具備的科技領導知能，分為

五大層面： 

1. 共擬遠景和計畫。 

2. 行政規劃、評鑑與教學領導。 

3. 專業發展與示範。 

4. 提昇工作效能。 

5. 支持管理與運作。 

    張盈霏（2006）綜合學者專家的觀點，歸納出衡量科技領導的五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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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願景、計畫與管理。 

2.人員發展與訓練。 

3.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4.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5.評鑑與研究。 

秦夢群、張奕華（2006）《校長科技領導層面與實施現況之研究》發

展出科技領導層面與實施現況之研究問卷，問卷的五項層面為： 

1.願景、計畫與管理。 

2.人員發展與訓練。 

3.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4.評鑑與研究。 

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綜上所述，科技領導的層面有：Ray（1992）認為優質的教育科技領

導包括三個層面、Aten（1996）認為科技領導分為四個層面、Bailey（1997）

則以十個層面觀察行政人員的科技領導、ISTE(2004)的教育電腦與科技促

進方案（Educational Computing and Technology Facilitation program）其中

的校長科技領導標準分為八個層面、張奕華（2004）將相關科技領導之文

獻歸納五個層面、徐潔如（2005）的研究則歸納出校長必須具備的科技領

導知能，分為五大層面、Anderson 和 Dexter（2005）在其研究中提出科技

領導變項是八個層面、張盈霏（2006）綜合學者專家的觀點，歸納出衡量

科技領導的五個層面、秦夢群、張奕華（2006）《校長科技領導層面與實

施現況之研究》中，將科技領導為分五項層面。不論是哪一種科技領導層

面都只是其全象的一部分。但對 1.願景的追求、2.成員的發展、3.科技的

使用、4.人際關係、5.評鑑與研究，各個學者皆有著墨。所以本研究的科

技領導層面分類以：1.願景、計畫與管理；2.人員發展與訓練；3.科技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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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設施支持；4.評鑑與研究；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等五大層面為主。 

二、校長科技領導的任務 

Kearsley 和 Lynch（1994）將科技領導是為革新的一環，大部分被用

於專門處理新的流程、政策、及情勢。他們將領導的文化觀點是為領導者

能清楚說明並創造一套組織成員所堅信，且願意付諸行事的願景。為了能

讓教育科技成功，校長必須做到： 

1. 深信革新是解決教育問題的最好方法。 

2. 願意以資源分配及再分配來支持革新。 

3. 有自信他們擁有需要維持革新的科技及技術。 

Moursund（1992） 在《科技協調者》的研究中，提出科技領導者的

十四項任務，包括： 

1.領導；2.財務；3.資源中心；4.資源夥伴；5.在職進修計劃；6.軟硬體獲

取；7.軟硬體發明；8.研究與評鑑；9.資源擴散；10.社區關係；11.用人政

策；12.資金籌募；13.改進教育；14.科技的能力。 

Bennett（1996）認為就科技而言，校長有定義和溝通使命、管理課程

和教學、訓練和評鑑教師、監控學生進步情形、增進有效教學氣氛、管理

科技等方面的責任。 

2001 年國際教育科技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TE )發展出校長的科技領導任務,以促使校長能夠在校內有效

率地整合科技其任務與指標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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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校長科技領導任務與指標 

科技任務  任務指標 
一、領導與願景  1.參加全區所有利害關係人制定共同願景的過程，以 

  明確定義使用科技的期望。 
2.發展一項具有合作性、科技饒富的學校改善計畫， 
  該計畫係以研究為根基並對應到地區的策略計畫。

3.提高教職員們在科技整合上有效得措施。 
二、學習與教導  1.幫助老師們使用科技去取得、分析和詮釋學生成績 

  數據，並使用該項結果去適當地設計、評估和修 
  正學生教學。 
2.為所有教育人員共同合作設計、執行、支援和參與 
  專業發展，並能有效地整合科技以改善學生學習。 

三、生產力與專業 
    實務 
 

1.使用現行的科技化管理系統，以存取和維護人員與

  學生的紀錄。 
2.使用多元的影音媒體及格式，包含通信設備和學校

  網站，以和其他同儕、專家與利害關係人進行溝 
  通、互動與合作。 

四、援助、管理與 
    操作 

1.提供全校人員專業發展，期能使用跨功能工作平台

  和共享工作心得與資源。 
2.無條件地分配校園資金與其他資源，以促進科技方

  案的執行。 
3.提倡適當的、及時的與高品質的科技支援服務。 

五、評量與評鑑 1.促進與示範科技使用，以取得、分析和詮釋校內數

  據，進而改善學生學習與生產力。 
2.對教師實施評鑑程序，以評估個人發展，並建立科

  技標準和引導專業發展計畫。 
3.在學習與教導過程中有效地使用科技，係為評量教

  育人員表現的標準。 
六、社會、法律與 
    道德議題 

1.確保與分配科技資源，以讓教師能更符合校內學習

  者的需求。 
2.對學區所有人員及學生，執行與安全、著作權以及

  科技使用有關的規則和程序。 
3.參與設備計畫的發展，以利支持和關注健康和環境

  安全的實務問題。 
資料來源：IST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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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連祺（2003）研究指出，科技領導提供了校長領導另一個思維。校

長應該扮演科技領導者的角色，使教師和學校行政人員能善用資訊科技，

以提昇教學和行政的成效。校長科技領導之任務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校長科技領導之任務 

 科技任務  任務指標 
一、 領導和願景 
 

係啟發學校人員進行全面科技整合的共享，並形

成實踐願景和文化。 

二、 學習和教導 
 

是確保課程設計、教學策略和學習環境，能整合

科技，以最大化學習和教導的成效。 

三、生產力和專業  
    實務 

指應用科技去促進學校人員的專業實務，增進自

己和他人的生產力。 

四、支持、管理和   
    運作 

在確保整合科技，以支持有益學習和行政的系

統。 

五、評量和評鑑 泛指使用科技去計畫和實行有效評量及評鑑的

全面系統。 

六、社會、法理和 
    倫理議題 

即了解有關科技的社會、法理和倫理議  題，

並形成決策責任的規範。 

資料來源：葉連祺（2003）。 

三、學校行政人員科技標準 

    面對全球資訊化的來臨以及新興科技發展的日新月異，電腦與網際網

路等科技已成為校園內重要的學習工具。而學校內使用資訊科技的目的是

為了改善教育；學校校長從管理者、教學與課程領導者，演進到科技領導

者的新角色。科技領導角色的出現，更顯示出校內的科技領導與管理，是

校長在領導上所不可忽視的責任；校長具備科技領導角色的目的，係在提

昇校長的科技專業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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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漸成為領導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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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研究： 

根據美國各州教育協會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簡稱ECS)

的調查，全美已有二十六州設立科技領導學院，並由州教育廳贊助課程方

案提供進修，以發展科技專業。其中有二十二州的領導學院同時提供給校

長和教育局長進修，四個州的領導學院僅提供校長進修(ECS, 2001)。上述

美國科技領導學院設立的主要目的，係在培養校長之專業發展及科技領導

能力，以期能更有效地在學校行政管理上運用科技知能與工具；事實上，

科技領導學院對於校長的教學領導實務工作，確能改善其整合科技資源與

善用科技之能力，並有助於使領導者更加瞭解科技在改善學生學習過程中

所能扮演的角色（張奕華、曾大千，2005）。 

    Anderson和Dexter (2005) 在其標題名為《學校科技領導：影響與衝擊》

的研究中提出，科技領導變項是以下八個指標的總合：（1）預算；（2）

學區支持科技；（3）補助金；（4）智慧財產權政策；（5）校長奉獻於

科技的時間；（6）校長使用電子郵件；（7）人員發展政策以及（8）科

技委員會。 

    國際教育科技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以下簡稱ISTE) 在2001 年公佈了學校行政人員科技標準（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以下簡稱TSSA）。TSSA 包含六項層

面的科技標準和三十一項的表現指標，此六項層面如下：（1）領導與願

景(leadership and vision)；（2）學習與教導(learning and teaching)；（3）生

產力與專業實務(productivit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4）支持、管理與

操作（support, managementand operations）；（5）評量與評鑑（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以及（6）社會、法律和道德議題(social,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ISTE, 2001a)。 

    學校行政人員科技標準與績效指標及校長科技領導任務與指標各項

表現指標內容如表2-5、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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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學校行政人員科技標準與績效指標 

科技標準  績效指標 
一、領導與願景 
 
 
 
 
 
 
 
 
 
 

1.促進與溝通所有利害關係人能共同發展科技  
  使用的願景。 
2.維持高度參與和凝聚的過程，發展、執行和監 
  控動態的、長期的和系統的科技計畫，以實現 
  願景。 
3.促進與培育負責任的冒險文化，提倡以科技促 

  進持續創新的策略。 
4.利用數據在領導上作決定。 
5.倡導研究導向、有效實務的科技使用。 
6.倡導州層級和聯邦層級的政策、計畫和資助機 
  會，以支持地區科技計畫的執行。 

二、學習與教導 
 
 
 
 
 
 
 
 
 
 

1.確定、使用、評鑑和提倡適當科技，以強化和 
 支持教學與標準化課程，產生高水平的學生成  
 就。 
2.促進與支持合作性、科技饒富的學習環境，以 
 助於學習上的革新。 
3.提供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環境，並運用科技以符 
 合學習者個別與多元化的需求。 
4.促進科技的使用來支持和強化教學方法，以發 
 展較高層次的思考、決定和解決問題技巧。 
5.提供並確保教職員利用優質的專業學習機會， 
 運用科技以改善教與學。 

三、生產力與專業 
    實務 
 
 
 
 
 
 
 
 

1.示範例行的、目的地、有效的使用科技。 
2.使用科技以作為同事、員工、家長、學生和社 

   區之間的溝通與合作。 
3.創造和參與學習社群，以激勵、培養和支持教 
  職員使用科技來改善生產力。 
4.使用科技資源，致力於持續的、工作相關的專  
  業學習。 
5.保持對新興科技的意識及其在教育上的潛在 
  用途。 
6.使用科技提昇組織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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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援助、管理與 
    操作 
 
 
 
 
 
 
 
 

1.發展、執行和監控政策及指導原則，以確保科 
  技的相容性。 
2.執行與使用科技導向的管理和操作系統。 
3.分配財政和人力資源，以確保科技計畫完整並 
  持續的執行。 
4.整合策略性計畫、科技計畫以及其他改善計畫 
  和策略，以確保人員能遵循相同的程序與擁有  
  相同的期待，並善用所獲得的資源。 
5.執行應有的程序去驅動科技系統的持續改善， 
  以支持科技的淘汰循環。 

五、評量與評鑑 
 
 
 
 
 
 
 
 

1.使用多元方式來評估與評鑑科技資源的適切使 
  用，以利於學習、溝通和生產力。 
2.使用科技收集和分析資料、解釋結果和溝通發 

   現，以改進教學實務和學生學習。 
3.評估職員在科技使用上的知識、技術和表現， 
  並根據結果來促進優質的專業發展與人事決  
  策。 
4.使用科技來評估、評鑑與管理行政和操作系 
  統。 

六、社會、法律與 
    道德議題 
 
 
 
 
 
 
 

1.確保取得科技資源的公平性，以強化學習者和 
  教育者的能力。 
2.確認、溝通、示範與力促社會、法律和道德的 
  實務，以促進使用科技應負的責任。 
3.促進與加強有關科技使用的隱私、保密和網上 
  安全等議題。 
4.促進與加強科技使用環境的安全和健康實務。 
5.參與政策的發展，以明確的執行著作權法，並 
  明定地區資源的智慧財產所有權。 

資料來源：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01a). 

 
 
 
 
 
 
 
 
 

表 2-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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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校長科技領導任務與指標 
 科技任務  任務指標 
一、領導與願景  
 
 
 
 
 

1.參加全區所有利害關係人制定共同願景的過    
  程，以明確定義使用科技的期望。 
2.發展一項具有合作性、科技饒富的學校改善    
  計畫，該計畫係以研究為根基並對應到地區    
  的策略計畫。 
3.提高教職員在科技整合上高效能的實務經驗。 

二、學習與教導 
 
 
 
 
 

1.幫助老師們使用科技去取得、分析和詮釋學    
  生成績數據，並使用該項結果去適當地設    
  計、評估和修正學生教學。 
2.為所有教育人員共同合作地設計、執行、支援 
  和參與專業發展，並能有效地整合科技以改善 
  學生學習。 

三、生產力與專業 
    實務 
 
 
 

1.使用現行的科技化管理系統，以存取和維護    
  人員與學生的紀錄。 
2.使用多元的影音媒體及格式，包含通信設備    
  和學校網站，以和其他同儕、專家與利害關    
  人進行溝通、互動與合作。 

四、援助、管理與 
    操作 
 
 
 
 

1.提供全校人員專業發展，期能使用跨功能工    
  作平台和共享工作心得與資源。 
2.無條件地分配校園資金與其他資源，以促進    
  科技方案的執行。 
3.提倡適當的、及時的與高品質的科技支援服    
  務。 

五、評量與評鑑 
 
 
 
 
 

1.促進與示範科技使用，以取得、分析和詮釋    
  校內數據，進而改善學生學習與生產力。 
2.對教師實施評鑑程序，以評估個人發展，並    
  建立科技標準和引導專業發展計畫。 
3.在學習與教導過程中有效地使用科技，係為    
  評量教育人員表現的標準。 

六、社會、法律與 
    道德議題 
 
 
 
 

1.確保與分配科技資源，以讓教師能更符合校    
  內學習者的需求。 
2.對學區所有人員及學生，執行與安全、著作    
  權以及科技使用有關的規則和程序。 
3.參與設備計畫的發展，以利支持和關注健康    
  和環境安全的實務問題。 

資料來源：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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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內研究： 

    張奕華（2003）在其標題名為《美國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的新趨勢：

科技領導》的研究歸納相關科技領導之文獻為「願景、計畫與管理」、「成

員發展與訓練」、「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倫理與法律議題」、「整

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資訊基本設施與支持」、「評鑑與研究」等七

層面，並針對各層面發展出56項能力指標。 

    徐潔如（2005）在《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之研究》中歸納出

校長必須具備的科技領導知能，分為「共擬願景和計畫」、「行政規劃、

評鑑與教學領導」、「專業發展與示範」、「提昇工作效能」、「支持、

管理與運作」五大層面30項指標。 

    伍于芬（2005）《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科技素養指標建構之研究》

中將國內外相關文獻歸納整理為「領導與願景」、「課程的教與學」、「生

產力與專業實際」、「支援、管理與實行」、「評估與評鑑」、「社會、

倫理、法律以及人類方面的議題」等七個向度34項指標。 

    陳易昌（2006）將校長科技領導分為「規劃與管理」、「成員發展」、

「科技整合」、「人際溝通」等四層面20項指標。 

   吳聖威（2006）參考歸納國內外學者之相關文獻整理出科技領導分為：

「發展科技願景、計劃與管理」、「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學校科技

設施與支持」、「評鑑與研究」、「社會、法律和倫理議題」、「人際關

係與溝通技巧」等六層面41項指標。 

    張盈霏（2006）在《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相

關研究》中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歸納校長科技領導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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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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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奕華、蕭霖與許正妹（2007）在其《學校科技領導向度與指標發展

之研究》中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以下簡稱SEM)

發展出學校科技領導向度與標準如表2-7所示。 

表 2-7 學校科技領導向度與指標 

科技領導向度  科技領導指標 

一、願景、計畫與 

    管理 

 

 

 

1.清楚地說明學校中科技使用的願景。 

2.授權一個包含不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 

3.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 

4.有效地管理科技上的變革。 

5.利用科技以有效地管理行政運作。 

二、成員發展與訓練 

 

 

 

1.鼓勵在科技領域上的在職訓練。 

2.支持設計一個科技上的在職訓練課程。 

3.支持傳遞科技上的在職訓練。 

4.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練之用。 

三、科技與基本設施  

    支持 

 

 

1.確保科技設備的使用是適當的。 

2.確保學校人員有相同的機會取得科技資源。 

3.當學校人員需要協助時，能確保科技的支持。

4.確保設備的即時修理與維護。 

四、評鑑與研究 

 

 

 

 

1.有效使用科技是評量教職員表現的一部分。 

2.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 

3.從成本效益的觀點評鑑科技。 

4.評鑑教室和實驗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 

5.利用地區資料去評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情形。

五、人際關係與溝通 

    技巧 

 

 

 

 

1.瞭解教職員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 

2.有關於科技上的事務，能與教職員生維持正面

  的關係。 

3.有效地與教職員和學生溝通有關科技的議題。

4.鼓勵學校人員利用有關資訊資源作為科技專 

  業的成長。 

資料來源：張奕華（2007）。 

    除了上述ISTE所發展的「學校行政人員科技標準與績效指標」與「校

長科技領導任務與指標」之外，Collis（1988）提出「科技領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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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LeadershipSkills)，係由州政府層級、學區層級、校長、教師以

及科技專家來共同合力完成，其內容如表2-8所示。 

表2-8科技領導技巧 

層級或個人 領導技巧 
州的層級 
 
 
 
 
 

1. 建立跨學區通用的資料處理格式。 
2. 能為學區在採購硬體和軟體上協商優惠。 
3. 支持地區性的科技中心。 
4. 維護全州的教育電腦網絡。 
5. 引導各級學校更新校內科技。 
6. 執行明確的著作權政策。 

學區層級 
 
 
 
 
 

1. 確定校內科技使用的具體目標。 
2. 協調軟硬體購買與維修。 
3. 確保各級學校之間有關科技使用的整合與溝通。

4. 計畫與進行教師與成員的在職訓練。 
5. 協調學區內行政電腦的使用。 
6. 針對學區的需要，提供特別的服務與設備。 

校長 
 
 
 
 
 

1. 確保相同取得科技資源的機會。 
2. 建立使用科技的倫理政策。 
3. 確保適當的科技設備。 
4. 提供科技訓練的時間。 
5. 獎勵傑出的科技應用。 
6. 尋求科技資金來源。 

教師 
 
 
 
 
 

1. 善用科技在教學技術上。 
2. 鼓勵家長參與使用科技。 
3. 科技的應用能配合學生的需求。 
4. 尋求跨課程、跨文化的科技應用。 
5. 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與科技應用。 
6. 使用科技來增進個人的效率。 

科技專家 
 
 
 
 
 
 
 
 
 

1. 提供支援給教職員。 
2. 發展新穎的科技應用。 
3. 指出特定科技可以用來提供解決教育的問題。 
4. 向所有行政層級清楚說明科技的問題和前景。 
5. 宣傳有關科技的資訊。 
6. 鼓勵合乎道德的行為(例如著作權)。 
7. 介紹新型的軟硬體。 
8. 推薦與評估軟硬體。 
9. 排除軟硬體問題。 

資料來源：Colli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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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以張盈霏（2006）在《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

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中，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歸納校長科技領

導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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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項指標為依

據編制量表實施測量。讓校長、行政人員與教職人員有效地使用科技，能

有利校內的教學與運作，並達成有效能的學校領導。能夠呼應世界的趨勢

與因應時代的潮流。 

伍、科技領導的相關研究 

    學校領導者必須帶領成員，運用科技在對學校有益的方向上，以迎接

新世紀的來臨，因此校長科技領導在學校教育是必要的（Stegall, 1998），

一個有效能的校長在教育科技方面必須是活躍的（Inkster, 1998），近年來

國外有關科技領導的教育文獻逐漸增多，由此可見科技領導已受到重視。

茲將國內外相關科技領導之研究分述如下： 

一、國外教育科技領導研究的現況 

    Aten（1996）隨機抽取113所美國加州SB 1274學校成員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提出：整理如表2-9所示。  

表2-9 美國加州科技領導的研究與分析 

研究項目 研究結果 
一、學校科技領導 
    本質 
 
 
 
 
 
 
 
 

1.分享領導，亦即領導者與成員共同合作一起決 
  定、同時能夠依成員能力的不同提供適宜的任  
  務。 
2.獎賞機制，除了應負的學校責任之外，對於在 
  運用科技方面表現優異的成員應給予獎賞。 
3.支持教師使用科技，並能夠將科技融入教學中。

4.人際關係能力，也就是學校能夠持續和其他群 
  體聯繫，包括家長、社群組織和支持學校科技 
發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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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科技領導 
    能力 
 
 
 
 
 
 
 
 

1.提供成員發展，獲得特定的能力。 
2.以有助於教育價值和影響力的觀點來評估科技。

3.評定最新的或已存在的科技。 
4.明瞭需購買什麼軟體 
5.協助成員運用各種軟體。 
6.明瞭需購買什麼硬體。 
7.知道如何使用電腦。 
8.能夠解決基本的設備問題。 
9.網路設備應用能力。 

三、學校科技領導 
    知識 
 
 
 
 
 
 
 
 

1.在課程中融入科技。 
2.了解科技的力量與限制。 
3.從多方面獲取資訊。 
4.掌握未來科技發展的趨勢。 
5.了解科技相關議題。 
6.了解未來工作所需要的能力。 
7.了解組織的改變歷程。 
8.了解成人學習理論。 
9.知道多元的資金資源運用。 

四、學校科技領導 
    行為特徵 
 
 
 
 
 
 
 
 
 

1.良好的溝通能力。 
2.幽默感。 
3.任務的優先次序能依需求度而有調整。 
4.具有好的組織、策劃能力。 
5.有效的領導。 
6.說明科技如何支持學校改變。 
7.運用科技解決學校的問題。 
8.做好時間管理。 
9.能妥善處理模糊不清的情況。 
10.尋求專業發展。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表 2-9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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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ster（1998）比較兩個在Minnesota中心小學的科技領導個案研究，

透過訪談校長來了解學校行政人員對科技的相關態度、行為、能力和角

色。研究結果指出：整理如表2-10所示。  

表2-10學校行政者對科技的相關態度、行為、能力和角色 

研究項目 研究結果 
一、校長科技行為 
 
 
 

1.選擇和運用適當的教學目標。 
2.創造一個科技融入課程的願景。 
3.有計畫的提供機會給予成員在職訓練。 
4.提供技術支持以及給予成員時間。 

二、校長科技相關 
    態度 
 
 
 
 
 
 

1.正面態度。 
2.努力嘗試。 
3.你可以做到。 
4.從錯誤中學習。 
5.要做什麼才是給學生最好的。 
6.願意花時間。 
7.給予成員較大的自主權。 
8.期望學到更多。 

三、校長的科技相 
    關能力 
 

1.科技使用能力。 
2.科技領導能力。 
3.溝通能力。 
4.科技行政和管理能力。 

四、七個科技相關 
    的角色 
 
 
 
 
 

1.科技領導者。 
2.科技管理者。 
3.科技決策者。 
4.示範科技者。 
5.科技教導者。 
6.科技促進者。 
7.鼓勵科技者。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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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2000）運用李克特四點量表，以內布拉斯加州科技領導者為研

究對象。歸納出十個重要的科技領導能力： 

1. 能描述和確認成員的發展資源。 

2. 評估學校或學區的科技計劃。 

3. 計劃和設計成員的發展課程。 

4. 接受資訊和傳遞訊息，以支持科技研究和教學。 

5. 評估、問題解決、安置和維持教室和實驗室的電腦運作系統。 

6. 確認和使用國家的、州的和地方性有關於融合科技於中小學環境的課 

   程發展計劃準則。 

7. 運用多媒體工具的特徵和使用電腦設計系統。 

8. 確認和描述教室中和行政上的軟體使用，包括產出工具、資訊通訊工具、 

   多媒體工具、學校管理工具、評鑑工具和電腦教學。 

9. 確認、描述和分析問題解決歷程。 

10. 學校和學區決策者訂定成員發展計劃。 

二、國內教育科技領導研究的現況 

    科技領導目前在國內屬新興的議題，尚缺乏校長科技領導之實證研

究，僅限於理論性的探討，茲將國內科技領導相關研究，分述如表2-11。 

表2-11國內科技領導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年份)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張奕華（2003a） 美國中小學校長領導

的新趨勢：科技領導 

臚列科技領導中各層面的評量

項目，以作為校長們自我評量

或是教職員評量校長科技領導

效能之參考：1.願景、計畫與

管理；2.成員發展與訓練；3.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4.倫理

與法律議題；5.整合科技於課

程與教學；6.科技與基本設施

的支持；7.評鑑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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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奕華（2003b） Assessing the 

dimensions of 

principals＇ 

effective 

technology 

leadership：An 

applic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研究發現，四個向度能定義出

校長有效能的科技領導，分別

是：1.遠景計畫與管理；2.人

員發展與訓練；3.科技與基本

設施的支援；4.評量與研究。 

葉連祺(2003) 科技領導 科技領導主要聚焦於結合科技

和領導，充實科技方面的軟硬

體設施和人員的科技素養，塑

造應用科技的有利環境和文

化，以促使校長教師和其他學

校人員，能夠善用科技增進教

學和行政的成效。 

李隆盛(2004) 科技與人力教育的創

新 

有關科技素養教育、技術及職業

教育和人力資源發展三大領域

該如何創新改善。 

張奕華(2004) 教育領導新趨勢：科

技領導及其效能之研

究 

將相關科技領導之層面歸納為

五個層面：1.願景、計劃與管

理；2.成員發展與訓練；3.科技

與基本設施支持；4.評鑑與研

究；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張奕華、廖春文

(2004) 

教育科技領導：美國

現況趨勢、實證研究

及其對台灣的啟示 

探討教育科技領導的衡量向度

與中小學教育人員知覺校長科

技領導的效能。 

謝文斌(2004) 論述中小學校長專

業發展的新面向：科

技領導 

論述校長領導角色的發展脈

絡、專業發展之階段與意涵及

校長領導類型並探究教育科技

之意義、發展及台灣當前教育

科技政策走向。及對科技領導

的概念及趨勢加以說明，並指

出學校主管應具備科技領導的

能力，以便在科技時代能引領

學校教育的發展。 

表 2-1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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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奕華、曾大千 

（2005） 

美國科技領導學院發

展趨勢及其對我國中

小學學校行政的啟示 

校長的科技領導效能，更是各

項教育科技政策與計畫之成敗

關鍵；根據美國科技領導學院

的發展趨勢，列出下列四項建

議以供我國中小學學校行政革

新之參考：1.設立科技領導學

院或領導課程；2.評鑑中小學

校長科技領導現況；3.加強學

校內的科技評鑑與研究；4.定

位並強化科技領導研究取向。 

徐潔如(2005) 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

科技領導之研究 

校長科技領導的面向包含以下

五項層面：1.共擬願景和計畫；

2.評鑑規劃評鑑與教學領導；3.

專業發展與示範；4.提昇工作效

能；5.支持管理與運作。 

陳易昌(2006) 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

導、組織學習與學校

效能之研究 

瞭解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校長科

技領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的

現況，並依不同背景和學校環境

變項在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習

與學校效能上的差異情形。 

吳聖威(2006) 國民小學校長科技

領導實施現況之研

究 

本研究在探討國民小學校長科技

領導實施現況。瞭解國民小學教

師所知覺的校長科技領導之現

況，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

學教師所知覺的校長科技領導之

差異情形，及不同背景變項之國

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之差異情

形。 

孫承偉(2006) 花蓮縣國民小學校

長科技領導之研究 

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校

長、教師知覺學校推動科技領導

的情形，將差異情形進行歸納分

析，以深入了解差異的確實成

因。 

表 2-1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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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盈霏(2006) 國民中學校長科技

領導、知識管理與學

校效能相關研究 

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知

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間之現況與真

實關聯、及其結構關係，並透過

結構方程模式模型分析，檢視科

技領導與知識管理對學校效能之

影響。 

吳清山、林天祐

(2006) 

科技領導 科技領導係指領導者能夠善用

領導技巧，使所屬成員能夠運用

科技，致力於組織目標的達成。 

秦夢群、張奕華

（2006） 

校長科技領導層面與

實施現況之研究 

發展出科技領導層面與實施現

況之研究問卷，問卷的五項層面

為：1.願景、計畫與管理；2.

人員發展與訓練；3.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4.評鑑與研究；5.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張奕華、蕭霖、許

正妹(2007) 

學校科技領導向度與

指標發展之研究 

主要在發展學校科技領導之向

度與指標以及調查台灣七縣市

國小教師對於學校科技領導現

況的知覺。本研究結果發現，人

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是科技領導

的前提、學校科技領導的現況大

致良好；為了提昇行政與教學的

效能，學校應積極進行科技領

導。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陸、小結 

    科技領導對學校教師的教學和學校行政的措施產生重大影響，而學者

專家也強調科技領導是時代趨勢，有其時代使命。有關科技領導的任務本

研究則歸納為五項：一、願景、計畫與管理；二、成員發展與訓練；三、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四、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五、評鑑與研究。在科

表 2-1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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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領導的技巧方面，學校校長必須具備的科技領導核心能力有五項：一、

建立學校願景、計畫與管理科技資源的能力；二、成員發展與訓練的能力；

三、規劃科技基本設施支持的能力；四、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的能力；五、

評鑑與研究的能力。 

    社會變遷快速，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里，價值觀念多元，學校內部

人員的互動關係也日益頻繁，學校外的各種因素亦競相衝擊校園。在學校

的變革中，校長身為學校的領導者，首當其衝，需承受外界所給予的期望

和壓力，身兼複雜且多重的角色。校長已成為因應變革的積極主體，既是

學校決策會議的當然成員，要參與決定；亦是學校專業經營團隊的龍頭，

須執行決定。 

    科技領導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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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力實現組織的美好願景。

它提供領導另一個思維。科技帶來教學與學習的重大改變，學習不再受時

間及空間的限制。校長綜理校務的過程中，運用科技確實掌握學校的優勢

與發展性，以有效的領導策略激勵學校教職員工的教育承諾，發揮團隊合

作的精神，確實落實學校行政領導與支援教學的功能，改善教學品質，提

昇學校教育績效，而順利完成學校教育的目標與任務。 

第二節 學校效能的理論分析與相關研究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分別就學校效能的涵意、學校效能的特徵、學校

效能的評量指標、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加以分析、歸納、敘述如下： 

壹、學校效能的定義 

從學校是一種社會組織的觀點而言，學校係存在大社會中的一個組

織，它不是一個絕對封閉的系統；社會的變遷，對學校的生存與發展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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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某種程度的衝擊，因此，學校效能與一般組織效能有著許許多多的相

似性，這是在探討學校效能涵義時必須注意的。學生不論出身貧困或文化

不利，皆能在學校擁有優良的表現，所以，學校效能的指標在於基本能力

的優劣，換言之，即是以學生的智育成績優良與否來評量學校之效能。但

經由不斷的研究發現，學校效能不僅是優良的智育成績，亦包含如教師適

應力、學生學習氣氛等多元考核準則，使學校效能的評鑑更加周延且寬廣。 

吳清山（1991）認為：「學校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

的績效，它包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和策

略、學校文化與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到學所預定的目標。 

    林泊佑（1994）認為，學校效能係指一所學校達成其所預定目標之程

度，且具有下列的性質： 

一、學校效能不是全有（教育萬能）或全無（教育無能），而只是程度上

的差別，因此，有不斷增進學校組織效能的空間。 

二、學校效能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內涵，因為學校目標並非單一的。 

三、學校效能雖可分成不同的層面或層次，但亦可加以綜合，以統觀其全

面，換句話說，學校組織效能具有整體性。 

四、學校效能必須於適當的時間架構中（長期、中期、短期）才能更清楚

的加以認知。 

陳幸仁 (1997) 指出學校效能乃是關注於學校行政與領導、教師教

學效能、學生的五育均衡發展、重視學校氣氛與文化、鼓勵教職員工的進

修與發展、家長社區的參與、以及公共關係的推展等，因而促使學校達成

教育目標。 

張潤書 (1998) 認為效率與效能是一體兩面，所謂效率是指運用資

源的程度與能力；而效能則為達成目標的程度，是指資源運用以後所產生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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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偉人 (1998) 指出學校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績

效 ， 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  學校效能包含多個層面 ，  包括學生學業成就、

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和策略、學校文化和價值、成員發展、

教師工作滿足、學校環境規劃、學校與家長和杜區的關係、師生以及家長

的需求等。 

Young（1999）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運用現有的教育資源，表現於學

生學業成就和提振教師工作士氣的程度。 

羅英豪（2000）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管理者使用多種經營與管理方

法，為不同群體設立不同面向的目標，突破各種內外的限制，成為一所有

效能的學校。 

林逸青（2003）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利用其條件、資源及環境，運

用多種技巧、策略或程序，以發揮其最大功能，使學生受益。 

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效能乃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績效，

它包括學生的學業成就，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校文化及價值、教

學技巧和策略、教師專業成長及社區家長支持等，因而能達成學校所預定

的目標。 

    上述國內外學者的定義，可知學校效能包含很多過去與現在的概念： 

1. 績效責任導向：學較效能最重要的評鑑標準就在於績效的表現，即依據

學校各方面能產出的最大表現，來加以判斷學校效能是否能充份發揮。  

2. 滿足不同群體需求：學校效能的表現其目的在於是否能滿足各相關人員

的需求，如教育行政人員、社會大眾、教師、學生甚或校長等，故評鑑

學校的相關利害關係人是否滿足需求，亦是判斷學校效能是否發揮的重

要指標。  

3. 目標的取向：學校效能的判斷最重要、也是不可或缺的要素便是教育行

政機關或學校自身所訂定的目標，學校於一定時程結束後辦理學校效能



 46

評鑑，並以成果與既定的教育或學校目標加以比較達成的程度，此亦為

度量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4. 投入與既有資源間的關係：效能與效率不同的是不須衡量投入與產出的

比例，然而為能正確的評鑑學校效能，瞭解其投入資源與既有的學校資

源的質與量與其關係，亦是判斷學校效能是否充分發揮的重要依據。 

5. 指標的面向：要透過那些標準方可衡量學校效能是否發揮，如學生學業

成就、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和策略、學校文化和價值

及教職員發展，做為指標選用的重點。 

貳、學校效能的特徵 

為了更了解學校效能的特徵，略將中外學者的觀點陳列如下，希望對

學校效能有更深的認識。整理如表 2-12 所示。 

 表2-12 中外學者對學校效能特徵的觀點 

研究者  學校效能的特徵 

Purkey 和 Smith  

（1983） 

 

 

 

 

 

 

 

 

1. 學校場所的管理。 

2. 教學的領導。 

3. 教職員的穩定性。 

4. 課程銜接和組織。 

5. 整個學校教職員的發展。 

6. 家長的支持與參與。 

7. 學術成功的認可。 

8. 最大的學習時間。 

9. 學區的支持。 

Davis 和 Thomas 

（1989） 

 

 

 

1. 良好的班級經營實務。 

2. 高度的學術參與。 

3. 監督學生的進步。 

4. 明確的目標。 

5. 教學改進為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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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ne 和 Lezotte 

（1990） 

 

 

 

 

 

 

 

 

1. 生產性的學校氣氛與文化。 

2. 重視學生重要學習技巧的獲得。 

3. 適切地督導學生進步。 

4. 實用取向的教職員發展。 

5. 傑出的領導。 

6. 家長的積極參與。 

7. 有效教學的安排與實施。 

8. 對學生高度的期望與要求。 

9. 其它可能相關的項目。 

Scheerens（1990） 

 

 

 

 

 

1. 穩定、有次序性的學校氣氛。 

2. 學生成就的高度期望及學校政策的成就。 

3. 教育領導。 

4. 學習過程的定期評估。 

5. 建立基本技能的明確目標。 

6. 教師之間的和諧。 

張德銳（1994） 

 

 

 

 

 

 

 

 

 

1. 校園環境的整潔。 

2. 學生紀律良好，教師能有效控制教室秩序。 

3. 教師與行政人員均能體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4. 學生的學習成就和教師的教學成就普遍受到 

   肯定。 

5. 行政人員和教師都能享受最高的自主權。 

6. 創造並維持和諧的學校氣氛。 

7. 提供學生自治、參與校務及服務的機會。 

8. 鼓勵家長參與校務。 

Creemers（1996） 

 

 

 

 

 

 

 

1. 生產性的學校氣氛和文化。 

2. 聚焦於學生核心技能的獲得。 

3. 有效的教學安排和實施。 

4. 對學生有高度操作性的期望和要求。 

5. 有效運用資源、教學領導和教學支持人員。 

6. 家長投入參與。 

7. 學校為本位的教師發展。 

表 2-12(續) 



 48

吳清山（1998） 

 

 

 

 

 

 

 

 

 

1. 強勢的領導。 

2. 和諧的學校氣氛與文化。 

3. 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習得。 

4. 對學生有高度期許。 

5. 有效的教學技巧。 

6. 經常監督學生的進步。 

7. 教職員的發展與進修。 

8. 妥善的學校環境。 

9. 社區、家長的參與和支持。 

Taylor（2002） 

 

 

 

 

 

 

1. 清晰而聚焦地陳述願景。 

2. 安全而有計劃的學習氣氛。 

3. 對於教師及學生有高度期許。 

4. 善用時間與機會學習。 

5. 全體教師加入教學領導。 

6. 經常檢視學生進步情形。 

7. 家長與學校正面互動的關係。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中外研究的切入點不盡相同，研究結果也大異其趣。但綜合上述觀

點，歸納出一所校能學校的特徵應包括： 

一、強勢的領導。 

二、合諧的學校氣氛和良好的學校文化。 

三、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學習。 

四、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 

五、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 

六、經常督導學生的進步。 

七、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 

八、妥善的學校環境。 

九、社區、家長的參予和支持。 

     

 

表 2-1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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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學校效能的研究發展 

一、學校校能的研究途徑 

學校效能研究為了解學校達到何種程度，才算是有效能學校，各個

學者提出各種不同的研究途徑和策略，這些不同的途徑主要有下列三

種，整理如表2-13所示。 

表2-13 學效效能研究途徑 

基本途徑  內容 分析 

一、極端組研究 

 

 

 

 

 

 

 

實施大規模的標準化測

驗，借助調查法，而後進

行資料分析，運用統計迴

歸法，求得家庭經濟地位

（SES）和學業成績的關

係，以比較各個學校的效

能。 

 

優點：對於學校效能初步

之認，有一定價值。 

缺點：學生的社會背景和

學習成就有極大關

係，若數據處理或

解釋不當，研究結

果就會有偏差。 

二、個案研究 

 

 

 

 

 

實施小規模的測驗及研

究，只針對一所或數所

學校進行深入的觀察、

晤談和了解。 

 

 

優點：研究資料較為深

入，不易因資料龐

大而造成偏差。 

缺點：樣本的抽樣受限，

較不能反應母群的

真實狀況。 

三、方案評鑑 

 

 

 

對各學校實行某一方案

之情況及效果進行評

鑑，以比較各學校的校

能。 

優點：較以上兩種方法嚴

謹，可信度高。 

缺點：耗時且費力。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學校校能的研究階段 

Murphy, Hallinger      和 Mesa（1985）將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分為三個

階段：整理如表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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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 

時期名稱  研究方向 

一、 因素確認時期 

 

 

1. 研究學校真正能造成學生的差異。 

2. 利用學生成就作為測量的重要指標。 

3. 分析可變變項與學校過程。 

二、 概念發展時期 

 

 

1. 效能的概念性架構。 

2. 變項功能的認定。 

3.  能轉化為方案和政策的行動。 

三、模式發展時期 

 

 

 

1. 以早期所認定的學校效能因素和概念發展 

  為本。 

2. 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逐漸成為整合的觀點， 

  故獲得更為完整的資料，也使學校效能研究 

  的理論漸成熟。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潘慧玲 (1999) 將學校效能研究發展分成四個時期：整理如表2-15所

示：  

表2-15 學校效能研究發展 

時期名稱  研究方向 

一、濫觴期 

 

 

 

以經濟學觀點探討輸入與產出的關聯，即探討學

校資源的投入，是否對學生成績的提昇有益，但

此類研究結果常不一致。因此對學校成效普遍抱

持悲觀的態度。 

二、追求平等期 

 

 

 

 

將學校效能視為一整體，聚焦於學校過程變項與

成果變項間的關連，而非單純的檢視輸入與產出

是否相關，此即「有效能學校」的研究。此時的

學校效能研究，大多以都市、低社經地位的學校

為實驗對象，以平等為核心， 

三、批判期 

 

 

 

此時期的學術研究側重學校改進方面，基於不同

學習環境所發展的有效能學校方案，無法應用於

所有學校，如郊區與中社經的學校。故引發眾多

的批評和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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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求效率期 

 

 

 

 

 

 

 

學校效能研究從追求平等的理念，轉為對效率的

追求。也由不同年級、社經地位、與國家的學校

開始研究，以發展理論解釋。經過多次的研究，發

現其中存在著許多的共通性和差異性，故中外學

者嘗試以全方面、有系統而具統整性的跨國合作

研究，歸納整理各國學校效能特徵的共同現象與

差異因素，如「國際學校效能研究計畫」。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肆、學校效能的評量 

一、學校效能評量模式 

學校效能理論模型的建立與檢驗，對學校效能的研究、學校效能的

評鑑、與有效能學校特徵的描述而言，實在是非常重要且不可或缺的。學

校效能之研究，從早期的概念發展與因素的界定，在經過幾個時期的發

展，雖然得到許多實證研究結果，卻仍未能發展出普遍被接受的學校效能

理論。晚近國內外發展的評量模型模式，整理如表 2-16 所示。 

 表2-16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評量模式 

學 者 評量模式 

陳明璋(1982) 

 

 

 

 

1. 目標研究途徑。 

2. 參與者滿足研究途徑。 

3. 系統研究途徑。 

4. 制宜研究途徑。 

5. 評估研究途徑。 

游進年(1990) 

 

 

 

1. 目標模式。 

2. 系統模式。 

3. 決定歷程模式。 

4. 統整模式。 

劉春榮(1993) 

 

 

 

1. 目標中心模式。 

2. 系統資源模式。 

3. 決定過程模式。 

4. 參與滿意模式。 

表 2-1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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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erens 和 Bosker 

(1997) 

 

 

 

1. 經濟理性觀點。 

2. 有機系統模式。 

3. 組織的人際關係取徑。 

4. 科層體制觀點。 

5. 組織的政治模式。 

吳清山(1998) 

 

 

1. 目標中心模式。 

2. 自然系統模式。 

3. 參與滿意模式。 

蔡進雄(2000) 

 

 

 

1. 目標模式。 

2. 系統資源模式。 

3. 參與滿意模式。 

4. 統整模式。 

鄭燕祥(2001) 

 

 

 

 

 

 

 

1. 目標模式。 

2. 資源－輸入模式。 

3. 過程模式。 

4. 認受模式。 

5. 組織學習模式。 

6. 無效能模式。 

7. 全素質管理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對於學校效能的評量，吳清山﹙2004）綜合歸納為三項學校效能評量

的模型，並以表 2-1 加以整理說明。 

 

表 2-17 學校效能評量的模型 

模型類別 目標模型 系統資源模型 參與者滿意模型 
組織結果 學生基本能力成就 組織的健康和生存 成員的滿意程度 

評  量 常模或效標參照成

就測驗 
士氣、共識、革新、

適應能力 
學校效能的感受量表

表 2-16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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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層面 
 
 
 
 
 
 
 
 

1.安全和諧的環境。

2.明確的學校任務。

3.教學的領導。 
4.高度的期望。 
5.學生學習的時間。

6.教學課程的協調。

7.家庭與學校間的 
關係。 
 
 
 
 
 
 
 

1.教職員的素質。

2.整個教學課程。

3.心理氣氛。 
4.組織氣氛。 
5.人際關係。 
6.溝通過程。 
7.決定過程。 
8.資源和設備。 
9.學區和社區的支

持。 
 
 
 
 
 

1.學生教育上的滿意 
程度。 
2.學生學術上的發展。

3.學生生涯的發展。 
4.學生個人的發展。 
5.教學和行政人員工 
作上的滿意程度。 
6.教育人員的素質和 
專業上的發展。 
7.系統開放的程度以 
及和社區之間的互動

關係。 
8.獲取資源的能力。 
9.組織的健康情況。 
 

資料來源：吳清山（2004）。 

    綜合以上觀點，評量學校效能模式主要可分為三種：目標中心模

式、自然系統模式、參與滿意模式，茲說明如表2-18所示。 

表2-18 學校效能主要的模式分類 

 名 稱  內  容  特色和分類 

一、目標中心 

    模式 

 

 

 

 

 

 

 

 

 

 

 

 

 

 

認為組織會主動去追

求一套目標。因此，

組織效能乃被視為組

織達成目標的程度，

模式較偏重於組織目

標達成的評量。 

 

 

 

 

 

 

 

 

 

 

1. 形式目標：為政府所定的

教育目標，往往是含糊不清、

抽象籠統的。 

2. 操作目標：操作目標則較具

體有一定程序與標準，是一種

具體可評鑑的教育目標。 

3. 操作目標：以常模參照測

驗、效標參照測驗或成就測驗

來評量 學生在基本能力上的

成就，在評量的效能層面上，

包括安全和諧的環境、明確的

學校任務、教學領導、高度期

望、學生學習時間、教學課程

的協調與家庭學校間的關係。 

 

表 2-1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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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系統 

    模式 

 

 

 

 

 

 

 

 

 

 

 

 

 

 

 

 

 

 

視組織為一開放系

統，它與環境經由資

訊及能源的相互交換

而相互依存。因此，

組織的效能即代表組

織效能在環境中獲得

有利的地位，並利用

此一有利的地位獲得

有價值的資源。此種

組織效能的概念排除

以某一特定目標作為

組織效能的最高準則

的觀點，而注重繼續

的、永不止息的行為互

換過程，以爭取環境的

資源和支持。對於組

織的健康和生存極

為重視。 

本模式由於過度強調投入，可

能影響組織的產出，也就是

說，如果學校組織只重視資源

的取得，可能就會影響學校其

他功能的運作，而且本模式較

目標中心模式複雜，應用不

易，因為本模式所訂的效能指

標，並不一定是達成組織目標

的因素。 

 

 

 

 

 

 

 

 

 

 

三、參與滿意 

    模式 

 

 

 

 

 

 

 

 

 

以組織成員的利益與

滿足來衡量組織效

能。組織的「人性面」

成為此途徑的中心所

在。重各層面人員的

滿足，不僅合乎人際

的關係的管理模式 

且順應民主、人本的

世界潮流，對學校效

能深具指導作用。 

由於參與者的利益常互相矛盾

衝突，對利益的分 配究竟應重

質或重量，採最大利益或最小

傷害，均有爭議。而在魅力型

領導的組織中，即使組織無法

滿足或甚至損害個人需求，參

與者仍可能主觀認為組織是

有效能的，因此產生矛盾、不

易解釋的狀況。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學校效能評量的技術 

    學校效能評量所用收集資料方式，有問卷或調查法及觀察評估，無論

採用何種方法，評量工具最需要考慮的在於效度（validity）和信度

（reliability）。茲說明如下： 

表 2-18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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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度 

1. 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 

2. 效標效度（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3. 構念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二）信度 

1. 再測信度（test-retest） 

2. 折半信度（split-half reliability） 

3. 複本信度（alternate form reliability） 

4. 評分者信度（interater） 

三、學校效能評量指標 

每位學者的認知不同，所採用的指標也不同。吳清山（1998）指出：

有些學者利用常模參照測驗及標準參照測驗來測量學生學業成就。也有學

者藉著學生出席率和滿意度來了解學生表現情形。不管運用哪一種評量方

法，只要其客觀、公正而不偏狹，對學校效能評量指標的確立，皆具有參

考價值。綜合學校效能指標向度如表 2-19 所示。 

表 2-19 國內外學者提出的學校效能指標重要向度一覽表 
 學  者  指   標 

Immegar 和 Pilecki 

（1970） 

 

 

1. 組織產能。 

2. 組織統整。 

3. 組織健康。 

4. 組織回饋。 

Cameron（1978） 

 

 

 

 

 

 

 

 

 

1. 學生教育上的滿意度。 

2. 學生學術上的發展。 

3. 學生的生涯規劃。 

4. 學生的個人發展。 

5. 學校行政人員的滿意度。 

6. 教學人員的素質。 

7. 教育的開放程度。 

8. 社區的互動關係。 

9. 獲取資源的能力。 

10. 組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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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ck, F. H. (1983）  

 

 

 

1. 學生學習情形。 

2. 家長滿意程度。 

3. 教師滿意程度。 

4. 成本控制。 

吳培源(1994) 

 

 

 

 

 

 

 

 

 

1. 計劃與目標。 

2. 課程安排與評量。 

3. 教師教學方法與品質。 

4. 環境規劃與設備。 

5. 家長與學校的關係。 

6. 學生行為表現。 

7. 教師工作滿足。 

8. 學生學習表現。 

9. 師生關係。 

10. 行政溝通與協調。 

張慶勳(1996) 

 

 

 

 

1. 學校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 

2. 教師心理需求的滿足程度。 

3. 執行學校目標時的協調、溝通，或獲取資源

時的順暢度。 

4. 與家長、社區人士的連繫互動。 

吳清山(1998) 

 

 

 

 

 

 

 

 

 

1. 環境規劃。 

2. 教師教學品質。 

3. 學生紀律表現。 

4. 學校行政溝通協調。 

5. 學生學業表現。 

6. 教師工作滿足。 

7. 學校課程安排。 

8. 家長間彼此關係。 

9. 師生關係。 

10. 校長領導能力。 

蔡進雄(2000) 

 

 

 

 

 

 

1. 環境規劃。 

2. 行政溝通。 

3. 教師工作滿意度。 

4. 教師教學品質。 

5. 學生行為表現。 

6. 學生學習表現。 

7. 家長與學校關係。 

李佳霓(1999) 

 

 

 

1. 學校氣氛。 

2. 工作滿足。 

3. 學生表現。 

4. 教學品質。 

表 2-19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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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y 和 Miskel（2005） 

 

 

 

 

 

 

 

1. 適應力：彈性、革新、成長、發展、設備。 

2. 目標達成：成就、獲取資源的能力、生產

力、效率、品質。 

3. 整合：滿足、學生缺席率、人事異動率、 

   凝聚力、氣氛、開放的溝通。 

4. 潛在因素：忠誠、興趣、認同感、動機、 

   角色及規範。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以上所述，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的建立應兼顧質與量的層面，在

質的評量指標方面，應重視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表現﹙包含態度與方法）、

校長領導、環境規劃、家長參與、教師服務士氣、學校氣氛等向度；在量

的評量指標方面，應注意學生的學業成績、班級與學校各項競賽成績、行

政效率、就學率、升學率等向度。質與量並重，過程和結果都要納入學校

效能的評量範圍。 

三、學校效能評量工具 

    簡要引述國內外常被用來進行學校效能研究的測量工具，俾做為本研

究編製學校效能評量工具的參考。 

ㄧ、組織效能感受指數量表 

Miskel、Fevurly 和 Stewart（1979）所發展出來的組織效能感受指標

（Index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是結合一些重要的結果，

形成組織效能模型，產生五項成份：(一) 產品的數量； (二) 產品的品質；

(三) 效率；(四) 適應力；(五) 彈性。其主要力量以達成目標和尋求適應

的能力；有效能的學校有較高的學生成就、更積極的學生態度、對環境的

限制有較佳的適應、以及更有效的處理內部的難題。 

二、學校效能量表 

    「學校效能量表」係吳清山（1989）參酌 Codianni 和 Wilbur（1983）

與 Reid、Hopkins 和 Holly（1987）所整理的學校效能文獻編製而成，有

表 2-19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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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因素：(一) 學校環境規劃；(二) 教師教學品質和方法；(三) 學生紀

律表現；(四) 學校行政溝通協調；(五)  學生學業表現和期望；(六) 教師

工作滿足；(七) 學校課程安排；(八) 家長學校間關係；(九) 師生關係與 (十) 

校長領導能力，共計 40 題。 

三、學校效能評量問卷 

    林金福（2003）參考 Steer（1977）的文獻分析以及吳清山（1989）的

「學校效能量表」。將學校效能分為三大層面，即行政層面、教師層面與

學生層面編製而成，共計 36 題。 

    本研究綜合國內外文獻，並參酌吳清山（2004）所提出之學校效能之

十項指標：（一）學校環境規劃；（二）教師教學品質；（三）學生紀律表

現；（四）學校行政溝通與協調；（五）學生的學業表現；（六）教師工作

品質；（七）學校課程安排；（八）學校家長彼此關係；（九）師生關係；（十）

校長領導能力。最後歸納將本量表架構建構為：「行政領導」、「校園規劃

設施」、「教師教學」、「學生表現」、「家長社區參與」、以及「教師工作滿

意」等六個層面，來建構學校效能量表的理論架構。茲分別從下列六個層

面來評量學校效能的情形： 

(一) 行政領導  

    係指校長與行政人員、教師或學生間，能以各種資訊及溝通管道，進

行相互瞭解、接納並彼此支持。 

(二) 校園規劃設施 

    係指學校之硬體、軟體及人事之規劃管理及運用，能做有效管理與規

劃，建築規劃具有前瞻性，重視綠化及美化，符合學生之需求。 

(三) 教師教學 

    係指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能以各種形式的方式，將所知所學教給學

生瞭解。 

(四) 學生表現 

    係指學生在學習的歷程中，學生有良好的禮節，行為有紀律，學習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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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認真，學習風氣良好，樂於參與校內外各項學習。 

(五) 家長社區參與 

    係指家長和社區認同學校，熱心參與學校活動，協助推展校務及各項

革新措施，給予人力、物力經費的支援。 

(六) 教師工作滿意 

    係指教師對其教學工作或行政上專業表現的程度。 

伍、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一、國外研究 

    Austin（1978）研究發現，學生學習成就較高的學校，大都具有下

列特質： 

1. 高學習成就學校裡的教師比起低學習成就學校裡的教師，在感覺上比較

溫和，比較能配合學生的需要，而且比較強調學生的認知發展。 

2. 高學習成就學校裡的教師期望學生在高中畢業後能上大學，並成為一位

良好的公民。 

3. 在高學習成就學校裡，教師較滿意有機會嘗試新的事務，較自由選擇教

學技巧與方法，以配合學生的個別需要。 

   Brookover和 Lezotte（1979）的研究亦發現，下列六項因素可以區

分「正在改善中（improving）」與「正在走下坡（declining）」的學校： 

1. 正在改善中的學校特別強調閱讀與數學等基本技能的學習。 

2. 兩種不同類型的學校，校長與教師在評量學生的學習成就上有顯著差

異。 

3. 正在改善中的學校，校長與教師對學生的教育成就有較高的期望。 

4. 正在改善中的學校，校長與教師較能負起責任，從事閱讀及數學等基本

技能的教學。 

5. 正在改善中的學校，校長較能積極扮演教學領導、管教、與學習進度評

量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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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在改善中的學校較能接受外界對學校績效的要求，也較積極發展評鑑

學校績效的方法。 

Edmonds（ 1979）經由關於有效能的學校教育之文獻分析結果發

現，有效能的學校與下列五項因素有關： 

1. 強調學生基本技能（basic skills）的獲得。 

2. 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 

3. 強勢的行政領導。 

4. 經常監督學生的進步。 

5. 有秩序的學習導向氣氛。 

    Edmonds 和 Lezotte（1982）研究發現，有效能的學校之特質為： 

1. 具有強勢的行政領導，使組織成員能同心協力，團結一致。 

2. 對貧窮的學生有適當的期望，並要求他們的學業成就達到一定的水準。 

3. 有教學效能的學校，充滿著有秩序但無壓迫感或僵硬感的學習氣氛。 

4. 有效能的學校裡，所有成員均一致認為教學目標中最重要的是基本技能

的學習與精熟。 

5. 有效能的學校，學校常利用各種適當的評量方法去評量學生進步情形。 

6. 有效能的學校裡，必要時會將其他資源轉移在達成教學目標的活動上。 

  Zammuto（ 1982）研究認為有效能的學校具有下列六項特點： 

1. 強勢的行政領導。 

2. 高度期望的氣氛。 

3. 有秩序但無競爭的氣氛。 

4. 學生基本技能的學習優於其他的活動。 

5. 學校資源移作基本技能教學。 

6. 時常監督學生進步。 

Codianni和Wilbur（ 1983）在探討《更有效能的學校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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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歸納17位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學校效能包含下列六大要素： 

1. 強勢的行政領導。 

2. 學校氣氛。 

3. 基本技巧。 

4. 高度期望。 

5. 不斷評估。 

6. 教職員發展。 

Purkey和Smith（ 1983）在其《有效能的學校》一文將有效能學校

的特質分為組織結構與歷程兩方面： 

1.組織結構的特質 

(1) 學校場所管理（school site management）。 

(2) 教學領導。 

(3) 人事安定。 

(4) 課程規劃與組織。 

(5) 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 

(6) 家長的參與及支持。 

(7) 對學術成就的肯定。 

(8) 社區的支持 

2.歷程的特質 

(1) 合作性計畫與同事關係。 

(2) 共同體的感覺。 

(3) 明確的目標與高度的期望。 

(4) 秩序與紀律。 

    Clark、Lotto 和 Astuto（ 1984）在其《有效能學校與學校改革》

一文中，分別從核心要素（core elements）和輔助要素（facilitating elements）

兩方面來探討，認為學校效能應包括領導（leadership）、效力（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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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效率（efficiency）。 

1. 領導 

(1) 核心要素：積極的氣氛、清晰的目標、教師導向的教室管理與作決定、

教師在職進修以促進有效的教學。 

(2) 輔助要素：一致的價值觀與目標、長程的計畫與協調、教師流動性低

以及學生對學校改革的支持。 

2. 效力 

(1) 核心要素：高度的成就期望、學術成就的獎賞、教室裡合作的活動及

團體的互動、全體教師參與學校改革、自主有彈性地運用各種權宜措施、

適度的學習難度以及師生和諧的關係。 

(2) 輔助要素：重視家庭作業與研究、績效責任制的確立、學生的獎勵措

施以及不強調嚴格的能力分班。 

3. 效率 

(1) 核心要素：有效地使用教學時間、安全而有秩序及有紀律的環境、持

續不斷的診斷、評鑑與回饋、結構完整的教室活動、以內容為主導的教學

以及重視基本的和高層次的技能。 

(2) 輔助要素：個別化工作的機會以及學習機會的多寡與方式。 

     Hopkins 和 Crain（1985）研究認為有效能的學校具有下列特徵： 

1.以課程為重點的教學。 

2.校內充滿支持的氣氛。 

3.注重課程與教學。 

4.有明確的目標與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 

5.有系統的教學績效與成就。 

6.研擬組織成員發展計畫與在職進修。 

7.家長的參與和支持。 

8.地方教育行政機關的支持。 

Blumberg和Greenfield（1986）的研究曾對如何成為有效能的學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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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下列十二點意見： 

1.校長與督學均有見解與奉獻精神。 

2.依據理性與研究結果擬訂健全的計畫。 

3.努力爭取外界資源，合理分配校內的資源。 

4.教育行政機構有力的行政支援。 

5.學校人事安定，同事之間有良好規範。 

6.訂定明確的目標，並運用多種方法達成目標。 

7.對學校的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 

8.學校與社區間設有協調組織。 

9.社區的支持是持續性的，而且與日俱增。 

10.努力的成果日益擴大。 

11.各階層參與者均認為改革需要時間，計畫的成功依時間長短而定。 

12.有效的蒐集資料，並實施正式的整體評鑑。 

    Scheerens（1990）的研究認為經常被提及的四種學校效能觀點為： 

1. 生產力（productivity）。 

2. 適應力或對外部環境的反應能力（adaptability or responsiveness to         

external circumstances）。 

3. 綿續性（continuity），其重要的觀點係指內部結構的穩定性（stability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4. 組織成員的承諾以及滿意度（commitment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Levine（1992）研究認為有效能的學校具有下列九項特性： 

1.富有學術氣氛與文化。 

2.強調學生主要學習技能的獲得。 

3.對學生進步的特別督導。 

4.校內教師在職進修，如教學觀摩以及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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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傑出的領導，包括行政與教學領導。 

6.家長對學校的支持。 

7.有效安排支援教學，特別強調行政支援教學。 

8.對學生高度的期望。 

9.其他可能的相關因素。 

二、國內研究 

國內學者專家有關學校效能研究的層面及議題各有不同，卻也累積許

多研究成果，茲將研究學校效能之相關論文綜合整理如表2-20所示。 

表2-20 國內學校效能研究相關論文 

研究者 研究主題 學校效能指標 研究主要發現 

林婉琪

（2000） 

國民小學教師

士氣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以臺灣北部 
地區三縣為例。 

1.教師教學品質

2.學生學習表現

3.教師工作滿足

4.師生互動關係

5.社區家長支持

6.行政溝通協調

1.國民小學學校效能屬高程度表現。 
2.國小學校效能因學校環境之不同而有所差

異。 
3.教師士氣與學校效能各層面具有中度正相

關。 
4.教師士氣高，學校效能也愈佳。 
5.教師士氣對學校效能整體與各層面具中度

的預測力。 
6.教師士氣之組織認同層面對學校效能整體

與各層面有主要的預測作用。 

丁福慶

﹙2003） 

國民小學學校

組織文化與學

校效能之研究-
以雲嘉地區為

例 

1.行政效能 
2.教師效能 
3.學生效能 
4.公關效應 
5.環境效應 

1.學校組織文化四個層面中，以「共識文化」

層面的平均數最高，而以「理性文化」層

面的平均數較低。 
2.學校效能五個層面中，以「行政效能」及

「教師效能」層面的平均數較高，而以「學

生效能」及「公關效能」層面的平均數較

低。 
3.男性、年長、資深、擔任校長及教師兼行

政者知覺到較高的學校組織文化與較高

的學校效能。 
4.不同學歷的教育人員對學校組織文化的知

覺有顯著差異，但對學校效能則無顯著差

異。 
5.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不因學校所在

地區、學校歷史及學校規模之大小而有顯

著差異。 
6.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有顯著

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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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學校效能指標 研究主要發現 

李瑞娥

﹙2003） 

國民學校終身

學習文化、組織

學習、組織創新

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學

習型學校模型

之建構 

1.課程教學發展

2.教師專業品質

3.行政績效表現

4.社區認同參與

1.目前國小以任務導向最能呈現終身學習文

化效果；以共享資訊價值最能呈現組織學

習效果；以組織氣氛創新最能呈現組織創

新效果，且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組

織創新狀況皆屬於偏高程度。 
2.學校終身學習文化之任務導向文化，最能

引導學校的組織學習、組織創新，進而提

升學校效能；而且終身學習文化與組織學

習、組織創新具有因果關係。 
3.組織學習之「共享資訊價值」最能促進組

織創新，而且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具有交

互影響關係；而組織學習、組織創新交互

作用之中，以組織氣氛創新最能有效預測

學校效能，對行政績效表現與課程教學發

展之學校效能最具影響力。 
4.整體而言，學校組織創新最能有效提升學

校效能，其次是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

5.以結構方程模式模型所建構的學習型學校

模型因素有：任務導向、學習導向、個人

學習、共享資訊價值、團隊合作、深度對

話、教學行為創新、設備資源創新、行政

運作創新、組織氣氛創新等十項因素。學

習型學校能有效提升課程教學發展、教師

專業品質、行攻績效表現、社區認同參與

之學校效能，有助於落實九年一貫課程的

教育革新目標。 
6.目前我國國民小學以院轄市學校、24 班以

下之小型學校，在學習型學校型模發展

上，具有較佳的適配度；但是，目前各國

小發展為學習型學校的空間仍然非常

大，須再多強化學習型學校的理念。 
7.終身學習文化之學習導向是目前國小建構

學習型學校的關鍵指標，且終身學習文化

是建構學習型學校的核心理念；以學習者

為主體的學習導向教學理念是終身學習

的核心理念，亦是九年一貫課程的核心理

念，但是，學習導向的教學理念在目前的

教學上仍顯不足，須再加強終身學習的學

習導向理念。 

林金福

（2003） 

高中職校長轉

型領導、知識管

理與學校效能

之研究 

1.行政領導 
2.環境設備 
3.教師教學 
4.學生表現 
5.學校氣氛 
6.社區關係 

1.學校效能之知覺，因學校校長性別不同而

有顯著差異。 
2.男性學校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高於女

性教師。 
3. 年資深之學校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高

於年資淺之教師。 

表 2-2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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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學校效能指標 研究主要發現 

王秀燕

﹙2003） 

臺北縣市國民

小學女性校長

轉型領導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1.學校環境規劃

2.行政溝通協調

3.學校課程安排

4.教師教學品質

5.教師工作滿意

6.學生學習表現

7.學生行為表現

8.家長社區參與

1.臺北縣市國民小學女性校長轉型領導與學

校效能屬「中上程度」的表現。 
3.臺北縣市國民小學女性校長整體轉型領導

與學校效能，並未因不同性別、年齡、最

高學歷、學校位置而有差異；因不同服務

年資、現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歷史而

有顯著差異。 
4.臺北縣市國民小學女性校長轉型領導與學

校效能之間，有中高度的正相關。 
6.臺北縣市國民小學女性校長高中低轉型領

導，其整體學校效能的表現有重要的影

響，高轉型領導就有高學校效能的表現。

7.臺北縣市國民小學女性校長整體及各層面

之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相互之間均有關

連性。 

林政宏

﹙2003） 

國民小學教師

覺知教育改革

壓力、組織承諾

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1.行政管理 
2.教學品質 
3.學生表現 
4.社區支持 

1.國小教師感受到中等程度之教育改革壓

力，其中以「工作負荷」的壓力令教師最

感困擾。 
2.國小教師組織承諾知覺大致良好，對學校

認同感頗高。 
3.國小教師覺知的學校效能尚稱滿意，對教

學品質有信心。 
4.國小教師教育改革壓力感受不因背景變項

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5.男性、已婚、年長、資深、研究所學歷及

兼任主任的國小教師有較高的組織承諾。

6.男性、已婚、年長、資深、研究所與師範

院校畢業及兼任主任的國小教師所知覺

到的學校效能較為理想。 
7.教育改革壓力愈低的國小教師，所知覺到

的學校效能愈好。 
8.組織承諾愈高的國小教師，感受到的學校

效能愈佳。 
9.國小教師覺知的教育改革壓力愈低對組織

承諾知覺愈高。 
10.組織承諾正向功能發揮的取向，會影響學

校效能的提升。 
11.教育改革壓力組織承諾對學校效能具有

預測作用，其中學校認同是最主要的預測

變項。 

表 2-2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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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學校效能指標 研究主要發現 

施東陽

﹙2003） 

知識管理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以中部地

區國小為例 

1.校長領導 
2.學生表現 

1.中部地區國民小學知識管理以「學校領導

與分享成長」層面的知覺最佳。 
2.中部地區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以「校長領導」

層面的知覺最高，而「學生表現」層面的

知覺較不理想。 
3.學校知識管理的情形愈佳，則學校效能愈

佳。 
4.男女教師在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知覺上

有顯著差異。 
5.年齡較大、服務年資較長之教師，其所知

覺的知識管理情況較佳。 
6.學校規模較小、創校年數中等的學校，其

所知覺的知識管理情況較佳。 
7.年齡較大、年資較長、兼任行政職務之教

師，其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情況較佳。 
8.學校規模大小對學校效能有不同的認知層

面；創校年數中等的學校對學校效能的知

覺情況較佳。 
9.在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及知識管

理對學校效能的預測作用上，以知識管理最

具有預測力。 

郭春淋

﹙2003） 

臺北市國民小

學校長遴選後

校園文化與學

校效能之研究 

1.校長領導風格

2.行政溝通協調

3.課程與教學

4.學生學業成就

5.學生行為表現

6.學習環境規劃

1.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國小校長遴選後認

為校園文化及學校效 能知覺表現大致為

中上水準。 
2.擔任主任及科任教師對於國小校長遴選

後，整體校園文化及構面中之共同的規範

及共同價值觀有較高的評價。 
3.男性教師、50 歲以上及擔任主任職務者對

整體學校效能及構面中之校長的領導、溝

通與協調、課程與教學、學習環境規劃、

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業成就有較高的評

價。 
4.在整體校園文化及分構面中之共同的規範

部份，學校規模在 73 班以上及 13 至 24
班有較高的評價；在象徵性活動及共同價

值觀部份，學校規模在在 73 班以上及 13
至 48 班之教師有較高的評價。 

5.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國小校長遴選後校

園文化評價高者，其學校效能亦高；對於

校園文化評價低者，相對其學校效能評價

亦低，兩者呈現中度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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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學校效能指標 研究主要發現 

洪秀熒

﹙2003） 

高雄縣國民小

學行政人員資

訊素養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

究 

1.教學領導 
2.參與溝通 
3.課程教學 
4.學生表現 

1.在「整體資訊素養」及「評估資訊」層面

屬於良好程度表現，在「選擇與使用資訊」

層面屬於中上程度表現。 
2.不同現任職務、服務處室、學校規模、學

校地區在「整體資訊素養」及各層面上表

現，沒有顯著差異。 
3.男性、年齡 40 歲以下、兼任行政年資 10
年以下、於服務處室擁有專屬電腦、資訊

進修 33 小時以上，有較高的資訊素養。

4.在「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層面均屬於中上

程度表現。 
5.不同行政年資、服務處室、電腦使用、學

校規模、學校地區在「整體學校效能」及

各層面上表現，沒有顯著差異。 
6.男性、年齡 31-40 歲、教師兼任主任、資

訊進修 33 小時以上，所覺知到的學校效

能較為理想。 
7.資訊素養較高的者，感受到的學校效能較

佳。 
8.資訊素養功能發揮的取向，會影響學校效

能的提昇。 
9.資訊素養對「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度的

預測作用，其中「評估資訊」層面是主要

的預測變項。 

張賜光

﹙2003） 

桃園縣國中校

長轉型領導與

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1.行政溝通協調

2.環境設施規劃

3.教師工作滿意

4.學生學習與行

為表現 
5.家長與學校關

係 

1.桃園縣國中教育人員知覺校長轉型領導與

學校效能均為中上程度。 
2.桃園縣不同背景國中教育人員知覺校長轉

型領導有顯著差異。 
3.桃園縣不同背景國中教育人員知覺學校效

能有顯著差異。 
4.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各層面

與「學校效能」各層面有極顯著正相關。

5.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行為對

整體「學校效能」有顯著預測力。 

曾怡錦

﹙2003） 

教師工作壓

力、組織承諾與

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以臺南

市高級職業學

校為例 

1.學生學習表現

2.行政績效 
3.教師教學品質

4.組織氣氛 

1.性別、學校性質在教師工作壓力上有顯著

的差異。 
2.年齡、服務年資、學校性質在教師組織承

諾上有顯著的差異。 
3.年齡、學校性質在學校效能上有顯著的差

異。 
4.教師工作壓力與教師組織承諾存在顯著且

負向的關係。 
5.教師組織承諾與學校效能之間存在正向且

顯著的關係。 
6.教師工作壓力與學校效能之間存在負向且

顯著的關係。 

表 2-2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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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學校效能指標 研究主要發現 

曾增福

﹙2003） 

桃園縣國民中

學校長教學領

導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學校環境 
2.教學品質 
3.學校氣氛 
4.學生表現 
5.家長與社 
區參與 

1.桃園縣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所知覺到的「校

長教學領導」，得分平均數為 3.70，整體

而言屬中上程度。 
2.桃園縣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所知覺到的「學

校效能」，得分平均數為 3.67，整體而言

亦屬中上程度。 
3.不同環境變項的桃園縣國民中學教育人員

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領導」差異情形不

一。 
4.不同人口變項的桃園縣國民中學教育人員

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領導」差異情形不

一。 
5.不同環境變項的桃園縣國民中學教育人員

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有顯著差異，以

37-72 班學校及一般地區學校得分較高。

6.不同人口變項的桃園縣國民中學教育人員

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現況有顯著差

異，以男性、51 歲以上、服務 26 年以上、

擔任校長職務、研究所或四十學分班結業

者得分較高。 
7.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各層面

與「學校效能」各層面有極顯著正相關。

8.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行為對

「學校效能」各層面有顯著預測力。 

楊有財

﹙2003） 

臺南縣國民小

學校長工作壓

力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校園規劃 
2.行政績效 
3.學校氣氛 
4.教師教學 

    品質 
5.學生表現 
6.社區支持 

1.臺南縣國民小學校長對工作壓力的知覺

上，屬於中等程度。在工作壓力認知六個

向度上，以「行政負擔」向度為最高。 
2.臺南縣國民小學校長對學校效能的知覺

上，以「社區支持」向度為最高，「教師

教學」最低。 
3.校長服務年資在工作壓力的「內在衝突」

向度上，21 年以上年資受試者顯著高於

20 年以下年資之受試者。 
4.學校規模大的校長工作壓力比中、小型學

校校長工作壓力大。 
5.市區學校的校長在工作壓力的知覺上高於

鄉鎮及偏遠地區的校長。 
6.校長工作壓力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校

長工作壓力愈高，學校效能愈高；校長工

作壓力愈低，學校效能愈低。 
7.不同服務地區與校長工作壓力對整體學校

效能的交互作用有顯著相關，鄉鎮地區

中，中、高工作壓力校長在整體學校效能

上高於低工作壓力校長。 
 
 
 

表 2-2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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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學校效能指標 研究主要發現 

蔡宗興

﹙2003） 

雲嘉南地區國

民中學校長轉

型領導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

究 

1.行政溝通協調

2.課程教學安排

3.校園環境設備

4.學校組織氣氛

5.教師教學品質

6.教師工作滿足

7.師生互動關係

8.學生學業成就

表現 
9.社區家長參與

1.國民中學男性教育人員、年齡愈長、服務

年資愈長對校長型領導與學校效能有較

高的知覺。 
2.國中教育人員擔任組長與導師、專任教師

對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知覺較低。

3.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一般大學畢

業教師對於校長轉型領導的知覺，高於師

範校院相關科系畢業的教師。 
4.雲林縣、嘉義市的國中教育人員對校長轉

型領導整體的知覺較高。 
5.國民中學教育人員因學校規模不同，發現

個人魅力、鼓舞激勵二個層面 13-24 班的

平均數較高，而建立願景、激發潛能、個

別關懷無顯著差異。 
6.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對學校效能的

知覺較高。 
7.雲林縣、嘉義市地區在學校效能各層面的

平均數比其他縣市高，但臺南縣地區在課

程教學安排、師生互動關係層面的平均數

比嘉義市地區高。 
8.不同規模學校的國中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

的知覺，除了課程教學安排、社區家長參

與層面達顯著差異外，其餘各層面皆未能

達到顯著差異。 
9.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校長轉型領導

與學校效能有正相關存在。 

許顏輝

﹙2004） 

國民中學學習

型組織、學校 
組織氣氛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以中部

地區為例 

1.學校行政績效

2.教師教學效能

3.學生成就表現

4.學校環境設備

5.社區家長參與

1.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習型組織、學校組織

氣氛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屬中高程度。 
2.國民中學教師對學習型組織之知覺因性

別、年齡、服務年資、學歷、擔任職務及

創校年數、學校地區之不同而有顯著差

異。 
3.國民中學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之知覺因性

別、年齡、服務年資、學歷、擔任職務及

創校年數、學校地區、學校規模之不同而

有顯著差異。 
4.國民中學教師對學校效能之知覺因性別、

年齡、服務年資、學歷、擔任職務及創校

年數、學校規模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5.國民中學學習型組織、學校組織氣氛與學

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相關。 
6.國民中學學習型組織與學校組織氣氛對學

校效能有顯著聯合預測力；對學校效能各

層面的聯合預測則以「學校行政績效」層

面的總預測力 64.3％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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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學校效能指標 研究主要發現 

仲秀蓮

﹙2004） 

臺北縣市國民

小學校長正向

思考、領導型式

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1.學校領導行為

2.教師教學品 
3.學生學習表現

4.社區家長支持

5.環境設備條件

1.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校長正向思考屬於普通

表現程度，勇氣表現最佳，智慧可再加強。

2.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校長領導型式傾向工作

取向。 
3.臺北縣市國民小學學校效能屬於普通效能

表現程度，學校領導行為表現最佳，學生

學習表現可再加強。 
4.年齡與領導型式在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校長

整體正向思考上有顯著交互作用。 
5.年齡、學校規模在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校長

正向思考的智慧層面上分別與領導型式有

顯著交互作用；而領導型式在智慧層面的

主要效果達顯著差異。 
6.性別在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校長正向思考的

愛心層面之主要效果達顯著差異。 
7.在校長年資、校長最高學歷背景條件下，

正向思考程度與領導型式有顯著關聯。 
8.學校規模與正向思考程度及領導型式三者

的交互作用在整體學校效能上達顯著差

異。 
9.性別、年齡、校長年資、校長最高學歷、

學校地區、學校校齡、分別與正向思考程

度及領導型式三者的交互作用在整體學校

效能上未達顯著差異。 
10.學校規模與正向思考程度及領導型式三

者的交互作用在學生學習表現層面上達顯

著差異。 
資料來源：張盈霏（2006）。 

陸、小結 

    綜合歸納以上的文獻討論，本研究學校效能的定義解釋為：學校校能

係指「學校經營者為達成學校教育目標、透過各種有效的領導與經營管

理，以及學校內部的反省與改進，使學校能夠在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領

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和策略、學校文化和價值及教職員專業發展等

各方面，能符合教育行政機關及社會大眾的期望與要求，在眾多資源的投

入與既有的組織氣候中，所表現出來的整體績效」。學校效能與校長領導

之間有密切的關係，因此藉由對校長科技領導的有效推動，將可有助於學

校效能的提昇。 

表 2-2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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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能的學校應包括下列九項特徵：一、強勢的領導；二、合諧的學校

氣氛和良好的學校文化；三、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學習；四、對學生有高

度的期望；五、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六、經常督導學生的進步；七、教

職員的進修與發展；八、妥善的學校環境；九、社區、家長的參予和支持。 

    有效能的學校可透過：一、極端組研究；二、個案研究；三、方案評

鑑等三種研究途徑和策略來達成，雖然各有其不同的限制及優缺點但可透

過途徑之整合，來彌補其不足。  

    有效能學校的研究發展可分為：一、因素確認時期；二、概念發展時

期；三、模式發展時期等三個階段。過去偏重於組織與成員目標的達成做

為衡量之依據，目前已逐漸從整合的觀點著手，有些則從個別學校間的差

異作比較。 

綜上所述，評量要有客觀公正的指標，使學校效能的評量有所依據，

也使評量的結果具有公信力。學校效能評量的指標，常對照學校應達成的

目標，在最經濟、有效的方式下完成既定的目標。本研究根據國內外學者

所發展的學校效能評量指標，斟酌本研究目的與需要，選定以行政領導、

校園規劃設施、教師教學、學生表現、家長社區參與、教師工作滿意等六

個向度為指標，編製問卷，作為蒐集學校校能現況資料的工具。 

第三節 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雖然目前很少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的論述研究，不過校長的領導

是影響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校長領導有助於學校的重建，並可提升學生

學業成就，影響學校成員心理。國內多數研究結果，例如孫瑞霙（2002）

和吳勁甫、鄭彩鳳（2003）等，皆顯示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兩者之間有正

相關，且校長領導可預測學校效能，惟相關與預測之關係並非是因果關

係。校長在各種領導角色或領導行為的表現愈佳，學校組織效能愈高（張

盈霏，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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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陳易昌（2006）在其《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

之研究》中，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北市34所公立國民小學460位國小教

師為調查和分析的對象，編製「台北市國民小學學校發展狀況問卷」進行

調查研究，發現： 

一、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均屬良好

程度。 

二、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會因教師年資、職務、學校規模、學校 

    歷史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情形；至於在性別、年齡、學歷上，則無 

    差異。 

三、台北市國民小學組織學習會因教師性別、年齡、年資、職務、學校規 

    模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情形；至於在學歷、學校歷史上，則無差異。 

四、台北市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性別、年齡、年資、職務、學校規 

    模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情形；至於在學歷、學校歷史上，則無差異。 

五、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典型相 

    關。 

六、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習對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度預 

    測力。 

七、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習對學校效能各層面具有高度 

    預測力。 

    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能透過三個典型因素有效地解釋學校效能

29.23%的總變異量，易言之，校長科技領導可以透過三個典型因素有效地

解釋其與學校效能的關聯。 

    張盈霏（2006）在其《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中，透過文獻探討，分析校長科技領導整體模型的相關資料，

建構出理論模型；採用問卷調查法，經分層比例隨機抽樣選取台灣地區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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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國民中學現職教師為樣本，以自編「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學校知識

管理及學校效能調查問卷」為工具進行調查，蒐集實徵研究資料，進行後

續分析與討論後，獲致以下研究結論：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量表模型均具有良好內 

    在品質。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測量模型具有良好內在品質。 

（二）國民中學學校知識管理測量模型具有良好內在品質。 

（三）國民中學學校效能測量模型具有良好內在品質。 

二、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學校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顯著的        

    關聯性與影響。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學校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顯著   

      的關聯性。 

（二）有效的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對學校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具有正   

      面影響。 

（三）良好的知識管理對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及學校效能具有正面影 

      響。 

三、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整體模型，經實徵檢定是符合臺灣國情需 

    要的最佳理論模型。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理論模型一具有良好的適配度。 

（二）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理論模型二具有良好的適配度。 

（三）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理論模型三具有可接受的適配度。 

四、理論模型一符合理論建構與樣本對象適配性，是適用於新型態國民中    

    學的最佳校長科技領導模型；而理論模型二具有理論穩健性與實務適  

    用性，是適用於舊型態國民中學的最佳校長科技領導模型。 

貳、小結 

「變遷時代需要不同的領導」，根據研究顯示，校長領導行為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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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或效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蔡進雄，2000)；學校領導未來的趨勢，

應奠基於既有的績效上，理想中的未來學校，理應以科技為前導，如同高

度被信賴的組織(high reliability organization)，以追求效率與效能為重要依

歸；當愈來愈多的學校認為其正運用微電腦科技來達成教育目標(Preedy, 

Glatter, ＆ Wise, 2003)。身為學校領導者，自是不遑多讓。 

    綜合上述可知，校長科技領導會因教師年資、職務、學校規模、學校

歷史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情形；至於在性別、年齡、學歷上，則無差異。

學校效能會因教師性別、年齡、年資、職務、學校規模之不同，而有顯著

差異情形；至於在學歷、學校歷史上，則無差異。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

習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典型相關及高度預測力。 

    校長的科技領導，主要在激勵教育人員採取實際行動，開始或持續學

習科技、運用科技，並將科技整合到課程與教學實務上，以提升教學或學

習的成效，達成教育目標。因此，學校領導者若能發揮科技領導的功效，

激勵成員將科技運用到教學與課程之中，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對於學

校效能具有相當正面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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