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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情

形，並以研究結果作為日後國民小學增進學校效能的參考。本章的目的在

探討國內外「科技領導」及「學校效能」之相關文獻，包括專書、期刊、

論文等，藉由文獻的閱讀與整理，歸納出結論以作為實徵研究的理論基

礎。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科技領導的意涵與相關研究；第二節、學

校效能的意涵與相關研究；第三節、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科技領導的意涵與相關研究科技領導的意涵與相關研究科技領導的意涵與相關研究科技領導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領導的目的在於使團體的成員能同心協力齊赴團體的目標，使團體的

目標或利益能夠達成（秦夢群，2005；謝文全，2003），是故，對一個組

織而言，領導相當重要，領導關乎組織的成敗（林明地等譯，2003）。因

此，不論古今中外，領導都是相當受到重視的議題，而探尋領導理論的研

究，從比較有系統的特質論開始，到當下新興的領導理論，其類型己不下

三十餘種（張奕華，2007），其所以如此，乃因人是複雜的動物，加上環

境的變動，因此不同的領導理論便應運而生，領導者在不同的時空環境

下，便須扮演不同的領導角色。誠如 Burns 所言：領導是地球上最受關注，

而又最難理解的現象（引自林天祐、吳清山、張德銳、湯志民、丁一顧、

周崇儒、蔡菁芝，2003）。 

而當今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在資訊社會中，學校處於科技豐足

(technology-rich)的情境，電腦、網際網路、多媒體與軟體等資訊科技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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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各方面均產生重大的影響，在此情境下，學校的領導者便須因應時代的

變遷與資訊科技的發展而採取因應的領導的作為。以美國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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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美國教育部勠力於提昇每一位學童學習的重要政策（張奕華，2003），

而校長的角色也從「學校管理者」(building manager)、「資源提供者」(resource 

provider)的角色，發展到「教學與課程領導者」(instructional and curriculum 

leader)以及「科技領導者」(technology leader)（張奕華，2006b），因此，

現今學校的領導者應重視科技領導的議題，也應為扮演科技領導者做好準

備。 

 

壹壹壹壹、、、、科技領導的意涵科技領導的意涵科技領導的意涵科技領導的意涵 

「科技領導」(technology leadership)一詞，首次出現在荷蘭湍特大學

(University of Twente)教授 Betty Collis 所撰述的《電腦、課程與全班教學》

(Computers, Curriculum, and Whole-Class instruction)一書中（引自張奕華，

2006b），其後許多研究者相繼投入這方面的研究，由於研究者的重點與

角色不同，而有不同的觀點。 

有的研究者認為科技領導要結合科技素養與領導技巧，葉連祺（2003）

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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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潔如（2005）指

出所謂科技領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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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能塑造一個共享、支持的學校情境，以促使教學和行政的成效達到最大

化。吳怡佳（2008）定義科技領導是校長融合新興科技與領導技巧，使其

應用在學校課程教學上，塑造師生一個共享與支持的教學環境；其次，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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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學校教職員持續學習並善用資訊科技進而提升素養，以增進教學與行政

效能。許丞芳（2008）指出科技領導是學校領導者結合「科技」和「領導」

知能，塑造應用科技的有利環境和文化，使學校成員能夠善用科技，以提

升行政與教學效能。 

也有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在組織目標的達成，認為科技領導在善用科技

達成組織目標，吳清山和林天祐（2006）指出領導者能善用領導技巧，使

所屬成員能夠運用科技，致力於組織目標的達成。吳聖威（2006）認為科

技領導是領導者結合新穎與新興的科技和必要的領導技巧，發展組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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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做好科技評鑑工作，關注科技使用的倫理議題，重視

人際溝通，透過組織全員資訊科技素養的養成與提升，促進組織的效能。

張盈霏（2006）則認為科技領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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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上倫（2007）認為是領導者結合科技和領導，運用科技

的軟硬體，提昇成員科技素養，塑造應用科技的環境及文化，以促使成員

善用科技，增進組織的效能。蔡瑞倫（2008）認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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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和 Dexter (2000) 提出科技領導是

指在組織決定、政策和行動上，儘可能促使學校能有效的使用資訊科技。 

另外有些研究者聚焦於教學與學習的需求，其觀察到資訊時代對教育

產生的變革，張奕華（2006b）指出科技領導即是面對資訊時代的來臨，

學校領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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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易昌（2006）主張科技領導是激勵教育人員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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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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提升教學或學習的成效，達成教育目標。Barbara 和 Wasser (1999) 認為

科技領導是指校長和學校行政人員能示範與學習相關的資訊科技，並藉由

領導引起革新，應用科技來轉換成有效能的教與學的情境。Speed 和 Brown 

(2001) 指出所謂科技領導者是能激發教育者去學習科技、使用科技並整合

科技於他們的課程中。Schmeltzer (2001) 認為科技領導者必須了解科技如

何改善教學實際，發展策略幫助教師於課堂使用科技，使團隊增能並創造

一個系統持續支持整個學校向前使用新科技。Creighton (2003) 主張科技領

導者必須設計和運用新的策略來幫助教師認知、了解和整合科技於教室中

的教學與學習。Afshari 等人 (2008) 則認為科技領導是經由使用資訊和通

訊科技引進和實現學校的改變，同時能促使多元的解決方案整合於學習、

教學和學校行政。 

依據上述研究者對科技領導的定義，本研究分方法、環境、人員和目

的等四個向度加以分析歸納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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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科技領導定義之分析 

向度 內容 研究者 

建立科技願景 張奕華、吳聖威 

結合科技和領導 葉連祺、吳聖威、高上倫、吳怡佳、

許丞芳、蔡瑞倫 

運用領導技巧 徐潔如，吳清山和林天祐、張盈霏 

領導者具備科技

素養 
徐潔如 

充實人員科技素

養 
葉連祺、陳易昌、高上倫、蔡瑞倫 

整合課程和教學 陳易昌、吳怡佳、Speed 和 Brown、
Afshari 等人 

方法 

整合資源 徐潔如 

充實軟硬體設施 葉連祺、吳聖威、蔡瑞倫 

科技團隊 張奕華 
環境 

塑造應用科技的

有利環境和文化 
葉連祺、徐潔如、高上倫、吳怡佳、

許丞芳、蔡瑞倫 

校長善用科技 葉連祺、陳易昌、吳怡佳 

教師善用科技 葉連祺、徐潔如、張奕華、陳易昌、

吳怡佳、Speed 和 Brown、Schmeltzer 

學生善用科技 吳清山和林天祐 

其他學校人員善

用科技 
葉連祺、徐潔如、張奕華、吳怡佳 

人員 

成員善用科技 吳清山和林天祐、高上倫、許丞芳、

Anderson 和 Dexter 

教學成效 葉連祺、徐潔如、張奕華、陳易昌、

吳怡佳、許丞芳、蔡瑞倫、Barbara
和 Wasser、Creighton 

行政成效 葉連祺、徐潔如、吳怡佳、許丞芳、

蔡瑞倫 

學習成效 張奕華、陳易昌、Barbara 和 Wasser 

組織效能 吳聖威、高上倫 

教育變革 張奕華、Afshari 等人 

實現組織願景 張盈霏 

目的 

達成組織目標 吳清山和林天祐、陳易昌、蔡瑞倫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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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分析中可知，科技領導在方法上要建立科技願景，運用領導技

巧結合科技和領導知能，充實人員科技素養，並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

中；在環境方面要組成科技團隊、充實軟硬體設施並塑造應用科技的有利

環境和文化；在人員方面則應讓學校成員皆能善用科技，包括校長、教師、

學生、行政人員；而目的則在於因應教育變革，提昇教學、行政和學習的

成效，以達成組織的願景和目標。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科技領導定義為：領導者能建立科技願景，結合

科技和領導知能，運用領導技巧並組成科技團隊，充實軟硬體設施與成員

科技素養，塑造應用科技的有利環境和文化，使學校成員皆能善用科技並

整合於課程、教學和學習中，以因應教育變革，提昇組織效能，達成組織

的願景和目標。 

 

 

貳貳貳貳、、、、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內涵內涵內涵內涵 

  一一一一、、、、科科科科技領導的重要性技領導的重要性技領導的重要性技領導的重要性 

   對於數十年教育科技的發展軌跡而言，目前好像頓時從平面走到

一個陡升坡，由於數位媒體的普及，教學發展方面的研究與發展幾乎言

必稱數位（王健華，2003），而伴隨著資訊科技所衍生出來的新概念及

技術，直接或間接地造成課程理論、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學習方法以

及課程發展機制的根本變革（林文生，2005）。由此可知，資訊科技對

現今的學校己產生全面的影響。許多學者的研究都指出，應用科技在教

學上，對學生學習、問題解決能力，以及批判性思考具有正面助益。因

此，美國教育部在實施「沒有落後的小孩」(NCLB)法案時，相關教育政

策如：用科技支援學習等亦陸續實施，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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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教育部亦從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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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來投資大量資源於中小學資訊教育，並執行「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

畫」、「NII 人才培育計畫」及「資訊種子學校建制與教師團隊培訓計

畫」，希望提昇中小學教師與學生的資訊素養。 

眾所周知，校長是影響學校的關鍵人物，是學校的掌舵者，校長科

技領導的角色關係者教師的科技素養，進而影響教師的教學效能（張奕

華，2006a）。誠如 Ross 和 Bailey 所闡述的：「若新興科技是成功的學

校再造的方法，校長則提供了運作指引與領導。校長為學校打基礎，是

學校變革的催化劑。為準備學校與學生迎接資訊時代，需要校長科技領

導的努力」（引自張奕華，2003）。 

      Kearsley 和 Lynch 指出，優質科技領導的潛在益處包括改進學生學

業成就、增加學生出席和減少摩擦、做好學生職業準備、更高效能的行

政運作，以及減少教職員倦怠感與離職。相對地，拙劣的科技領導則會

造成欠缺使用科技的知識、耗費執行科技的時間與資金，為科技而科技

而非真正需要，不平等地取得造成團體的差別待遇、設備的不良設計限

制了使用性、不良設計結果造成對科技的負面態度及對於潛在使用者產

生明顯的阻力等問題（引自張奕華，2007）。Anderson 與 Dexter (2005)

的研究也發現，科技領導與科技成果具有顯著、正向的相關，科技領導

在科技成果上扮演著關鍵性的影響，科技領導能改善科技在學習上的角

色。 

綜上所述，在資訊科技的時代，科技領導關乎學校的效能，校長必

須扮演科技領導的角色，雖然教育科技和數位學習的發展目前尚無法取

代學校和教師的地位，但其對學校的影響己是我們不容忽視的議題，隨

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科技領導對現今的學校越見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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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科技領導的技巧科技領導的技巧科技領導的技巧科技領導的技巧 

由於科技領導越來越重要，要扮演好科技領導者的角色則需要具備

良好的科技領導技巧，Collis首次提出科技領導一詞時，也提出了「科技

領導技巧」(Technology Leadership Skills)，其內容清楚列出州政府層級、

學區層級、校長、教師以及科技專家在扮演科技領導者時所需要的管理

知能，其內容如表2-2所示：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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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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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或個人 領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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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科技領導與管理理論及實務（p.22），張奕華，2007，高等 
  教育，臺北市。 

 

Aten (1996)認為教育科技領導者必備的行為特徵包括：（一）良好

的溝通技巧；（二）幽默感；（三）根據需要以優先順位排列工作；（四）

良好組織；（五）促進其他方式的領導；（六）說明科技如何支持學校

變革；（七）應用科技解決學校需求；（八）妥善管理時間；（九）妥

善處理模糊性以及（十）追求專業發展。 

Inkster (1998)在其標題名為《國小校長科技領導：一個比較的個案

研 究 》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的論文中，發現科技領導技巧包括：（一）精熟

領導(例如領導行為、溝通技巧、團體過程)；（二）精熟視導(例如課程、

教學、表現、評鑑)和（三）精熟行政與管理(例如組織管理、會計管理、

政治管理。 

Reeves (2004)的在其《全美領導評鑑研究》(National Leadership 

Evaluation Study)中發現，領導評鑑的面向應包括科技等十項層面，其中

在科技層的評鑑內容包括：（一）能示範使用科技以改善教與學；（二）

能電子溝通(electronic communication)；以及（三）能協調一致的管理

表 2-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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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rent management)科技資源、科技人員和資訊。 

            綜合上述，可歸納出科技領導者必須具備四種主要的技巧，具備這

些技巧方能成功扮演好科技領導者： 

    （一）評鑑技巧：能評鑑科技計畫、精熟視導、確認發展計畫、獎勵 

傑出的科技應用等 

    （二）人際技巧：包括良好的溝通技巧、具幽默感、說明能力及尋求 

 資金的能力等。 

    （三）管理技巧：精熟行政管理、良好組織能力、協調一致的管理、

確認倫理政策、設計人員發展、管理時間及排列優先順序等。 

    （四）操作技巧：能示範使用科技、安裝和維護電腦系統、確保科技  

設備符合使用及解決問題等 

 

  三三三三、、、、科技領導的角色科技領導的角色科技領導的角色科技領導的角色 

角色是對在一個團體內或社會中具有特定地位的人所期待的行為

（劉雲德譯，1992）。依此而論，校長科技領導的角色是指校長擔任科

技領導者應有的行為模式與社會對此角色的期望。有關校長在科技領導

中的角色，專家學者有許多的研究與論述，兹整理如下： 

Flanagan和Jacobsen (2003)指出：為達成科技領導目標，校長需扮

演五項角色責任：（一）學習的領導者；（二）能力建立的領導者；（三）

社區的領導者；（四）資源管理的領導者；（五）學生權利的領導者。 

徐潔如（2005）歸納校長在科技領導層面上之角色任務為：（一）

改變教師抗拒心理，提供教師必要的資源、環境、與適切性配合條件，

成為教師的支持者；（二）對建立學校科技願景，能有清楚、長遠的目

標與方向，為規劃學校願景的引導者；（三）透過積極民主的對話，使

學校成員、家長、社區及支持團體樂於參與形成團體共識的溝通協調

者；（四）持續知覺新科技在教育應用上的潛能，自身需不斷的專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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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從實踐中增長經驗，以能成為維持學習的領導者。 

吳清山和林天祐（2006）則認為學校科技領導者應該扮演下列角色：

（一） 激勵者：激勵所屬成員能夠學習資訊科技，使成員具備資訊素養；

（二） 示範者：領導者願意學習各種資訊科技，本身具有資訊使用能力；

（三）分享者：領導者能夠分享自己學習資訊經驗，並形塑一個資訊分

享文化，以建立資訊校園；（四）溝通者：領導者利用各種場合或時機，

說明和宣導資訊科技對於行政、教學和學習的價值及重要性；（五）資

源提供者：領導者提供各類資訊科技軟硬體設備，以利資訊分享。 

張盈霏（2006）認為校長的科技領導應扮演五種新角色：（一）領

導、催化與引導變革的科技專家；（二）學校科技領導績效責任的擔負

者；（三）校園科技團隊感的促動者；（四）學校相關成員間的整合者；

（五）兼具學校科技領導執行、研發、設計與決定的角色。 

綜合上述，身為科技領導者應扮演角色相當多，也可見在資訊科技

時代，社會對校長扮演科技領導者的期待甚殷，在科技應用上校長必須

為願景建立者、領導者、引導者、規劃者、決定者、催化者與整合者；

執行的過程須為激勵者、示範者、分享者、溝通者、教導者，資源提供

者；當然科技領導者必須講求績效責任，負擔包括成敗在內的所有責

任，所以也是責任承擔者。由此可見身為科技領導者，角色相當繁重，

任務相當艱鉅。 

 

四四四四、、、、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內涵層內涵層內涵層內涵層面面面面 

    有關科技領導的面向，在文獻的探討中，由於各研究者的觀點殊異

而有所不同，有些研究名稱雖有差異，但內涵卻相近，兹將國內外的研

究者的看法整理如下。 

張奕華（2003）歸納文獻為七項層面：（一）願景、計畫與管理；（二）

成員發展與訓練；（三）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四）倫理與法律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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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六）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七）評鑑

與研究。 

徐潔如（2005）在其《台北市校長科技領導之研究》中發現，校長

科技領導的面向包含五項層面：（一）共擬願景和計畫；（二）行政規劃、

評鑑與教學領導；（三）專業發展與示範；（四）提昇工作效能；（五）

支持、管理與運作。 

秦夢群和張奕華（2006）綜合相關文獻，發展出「科技領導層面與

實施現況之研究問卷」，問卷的層面包含五項：（一）願景、計畫與管理：

學校缺少科技願景，教職員將缺少方向與引導，因此有效的科技領導者

必須具備科技如何產生學校變革的願景；（二）人員發展與訓練：是由

三種能力組成，亦即描述和確定成員發展資源、設計成員發展課程以及

能制訂不同的成員發展計畫；（三）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當教師和職

員們需要協助時，科技領導者需要提供技術的支持，並能確保公平取得

科技資源機會和適當的科技使用設備；（四）評鑑與研究：執行對教師

的評鑑程序，以建立科技標準並引導專業發展計畫，同時會根據學生的

學業成績資料加以研究，並鼓勵師生善用科技，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效

能；（五）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人際關係技巧是重要的科技領導成分，

其重要性更是凌駕科技專門技術。 

張盈霏（2006）綜合學者專家的觀點，歸納衡量科技領導的五個層

面：（一）學校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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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聖威（2006）提出六項科技領導的面向：（一）發展科技願景、

計畫與管理；（二）學校成員發展與訓練；（三）學校科技設施與融入教

學的支持；（四）評鑑與研究；（五）社會、法律和倫理議題；（六）人

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陳易昌（2006）將校長科技領導分為四個層面：（一）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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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能運用願景、設備規劃、評鑑來推動科技的應用，並能宣導智慧財

產權等相關倫理議題；（二）成員發展：注重學校成員科技素養的訓練

與發展，以落實科技的運用；（三）科技整合：鼓勵教師將科技整合到

日常的行政、課程與教學之中，並且提供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的支持，以

促進教學與學習；（四）人際溝通：能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運用正確

溝通技巧，協調各部門以推展科技政策，並爭取外部的支持與配合。 

高上倫（2007）研究認為，校長科技領導宜落實六個向度四十八項

內容指標，其六個向度為：（一）願景計畫與管理；（二）成員發展與訓

練；（三）人際溝通與法理議題；（四）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五）

評鑑與研究；（六）實際操作與示範。 

吳怡佳（2008）綜合相關研究，將校長科技領導分為五大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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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與研究；（五）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許丞芳（2008）將校長科技領導分為七個層面：（一）科技領導之

實施與願景發展；（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三）成員發展與訓練；

（四） 科技設施支援與管理；（五） 評鑑與研究；（六） 社會、法律

與倫理議題；（七）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蔡瑞倫（2008）認為科技領導層面有五項：（一）願景、計畫與管

理；（二）人員發展與訓練；（三）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四）評鑑與

研究；（五）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Aten (1996)認為科技領導的本質可分為四項層面：（一）分享領導

(shared leadership)：領導者與成員共同合作一起決定，同時能夠依成員

能力的不同提供適合的任務；（二）額外的補償(extra compensation)：除

了應負的學校責任外，對於在運用科技方面表現優異的成員應給予獎

勵；（三）科技整合( technology integration)：將科技整合於課程中，支

持學校運作與教學，使用科技瞭解未來的趨勢；（四）人際關係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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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skills)：學校能夠持續和其他團體聯繫，包括家長、社群

組織和支持學校科技發展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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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以下簡稱ISTE) 在2002年公佈的學校行政人員科技標準

（NETS for Administrators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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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領導與願景(leadership and vision)；

（二）學習與教導(learning and teaching)；（三）生產力與專業實務

(productivit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四）支持、管理與操作（suppor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五）評量與評鑑（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以及（六）社會、法律和道德議題(social,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ISTE, 2002)。 

Brooks-Young指出，為了達成有效能的科技領導，學校領導人必

須正視的重要科技課題如下：（一）具備新的科技素養(new literacies)；

（二）鼓勵教師與學生(engag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使用科技；（三）

提供可靠的基礎設施(providing a reliable infrastructure)；（四）法律與社

會關懷(legal and social concerns)（引自張奕華，2006b）。 

由於各研究者的角度不同，因此關於科技領導的層面也有差異，

茲將各研究層面整理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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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科技領導層面彙整表 

  

     層面 

 

 

 

 

 

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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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與

基

本

設

施

支

持 

評

鑑

與

研

究 

科

技

設

施

與

融

入

教

學 

實

際

操

作

與

示

範 

張奕華 ◎ ◎ ◎ ◎ ◎ ◎ ◎   

秦夢群和張奕

華 

◎ ◎ ◎   ◎ ◎   

張盈霏 ◎ ◎ ◎   ◎ ◎   

吳聖威 ◎ ◎ ◎ ◎   ◎ ◎  

陳易昌 ◎ ◎ ◎     ◎  

高上倫 ◎ ◎ ◎    ◎ ◎ ◎ 

吳怡佳 ◎ ◎ ◎   ◎ ◎   

許丞芳 ◎ ◎ ◎ ◎  ◎ ◎ ◎  

蔡瑞倫 ◎ ◎ ◎   ◎ ◎   

Aten   ◎     ◎  

ISTE    ◎  ◎ ◎   

Brooks-Young    ◎  ◎    

  9 9 10 4 1 8 9 5 1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6

綜合上述，國內外研究者所提的面向雖不盡相同，但最常被提出

及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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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吳怡佳

（2008）所提出的也是這五個層面，因此本研究將選用其編製的科技領

導量表，以這五個層面蒐集實證資料，進一步分析臺北縣國民小校長科

技領導的現況。 

 

五五五五、、、、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科技領導的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除前述科技領導的層面外，為了能具體的觀察和測量各層面的實際

表現，許多的專家學者也提出科技領導的指標，兹依文獻資料分述如下。 

張奕華（2003）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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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項評量指標：（1）清楚地說明學校

中科技使用的願景；（2）發展分享式願景和長程科技計畫；（3）授權

一個包含不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4）執行科技豐富化的學校改善

計畫；（5）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6）運用公平和合理的判斷分配科

技資源；（7）有效地管理科技上的變革；（8）分配資源以提高科技計

畫的執行；（9）利用科技以有效地管理行政運作；（10）有效地管理

科技設備和資源；（11）鼓勵在科技領域上的在職訓練；（12）提供在

職訓練以獲得特定的科技技巧；（13）分配資源以作為在科技上的在職

訓練之用；（14）支持設計一個科技上的在職訓練課程；（15）支持傳

遞科技上的在職訓練；（16）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練之用；（17）證

明了解教職員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18）應公平與尊敬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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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所有學校人員有關於科技的取得與訓練；（19）有關於科技上的事務，

能與教職員生維持正面的關係；（20）當教職員學習使用科技時，能展

現出耐心；（21）與學校外的科技支持團體維持正面的關係；（22）有

效地與教職員和學生溝通有關科技的議題；（23）有效地與學校外的支

持團體溝通科技的議題；（24）要求遵守地區的科技使用政策；（25）

秉持遵守安全與著作權使用的政策與程序；（26）與學校人員討論使用

科技工具時，可能遇到的道德兩難議題；（27）了解有關平等取得科技

的議題；（28）提倡了解有關科技的智慧財產權政策；（29）建立道德

的使用科技的程序；（30）支持融合科技到課程中；（31）支持教師使

用科技；（32）支持學生使用科技；（33）支持使用科技在學校運作中；

（34）提升科技在學校改進過程中的角色；（35）展現了解科技的未來

趨勢；（36）提供適當的資源以支持課程和科技發展；（37）使用地區

的綱領去發展整合科技的課程計畫；（38）提倡適當的支持科技；（39）

確保科技設備的使用是適當的；（40）確保相同的取得科技資源；（41）

當學校人員需要協助時，能確保科技的支持；（42）確保設備的即時修

理與維護；（43）確保各式樣的軟體應用程式給學校人員；（44）尋求

外部的科技基金資源；（45）執行教師科技專業成長的評鑑程序；（46）

考慮有效的使用科技是評量教職員表現的一個成分；（47）評鑑在教學

計畫上有關科技的使用；（48）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49）從成本效

益的觀點評鑑科技；（50）評鑑教室和實驗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51）

利用地區的資料去評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情形；（52）應用科技相關的

研究以引導學校中科技的使用；（53）鼓勵學校人員利用有關資訊資源

作為科技專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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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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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管理與運作」五個向度30項知能指標：（1）與各處室行政人員及

領域教師共同制定資訊教育發展計畫；（2）鼓勵教師自製數位教材；

（3）提供資訊科技相關研究成果給學校同仁；（4）向教師及家長清楚

地說明與溝通學校資訊教育發展願景；（5）成立資訊推動小組擔任規

劃與決策角色；（6）評估教師需求，主動提供各項校內外研習機會；

（7）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優異表現而給予正面回饋；（8）

舉辦教學觀摩與研討活動提升教師運用資訊媒體之教學能力；（9）將

正確的網路禮節、電腦使用安全和尊重智慧財產權等議題納入學校課程

計畫中；（10）運用學校資訊環境，辦理各項活動引領社區成長；（11）

在校內辦理各項資訊競賽與研習、展覽等活動，激發教師創新教學與學

生合作學習的潛能；（12）與使用資訊媒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

供適時的協助以改變其態度；（13）促進學校與社教機構、社區大學以

及各級學校的數位教育資源有效結合達到資源共享；（14）依據學校所

訂定的資訊教育發展計畫來進行校內的自我評鑑；（15）在資訊教學媒

體的運用與自製上孕育出勇於挑戰且負責任的學校文化；（16）擬訂資

訊教育發展計畫，爭取上級補助經費，並且讓經費產出最大效益；（17）

能做好經費、人力和物力資源的分配，使資訊教育發展計畫能完整、持

續的落實；（18）瞭解使用網路之智慧財產權、個人隱私權及資訊安全

等相關知識；（19）主動參與資訊教育的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個人的

資訊素養；（20）親自引領和示範，使教師認同資訊科技是一個極為有

用、有價值的教學輔助工具；（21）向學校人員宣導智財權之基本概念

及合理的使用範圍；（22）具備基本的資訊科技素養（如：文書處理、

試算表等軟體），並能有效處理工作上的事務；（23）鼓勵學生運用資

訊科技進行各種管道的學習；（24）運用 E-mail、線上訊息公佈欄、

視訊功能與教師、學生、家長作意見溝通；（25）利用網路或資訊科技

工具蒐集相關資料，做為我決策之參考；（26）提供學校同仁和學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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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資訊科技的機會；（27）提供管道協助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如：

線上維修功能、相關資訊技術人員協助或諮詢）；（28）運用學校行政

網路或電子郵件來傳遞和公告學校行政資訊；（29）鼓勵校內行政同仁

使用校務管理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財產等管理作業資訊化，以

提升行政效率；（30）能掌握最新資訊，培養自我的前瞻與洞察力。 

張奕華、蕭霖（2005）在《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效能之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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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等五項內涵層面，並針對各層面發展出39項評量指標：（1）清楚地說

明學校中科技使用的願景；（2）發展科技的共同願景和長期計畫；（3）

授權一個包含不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4）執行科技豐富化的學校

改善計畫；（5）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6）運用公平和合理的判斷分

配科技資源；（7）有效地管理科技上的變革；（8）分配資源以提高科

技計畫的執行；（9）利用科技以有效地管理行政運作；（10）有效地

管理科技設備和資源；（11）鼓勵在科技領域上的在職訓練；（12）提

供在職訓練以獲得特定的科技技巧；（13）分配資源以作為在科技上的

在職訓練之用；（14）支持並設計一個科技上的在職訓練課程；（15）

支持並宣導科技上的在職訓練；（16）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練之用；

（17）提供適當的科技設備；（18）確保科技設備的使用是適當；（19）

確保學校人員有相同的機會取得科技資源；（20）當學校人員需要協助

時，能確保科技的支持；（21）確保設備的即時修理與維護；（22）提

供各式樣的軟體應用程式給學校人員；（23）尋求外部的科技基金資源；

（24）執行教師科技專業成長的評鑑程序；（25）考慮有效的使用科技

是評量教職員表現的一部分；（26）評鑑在教學計畫上有關科技的使用；

（27）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28）從成本效益的觀點評鑑科技；（29）

評鑑教室和實驗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30）根據校務評鑑的指標去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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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情形；（31）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以引導學校中科

技的使用；（32）了解教職員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33）公

平與尊敬的對待所有學校人員有關於科技的取得與訓練；（34）有關於

科技上的事務，能與教職員生維持正面的關係；（35）當教職員學習使

用科技時，能展現出耐心；（36）與學校外的科技支持團體維持正面的

關係；（37）有效地與教職員和學生溝通科技的議題；（38） 有效地

與學校外的支持團體溝通科技的議題；（39）鼓勵學校人員利用有關資

訊資源作為科技專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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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楚說明資訊

科技使用的目標與願景；（2）對於資訊科技設備能進行適切合理的規

劃與分配；（3）認為能有效的使用資訊科技是評量教職員表現的一部

分；（4）協助同仁獲知哪裡可取得所需要的資訊設備或軟體；（5）對

於智慧財產權與網路倫理的問題進行宣導與說明；（6）鼓勵教師參與

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與進修；（7）常舉辦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8）

提供最新的資訊科技與軟硬體的訊息供教師參考；（9）對於新的軟體

或設備學校會安排時間訓練教師使用；（10）邀請善用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11）教學或工作所需的資訊科技設備非常

足夠；（12）鼓勵教師將資訊科技整合於日常教學中；（13）學校的電

腦軟體或教學軟體選擇性多並會定期更新；（14）善用電腦或網路處理

班級事務或行政業務；（15）當資訊科技設備發生問題時會有人員能幫

忙解決；（16）瞭解教職員和學生在資訊科技上的關注與需求；（17）

和教職員與學生溝通有關資訊科技的議題；（18）爭取校外團體支持校

內的資訊科技相關需求；（19）表達對使用資訊科技的支持態度；（20）

在資訊科技相關的事務上能協調學校各處室有效推動資訊科技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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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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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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項指標：（1）清楚地說明校內科

技使用的願景；（2）與同仁共同發展科技使用計畫；（3）凝聚校內成

員共識共同塑造校內科技願景；（4）授權校內包含不同成員的科技計

畫團隊;（5）基於科技豐富化的原則去執行學校的改善計畫;（6）整合

校內的科技資源以讓學校成員使用；（7）能公平而合理的管理與分配

科技資源；（8）能有效地管理科技對學校產生的影響；（9）能有效地

分配資源以提高學校科技計畫的執行；（10）能善用科技以促進行政運

作的有效管理；（11）能有效地管理學校的科技設備和資源；（12）能

鼓勵成員在科技領域上的專業發展；（13）能提供成員在職訓練以提昇

科技素養；（14）提供資源給成員作為科技職訓練之用；（15）提出科

技訓練課程給成員；（16）支持成員在傳遞科技上的在職訓練；（17）

提供時間給成員作為科技訓練之用；（18）提供適當的科技設備以作為

學校行政與教學的使用；（19）確保師生在科技設備上的適當使用；（20）

確保成員具有相同的機會使用科技資源；（21）成員需要科技設施時提

供協助與支持；（22）確保科技設備的即時修理與維護；（23）提供各

式樣的軟體應用程式給成員使用；（24）積極地尋求外部的科技基金資

源充實學校的科技設施；（25）提供科技設施支持科技融入於教學中；

（26）正面支持教師與學生使用科技；（27）能有效地評鑑教職員工的

科技專業素養；（28）能有效地使用科技來評量教職員工的表現；（29）

能評鑑教師在教學計畫中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30）能有效地自我評

鑑校內的科技計畫；（31）能評鑑一般教室和電腦教室中的電腦操作系

統；（32）能主動蒐集資料去評鑑教師在教學上使用科技的情形；（33）

積極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來引導成員善用科技；（34）鼓勵教職員工利

用有關資訊資源來促進科技專業的成長；（35）要求成員遵守科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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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律規定；（36）帶領成員遵守科技使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規定；（37）

與成員討論使用科技時可能遇到的道德議題；（38）引導成員了解有關

機會平等取得科技的議題；（39）促進成員了解有關科技的智慧財產權；

（40）建立成員使用科技的道德程序與社會責任；（41）關心成員在科

技上的需求；（42）公平的提供成員科技的取得與訓練；（43）維持在

科技事務上與成員的正面關係；（44）善用溝通技巧鼓勵成員學習使用

科技；（45）與科技團體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46）與成員溝通科技

的相關議題；（47）與家長和社區人士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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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

楚地說明學校中科技使用的願景；（2）發展願景和長期科技計畫；（3）

能授權一個包含不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4）能夠提倡學校的科技

資源；（5）能有效管理科技上的變革；（6）會利用科技以有效地管理

行政運作；（7）鼓勵學校教職員在科技領域上的在職訓練；（8）提供

學校教職員在職訓練以獲得特定的科技技巧；（9）妥善地分配資源以

作為學校教職員在科技上的在職訓練之用；（10）支持學校教職員設計

一個科技上的在職訓練課程；（11）支持傳遞科技上的在職訓練；（12）

提供時間以作為學校教職員科技訓練之用；（13）提供適當的科技設備；

（14）確保學校所有教職員有相同的機會取得科技資源；（15）在學校

教職員需要協助時透過科技方式予以支持；（16）確保設備的即時修理

與維護；（17）確保提供各式各樣的軟體應用程式給學校教職員；（18）

會尋求外部的科技基金資源；（19）關心並了解學校教職員在科技上的

需求；（20）能公平地對待學校教職員在科技的取得與訓練；（21）能

在科技的事務上與教職員維持正面的關係；（22）能與學校外的科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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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團體維持正面的關係；（23）能有效與學校教職員溝通有關科技的議

題；（24）能有效地與學校外的支持團體溝通科技的議題；（25）能執

行學校教職員科技專業成長的評鑑程序；（26）能有效地使用科技是評

量學校教職員表現的一部份；（27）會評鑑在教學計畫上有關科技的使

用；（28）本身能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29）會從成本效益的觀點來

評鑑科技的附加價值；（30）鼓勵學校教職員利用有關資訊資源作為科

技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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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學

校科技領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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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大向度

共22項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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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鼓

勵在科技領域上的在職訓練；（7）支持設計一個科技上的在職訓練課

程；（8）支持傳遞科技上的在職訓練；（9）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練

之用；（10）確保科技設備的使用是適當的；（11）確保學校人員有相

同的機會取得科技資源；（12）當學校人員需要協助時，能確保科技的

支持；（13）確保設備的即時修理與維護；（14）考慮有效的使用科技

是評量教職員表現的一部分；（15）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16）從成

本效益的觀點評鑑科技；（17）評鑑教室和實驗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

（18）利用地區的資料去評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情形；（19）了解教職

員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20）有關於科技上的事務，能與教

職員生維持正面的關係；（21）有效地與教職員和學生溝通有關科技的

議題；（22）鼓勵學校人員利用有關資訊資源作為科技專業的成長。 

高上倫（2007）在其名為《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科技領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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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之研究》中提出「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人際

溝通與法理議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評鑑與研究」及「實

際操作與示範」等六個層面四十八項內容指標：（1）清楚地說明學校

科技使用的願景；（2）發展共同願景和長期科技計畫；（3）授權給包

含不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4）有效執行學校科技改善計畫；（5）

運用公平與合理的判斷分配科技資源；（6）有效管理科技設備和資源；

（7）利用科技有效管理行政運作；（8）能鼓勵科技相關的在職訓練；

（9）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練之用；（10）提供資源作為科技訓練後

的自我練習；（11）提供科技相關訓練後研討及發表的時間和機會；（12）

能與學校成員共同參與科技專業發展課程；（13）與校外的科技支持團

體維持正面的關係；（14）瞭解教職員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15）

公平與尊重對待所有學校人員有關於科技的取得與訓練；（16）當教職

員學習使用科技時能展現出耐心；（17）能有效地與教職員和學生溝通

有關科技的議題；（18）能建立學校人員和學生有關使用科技、著作權

和安全性的統一規範；（19）.能將使用科技的法律、倫理的相關議題，

加入到學校課程中；（20）明確制定科技使用政策，以處理與智慧財產

權、法律、倫理有關的問題；（21）能關心使用科技的責任、隱私、保

密、環境安全、線上安全、健康考量和智慧財產權；（22）支持科技融

入於課程；（23）支持教師使用科技；（24）支持學生使用科技；（25）

協助教師使用科技來改進教學；（26）提昇科技在學校革新過程中的角

色；（27）隨時吸收科技的未來趨勢；（28）提供適當的科技設備；（29）

提供成員分享資源的平台；（30）確保適當的科技設備使用；（31）當

學校人員需要協助時，能提供即時的技術支援；（32）確保設備的有效

維修；（33）能實施教師科技專業成長的評鑑；（34）能考慮有效的使

用科技是評量教職員表現的一部份；（35）評鑑在教學計畫上有關科技

的使用；（36）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37）能從成本效益的觀點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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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使用；（38）評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情形；（39）應用科技相關

的研究以引導學校中科技的使用；（40）能鼓勵學校人員利用科技相關

資源作為科技專業的成長；（41）具備基本資訊素養(如文書處理、電

子郵件)，並能加以運用以處理學校事務；（42）親自引領和示範，使

教師認同資訊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學輔助工具；（43）運用 E-mail、

線上訊息公佈欄、視訊功能與教師、學生、家長作意見溝通；（44）利

用網路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相關資料，作為決策參考；（45）運用學校

行政網路或電子郵件來傳遞和公告學校行政資訊；（46）運用學校資訊

教學環境，辦理各項活動，引領社區成長；（47）運用網路、電子郵件、

部落格等與社區溝通；（48）促進學校與社區、社區大學及各級學校數

位教育資源有效結合並共享。 

吳怡佳（2008）在篇名為《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知識管理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中將校長科技領導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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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層面，並提出三十二項指標：（1）能向同仁清楚地說明校內科技(含

軟硬體)使用的願景；（2）與處室同仁共同發展校內科技計畫；（3）授

權校內不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如資訊融入教學或是行動研究等)；（4）基

於科技豐富化的原則去執行有關學校改善的計畫；（5）整合校內的科技

資源以讓學校成員使用；（6）公平而合理有效地管理與分配科技資源與

設備；（7）有效地管理科技對學校產生的影響；（8）有效地分配資源以

提高校內科技計畫的執行；（9）善用科技以促進行政運作的有效管理；

（10）鼓勵校內成員在科技領域上的專業發展；（11）提供或鼓勵學校

成員校進行在職訓練，以提升科技素養；（12）提供資源給校內成員，

以做為在科技訓練之用；（13）提供有關科技訓練的課程或資源給校內

成員；（14）提供時間給校內成員作為科技訓練之用，並關注其狀況；（15）

支持學校提供給師生適當的科技設備，以作為學校行政與教學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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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關注校內師生在科技設備上是否適當使用；（17）確保校內成員

具有相同的機會使用科技資源；（18）確保在校內成員需要科技設施時，

能得到協助與支持；（19）督導校內設備修理與維護之機制；（20）提供

各式樣的軟體應用程式給校內成員；（21）積極地尋求外部的科技基金

資源，以充實校內科技設施；（22）有效地評鑑教職員的科技專業素養；

（23）評鑑教師在教學計畫中有關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24）從成本

效益的觀點來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25）評鑑一般教室和電腦教室中

的資訊科技系統；（26）根據校務評鑑的指標來評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

情形；（27）善用科技或相關的研究以引導學校中科技的使用；（28）關

心或了解教職員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29）善用溝通技巧，鼓勵教

職員工和學生學習使用科技；（30）與學校以外的科技相關團體維持良

好的互動關係；（31）與教職員工和學生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32）與

家長和社區人士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 

許丞芳（2008）在篇名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建構之研

究》中建構出：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練

與發展、支援與管理科技設施、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善用人關係與

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科技運用之法律與倫

理等七個層面，並依此建構45項指標：（1）能親自引領和示範，使教

師認同資訊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學輔助工具；（2）能利用數據在

領導上作決定，能利用網路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相關資料，作為決策之

參考；（3）能利用科技以有效地管理行政運作；（4）能組成一個包含

學校不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5）能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並引導學

校成員使用；（6）能了解資訊科技的發展、未來趨勢及教育上的應用；

（7）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師生共識，一起形塑學校科技願景；

（8）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說明與溝通學校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9）

能支持鼓勵教師以創新的方式將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10）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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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專業學習的機會，促使教職員運用科技改進教學的環境；（11）會定

期舉辦觀摩，提升教師運用科技融入教學之能力；（12）能幫助老師們

使用科技去取得、分析和詮釋學生成績數據，並運用該項結果去適當地

設計、評估和修正教學模式；（13）重視教師是否融入科技在教學計畫

中；（14）辦理各項科技競賽活動，激發學生學習科技的潛能；（15）

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優異表現情形給予正面的回饋；（16）

鼓勵教師參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與進修；（17）定期舉辦教學觀摩與

研討活動，提升教師運用資訊媒體之教學能力；（18）邀請在資訊科技

使用方面優良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19）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學

校會安排時間訓練教師使用；（20）主動參與科技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

個人的素養；（21）對學校教師的科技專業素養提出要求；（22）積極

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上級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科技設備；（23）能有

效地分配財政和人力資源，以確保科技計畫完整並持續的執行；（24）

提供各種軟體應用程式給予師生使用並經常對科技系統進行改進和更

新；（25）鼓勵校內行政同仁使用校務管理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

財產等管理作業資訊化，以提升行政效率；（26）確保科技設備的適當

使用並能提供即時修理與維護；（27）提供管道協助教師即時的技術支

援（如：線上維修功能、相關資訊技術人員協助或諮詢）；（28）依據

學校所訂定科技的相關發展計畫來進行自我評鑑；（29）能評鑑教師在

教學計畫中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30）能評鑑教師在運用科技方面的

專業成長，並促進其專業成長；（31）利用科技分析資料解釋傳達結果，

以改善教學實務及學習成效；（32）積極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來引導教

職員工科技的使用；（33）會召開校內科技相關研討會；（34）明確制

定科技使用政策，以處理與智慧財產權、法律、倫理有關的問題；（35）

能將使用科技的法律、倫理的相關議題，加入到學校課程中；（36）關

心使用科技的責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全與健康考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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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教職員工遵守科技使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政策與法律規定；

（38）學校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路倫理等問題進行宣導與說明；（39）

重視學校科技相關軟硬體來源的合法性；（40）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

科技上的需求與關心；（41）公平的提供所有教職員工有關科技的取得

與訓練；（42）爭取校外團體對資訊科技相關需求的支持；（43）善用

科技工具或平台與校內外人員進行溝通；（44）妥善地與家長、教職員

工和學生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45）能與使用資訊媒體教學意願較低

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時的協助，以改變其態度。 

Anderson和Dext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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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七）人員發展政策以

及（8）科技委員會。 

Anderson 和 Dexter（2005）在另一項研究中指出科技領導模式

（model of technology leadership），其科技領導的指標包括：（1）學校

設有電腦或科技委員會（technology committee）；（2）學校科技預算

（school technology budget）；（3）學區支持（district support）科技的

成本；（4）校長定期使用電子郵件（principal email）與教師、行政人

員、學生和家長溝通；（5）校長每學年奉獻於科技（計畫、維修與管

理）的時間（principal days on technology）；（6）學校定期提供有關科

技的成員發展政策（staff development policy）；（7）學校最近三年來獲

得的特別補助金（grants）；（8）學校重視智慧財產權政策（intelligent 

property right policy）。Anderson 和 Dexter進一步指出，科技的設施（例

如：網路使用、科技整合、學生工具使用)需透過上述的科技領導指標，

才能影響到科技成果（例如：教師與學生使用網路與電子郵件的次數、

教師整合科技到教學活動上的人數、學生在學年中使用電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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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科技協會公佈的學校行政人員科技標準（NETS for 

Administrators ）包含六項層面的科技標準和三十一項的表現指標，

其各項表現指標內容如表2-4所示： 

 

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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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與所有利害關係人能共 同發 

 展科技使用的願景，並能廣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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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據在領導上作決定。 
5.倡導研究導向、有效實際的使用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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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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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 

課程，產生高水平的學生成就。 

2.促進與支持合作性、科技豐足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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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科技以滿足學習者個別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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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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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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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標準 績效指標 

三、生產力與專業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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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和廣大社區之間的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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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對新興科技的覺知及其在教 

育上的潛在用途。 

6.使用科技提昇組織的改進。 

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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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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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科技的更替循 

環。 

表 2-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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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標準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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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和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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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與倫理議題 1.確保取得科技資源的公平性，以增 

進學習者和教育者的能力。 

2.確認、溝通、示範與執行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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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科技時提昇和強化環境安

全與健康實務。 
5.參與學區著作權和智慧財產權政

策的發展。 

資料來源：“學校科技領導向度與指標發展之研究”，張奕華、蕭霖、許

正妹，2007，教育政策論壇，10（１），166-168。 

 

同樣地，ISTE 也發展出校長的科技領導任務，提出16項工作指標，

使校長能夠有效率整合科技，其任務與指標如表2-5所示： 

 

 

 

 

表 2-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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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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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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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豐足 

的學校改善計畫，其係以研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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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教學 1.幫助老師們使用科技去取得、分 

析和詮釋學生表現的數據，並使 

用該項結果去適當地設計、評估 

和修正學生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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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地整合科技以改善學生學習。 

三、生產力與專業實際 1.使用現行科技導向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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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校成員專業發展，經由跨

功能工作平台分享心得與資源。 

2.無條件地分配校園資金與其他資

源，以促進科技計畫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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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聚焦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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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評估教育人員表現過 

程中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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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任務 任務指標 

六、社會、法律與倫理議題 1.確保與分配科技資源，以讓教師 

能更符應校內所有學習者的需 

求。 

2.對學區所有成員及學生，堅持執 

行與安全、著作權以及科技使用 

有關的使用政策和程序。 

3.參與設備發展計畫，以利支持和 

關注使用科技的健康和環境安全 

的實務問題。 

 

資料來源：“學校科技領導向度與指標發展之研究”，張奕華、蕭霖、許

正妹，2007，教育政策論壇，10（１），167-168。 

 

綜合歸納上述文獻，將經常被提及的指標整理為表2-6： 

表2-6 科技領導指標 

層面 指標 研究者 

1.清楚地說明學校中

科技使用的願景。 

張奕華（2003）；徐潔如（2005）；張

奕華、蕭霖（2005）；吳聖威（2006）；

陳易昌（2006）；張盈霏（2006）；高

上倫（2007）；張奕華、蕭霖、許正妹

（2007）；吳怡佳（2008）；ISTE(2002) 

2.發展分享式願景和

長程科技計畫。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高

上倫（2007）；吳怡佳（2008）；ISTE(2002) 

3.授權一個包含不同

成員的科技計畫團

隊。 

張奕華（2003）；徐潔如（2005）；張

奕華、蕭霖（2005）；吳聖威（2006）；

張盈霏（2006）；高上倫（2007）；張

奕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

（2008）；許丞芳（2008） 
 

（一） 

願景、

計畫與

管理 

4.執行科技豐富化的

學校改善計畫。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高上倫（2007）；吳

怡佳（2008）；ISTE(2002) 

 

表 2-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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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指標 研究者 

5.提倡學校的科技資

源。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張奕華、蕭霖、許正妹

（2007）；吳怡佳（2008） 

6.運用公平和合理的

判斷分配科技資源。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高

上倫（2007）；吳怡佳（2008） 

7.有效地管理科技上

的變革。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奕華、蕭霖、許正

妹（2007）；吳怡佳（2008） 

8.分配資源以提高科

技計畫的執行。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吳怡佳（2008）；許

丞芳（2008）；ISTE(2002) 

9.利用科技以有效地

管理行政運作。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高

上倫（2007）；張奕華、蕭霖、許正妹

（2007）；吳怡佳（2008） 

（一） 

願景、

計畫與

管理 

10.有效地管理科技設

備和資源。 

張奕華（2003）；徐潔如（2005）；張

奕華、蕭霖（2005）；吳聖威（2006）；

高上倫（2007）；吳怡佳（2008） 

1.鼓勵在科技領域上

的在職訓練 

張奕華（2003）；徐潔如（2005）；張

奕華、蕭霖（2005）；吳聖威（2006）；

陳易昌（2006）；張盈霏（2006）；高

上倫（2007）；張奕華、蕭霖、許正妹

（2007）；吳怡佳（2008）；許丞芳（2008） 

2.提供在職訓練以獲

得特定的科技技巧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吳怡佳（2008） 

3.分配資源作為在科

技上在職訓練之用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吳

怡佳（2008） 

（二）

成員發

展與訓

練 

4.支持設計一個科技

上的在職訓練課程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高上倫（2007）；張奕

華、蕭霖、許正妹（2007） 

 

表 2-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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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指標 研究者 

（二）

成員發

展與訓

練 

5.提供時間以作為科

技訓練之用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高

上倫（2007）；張奕華、蕭霖、許正妹

（2007）；吳怡佳（2008）；許丞芳（2008） 

1.提倡適當的支持科

技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高

上倫（2007）；吳怡佳（2008） 

2.確保科技設備的使

用是適當的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高上倫（2007）；張

奕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

（2008） 

3.確保相同的取得科

技資源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張

奕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

（2008）；ISTE(2002) 

4.當學校人員需要協

助時確保科技支持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高上倫（2007）；張奕

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2008） 

5.確保設備的即時修

理與維護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高上倫（2007）；張奕

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

（2008）；許丞芳（2008）  

 

6.確保各樣的軟體應

用程式給學校人員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吳怡佳（2008）；許丞

芳（2008）  

 

（三）

科技與

基本設

施支持 

7.尋求外部的科技基

金資源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吳怡佳（2008）；許丞

芳（2008）  

 

表 2-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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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指標 研究者 

1.執行教師科技專業

成長的評鑑程序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張盈霏（2006）；高上倫（2007）；吳

怡佳（2008）；許丞芳（2008）  

 

2.考慮有效的使用科

技是評量教職員表

現的一個成分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高上倫（2007）；張奕

華、蕭霖、許正妹（2007）； ISTE(2002) 
 
 

3.評鑑在教學計畫上

有關科技的使用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張盈霏（2006）；高上倫（2007）；吳

怡佳（2008）；許丞芳（2008）  

 

4.從成本效益的觀點

評鑑科技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張盈霏（2006）；高上倫（2007）；張

奕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 
（2008）  

 

5.評鑑教室和實驗室

中的電腦操作系統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張奕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

佳（2008） 
 

6.利用地區的資料去

評鑑教學上使用科

技的情形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高上倫（2007）；張奕華、蕭霖、許正

妹（2007）；吳怡佳（2008） 
 

7.應用科技相關的研

究以引導學校中科

技的使用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吳怡佳（2008）；許

丞芳（2008）；ISTE(2002) 
 

 

（四）

評鑑與

研究 

 

8.鼓勵學校人員利用

有關資訊資源作為

科技專業的成長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高

上倫（2007）；張奕華、蕭霖、許正妹

（2007） 

表 2-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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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指標 研究者 

1.證明了解教職員和

學生在科技上的需

求和關心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高上倫（2007）；張奕

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

（2008）；許丞芳（2008）  

 

 

2.有關於科技上的事

務，能與教職員生維

持正面的關係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張

奕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

（2008） 

3.與學校外的科技支

持團體維持正面的

關係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張盈霏（2006）；高

上倫（2007）；吳怡佳（2008） 

4.有效地與教職員和

學生溝通有關科技

的議題  

張奕華（2003）；張奕華、蕭霖（2005）；
吳聖威（2006）；陳易昌（2006）；張

盈霏（2006）；高上倫（2007）；張奕

華、蕭霖、許正妹（2007）；吳怡佳

（2008）；許丞芳（2008）  

（五）

人際關

係與溝

通技巧 

 

5.有效地與學校外的

支持團體溝通科技

的議題  

張奕華（2003）；徐潔如（2005）；張

奕華、蕭霖（2005）；吳聖威（2006）；

張盈霏（2006）；吳怡佳（2008）；許

丞芳（2008）  

 

本研究引用吳怡佳（2008）所編製科技領導量表，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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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與研究；（五）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等五大層面三十二項指標已大致

包含上表層面與指標，本研究將以此蒐集實證資料，進一步分析臺北縣國

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的現況，作為改進的參考，使學校的校長能扮演好科

技領導的角色，帶領學生為迎接未來的社會做好準備。 

 

表 2-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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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科技領導的相關研科技領導的相關研科技領導的相關研科技領導的相關研究究究究 

    科技領導是近年來新興的議題與領導典範，隨著資訊科技不斷進步與

影響日益深遠，相關的研究陸續發表，顯現蓬勃發展之勢，兹將蒐集的文

獻整理如表 2-7： 

表 2-7 科技領導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重點及發現 

徐潔如

（2005） 

臺北市

國民小

學校長

科技領

導之研

究 

臺北市公

私立國小

150 位校

長 

問卷調查 一、國小校長科技領導含「共擬

願景和計畫」、「行政規劃、

教學領導與評鑑」、「專業發

展與示範」、「提昇工作效

能」以及「支持、管理與運

作」等五向度三十項知能。 
二、國小校長職前儲訓課程應加

入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應用

資訊科技進行知識管理、運

用簡報的能力以及探究資

訊融入各領域教學與可能

性等科技領導相關課程。 
三、校長科技領導知能與性別、

年齡、年資、教育背景及學

校規模等並無差異。 

張奕華

（2006a） 

校長科

技領

導、教

師科技

素養與

教學效

能關係

之研究 

基隆市、

臺北市、

新竹市、

臺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高雄市

1000 位

國小教師 

問卷調查 一、校長具備科技領導與整合能

力，塑造出科技學習的氛

圍，教師的科技素養與教學

效能便會提昇，進而影響學

生的能力與學習成就。 
二、教師面對科技時代，應努力

發展科技素養，改變單向的

教學，將科技融入教學及課

程，以促進學生成就。 
三、避免成為「硬體科技」的領

導，不只是強調「科技的介

入」，而是「科技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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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重點及發現 

秦夢群 

、張奕華

（2006） 

校長科

技領導

層面與

實施現

況之研

究 

台中市國

民小學教

師 434 位 

問卷調查 一、科技在學校的應用己成為校

長領導不可忽視的議題，為

了提升行政與教學的效

能，校長應積極扮演科技領

導者的角色。 
二、科技領導的內涵層面有五

項：（一）願景、計畫與管

理；（二）成員發展與訓練；

（三） 科技與基本設施的

支持；（四） 評鑑與研究；

（五）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 

吳聖威

（2006） 

校長科

技領導

層面與

實施現

況之研

究 

台中市、

台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公

立國民小

學教師

670 位 

問卷調查 一、國民小學教師對校科技領導 
的知覺屬中上程度。 

二、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科技領 
導的知覺因性別、年齡、服 
務年資、學校地區、學校規 
模與教室網路連結之不同而 
有差異。 

三、國民小學校長的科技領導因 
校長性別與學歷的不同而有 
差異。 

孫承偉

（2006） 

花蓮縣

國民小

學校長

科技領

導之研

究 

花蓮縣

102 所公

立國民小

學校長及

教師共

568 位 

問卷調查

法及半結

構訪談 

探討花蓮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 

領導實施現況，將校長科技領導 

歸納成四種類型，類型一校長與 

教師均屬高知覺，稱為卓越領導 

型；類型二校長屬高知覺、教師 

屬低知覺，教師在各層面上均不 

認同校長科技領導，稱為本位領 

導型；類型三校長屬低知覺、教 

師屬高知覺，校長科技領導在各 

層面獲得教師的認同，稱為蓄勢 

領導型；類型四校長與教師均屬 

低知覺，校長與教師對彼此都充 

滿期待，稱為保守領導型。 

表 2-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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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重點及發現 

張 盈 霏

（2006） 
國民中

學校長

科技領

導、知

識管理

與學校

效能之

研究 

臺灣地區

761 位國

民中學教

師 

問卷調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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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知

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間具

有顯著的關聯性影響。 
三、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整體

模型，經實徵檢定是符合臺

灣國情需要的最佳模型。 
四、理論模型一是適用於新型態

國民中學的最佳校長科技

領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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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國

民小學教

師 460 位 

問卷調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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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

導因教師年資、職務、學校

規模、學校歷史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至於在性別、

年齡、學歷上，則無差異。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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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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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

導、組織學習對學校效能整

體與各層面具有高度預測

力。 

 

 

表 2-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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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重點及發現 

高上倫

（2007） 

台北縣

國民小

學教師

對校長

科技領

導知覺

之研究 

台北縣公

立國民小

學教師

618 位 

問卷調查

法 

一、落實校長科技領導宜符合

「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

發展與訓練」、「人際溝通與

法理議題」、「整合科技於課

程與教學」、「評鑑與研究」

及「實際操作與示範」等六

個層面四十八項內容指標。 
二、校長科技領導可能遭遇「校

長本身」、「學校內部」和「學

校外部」等困難，而宜在「設

備」、「參與」、「進修」和「領

導」四個層面持續努力。 
三、校長科技領導與職務、學校

規模有顯著差異存在，但與

年齡、教育背景、學校所在

地沒有顯著差異。 

蔡瑞倫

（2008） 

桃園縣

國民中

學校長

科技領

導與學

校效能

關係之

研究 

桃園縣公

立國民中

學教師

567 位 

問卷調查

法 

一、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

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

均屬中上良好程度。 

二、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

技領導因教師性別、年齡、

年資、職務、學校規模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至於學

歷、學校歷史，則無差異。 

三、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學校效

能因教師性別、年齡、年

資、學歷、職務、學校規模

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至於學校歷史，則無差異。 

四、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

技領導與整體學校效能具

有顯著相關。 

五、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

技領導對學校效能各層面

具有高度預測力。 

表 2-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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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 

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重點及發現 

吳怡佳

（2008） 

國民小

學校長

科技領

導、知

識管理

與學校

效能關

係之研

究 

新竹市、

桃園縣、

苗栗縣、

台中市、

高雄縣、

屏東縣、

花蓮縣、

台東縣等

八縣市的

公立國民

小學教師

419 位 

問卷調查

法 

一、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知

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現況

均屬良好程度。 

二、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會因

教師職務、學校歷史、學校

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情形。 

三、國民小學知識管理會因教師

年資、職務、學校地區之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情形。 

四、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

性別、年齡、年資、職務、

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情形。 

五、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知

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間具有

顯著高相關。 

六、本研究所提之 SEM 線性關

係假設模型具有良好適配

度與參數估計，而模型亦獲

得驗證。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至於校長科技領導在背景變項方面，兹將徐潔如（2005）、吳聖威

（2006）、陳易昌（2006）、高上倫（2007）、吳怡佳（2008）、蔡瑞倫（2008）

等人的研究整理如表 2-8。 

表 2-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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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校長科技領導在背景變項之關係 

 性別 年齡 年資 職務 學歷 學校

規模 

學校

地區 

學校

歷史 

徐潔如

（2005） 

        

吳聖威

（2006） 

◎ 

男性

高於

女性 

◎ 

年長

高於

年輕 

◎ 

資深

高於

資淺 

  

◎ 

大校

高於

小校 

◎ 

都會

高於

鄉村 

 

陳易昌

（2006） 
  

◎ 

資深

高於

資淺 

◎ 

主任

高於

組長

教師 

 ◎  ◎ 

高上倫

(2007)    

◎ 

主任

高於

組長

教師 

 

◎ 

各層

面不

同 

  

吳怡佳

（2008） 
   

◎ 

兼行

政高

於教

師 

  

◎ 

偏遠

高於

都會 

◎ 

年少

高於

年多 

蔡瑞倫

（2008） 

◎ 

男性

高於

女性 

  

◎ 

主任

組長

高於

教師 

 

◎ 

小校

高於

大校 

  

註：◎代表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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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論點，資訊科技時代科技領導為學校校長不可忽略的角色，

校長科技領導能力的培訓課程日益受到重視，校長必須結合科技與領導，

使學校成員運用科技提昇學習、教學與行政效能，而為達此目的，校長的

科技領導必須關注「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與基

本設施的支持」、「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評鑑與研究」等五個層面。而

校長科技領導涉及的背景變項大致為表 2-8 內的八個項目，兩者的關係研

究結果呈現紛歧現象，其原因可能受到研究對象、樣本、工具、統計考驗

方法等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結果，此方面尚待進一步研究與探討。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學校效能的意涵與相關研究學校效能的意涵與相關研究學校效能的意涵與相關研究學校效能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效能是探討組織存在的重要指標，沒有效能的組織其存在便會受到挑

戰。學校是社會組織的一種，因此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是探討學

校組織時必須關注的議題，長期以來，「追求卓越，提昇品質」不但是教

育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對教育的殷切期望，是故，建立一所有效能的學

校，提供每一位學生接受優良教育的機會，一直是教育研究與改革的重點

所在。 

但是，學校本身是一個頗為複雜的組織，其所訂的目標要比一般企業

界所訂的目標抽象、籠統（吳清山，1992），而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

其成效也非短期可以顯現，因此學校效能的探討要比企業組織困難許多。

本節試從學校效能的意涵、學校效能的特徵、學校效能的研究發展及學校

效能的研究指標等方面來探討。 

 



 55

壹壹壹壹、、、、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的意涵的意涵的意涵的意涵 

學校效能的研究，可追溯到美國教育社會學家柯爾曼(J. S. Coleman)

所提出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該

報告書指出：學校並不是造成學生學業成就差異的主要因素。此結果引起

許多學者的質疑，因此就繼續針對學校對於學習成就的影響做更深入的研

究，結果發現學校對學生的學業成就是有影響力的，因而也形成 1970 年

代美國的有效能學校運動（吳清山、林天祐，2005）。其後，美國卓越教

育委員會於 1983 發表「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及後來企

業界推動「全面品質管理(TQM)」運動，提昇學校卓越的效能更加受到世

界各國的重視，有關學校效能的學術著作和研究報告也越來越多。 

在說明學校效能的意涵之前，有必要將與效能有關的概念加以釐清，

首先是效能和效率，效能(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是組織理論中經

常被提及的兩個概念，此二概念相近但實有若干差異，綜合研究者的論

述，「效能」是指組織目標的達成的程度，能實踐組織存有的價值，「效率」

強調資源的有效利用，考慮的是輸入與輸出的比值，有效率並不一定是有

效能，有效能也不完全是有效率，比較兩者，效能的重要性更甚於效率，

因為效能才是組織存在的意義所在（吳怡佳，2008；張慶勳，1996）。 

其次效能和品質(quality)也經常被相提並論，學校品質與效能經常成為

討論的核心，諸如「績效責任 (accountability)」、「學業成就 (academic 

achievement)」、「表現水準 (performance standards)」、「測驗分數 (test 

scores)」、「教學表現(teaching performance)」、「學生輟學率(student dropout 

rates)」、「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有利的學習文化(productive learning 

culture)」等，雖然「效能」和「品質」均是描述和解釋組織表現的方式，

但二者並不是同義詞（林明地等譯，2003）。吳清山和林天祐（2005）認

為：品質是指與眾人期望符合的程度，符合程度越高品質越高，符合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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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品質越低。而全面品質管理(TQM)則強調事先預防、系統、動態和前

瞻四大理念為核心。由此可知，效能指達成組織目標的程度，其重視結果；

而品質指的是符合期望的程度，包含過程與結果，二者在涵意上有差異。 

為了釐清學校效能的涵義，以下列舉相關研究對學校效能的定義，裨

能對學校效能更加瞭解。 

    吳清山（1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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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文化和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達成學校所預訂的目標。 

  劉春榮（1993）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為達成教育目標、增進教學效

果、強化行政效率、滿足師生需求、促進教育成長及學生良好成就表現的

預期效果。 

  張奕華（1997）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經由計畫性、目標性、系統性

的過程，達成高品質的行政、教師、學生效能，謂之學校效能。 

  洪啟昌（2001）指出學校效能為學校為達成教育目標而產生教學、行

政上預期的結果，同時它具有多元層面之特性。 

  楊進成（2001）指出學校效能是學校運用各種有效的方法，並經多途

徑的努力，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滿足成員需求、發揮行政績效與促進組

織永續發展的程度。 

  陳世聰（2001）定義學校效能為學校領導者運用領導策略，有效的整

合學校內外部資源、人力及理念，因而能達成學校預訂之目標與滿足學校

組織成員之需求。 

  林慧蓉（2004）強調學校效能是學校領導者運用策略，整合學校組織

內外資源和各層面、各部門的行政運作，解決組織面臨的問題，適應環境

的變動和挑戰，以提升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效能，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 

  

  林朝枝（2005）歸納學校效能是學校為達成其教育目標有計畫、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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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透過內、外在教育資源的結合與運作，在學校行政效能、教師教學效

能、學生學習效能、社區認同支持等各方面具有良好的特質績效，能滿足

成員需求與社會期望，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 

  陳信君（2005）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在教育目標上所達成的程度， 其

中包含了學校領導與行政管理、學校課程與教師教學、學生行為與學習表

現、學校氣氛與學校組織文化、社區家長與學校關係各方面。 

  張盈霏（2006）指出學校效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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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價值及教職員發展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績效；亦就是在眾多資源的投入與

既有的組織氣候中，透過學校教育人員的共識與努力所表現出來的整體績

效。 

  陳月滿（2006）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全體人員為達成學校教育目

標，所採取的方法、步驟，以及其達成程度；達成的程度越高，學校的效

能越大。它包括校長的領導、學校的環境、教學的成效、學習的成果、學

校的氣氛與文化、家長及社區的認同等。 

  陳易昌（2006）歸納學校效能為學校中的所有成員能建立共識，行政

強調服務績效、教師提升專業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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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 

吳怡佳（2008）指出學校效能係為學校領導者有計劃的透過系統性的

策略，統整學校的資源、組織以及運作，是針對學校在行政運作、教師教

學、學生成就、物質環境、人員發展等各方面表現的測量結果。 

張倪甄（2008）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為了達成目標，透過學校組織

運作並因應學校特性而進行的一連串方法與步驟，以及評估實施後成效與

預期目標符合的程度。 

Madaus 等人（1980）指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目標與其實際成果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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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 

Levine 和 Lezotte（1990）則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生產性的學校氣

氛和文化、學生重要學習技巧的獲得、適當地監督學生的進步、實用取向

的教職員發展、傑出的領導、家長積極參與、有效教學的安排與實施、對

學生高度的期望與要求等各方面都能達成目標。 

Young（1998）有效能學校的特徵是成員士氣高昂，同時表現於教師

和學生都有高度的自尊。 

Adams（2007）學校效能的概念是指學校以有效率和有效能的方式建

立和完成其目標的程度，同時能隨著時間改變外部和內部的特徵。 

  綜合以上論點，學校的領導者必須善用與統合校內外的各種資源，在

過程中提升行政效能、教師效能、社區家長效能與成員士氣，以促進學生

學習成效，使學校各方面均有良好的績效，達成學校的目標。因此研究者

認為：學校效能是指透過有計劃、有組織的作為，使學生的學習、教師的

教學、行政的運作、學校的文化、社區的支持與學校的發展等，均有良好

的績效，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 

 

 

 

貳貳貳貳、、、、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的的的的特徵特徵特徵特徵 

有效能的學校其表現出來的特徵為何？許多研究由於觀察的角度不

同而有相異的看法，茲將相關的研究列為表 2-9，以對學校效能的內涵能

有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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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學校效能特徵彙整表 

研究者（年代） 學校效能的特徵 

吳清山（1992） 

(一)強勢的行政領導。 

(二)和諧的學校氣氛和良好的學校文化。 

(三)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習得。 

(四)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 

(五)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 

(六)經常督視學生的進步。 

(七)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 

(八)妥善的學校環境。 

(九)社區、家長的參與和支持。 

張德銳（1994） 

(一)重視校園環境的整潔。 

(二)學生紀律良好，教師能有效控制教室秩序。 

(三)教師與行政人員均能體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四)學生的學習成就和教師的教學成就普遍受到肯定。 

(五)行政人員和教師都能享受高度的自主權。 

(六)創造並維持和諧的學校氣氛。 

(七)提供學生自治、參與校務及服務的機會。 

(八)鼓勵家長參與校務。 

林月盛（1995） 

(一)學生學習的成績表現。 

(二)對學生的照顧。 

(三)家長及社區人士的支持。 

(四)有效的行政領導。 

(五)學校的環境設備。 

(六)整體的團隊精神。 

李咏吟等人

（1998） 

(一)傑出的領導。 

(二)積極的氣氛。 

(三)家長的配合。 

(四)教師的發展。 

(五)學生課業表現。 

(六)高度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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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年代） 學校效能的特徵 

Levine 和 

Lezotte (1990) 

(一)營造良好的學校氣氛與學校文化。 

(二)注重學生在學習技巧的獲得。 

(三)適當的監督學生的進步程度。 

(四)以實用為取向的教職員發展。 

(五)具有優秀的領導才能。 

(六)家長積極的參與。 

(七)在教學上能有效的安排與實行。 

(八)對學生高度的期望與要求。 

(九)其他可能的相關因素 

Creemers 

(1996) 

(一)強勢的教育領導。 

(二)對學生的成就有高度的期望。 

(三)強調基本技巧。 

(四)一個安全且有秩序的氣氛。 

(五)經常對學生的進步加以評估。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上述，有關學校效能的特徵雖然各研究者看法不一，但分析歸納

上表內容，學校效能的特徵不外有下列四項： 

（一）行政領導：如強勢有效的行政領導、教學的領導、具有優秀的領導 

        才能、妥善的學校環境、營造良好的學校氣氛與學校文

化等。 

（二）教師教學：有效的教學技巧、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注重學生在學 

        習技巧的獲得、一個安全且有秩序的氣氛、對學生的進

步經常加以評鑑、教師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等。 

（三）學生學習表現：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習得、學生學習的成績表現、 

                    經常督視學生的進步等。 

（四）社區家長參與：鼓勵並使家長積極參與校務，獲得社區、家長的參 

                    與和支持等。 

表 2-9（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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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的的的的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 

學校效能的研究開始於 1960 年代後期的美國，1966 年柯爾曼等人提

出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掀起了學校效能討論與研究的熱潮（吳清山，

1992；潘慧玲，1999）。 

  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Murphy, Hallinger 和 Mesa 依政策分析目的，

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因素認定(factor specification)時期：致力

於學校效能特徵的認定；第二階段是概念架構發展(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ment)時期：學校效能變項功能的認定，以及把這些功能轉化為方

案和政策行動；第三階段是模式發展(model development)時期：以整合

的觀點著手，從學校技術層面、學校環境及學生行為與成就三者互動影響

學校效能，也從背景、輸入、過程和產出來探討學校效能，使學校效能研

究的理論漸趨成熟（引自吳清山，1992）。 

潘慧玲（1999）歸納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為四個時期，兹整理如表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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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 

發展分期 年代 研究重點 

一、濫觴期 1960 年代後期 一、研究結果顯示學校並未能造成差

異，使得這個時期對學校成效抱持

悲觀氣氛。 
二、為「教育產出功能」類型研究，以

經濟學觀點探討輸入與產出關聯。 

二、追求平等

期 

1970 年代 肯定學校在學生成就上扮演重要角色，

不同效能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成績會

有所不同，因此秉持平等理想的追求，

呼籲為都市貧窮孩子創造有效能的學

校。 

三、批判期 1980 年代初、中

期 

一、學術界在此時期對於早期學校效能

研究展開嚴厲抨擊，紛紛指陳研究

中有關取樣、方法等各方面的缺失。 
二、批評側重學校改進取向的平等理

念，因為立基於不同學習環境所發

展的學校效能方案無法應用於中社

經與郊區的學校。 

四、追求效率

期 

1980 年代中期

以後 

一、開始以不同社經地位、年級與國家

的學校進行研究，為所有的學生創

造較好的學校。 
二、嘗試發展理論解釋學校的成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陳玫君（2001）將學校效能的研究分為五個時期： 

一、學校效能之輸入與產出分析 

Coleman 等人提出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受到社會學「輸入－輸出」分析的影響，企圖找出影響學生

學業成就高低特徵變項，研究結果學校特徵變項只能影響學生學業成就變

異量的百分之十左右。人力經濟學者利用教育生產方程式（educational 

production function）分析資源投入與教育產出間關係，研究結果也是令人



 63

失望。此一期間的學校研究對依變項的測量過於偏狹，以及學校間異質的

問題，研究結果令人悲觀，學者認為學校效能應更進一步深入分析。 

二、學校效能之過程與輸出分析 

由於早期研究只考慮「輸入」的因素，忽略了「過程」因素，因此 

此一時期對於學校效能之探討轉向分析學校效能過程變項對學生成就之

影響。Scheerens、 Bookover 等人、 Moretimore 等人、Lewis和Ecob、 

Reynold 的研究均指出學校會造成學生成就差異。此一時期確認影響學校

效能的重要學校特徵因素包括：校長有目的的領導、主管代理人之負責、

教師投入、教師間一致性、有結構之教學計畫、高層次教學品質、高工作

導向之環境、專精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師生間充分溝通、持續記錄學生表

現、家長投入、正向學習氣氛。 

三、教學效能之分析 

應用「過程－輸出」所建立的學校效能指標，因為學生間仍有相當的

個別差異，許多指標是在教學過程中獲得，因此學校效能的研究開始進入

「微觀」時期，以教師之課堂教學效能作為判斷學生成就差異的指標。此

時期以「五因子效能指標（5－factor effectiveness indicators）」最為著名，

影響學生成就的五個教學變項分別為：強勢的教學領導、對學生成就的高

度期望、強調基本技能的獲得、安全與有秩序的學習環境、持續督視學生

進步。然而五因子模式所涵蓋的層面過於狹隘，僅以教學效能實無法區別

學生學習差異。 

四、學校效能整體模式之建立 

學校效能的研究從早期的構念發展與因果界定，經過幾個時期的發

展，學者綜合各種不同途徑的研究結果，學校效能的研究已經逐漸朝向整

合的觀點，從課程與教學、組織結構、學生成就與行為，或從背景、輸入、

過程及產出等模式（contexts, input, process, output; CIPP）進行研究。如

Scheerens (1992)以CIPP模式的背景、輸入、過程、產出建構學校效能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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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多層次模式，如圖2-1。 

 

 

 

 

 

 

 

 

 

 

 

 

 

 

 

 

 

 

 

 

 

 

圖2-1 Scheerens 學校效能之統整性多層次模式 

資料來源：Effective Schooling: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p.14), by J. 

Scheerens, 1992, London: Cassel.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學校層級 

1.成就導向政策的程度 

2.教育的領導 

3.教師的一致與合作計畫 

4.學校課程內容和正式結

構的品質 

5.守秩序的氣氛 

6.評鑑的可能性 

 

 

教室層級 

1.寫作業上的時間(包含回

家作業) 

2.結構化的教學 

3.學習的機會 

4.對學生進步的高期望 

5.評鑑和監督學生進步的

程度 

6.增強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來自較高行政階層的成就鼓舞 

2.教育消費者優先主義的發展 

3.〝變數的組合〞，如學校規模、全體

學生的程度、學校類型、市區/郊區 

輸入輸入輸入輸入    

1.教師經驗 

2.學生單位成本 

3.家長支持 

產出產出產出產出    

經由下列因素調

整的學生成就： 

1.先前的成就 

2.智商 

3.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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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效能指標之建構 

學校效能經過幾個時期的發展，已經發展出幾個頗為完整的理論，然

而偏向於目標的達成。1980年代起對於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的呼聲風

起雲湧，以及處於「資源有限，需求無限」的環境中，學校效能開始融入

「效率」的觀點，並且探討學校效能指標。以統整性多層次模式為基礎，

融入指標建構的學校效能模式，如Windham以教育系統觀所建構的IPPO 

學校效能模式，國民小學學校效能評鑑指標與權重體系。 

綜合上述，學校效能研究的濫觴只關注影響因素的分析，企圖找出影

響學校效能的因素，同時對於學校的效能抱持悲觀的態度，但研究結果受

到質疑；其後的研究則注意到過程變項的影響，著重過程與輸出的分析，

觀察效能變項的功能，以找出行動的方案；最後則建立學校效能整體模式

的概念，從背景、輸入、過程與輸出建構出學校效能的指標，並進行跨國

間的比較研究，使學校效能的研究更臻完善。 

 

肆肆肆肆、、、、    學學學學校效能校效能校效能校效能評量評量評量評量的的的的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所謂指標(indicator)是指一個以上的輸入、歷程或結果的象徵性代表，

這些代表能夠用於比較評鑑，而教育指標的功能之一是可以提供教育評鑑

的客觀標準（吳明清，2001）。因此，欲瞭解學校效能則必須釐清學校效

能的指標，以作為評判學校效能的標準。兹分析國內學校效能相關研究於

表 2-11，以統整學校效能評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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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學校效能評量指標 

研究者（年代） 研究主題 評量指標 

張奕華（1997）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1.校長效能 
2.行政效能 
3.教師效能 
4.學生效能 
5.社區效能 

洪啟昌（2001） 

臺北縣國民小學公共關係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1.環境規劃配置 
2.校長領導表現 
3.教師教學品質 
4.學生學習表現 
5.成員工作滿足 
6.學校溝通協調 
7.社區家長支持 

陳世聰（2001） 

屏東縣國小校長轉化、互易領

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以發揮「小班教學精神」效能

為指標 

1.支持認同 

2.親師互動 

3.經費使用 

4.課程教材 

5.師生互動 

楊進成（2001） 

國民小學校長營造學習型組

織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 

以台北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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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慧蓉（2004） 

國民中學學校人力資源運用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1.學校組織發展與革新 
能力 

2.學生學習成就與社區 
支持 

3.教師教學品質與行政 
統合能力 

林朝枝（2005） 

臺北縣國民小學知識管理與

學校效能之研究 

1.學校行政效能 
2.教師教學效能 
3.學生學習效能 
4.社區認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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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年代） 研究主題 評量指標 

陳信君（2005） 

國民小學校長專業領導行為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1.環境設備 
2.教學品質 
3.工作滿意 
4.學習成就 
5.社區參與 

張盈霏（2006） 

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知識

管理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1.行政領導 
2.校園規劃設施 
3.教師教學 
4.學生表現 
5.家長社區參與 
6.教師工作滿意 

陳月滿（2006） 

臺北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度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 

1.行政管理 
2.教學品質 
3.學生表現 
4.家長認同 

吳怡佳（2008） 

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知識

管理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1.行政管理領導 
2.教師教學效能 
3.學生學習表現 
4.社區家長參與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於各研究者對學校效能研究的角度不同，因此關於學校效能評量指

標也有差異，茲將上表研究指標整理如表 2-12 學校效能評量指標彙整表。 

 

 

 

 

 

 

 

表 2-1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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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學校效能評量指標彙整表 

 校

長

領

導 

行

政

管

理

領

導 

學校

組織

發展

與革

新能

力 

校

園

規

劃

設

施 

學

校

氣

氛 

教

師

教

學

效

能 

教

師

工

作

滿

意 

學

生

學

習

表

現 

學

校

溝

通

協

調 

社

區

家

長

參

與 

吳怡佳  ◎    ◎  ◎  ◎ 

林朝枝  ◎    ◎  ◎  ◎ 

林慧蓉  ◎ ◎   ◎  ◎  ◎ 

洪啟昌 ◎   ◎  ◎ ◎  ◎ ◎ 

張奕華 ◎ ◎    ◎  ◎  ◎ 

張盈霏  ◎  ◎  ◎  ◎   

陳月滿  ◎    ◎  ◎  ◎ 

陳世聰         ◎ ◎ 

陳信君    ◎  ◎ ◎ ◎  ◎ 

楊進成  ◎  ◎ ◎ ◎  ◎  ◎ 

 2 7 1 4 1 9 2 8 2 9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代表採用的指標。 

 

經由將各研究者用字不同但涵意相近者歸為同一類，整理歸納為表

2-12，表中最後一列統計各指標被用來評量學校效能的次數，由表中可知

行政管理領導、教師教學效能、學生學習表現與社區家長參與等四個層面

最常用來評量學校效能的指標，因此本研究將引用吳怡佳（2008）所編製

問卷，以這四項作為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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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伍伍伍伍、、、、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學校效能相關的研究相當多，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中查詢就有

360 餘篇，顯見學校效能受到重視與關注，而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兹將

蒐集之相關文獻整理如表 2-13。 

表 2-13 學校效能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張奕華 

（1997）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一、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

現況大致良好。 
二、 國民小學組織具有學習型組織之

條件，其在系統思考層面頗佳，惟

在應用科技資訊層面仍須加強。 
三、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會

因教師人口與學校情境變項而有

差異。資深教師、師專畢業教師、

非級任導師、創校年數較久、鄉鎮

或偏遠、規模較小的學校較優。 
四、 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有密切的關

係，組織學習愈好，學校效能愈佳。 
五、 組織學習各層面中，以系統性思考

最能解釋並預測學校效能。 
六、 所有學校效能的預測變項中，以系

統性思考最具有預測力。 

洪啟昌 

（2001） 

台北縣國民小學公

共關係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一、 台北縣國民小學公共關係與學校

效能皆屬「中高」程度的表現。 

二、 台北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與公共

關係因學校環境、人口變項不同而

有差異。 

三、 不同程度的學校公共關係在學校

效能的表現上不同，高公關學校相

對有高學校效能表現。 

四、 學校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整體與

各層面具有中高度正相關。 

五、 學校公共關係各層面對整體學校

效能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以「意

見互動程度」具有主要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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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林慧蓉 

（2004） 

國民中學學校人力

資源運用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一、 目前國民中學學校人力資源運用

整體表現屬中等程度。 

二、 不同性別、服務年資、學歷、職務、

學校規模及所屬縣市的學校人

員，對於學校人力資源運用整體及

其各向度的現況知覺有顯著的差

異。 

三、 國民中學學校人員對於學校人力

資源運用困境的知覺為中等程度。 

四、 國民中學學校人員對於學校效能

現況知覺屬中上程度。 

五、 不同性別、服務年資、學歷、職務、

學校規模及所屬縣市的學校人員

對於學校效能現況知覺有顯著差

異。 

六、 國民中學人力資源運用整體及各

向度與學校效能之間呈現顯著正

相關。 

林朝枝 

（2005） 

臺北縣國民小學知

識管理與學校效能

之研究 

一、 臺北縣國民小學知識管理整體表

現良好。 
二、 臺北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整體表

現良好。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其學

校效能的差異情形如下： 
三、 不同學校規模、創校歷史、學校所

在地區，其整體學校效能之表現並

無顯著差異。 
四、 臺北縣國民小學知識管理與學校

效能間具有中高度正相關，知識管

理愈積極，學校效能表現愈佳。 
五、 臺北縣國民小學知識管理對學校

效能具有中高度解釋力，並有良好

之預測作用。 

表 2-1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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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陳信君 

（2005） 

國民小學校長專業

領導行為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一、 整體樣本對校長專業領導行為與

學校效能有正面肯定的知覺。 

二、 校長專業領導行為越高，其學校效

能越高，國民小學的學校效能可以

藉由校長的專業領導行為表現得

以促進與提昇。 

三、 年長且擔任校長職務之教育人員

對校長之「專業發展」及「行政領

導」行為持較正面的看法。 

四、 年長、研究所畢業、擔任校長職

務、學校規模 25~48 班之教育人員

對學校效能之「學習成就」的認知

情況較理想。 

五、 校長專業領導行為能有效預測學

校效能，其中又以教學領導最具有

預測力。 

陳月滿 

（2006） 

臺北縣國民小學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工

作滿意度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 

一、 臺北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工作滿意度「普遍良好」。 

二、 臺北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學校效能「普遍良好」。 
三、 不同性別、婚姻狀況、職務及學歷

之臺北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在整體工作滿意度有顯著差

異。 
四、 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務、

學歷及學校規模之臺北縣國民小

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在工作滿意

度各層面也有顯著差異。 
五、 不同婚姻狀況、職務及學歷之臺北

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在

整體學校效能有顯著差異。 
六、 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之臺北縣國民

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在學校效

能各層面也有顯著差異。 
七、 工作滿意度對學校效能整體及其

各向度均具有良好之預測作用。 

表 2-1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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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陳燕嬌 

（2006）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

成長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一、 花蓮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成長

與學校效能之現況良好。 

二、 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教師專業

成長的認知情形上，有顯著差異。 

三、 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效能

的知覺情形上，有顯著差異。 

四、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有顯著

相關存在。 

五、 教師專業成長對學校效能具有預

測作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 2-13 之文獻經進一步分析人口變項、環境變項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整理如表 2-14。 

 

 

 

 

 

 

 

 

 

 

 

 

表 2-1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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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人口變項與環境變項彙整表 

研究者 性別 年齡 
服務

年資 

最高

學歷 

現任

職務 

創校

年數 

學校

地區 

學校

規模 

張 
奕 
華 

 

  ◎ 
資深

高於

資淺 

◎ 
低高

於高 

◎ 
行政

高於

老師 

◎ 
多高

於少 

◎ 
鄉鎮

及偏

遠高

於省

轄市 

◎ 
小校

高於

大校 

洪 
啟 
昌 

 

◎ 
女高

於男 
 

   ◎ 
校長

主任

高於

組長

老師 

 ◎ 
鄉鎮

及偏

遠高

於省

轄市 

◎ 
小校

高於

大校 

林 
慧 
蓉 

◎ 
男高

於女 

 ◎ 
資深

高於

資淺 

◎ 
高高

於低 

◎ 
校長

高於

老師 

  ◎ 
大校

高於

小校 

林 
朝 
枝 

◎ 
男高

於女 

 ◎ 
資深

高於

資淺 

◎ 
高高

於低 

◎ 
校長

主任

高於

組長

教師 

   

陳 
信 
君 

 ◎ 
年長

高於

年輕 

  ◎ 
校長

主任

高於

組長

教師 

   

陳 
月 
滿 

   ◎ 
高高

於低 

◎ 
主任

高於

組長 

   

陳 
燕 
嬌 

 ◎ 
年長

高於

年輕 

◎ 
資深

高於

資淺 

 ◎ 
主任

高於

教師 

 ◎ 
偏遠

高於

一般 

◎ 
小校

高於

大校 

註：◎代表研究者指出該項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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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14 可知人口變項、環境變項與學校效能的關係，研究結果並

無定論，有的甚至呈現完全相反結果，由於各篇研究主題、範圍、取樣及

工具等的不同，其結果就會有差異。上述變項是否影響臺北縣國民小學校

長科技領導於學校效能的表現，亦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本節探討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本研究共搜集國內探討此

二者關係之研究論文四篇，分析研究內容與結論，以瞭解過去兩者相關之

研究情形，作為本研究探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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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法，以臺灣地區之國民中學教

師為施測對象，其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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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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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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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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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北市 34 所公立國民小學 460 位國小

教師為樣本進行調查和分析，其研究指出： 

一、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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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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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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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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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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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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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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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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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怡佳（2008）在其《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中，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灣地區新竹市、桃園縣、苗栗縣、

台中市、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和台東縣等八縣市 60 所公立國民小學

419 位教師為對象，其研究指出： 

一、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均屬良好程度。

二、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會因教師職務、學校歷史、學校地區之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情形。 

一、 國民小學知識管理會因教師年資、職務、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情形。 

二、 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性別、年齡、年資、職務、學校地區之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情形。 

五、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間具有顯著高相關。 

蔡瑞倫（2008）在其《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抽取桃園縣 59 所公立國民中學之 567 位國

中教師為樣本進行分析，其研究結果指出： 

一、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均屬中上良好程

度。 

二、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會因教師性別、年齡、年資、職務、

學校規模變項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情形；至於學歷、學校歷史變項，

則無差異。 

三、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性別、年齡、年資、學歷、職

務、學校規模變項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情形；至於學校歷史變項，

則無差異。 

四、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與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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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對學校效能各層面具有高度預測

力。 

  茲將上述研究綜合整理如表 2-15。 

表 2-15 科技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摘要表  

 陳易昌 吳怡佳 蔡瑞倫 

現況 良好 良好 中上良好 

性別 ※ ※ ◎※ 

年齡 ※ ※ ◎※ 

學歷   ※ 

年資 ◎※ ※ ◎※ 

職務 ◎※ ◎※ ◎※ 

學校歷史 ◎ ◎  

學校規模 ◎※  ◎※ 

學校地區  ◎※  

相關 顯著 顯著 顯著 

預測力 高度預測力 正面影響 高度預測力 

◎代表科技領導顯著 ※代表學校效能顯著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校長科技領導和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關聯性，校長

的科技領導對學校效能有高度的預測力；由於校長科技領導角色是新興的

議題，由上述研究可知校長實施科技領導對學校效能會產生影響，本研究

即以此為作為探討的理論基礎，以瞭解臺北縣國小校長科技領導與學校效

能關係是否也有顯著的關聯性。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