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本章就「校長領導風格」與「校

園危機管理」二方面來收集文獻，並以文獻探討的結果作為本研

究的理論基礎，進行研究設計。本章主要說明校長領導風格與校

園危機管理的義涵與其相關研究。共分為三節，分別是校長領導

風格、校園危機管理及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理之相關研

究、綜合分析與討論，最後根據文獻探討整理出對本研究之啟示。

  

第一節 校長領導風格 

   本節將探討領導、領導風格的涵義、領導風格理論、與校

長領導風格之相關研究。 

壹、領導風格的涵義 

 「領導風格」是指領導者個人特質所外顯的領導智慧，也是 

展現領導者個人行政魅力的影響力。在團體組織的情境下，領導

者散發其個人的魅力特質，在環境的交互作用中所產生的各種具

影響力的行為，透過實際的領導行為，將其領導效能、深遠且實

際的影響到組織文化的創造與成長。 

         基於此，研究者蒐集國內外文獻，針對「領導」、「領導風格」

之意義做解釋，其後歸納、整理國內外學者觀點，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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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領導的定義 

    「領導」一詞最早見於春秋戰國時期，「孫子兵法」對領導

的概念有深入論述，東漢段玉裁《說文解字注》：「領猶治也。領，

理也。皆引申之義，謂得其首領也。導者，引也，訓也。」由此

可知「領導」二字有治理引導之義。 

    「領導者」(leader)根據《牛津英語字典》最先是於 1300 年

出現。領導(leadership)迨至 1834 年方才產生，唯其意義係指領導

者的領導能力(ability to lead)。《韋氏大辭典》則以為領導是獲得他

人信仰、尊敬、忠誠及合作之行為。」(Neilson, Knott & Carhart, 

1959)。研究者認為我國思想中強調領導者應以身作則、率先示範，

以引導組織成員達到組織所期待的目標；西方「領導」的意義在

強調領導者利用本身的特質，引導團隊中的成員利用各種方式達

到預期的團隊目標為目的。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足以說明領導

的意義。國內學者對於領導的意義，有的認為領導就是領導者個

人以其人格特質影響所屬組織或學校團體成員，使其集中力量以

達成組織目標（白麗美，1998；張慶勳，1996；陳慶瑞，1995等）；

有的強調領導是領導者誘導人類行為的技巧，是一種才能、藝術。

（周明達，2008；黃文發，1997；劉興漢，1985）；有的認為領

導就是在團體或組織文化中，領導者影響部屬的互動歷程（吳清

基，1989a；張慶勳，1996；謝文全，1987等）。蔡進雄（2005）

綜合領導的概念，認為領導的定義是領導者在團體中發揮影響

力，充分運用人力、物力、財力等各種資源，有效地達成組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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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一種歷程或行為。 

    國外學者對「領導」的定義亦眾說紛紜，Yukl (2006)彙整近

五十年來，對領導(Leadership)最具代表性的定義（宋秋儀譯，

2006）。 

（一）領導是「個人行為……引導群體活動朝向共同目標」 

      (Hemphill & Coons, 1957,p.7) 

（二）領導是「組織中凌駕機械式服從指令之上，影響的遞增」 

      (Katz.D & Kahn, 1978,p.528) 

（三）「當人們動員機構性的、政治性的、心理上的，及其他的 

      資源，以激起、吸引、滿足被領導者的動機時，領導便展 

      開作用了」(Burns, 1978,p.18) 

（四）領導是「在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中藉由影響活動來達成特定 

      目標的過程」(Rauch & Behling, 1984, p.46) 

（五）「領導是一種藉由提供有意義的方向來凝聚努力，並促使 

      團結擴大以達成目標的過程」(Jacobs & Jaques, 1990, p.281) 

（六）領導是「跨文化……及產生變革過程的一種能力，這種過 

      程具有更高的適應性」(E.H.Schein, 1992, p.2) 

（七）「領導是一個促使人們有意義的團結，以利相互了解和投 

      入的一種過程」(Drath & Palus, 1994, p.4). 

（八）「領導是清楚地表達願景、將價值觀具體化、及創造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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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達到成功的環境」(Richards & Engle,1986,p.206) 

（九）領導是「個人能夠影響、激勵和促使人們朝著組織效能和 

      成功去努力的一種能力」(Houseetal, 1999, p.184) 

    綜上所述可知Yukl(2006)認為大部分的領導定義，反映出這樣

的假定：領導涉及的是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群體或組織中的

某個人為了超越他人，達到引導、結構化、協助活動及關係等目

的，所運用的一種刻意的影響力。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看法，研究者認為「領導」就是：發揮影

響力達成目的；亦是一種倡導達到團隊預期目標的行為；領導可

以促進合作，使彼此同心協力的功能；領導是經過設計的藝術行

為；領導是協助組織達成目標的行動。 

二、領導風格的涵義 

    「風格」一般指的是風貌、格調或指思想作風，它被廣泛使

用在多學科的一個專門術語。我國東晉葛洪《抱朴子‧行品》：所

提「風格」是用來形容士大夫的品格、行為與風貌。梁朝劉勰在

《文心雕龍‧體性篇》指出文章風格和作家的密切關係。曹丕《典

論‧論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等都認為風格就是作家創造個

性、文章風格或作品的藝術特色。當代學者程祥徽（1985）則認

為：「風格的詞義難以界定，原因是人或事物的風格，本身具有抽

象的性質。」可見風格具有難以描述的抽象感受。 

    張慶勳（1999）指出在一般的教育研究中，就領導理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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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通常從領導的特質論、行為理論、權變理論、權力與影響

理論、文化與符號理論、認知理論等領導的理論，予以分析探討

領導的各種思維。研究者對「leadership style」的解釋常因其研究

需求而有不同定義，有的稱為：「領導風格」（李莉莉，2003；

翁桓盛，2002；陳志勇，2002 等）、「領導型式」（林靜怡，1998；

高士傑，1996；蘇婉宜，1997 等）、「領導型態」（宋輝建，2001；

李文娟，1997；黃坤和，2002 等）、「領導方式」（郭進財，1995；

閻自安，2000）、「領導類型」（黃士招，1998；劉佳育，2002）、

「領導模式」（宋思齊，2001）、「領導作風」（謝佩鴛，2000）

等。 

    張慶勳（2003）根據文獻綜合分析領導風格的定義，是領導

者的思想、行為，與組織環境的綜合表徵，它具有領導者個人的

領導行為特色。「領導風格」意指學校領導者受其社會文化、學

校組織文化、個人人格特質影響後，將其思想、教育信念融入學

校組織文化，所表現出來的個人領導行事作為。 

    綜合上述，研究者則認為「領導風格」是強調領導者所表現

出外在獨特的領導行為特色，企圖影響他人而達到組織目的。 

貳、領導理論 

     本研究探討基隆市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的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

管理之關係，對領導理論的發展須加以深究，方能瞭解 1904 年代

晚期領導理論為何強調領導人的特質，到後期則強調能增進組織

最大利益的有效領導。茲將領導理論的沿革、各時期理論論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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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的新取向，分述如下： 

一、領導理論的沿革 

  早期開始，世人便對領導理念有所探討。西方柏拉圖 (Plato)時

代，人類便開始談論有關領導之問題；但是截至今日，人們仍有

共同的感嘆，就是「我們沒有足夠的領導能力！」 (Goffee＆Jones, 

2000)。綜觀文獻，二十世紀初期始，才出現有關教育行政領導的

科學實證研究，Bryman (1992)依其理論的演進，將領導理論的發

展區分為四個階段（吳清山，2004；秦夢群，2005；濮世緯，1997）： 

（一）1940年代以前的領導特質論 (trait approach)。 

（二）1940年至1960年的行為論 (style approach)。 

（三）1960年至1980年的權變論 (contingency approach)。 

（四）1980年至今的新類型領導理論 (new leadership approach)。  

二、各時期領導理論的論述 

    國外對領導的分類均以「Leadership Style」一詞統稱。針對

Bensimon等人認為傳統領導的研究主要分為六個類型（張慶勳，

1996）。茲就其類型分述如下：  

（一）特質論 (trait theories) 

特質論試圖提出一個成功的領導者獨特的特質，其假設為成

功的領導人必定具有異一般領導人之人格特質。特質有與生俱

來，也有後天發展的。Stogdill (1948)將一百二十四個有關的研究

加以綜合，找出成功領導人的心理特質(psychological traits)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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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智力、學識、責任感、社交活動的參與、社經地位、社會性、

主動性、持久性、知道如何完成任務、自信心、對於情境的瞭解、

合作性、受歡迎程度、適應性、語言能力等十五種。 

    特質論的缺點為研究者相信在任何情況下，有效領導者都具

有一致而且獨特的特質（吳金香，2000）。此種假設，過於粗糙；

忽略了領導過程中，被領導者的想法與需求；忽略領導情境因素

存在。在不同情境中，會有不同的新特徵不斷出現；無法釐清領

導者不同特質的相對重要性；無法辨認領導的因果關係。因此特

質論的問題在於以偏概全，忽視不同情境因素會造成不同的結

果。不同團體中的成功領導者，其特質是大相逕庭，即使在同一

個團體中也會因不同的環境，迫使領導行為必須改變，情境不同，

成功領導人的特質必然不同（江滿堂，2002）。 

（二）權力與影響理論 (power and influence theories) 

權力與影響理論是以領導者為中心的觀點，研究領導者和其

他人的影響過程。其隱含的假設是存在於影響過程中的因果關係

是單向的（領導者採取主動的行為，被領導者被動回應）。French 

& Raven (1968)他們將權力分成獎賞權力、強制權力、法定權力、

專家權力及參考權力，討論領導者如何獲得權力及領導者如何使

用權力。 

權力與影響理論強調有效能的領導者如何運用有效的權力資

源及與部屬的活動，影響激勵部屬。當領導者的權力行使是正當

而公平的，部屬亦可從中獲取整體利益時，領導者便能將組織導

向有效能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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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為理論 (behavioral theories)  

行為理論主要是分析領導者的內在心理特質轉為外顯行為，

其主要目的在於描述領導者之行為風格，進而探究領導者與領導

效能之間的相關（蔡進雄，1993；廖春文，2000）。 

行為理論重視組織成員行為的分析，研究重心在於「人」，

希望瞭解有效領導者的行為是否有獨特之處。較著名的研究為： 

1.美國芝加哥大學之領導理論 

   (1)規範型領導：此領導特質特別注重機構的規定與要求以及每 

                 一個職位的角色任務。 

   (2)理想型領導：領導方式比較強調部屬個人的層面，重視部屬 

                 的需要傾向、敏感以及動機、價值以及期望。 

   (3)交用型領導：交用型領導方式主張需依據情境的不同，決定 

                 採取規範型領導方式或以理想型領導方式，或 

                 者是在兩者之間決定孰重孰輕。 

    規範型或是理想型的領導方式，事實上都是比較具有目標導

向；交用型的領導方式則認為不同的問題必須由不同的領導方式

才能做有效的處理，這三種方式基本上都是在追求組織的目標（黃

昆輝，1988）。 

2.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之領導理論 

    於1940 年代起，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開始採取新的研究途

徑，設計編製領導行為的調查工具，以因素分析歸納出倡導和關

懷兩個構面建構出「領導行為者描述問卷」(Leader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 LBDQ)及「主管行為描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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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y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 SBDQ)兩份問

卷。在Stogdill(1948)之研究指出領導者有兩大構面「倡導」(initiating 

structure)、「關懷」(consideration tractor)，許多學者據此分成高倡

導高關懷（象限Ⅰ）、高倡導低關懷（象限Ⅱ）、低倡導低關懷

（象限Ⅲ）、低倡導高關懷（象限Ⅳ）四個理論架構（黃昆輝，

1988）。 

3.美國密西根大學之領導理論 

    研究目的在於探究和工作績效有關的領導行為，研究顯示有

兩種領導風格。分述如下：    

   (1)工作導向的行為：領導者把工作效率看的過份重要，認為工 

                     作第一，忽視部屬生活問題、家庭問題等 

                     人群關係。 

   (2)關係導向的行為：領導者把他的部屬看得十分重要，不僅顧 

                     及他們的生活，而且更讓他們參與機關的 

                     決策。 

    其主要研究結論為，有生產力工作群體之領導者是關係導向

的，而非工作導向的領導行為（林天佑等，2003）。  

（四）權變理論 (contingency theories) 

權變理論由Fiedler (1984)提出，他認為領導者的領導方式須與

領導情境相互配合。改進領導的最有效方式並不是改變領導者的

個人人格，而是將領導者置身於適合其領導取向的職位上，或使

其改變所處的情境，發揮應有的效能。著名之研究有： 

   



20 
 

1.House 的「途徑-目標」理論 

   (1)部屬的個人特質：分成兩類，一是個人控制力之所在，深信

事件發生乃由自己的行為而起，深信控制力是自己掌握著；一是

部屬對自己能力的知覺，認為自己與工作需求有關的能力越高，

則越少接受指示性的領導行為。 

   (2)環境壓力的需求（動機刺激）：工作任務、組織的正式權威

系統、基本的工作環境規範，每種因素都會產生某種作用，有時

激發完成工作，有時則會抑制行為（林天佑等，2003）。 

2.Hersey & Blanchard 的情境領導理論 

    情境領導理論的重點擺在被領導者。而根據工作與關係，可

衍生出四種領導行為。 

   (1)告知式：告訴被領導者做什麼，該怎麼做，在哪裡做。 

   (2)推銷式：領導者不僅提供指引，且讓被領導者有澄清溝通的 

機會。 

   (3)參與式：領導者的行為以多鼓勵、多溝通、分享理念，並協 

助被領導者作決定。 

   (4)授權式：讓被領導者實際負責決策與執行的工作，領導者不 

給太多的干涉，只稍加留意觀察（林天佑等， 

2003）。 

3.Reddin 的三層面理論 

    即所謂３－Ｄ管理理論，三層面理論為除了「倡導」與「關

懷」外，另加入「效能」的層面。這個理論主要在探求適當的領

導型式為情境因素所決定，這些情境因素包括技術、組織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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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身為領導者應該認清所處的領導情境，配合採取特定的領

導型式，以發揮領導的最大效能（黃昆輝，1988）。 

4.Fiedler的權變理論 

    Fiedler(1967)的研究結果發現情境因素常是決定領導行為成

功與否的重要變數，亦即成功的領導依情境之相異而有不同的策

略。人類的行為是個人人格（需求、動機等）與所處情境的交互

產品，乃特質論與情境論的結合（秦夢群，2005）。 

    Fiedler(1967)的權變理論的基本主張有四：領導者的動機取

向、情境有利性、與成員間的關係、工作結構、職權大小。 

（五）文化與符號理論(cultural and symbolic theories) 

    文化與符號理論根源於人類學，企圖使用象徵、儀式、秘思

或是故事傳奇以激勵組織成員（陳成宏，2005）。經由此作用，組

織文化中的深層面向得以更為彰顯與生動。因此「象徵」可謂切

實地反應組織文化，代表組織成員間的現實共享，也結合個人和

集體對組織現象的多元體(Dandridge, Mitroff, & Joyce, 1980)。 

    具有象徵性意義的符號是強有力的文化工具與溝通的手段，

也是領導策略與管理的要素。領導者透過象徵性的符號傳達某種

意義，並與組織成員溝通，使組織成員在認知及形成共識的過程，

型塑組織文化的共同價值、信念與規範（張慶勳，2001）。文化

與符號理論假定組織結構和過程是創造出來而不是被發現的，其

成員以有限的理性能力，共同面對不確定、流動及複雜的世界與

意義（王麗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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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認知理論(cognitive resources theories) 

認知理論遲至1980年代中期才出現，Fiedler(1986)發展出認知

理論，將相關的個人認知能力列入權變領導的考慮項目之一，其

中包括智力、承受壓力的能力、與領導者的經驗。Fiedler認為領導

者智力高低對於以下情境的領導成效頗為重要，這些情境包括領

導者確能當家主事，而非虛位；領導者身在較無壓力( stress- free )

的環境中；領導者擁有組織的支持；執行之任務需要智力的發揮。

若以上情境闕如，則認知能力的影響就大打折扣（引自秦夢群，

2005）。 

認知理論強調領導係源自於組織的社會認知，以個人、行為

以及環境三者持續相互的影響關係來解釋人的行為。當周遭環境

有其他人可以提供行為的典範時，領導者可以從中觀察其成功的

經驗，將有助於自信心的提升(Wood and Bandura, 1989)。 

三、領導理論的新取向 

    我國自古以來在政治上大都為君主制度，傳統「天、地、君、

親、師」及五倫中君臣之領導概念，強調領導者與部屬間的倫理

關係。後來因時代變遷，受西方民主風潮的影響，對於領導的研

究，逐漸由領導者權力與策略運用的探究，轉向領導者行為因素

及不同領導風格的研究，近年來有不少學者研究領導者行為，強

調有效能的領導風格，如互易式領導與轉化領導（朱淑子，2002；

陳志勇，2002，Bass, 1985；Sergiovanni, 1990）。 

    1975年以後，領導的新型理論崛起，引起巨大迴響，此種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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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即為「轉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與傳統的「互易

領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明顯不同。領導領域的研究者於1900

年代以後，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地將轉型領導作為領導型態的研究

變項。 

    Burns(1978)認為轉型領導不但可顧及屬下的基本需求，更進

一步可激發部屬工作動機，使其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並超越原

先所預期的表現；而互易領導較注重成本效益的分析與權力的交

換，換言之，轉型領導為互易領導的擴大與延伸（秦夢群，2005）。

現將二者的意涵敘述如下： 

（一）轉型領導 

          轉型領導強調提升部屬的目標至自我實現的境界，而不僅受

限於酬賞的取得，經 Bass 與 Avolio (1990)所編製的「多因素領導

問卷」(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簡稱 MLQ )分析發

現：魅力、激發動機、知識啟發、個別關懷等四個特徵。 

        「轉型領導」是領導者透過積極性的組織策略，以個人的魅力

和願景，取得成員信任與認同，並運用各種激勵成員士氣之方法，

激發成員成就動機，提昇成員道德層次與自我實現層次，在達成

個人自我需求的滿足與實現，同時間接完成領導者型塑的教育願

景與組織目標（李明來，2001；林合懋，1995；秦夢群，2005；

張慶勳，1999）。 

（二）互易領導 

    互易領導注重成本效益的分析與權力的交換，強調資源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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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與過程，以獎懲為手段，完成與部屬之間的交易。分別有

被動的例外管理、承諾的後效酬賞、主動的例外管理、實質的後

效酬賞（互惠）、實質的後效酬賞（表揚禮遇）五個特徵（秦夢

群，2005）。  

   「互易領導」之意涵為領導者在領導行為過程中，運用許多獎

懲措施與策略，讓成員在價值觀上得到角色澄清，並在成員認為

付出和報酬相當的利益條件交換下，經過適時的磋商行為，促使

或激勵成員工作動機，以完成組織目標績效和任務（李明來，

2001；張慶勳，1999；張潤書，1998；秦夢群，2005）。 

    綜觀各時期的理論可以看出領導類型的轉變，行為理論除了

強調領導者的行為風格外，也開始思考領導者與領導效能之間的

關係，以追求組織目標；權變理論不僅思考領導者的領導方式須

與領導情境配合，更進一步思考領導者是否置身在合適的職位，

以發揮應有的效能；文化與符號理論則加入一些「意象」以激勵

成員，也可藉此「象徵」結合個人與組織；認知理論重視個人、

行為、環境三者相互影響的關係來解釋人的行為；轉型領導的興

起則同時強調領導者與被領導者的的需求均須顧及，才能得到最

大效應。學校要追求績效，校長領導是重要的一環，不可不重視。  

参、校長領導風格 

一、校長領導風格的定義 

   校長領導風格係指校長為達成學校目標，及上級交付任務，發

揮其影響力，以激勵教師的努力工作意願與工作動機的領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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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麗美，1998），為校長的領導風格作了最好的詮釋。 

Sergiovanni(1984)認為學校領導者推動校務時，為追求學校組

織效能與學校教育的卓越性，有下列五種領導力可以運用：技術、

人群、教育、符號與文化。Bolman 與 Deal (1984)將組織分成結

構性架構(structural frame)、人群資源架構(human resource frame)、

政治架構(political frame)與符號架構(symbolic frame)，因而提出與

其相對應的結構領導、人群資源領導、政治領導與符號領導四種

領導類型。 

Cheng(1994)將領導風格的分類整合出下列模式： 

一、校長領導風格是一種結構性領導 

    強調校長思考的清晰性與合乎邏輯性，有明確的目標及政    

策，使組織成員能對所作所為的結果負責。 

二、校長領導風格是一種人群領導 

    強調校長對部屬的支持性與孕育組織成員參與校務的機制。 

三、校長領導風格是一種政治領導 

強調校長能有效地且具有說服力地建立策略聯盟及支持性， 

並解決衝突。 

四、校長領導風格是一種符號領導 

強調校長能激勵部屬並具有魅力。 

五、校長領導風格是一種教育領導 

校長的領導特別強調並鼓勵教師專業發展與改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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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勳（2002）的研究指出校長領導風格是個人理念與組織

文化的融合體，係一種理念與策略的「知」與「行」，體現於現

實情境中。校長的領導風格受其人格特質、教育理念、辦學理念、

學校環境背景、家長職業結構、種族背景及社經地位、學校師生

結構、學校規模、學校組織文化及學校外在壓力的影響，因此校

長領導風格是具有多面向的特性。 

校長之領導風格，是植基於個人先天之人格特質，並受後天

教育與環境之影響，孕育的領導風格。這種領導風格可將自己「所

知」及「所應行」展現出來（許文寬，2003）。  

    校長領導風格是校長個人基於先天之人格特質，並受後天教

育與環境之影響，進而將自己「所知」及「所應行」展現出來的

外顯行為。此行為會受其個人人格特質、教育理念、辦學理念、

學校環境背景、家長職業結構、種族背景及社經地位、學校師生

結構、學校規模、學校組織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響，產生多元、

多變、多樣性（黎季昊，2007）。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校長領導風格是校長基於個人先天之

人格特質，受後天教育與環境的影響，將個人理念與組織文化的

融合體，為達成學校目標，及上級交付任務，將自己「所知」及

「所應行」的行為展現，發揮其影響力，以激勵教師的努力工作

意願與工作動機的方式。 

二、校長領導風格的取向 

    傳統上，領導理論的研究大多以領導的行為理論為理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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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從事領導者的領導風格及其相關變項的研究，且大多假定領

導者的行為可歸納為倡導與關懷二個層面，但是否足以用於描述

組織中的複雜現象，值得探討。 

領導風格是指中等學校校長的領導行為方式，如以倡導及關

懷雙層面為分析的立論依據。倡導是指示性及成就取向性的行為

方式，而關懷則以支持性與參與性的行為方式（謝文全，1988）。 

張慶勳（2002）從校長實際的領導風格研究，綜合校長各種

實際的領導風格，歸納出領導風格類型與領導行為取向如下： 

（一）公共關係取向 

    1.政治型：校長較注重其本身利益相關的事務，營造個人 

              光環；做事只求表面績效，忙於校外公關，較 

              忽視校內教學視導。 

    2.人和型：校長注重校內組織氣氛的和諧，處事圓融，少 

               與人衝突。   

    3.象牙塔型：校長個性內向，不善於與社區、家長、同仁 

溝通，不善於運用人際資源，互動關係欠佳。 

（二）權力運用取向 

    1.民主開放型：校長能以身作則，主動引導及培養同仁自 

動自發的精神，充分溝協調，與同仁積極 

互動，尊重同仁的意見。 

    2.放任型：校長對校務的發展沒有長期的計畫與願景，且 

對校務推展情形不加聞問。 

    3.威權管理型：校長常對同仁指示或下達命令，喜歡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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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權，以展示其威權。 

（三）任務－關懷取向 

    1.工作任務型：校長要求同仁工作完美零缺點，如期完成 

交辦工作，不能打折扣。 

    2.人性關懷型：校長關懷及關心同仁，並提供適時的物質 

和精神之鼓勵與支援。 

    吳清基（1989b）及謝文全（1987）認為領導者必需注重領導

行為的成功原則，才能有效的達到領導效能，而一位成功領導者

的原則如下： 

（一）兼顧組織目標的達成與成員個人需求的滿足 

      成功的領導者一方面應以達成團體組織目標，提昇行政績 

  效為目的，另一方面也應注意充分照顧成員個人的士氣、福利 

  與需求。 

（二）強調正式組織的領導與非正式組織的運用 

      在正式組織的工作者，因為各種形式的接觸與互動，產生  

  了各種不同的非正式關係，而形成了非正式組織。非正式的組 

  織可彌補正式組織在運行上的不足，但也會產生各種不利於組    

  織的狀況，而阻礙了正式組織的正常運作與安定，所以成功領   

  導者，應特別重視非正式組織的影響力，並善導以成為助力。 

（三）兼採正式與非正式溝通 

      有效的意見溝通是達成組織目標所必須的途徑，因此，健 

  全的溝通系統，應兼顧正式與非正式溝通管道，以解決衝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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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歧。 

（四）高倡導高關懷的民主領導 

      一面以工作取向的領導方式，重視組織目標的達成，一面  

  以人際取向的關懷和滿足，兼顧成員需求，並時時以雙向的溝 

  通管道廣納眾意，必能發揮組織最高效能。 

（五）參與式的領導和有目標意識的行政三聯制 

  參與式的行政決定，其最大價值乃在可幫助個人目標的統   

  整，並具有提高參與者士氣、增加決定可接受性、改進決定品 

  質、創造更高工作滿意度、提高成員責任感的目的。由此可知， 

  鼓勵成員廣泛參與組織事務，並依計劃、執行、考核的程序進 

  行，必可提昇應有的行政效能。 

（六）兼採權變式領導作風 

  講求工作取向時，首重達成組織目標，應強調科學化的行 

  政管理系統；而側重個人需求時，則兼採人際關係的關懷式領  

  導，所以有效的行政領導，應時時注意變通機警，不可守成。 

    翁桓盛（2002）參考國內外有關領導理論，Halpin（1950）的

LBDQ（Leader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領導行為雙層

面論-領導行為描述量表，Leithwood（1992）的轉型領導理論，謝

文全（1988）、秦夢群（2005）的領導理論，及黃傳永（1999）

的轉型領導因素行為，將校長領導風格分為四大類：倡導層面、

關懷層面、權變領導及轉型領導，以應付學校繁重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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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逸瑄（2003）參酌邱勝濱（2000）、張慶勳（1996）與吳

靜吉和林合懋（1995）所發展之量表將校長領導行為分為轉型領

導行為與交易領導行為。轉型領導行為強調魅力影響、鼓舞激勵、

啟發才智、個別關懷等；交易領導行為強調權宜獎賞、例外管理，

以增進辦學績效。 

    社會環境急遽變遷，民主及自我意識抬頭，使得整個教育環

境正面臨著史無前例的動盪、變革與考驗，傳統的道德意識也產

生鉅變。除了一般的領導理論發展外，道德領導也日漸受到受重

視。教育部於92年成立「品德教育工作小組」，民國93年底頒布「品

德教育促進方案」，更可見其重要性，然而道德領導強調領導者的

個人影響力，個人具領導哲學觀（張憲庭，2003），並著重自我

的道德修鍊，提升本身的道德修養，本著正義與行善的責任感，

兼顧關懷與批判倫理以做好道德決定（方啟陽，2006）。Sergivanni

（2000）認為大多數的學校和學校系統是非常複雜的，這使直接

處理事情產生困難。這時就會造成學校處理的人員面臨道德兩難

的困境。 

    謝文全（1998）認為道德領導是出於為正義與善的責任感與

義務感而行動，領導者在正當信念的基礎之上，自我要求，提升

道德修為，展現道德勇氣，再以高尚的道德修養與使人追隨的道

德魅力；發揮對成員潛移默化之影響力，引領組織成員，使其心

悅誠服地受其影響，進而建立起自身的義務感、責任心與正確的

價值觀。故校長當善用道德領導的理念，讓全校教職員工能自動

自發地完成任務，為教育目標而奉獻，共謀學校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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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ratt (1994)認為道德領導者應思量促進學校倫理環境的責

任，包含： 

（一）批判倫理 

      領導者要有批判能力，敢於揭露隱藏在語言與社會結構背 

  後的宰制力量，善盡為個體、為專業、為社會、為大眾服務的 

  道德責任。 

（二）正義倫理 

      正義倫理試圖提出對問題的處理，應根據的正義原則，其 

  中包含個人與社群皆能平等、公平作選擇。 

（三）關懷倫理 

      強調關注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環境的關係，以及隨關係而 

  來的責任，運用於學校時，應以教師與學生為中心、鼓勵共同 

  參與校務，並關心師生的各種需求。 

李政翰（2006）指出道德領導對學校組織運作之啟示為： 

（一）領導人必須培養自身的道德價值並以身作則； 

（二）建構組織當中正義的倫理環境； 

（三）鼓勵組織成員進行批判性的倫理思辯； 

（四）杜絕外在力量的不當干擾，堅持道德為中心的價值。 

     林竺諼（2009）認為校長施行道德領導，必須要有正當的辦

學理念及教育理想，並能將這些理念與教師們共同分享，利用不

斷地與學校成員溝通對話，建立共享的願景，並能逐步規畫、批

判、反省，進而實踐；此外，要能不斷地提升自我的道德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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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己人格特質的優點，利用本身的道德修養與價值觀來引導

組織成員，激發成員的道德感及義務心，培養部屬具有工作的熱

誠與使命感，使得追隨者心悅誠服；以及要有不斷進修的精神，

充實自己的道德及專業的權威，建立校園學習的共同體，塑造積

極向上的學習文化。 

    綜上所述，可發現時代演進，校長領導的層次隨之改變，由

單層面的探討到雙面向的討論，從只重視校長本身領導的展現到

著重校長領導與學校成員間的互動。校長單一的領導風格已無法

應付現今危機四伏的校園生態，必須運用多元的視角來看待校長

的領導風格，校長需扮演多重的角色，因事制宜展現不同的領導

風格，才能符應今日變化多端、混沌不明的校園生態。 

    因此，研究者根據文獻及校務推行的現場需求，將校長領導

風格中歸納出五個取向，分別為倡導取向、關懷取向、權變取向、

轉型取向及道德取向。（一）倡導取向：校長對學校有計畫與願

景以積極推動校務為導向；（二）關懷取向：校長能關懷及關心

同仁為主，適時提供物質和精神鼓勵與支援為導向；（三）權變

取向：校長會認清所處的領導情境，權變採取特定的領導型式，

以發揮領導的最大效能為導向；（四）轉型取向：是校長透過積

極性的組織策略，以個人的魅力和願景，激發成員成就動機，以

求自我需求實現與組織目標為導向。（五）道德取向：校長本身

的道德修養與價值觀引導成員，激發成員的道德感及義務心為導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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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校園危機管理 

          本節將探討危機管理(crisis manmgement)於學校經營的應

用，瞭解校園危機管理的歷程，並進一步針對影響校園危機管理

的相關因素做分析與探討。 

壹、危機管理 

「危機管理」的重要性可以從西方語諺：「Hoping the best, 

Preparing the worse」，或是中國人常言的「居安思危」、「凡事

豫則立，不豫則廢」看出其重要性。 

企業界強調危機管理，在校園危機管理亦然。學校領導者－

校長若能知曉危機的特性，便能有效處理危機、化解危機，在危

機發生時採取適當的處理方法，化危機為轉機。 

一、危機的意義 

「危機」(crisis)源自於希臘文的(crimein)，其意思為「決定」

(to decide)，危機即決定性的一刻。簡言之，危機係指組織正處於

一個變動性的階段，亦處於一個轉好或轉壞的決定時刻(decisive 

moment)或關鍵時刻(crucial time)(Fink, 1986)。韋氏字典(Webster’s)

則將「危機」定義為：「是一件事轉機與惡化的分水嶺，是生死

存亡的關頭。」就中文字面來解釋，則包含「危險」與「機會」

二個層次，即在面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鍵時刻，寓含逢凶化吉的

轉機（黃振球，1996）。近年來，學者對「危機」的定義不再侷

限於醫學、政治、企業管理或國際戰略等，而是對其作一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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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 

孫本初（1997）認為危機係指因組織內、外環境因素所引起

的一種對組織生存具有立即且嚴重威脅性的情境或事件。許龍君

（1997） 認為危機係指一個單位在未預警的情況下（或已發現徵

候，但卻是不可擋），突然爆發(或即將、可能爆發)的情境或事

件，它可能威脅到這個單位的正常運作，或其他不良後果，迫使

決策者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決策。秦夢群（2005）認為危機

是在極不穩定的情況和急迫強大時間壓力下，必須做出立即決定

的情勢。鄭東瀛（2001）認為危機是在一段不穩定的時間，與不

安定的狀況下，很急迫的要做出決定性的變革。 

國外學者Dutton (1986)認為危機通常和威脅或逆境等的意涵

相互使用，危機意味著個人或一群個體，若不採取某些型態的補

救行動時，則其將會產生出一種有潛在負面影響感覺的認知。

Carter(1997)指出危機為一不可預測的事情，並且會造成潛在的負

面結果。 

    綜合而言，危機是一種潛伏於個人及組織周圍未能預警的情

境或事件，具有不確定、不穩定的特性。危機同時存在著危險和

機會，一方面對個人及組織深具威脅，一方面有時間急迫性，必

須在危險中找機會，做出正確決定，促使組織轉危為安。 

二、危機的特性 

    事物的發展必有其規律性與階段性，若是能知所先後，可避免

無妄之災，使之回復常道。《大學》中提及的「物有本末，事有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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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顯示要能正確處理危機，就要先瞭解危

機的特性。 

    孫本初（1997）認為危機含有下列四種特性：（一）危機形

成具有階段性；通常可分為危機警訊期、危機預防/準備期、危機

遏止期、恢復期與學習期。（二）有威脅性；威脅性的強弱端賴

可能受到危機損失價值的大小而定，而此類的認定過程全依決策

者的認知而定。（三）危機具有不確定性；包括狀態的不確定、

影響不確定、反應不確定等。（四）危機具有時間上的緊迫性；

當危機突然發生時，決策者必須立即能對情境作出適當的反應，

往往在時間的壓力與資訊不足的情形之下會影響決策的品質。 

    蔡崇振（1997）則認為危機至少包含下列幾項特性：（一）

嚴重威脅組織的主要目標，處理不當可能造成生命及財產的損

失、名譽與信用的傷害或形象和公信力的破壞，甚至導致組織的

解體。（二）容許做反應的時間有限，決策者必須在極短的時間

內，做出正確的處理決定，否則事態擴大，損害愈深。（三）具

突發性，且不確定性高，危機狀況常常給決策者一種混亂複雜不

確定而又有時間壓迫的強烈感受。 

    許龍君（1998）認為危機具有下列四種特性：（一）威脅性；

危機本身隱含著若干危險，它不但會破壞個體或團體的正常運

作，更嚴重的阻礙著目標的追求，因此它可能會造成個體或團體

某個程度的傷害。（二）急迫性；危機形成之後，其危害的速度

非常快速，所以解除危機的期待非常急迫；決策者的反應與決策

也非常急迫；復原處理更是急迫需要。（三）不穩定性；形成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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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因素非常複雜，因此一旦造成危機，有關組織的運作、人心

的慌亂、危機的擴散與影響……等，將使個體或團體呈現出非常

不穩定的狀態。（四）兩極化；危機雖然是個極大的「危險」  但

仔細探究，它可能只是個「警訊」而已;  或者只是個「求助、求

救」的訊號;也可能它把「毒瘤」，凸顯出來，等你去切割、診治、

處理。 

    吳宗立（2004）主張危機含有以下五種特性：（一）危機的

形成具有階段性；危機並非平白產生，而是有其發展的階段。（二）

危機具有時間的緊迫性；組織的領導者需在有限的時間內，對危

機情境作出快速且正確的反應。（三）危機具有不確定性；危機

隨時會爆發，充滿不確定性。（四）危機具有威脅性；通常危機

具有威脅性，無論是明或暗均會影響組織的發展與行政運作，領

導者如未能即時察覺與因應，不僅組織的發展受挫，甚至引發骨

牌效應，終至組織解體衰敗。（五）危機具有雙面效果性；危機

隱含著雙面意義，即「危險」與「機會」。 

    陳啟榮（2005）認為危機之特性，可以歸納以下六項：（一）

威機具威脅性；危機發生常常伴隨著威脅，會引起損失、傷害或

死亡。（二）危機具複雜性；危機的產生更非單一原因所造成的，

往往是許多原因所形成的。（三）危機具不確定性；危機的出現

具有高度的突發性與不確定性，因此人若只是按照正常思考模式

去處理問題，就會忽視一些認為發生機率不高的負面資訊，而造

成重大傷害。（四）危機具急迫性；危機處置的時間非常短暫而

且又非常急迫，往往在一剎那的時間就爆發出來，若稍一不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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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適得其反損害擴大後果不堪收拾讓人防不慎防。（五）危機具

雙面性；危機本身具有雙面性，分別是「危險」與「機會」兩種

特性，具有一體兩面效用。（六）危機具新聞性；危機所產生的

效應常常具有新聞性，因此每當危機發生之際一定曾受到大眾傳

播媒體的大肆宣傳與報導。 

    Weiner和Kahn(1971) 在其所著的《危機與軍備管制》(Crisis 

and Arms Control)一書中，指出危機的十二種特性：（一）危機經

常是一連續展開的事件和行動的轉捩點。（二）危機是一種情境，

需要參與者高度的心智活動和計畫行動。（三）危機的威脅捲入

國家的主要利益和目標。（四）危機的嚴重後果可能造成當事國

家未來的另一種危機。（五）危機是由許多事件聚合而成一組新

的情境。（六）危機在評估情勢與因應措施規劃過程中，會產生

不確定性。（七）在危機情境中，所控制的事件與其結果是無法

掌握的。（八）危機的特徵是緊急，經常造成行為者之間的壓力

和焦慮。（九）在危機情境中，參與者可利用的資訊往往是不足

的。（十）危機經常造成參與者的時間壓力。（十一）危機通常

所代表的是參與者之間的關係將有所改變。（十二）危機增加行

為者之間的緊張，特別是在政治危機中。 

Deutsch(1982)認為危機具有以下四種特性：（一）危機包括

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內，以致事件發展可能有不同的結果。（二）

必須做某種決定。（三）至少有一方面的主要價值受到威脅。（四）

必須在時間壓力之下做決定者為限。 

Lerbinger(1997)提出危機的特性有三：（一）突發性：危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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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可能是經過長期醞釀，時機成熟則一觸即發，也可能是突如

其來的災害事故，如地震或工業意外。（二）不確定性：當危機

發生時，若是組織內部意見紛雜，或危機處置不當，將使危機漫

延擴大。（三）時間的緊迫性：必須在最短時間內降低危機所造

成的損害，在高風險及高度不確定的狀況下掌控情勢不致惡化。 

    綜合國內外學者觀點，研究者認為危機的特性有：（一）具

有多面向的特性：如不確定、不穩定、急迫等特性。（二）同時

存在著危險與機會，是危機，亦是轉機。(三)危機的發生，不但

對領導者產生高度的威脅性，對組織的發展與行政運作事件也會

產生重大影響。(四)危機事件具有新聞性，要慎防因報導後帶來

的二度危機。因此領導者不僅要充分瞭解危機的特性，更要有未

雨綢繆、防微杜漸的觀念，輔以良好的決策態度及處理方法，自

然能帶領組織遠離危機威脅，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三、危機管理的定義 

「危機管理」(crisis management)一詞，最先是指處理國際政

治和社會經濟方面的意外事故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一般以針對

國家安全和國際爭端的危機為主。現在已遍及所有類型的組織管

理。簡言之，危機管理乃為因應危機事件，所做的立即性、決定

性的措施，以消弭危機或減少損害，偏重於事後「點」的處理，

在危機管理得宜的單位裡，較少危機處理的機會。危機管理涵蓋

了危機意識、處理、控制及解決。危機處理應擴及危機管理，才

能發揮最高效能(教育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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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管理一詞主要是指組織在危機發生的前後調集資源、致

力恢復組織的穩定性及活力，迅速恢復有效經營所採取的相應對

策及行動。總的來說，危機管理的牽涉面包括了危機的預防、對

危機的控制及在危機發生之後的善後處理等三方面（鄭燕祥、伍

國雄，1997）。 

    危機管理就是組織為避免或減輕危機情境所帶來的嚴重威

脅，而所從事的長期性規劃及不斷學習、適應的動態過程，也可

說是針對危機情境所作的管理措施及因應策略（周蕙蘋，1995）。

危機管理是指針對潛在或當前的危機，基於動用資源最少、使用

時間最短、波及範圍最小、損害程度最低的理念，有組織有計畫

有步驟的採取最有效、最可行、最切實的對策和行動，通過必要

的危機意識、危機處理、危機控制，以達危機解除之目標（陳芳

雄，1997）。 

蔡進雄（2001）指出危機管理為組織對於危機有計畫、有組

織的管理措施與因應策略，管理措施與因應策略包含危機的準

備、處理及復原等過程。吳清山、林天佑（2001）認為危機管理

係指組織發生緊急且具威脅的情境或事件，能夠採取有效的處理

策略，以避免影響組織生存與發展的過程與活動。則認為危機管

理係指組織為了預防危機的發生，增加決策者對危機的洞察力，

或降低危機所造成的傷害、減輕決策者在危機時的壓力，並透過

不斷的學習改進，讓危機再次發生的機率降至最低的一個動態管

理歷程（林培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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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roff (1986)提出危機管理在於執行五個工作計畫：分別是

危機訊息的偵測、危機的準備、損害的控制與處理、危機的復原

工作以及不斷的學習與修正。Pearson & Clair (1998)認為危機管理

是用一種系統的方式，讓組織成員與利害相關者，避免危機或有

效地處理已發生的危機。傳統觀念以為危機管理重視原則性、或

是處理經驗；事實上危機管理的策略與整體運作模式之運用，比

經驗法則更為有效（林吉郎，2002）。Fink (1986)主張危機管理是

組織為防止危機發生所採行的措施，都可稱作危機管理，有效的

危機管理包括：預測危機、建構危機應變計畫、發現危機、隔絕

危機、處理危機，並做好與大眾媒體關係的活動，即強調危機管

理之目的乃在預防。 

研究者認為危機管理就是一套防範危機發生及危機發生後可

以因應處理之程序。欲有效的危機管理，達到化險為夷的境界，

則必須先秉持「凡事豫則立」的心態來面對危機。運用長期的規

劃對危機作充分的準備，建構出周詳的管理策略與機制。 

綜合上述，可歸納出危機管理的特點： 

(一)是一種動態的管理歷程 

    動態的管理歷程區分為：危機訊息的偵測、危機的準備及預

防、損害的控制及處理、從事復原工作、以及學習等五大管理步

驟 （林吉郎，2002）。 

(二)是一種可以因應處理的程序 

危機管理是指組織針對危機發生時運用策略法則，立即發現

危機的成因並予以診治，加速復原損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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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機管理之目的在預防 

著重在於危機的預防及處理過程，藉由資訊回饋作不斷地修

正與調整，以有效預防危機，即所謂預防勝於治療。 

四、危機管理的歷程 

    「危機管理」是一種動態的規劃過程，是可以被管理的（吳

宗立，2004）。張潤書（1998）以Ram'ee的危機管理觀點，指出危

機發展的特性，能讓危機處理小組的作用確實發揮，不同的危機

發展階段，所應為的管理措施包括：危機發生前應作好環境偵查、

資訊溝通管道、預擬預防對策等工作，危機一旦發生，則應由危

機處理小組接手，進行處理，並預防危機的影響範圍擴大。危機

發生後，不但要針對危機成因予以處理，事後還得針對危機處理

過程加以檢討，發現管理缺失加以修正，並擬妥應變計畫，為下

一次危機情況做好萬全的準備。 

    1979年美國「聯邦危機管理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t, FEMA)是最早建立危機管理的系統，其所建立

的整合危機管理系統(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EMS)認為「危機管理」乃是一種全面性與階段性歷程，並將危機

管理之過程劃分為舒緩(mitigation)、準備(preparedness)、回應

(response)及復原(recovery)等四個階段註（吳宗立，2004；詹中原，

2004；余美瑩，2005）。危機管理的階段依強調之重點不同，大致

可分為危機管理三段論、四段論與五段論，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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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機管理三段論  

    國內外學者（林錦鳳，2004；孫本初，1997；許龍君，1998；

黃瓊慧，2002；Nunamaker, 1989等）認為危機管理分為三個階段：  

1.危機爆發前的預防和準備活動（危機管理與運作活動） 

此階段含危機的規劃、危機的訓練、危機計畫書的草擬與危

機的感應系統等。  

2.危機爆發時的解決活動（危機發生時的處理與運作活動） 

此階段含危機管理小組、危機情境的監測與危機的資源管理。 

3.危機解決後的評估復原活動（危機發生後活動管理與運作活 

動） 

 此階段是指在危機發生之後，組織必須學習其經驗，並趁記

憶猶新時，評估（評鑑）的動作必須於危機之後立即執行，對於

整個調查評估的危機管理活動，必須作為組織修正危機計畫時的

參考。  

黃振球（1996）和陳麗欣（2001）認為危機管理可分為預防、

預測、管理。鄭宏財（2000）認為危機管理可分為：預防、介入、

善後。Jones (1994)認為危機管理可分為準備、管理、評鑑；由上

可知，危機管理三階段論是重視危機的預防、積極性的介入處理、

及危機後的追蹤輔導與評鑑學習。  

（二）危機管理的四階段理論  

    Clarles和Kim (1988)認為，政府主要的功能是保護生命與財

產，危機管理並非僅有危機的反應，還要求問題剛發生時，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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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避免；組織更必須為無法避免必定發生的事情而準備。他和

黃新福（1992）、蔡崇振（1997）等人認為危機管理可分為下列

四階段。  

1.事件爆發前的舒緩階段 

這階段包括有對危害的評估，以及組織必須採取的抑制步

驟，與消除或減輕災害的可能性，即預防損害。  

2.事件爆發前的準備階段 

這階段包括組織以規劃的形式來發展其對危機的回應能力、

計畫並訓練人員的應變能力。如危機警訊，以及其他管理危害的

方式。 

3.事件爆發中的回應階段 

    這階段包括組織要對危害立即反應，提供現場的搜索、拯救

的行動、食物、避難所的提供、撤離、組織間的服務協調運送，

以及預防第二次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4.事件爆發後的復原階段 

這階段包括短期的修護、協助復原 重建災區，以及長期的恢

復活動。  

    許龍君（1998）認為危機管理的四階段，和上述不同，分別

是：(1)預防：是最重要的階段，也是危機管理的首要工作。(2)控

制：危機產生之後，要儘快控制危害，一方面不可把安全的人、

事、時、地、物，毫無頭緒、毫無準備、毫無規劃的投入危機；

一方面要控制危機，不可讓危機擴散開來，並儘量使損害降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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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點。(3)搶救：將所有可以，以及有能力搶救災害的人、事、時、

地、物，凝結成有組織的救援力量，並投入救援工作。(4)復原：

解除緊迫的危機，只是危機處理的前半段，後續的復原工作能處

理的圓圓滿滿，使個體或團體恢復正常的運作，更是一項重要的

工作。 吳清山、林天祐（2001）也認為基本上，危機管理可以分

為下列四個階段：潛伏期、發作期、處理期、善後期。 

      總之，危機管理四階段理論，強調：(1)危機的偵測預防（警

告、減災）；(2)危機預防的準備（整備）；(3)危機中的處理與回

應（應變）；(4)危機後的復原與追蹤（檢討學習）。  

（三）危機管理的五階段理論 

Blackley(1994)認為，整合式危機管理(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適用於私人與公共組織，具有相當大的效用，共分為

五階段：  

1.評估(assessment) 

利用測量組織危機系統，來達到偵測組織危險的訊息程度，

這項技術廣泛地被各種領域所運用，特別是危機評估測量(QRA)。  

2.預防(prevention) 

發展危機規劃作業，對於潛在的危機事件，採取適當的步驟，

以預防危機之發生並降低其負面之影響，特別針對組織最弱的部

分制定應變計畫。 

3.準備(preparation) 

包含提供充足的危機溝通系統，取得不同單位與組織間的共



45 
 

識與協議，確立大眾警訊系統以及確認可茲運用的資源是否準備

妥當。  

4.回應(response)： 

回應的措施著重於知識層次、熟悉操作程序，並發揮組織平

日的訓練標準與安全防護成果，尤其是危機行動小組之回應。 

5.恢復(recovery)： 

對於受傷的民眾與其家屬，必須全力支持和照顧，盡力重建

組織或公司的形象，最後必須學習經驗，作為下次處理危機之參

考。  

王垠（2000）和黃新福（1992）認為危機管理可分為下列五

階段：危機警訊偵測(signal detection)階段、準備∕預防階段

(preparation∕prevention)、遏止災害擴大（回應） (containment∕

damage lamination)階段、恢復(recovery)階段、學習(learning)階段。 

總之，危機管理的五階段論強調：(1)危機的偵測、評估；(2)

危機的預防準備；(3)危機的處理與抑制；(4)危機的恢復與與平息；

(5)危機的追蹤與學習。 

教育部（2003）從災害的特性中可以看出災害還具有階段性。

而有效的災害管理，即是針對災害的各個階段採取不同的管理措

施與因應作為。災害管理的階段分類，學者的認知雖有不同，研

究者認為：（一）組織對危機有評估的必要性，以做好前置的預

防工作。（二）組織必須規劃對危機的回應能力、並訓練人員的

應變能力。（三）組織要對危害立即反應，避免拖延所造成的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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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四）組織在危機發生後，要有復原措施，檢討學習避免

同樣事件再次發生。 

貳、校園危機管理 

校園危機管理的內涵係針對校園危機管理，做整體性及通盤

性的認識，包括校園危機的定義、校園危機的類型、校園危機管

理的歷程以及校園危機的策略四大部分，分別說明如下： 

一、校園危機的定義 

    隨著時代的進步，學校已從「封閉系統」走向「開放系統」（秦

夢群，2005；謝文全，2004），各種危機叢生，當危機影響到學習

環境、校園安全時則學校秩序大亂，對於教育的推動影響甚鉅。

基於此，將「校園危機」之定義敘述如下： 

    校園危機為突發於校園內、外的緊急事件，對學校組織或個

人產生嚴重威脅，並可能造成全體或部分學校成員心理或生理的

傷害，亟需學校人員加以注意，並迅速作出有效的回應（顏秀如，

1997）。許龍君（1998）對校園危機的界定：（一）就學校的整

體性而言，當校園安全遭遇難關而無法適當處理時，學校運用過

去有效的處理模式與方法仍然無法解決，以致校園所遭受的傷害

持續存在或擴大，而感受到緊張與焦慮不斷的提升，因此陷於束

手無策的無力感狀況；（二）就學校的個體性而言，當學校教職

員工生，個體遭遇難關而無法適當處理，致使其個體即將（或可

能）發生重大傷害、變故時，亦屬校園危機。這些個體已無法單

獨解決問題，其求助動機增強，學校必須實施緊急處理，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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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於無形。 

謝謹如（2000）認為校園危機指的是「不能預期的突發事件，

通常會造成學校師生心理的或是生理的傷害，會影響到學校的正

常運作，而且須要立即的處理，否則後遺症將會持續。」鄭東瀛

（2001）指出校園危機係指校園內外發生突發、意外或緊急事件，

而對學校師生身心造成不安、壓力、傷害甚至死亡，並且干擾學

校正常運作或者以學校現有的人力與資源，難以立即解決者。 

    香港小童群益會(2008)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08）認

為學校危機泛指在學校內出現的突發事故，包括由天災或人為因

素所引起。吳宗立（2004）則以為校園危機係指校園事件或非校

園內事件，而產生組織功能運作上失常脫序的情境，質言之，係

指校園因面臨特定之重大事件，導致組織運作趨向不穩定的狀況。 

     Shrestha(1990)認為校園危機係指同時為個人及團體所感受

到，並與學校有關的創傷(traumatic)經驗或危及生理的災害；例如

學生自殺、火災及破壞行為。Everett(1991)提出校園危機是一個不

能忍受的狀況、不穩定的情況、或是突然的改變，會打亂學校正

常運作，需要立刻的注意和解決。 

    綜合上述研究者將校園危機定義為學校校園內或校園外突然

發生的緊急事件，學校組織遭受損害，足以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使學校全體或部份成員，造成心理或生理傷害，必須在極短時間

內有效控制及處理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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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危機的類型  

          長久以來校園一向被視為是高度穩定卻鬆散的組織體，所以

危機的出現機率相對比較少。但是伴隨著社會快速變遷發展不斷

的衝擊下，校園不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各種勢力陸續介入各級

校園中，弔詭的是當前校園內的成員卻都認為自己還是處在安穩

舒適的環境中，校園內領導階層依然保守固執絲毫沒有任何危機

意識，造成校園組織僵化與資訊流通不足，此種現象實在令人感

到十分不安（秦夢群，2005）。 

    陳啟榮（2005）綜合國內外學者（王垠，2000；吳清山，2000；

秦夢群，2005；謝謹如，2000；Everett, 1991；Harris, 1990；Kibble, 

1999；Shrestha, 1990）研究，歸納整合出校園常見的八種危機： 

（一）天然災害  

    指威力十足的颱風、地殼擠壓所形成的地震與大海嘯、河川

暴漲帶來的水災、超大豪雨所造成的土石流與焚風吹拂所引起火

災等人力難以抗拒的天然災害危機，這些天災均會對校園成員與

設備財產造成相當嚴重的傷害與損失。 

（二）意外事件  

    指集體食物中毒、學校設備電線走火、學校設施突然倒塌、

疾病傳染、做實驗時操作不當產生傷亡、上體育課時造成運動傷

害與上下學發生交通事故等之危機。 

（三）學生違規  

    指學生蹺課逃學中輟、彼此互毆械鬥、偷竊別人財物、性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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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向師長或同學恐嚇勒索、私自濫用藥物與攻擊教師等之危機。 

（四）教師犯罪  

    指教師不當體罰學生造成嚴重傷害或是在校外從事非法事業

等之危機。 

（五）校園衝突  

    指校長、教師、職員、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之間的衝突之

危機。 

（六）行政弊端  

    指在從事學校工程建設時收受廠商的賄賂、在入學編班作弊

與洩漏學生資料之危機。 

（七）外力影響  

    指校外人士綁架學生、校園設施遭人破壞、民意代表的介入

關說、不明人士傷害上下課學生與誘騙學生從事不法活動之危機。  

（八）自我傷害  

    指學生自閉、自殘、自虐與自殺所造成之危機。 

    教育部為協助各教育行政單位及學校處理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簡稱校園事件），以減少危安事件發生，有效維護校園及學

生安全，將所稱校園事件之類別與內容簡述如下（教育部，2003）： 

（一）意外事件 

    車禍、溺水、中毒、運動及遊戲傷害、實驗實習傷害、疾病

身亡、自傷自殺、校園建築及設施傷害、其他意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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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維護事件 

    火警、地震、颱風、水患、人為破壞、校園侵擾、失竊及其

他。 

（三）暴力與偏差行為事件 

    學生鬥毆、暴力犯罪、人為破壞、賭博、犯罪、性犯罪(侵害)、

槍砲彈藥刀械違規、麻醉藥品與煙毒濫用、其他妨害案件、校園

破壞、飆車、其他。 

（四）管教衝突事件 

    校園內發生非學生間衝突事件、師長與學生間衝突事件、師

長與家長間衝突事件、不當體罰、凌虐事件、學生抗爭事件、個

人事務申訴事件、校務管理申訴事件對師長行為不滿申訴事件、

其他有關管教衝突事件。 

（五）兒童及少年保護事件 

    在外遊蕩、出入不正當場所、離家出走三日以上、違反兒童

福利、少年福利法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等事件、長輩凌虐、亂

倫、遺棄事件、其他兒童少年保護事件。 

（六）重大災害：重大火災、風災、水災、震災爆炸、其他重大

災害。 

（七）其他校園事務： 

教職員之間的問題、人事的問題、行政的問題、其他的問題。 

    綜上所述，研究者發現不論從學術觀點或是目前校園實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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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判讀，校園危機的類型大致可區分為三部分： 

（一）天然因素造成之危機  

    指發生於校內、外的重大自然災害、地震、風災、水災等。 

（二）人為因素造成之危機 

    諸如人、事、物之領導，人員衝突、怠忽職守、特權人物、

學生意外、班級經營、食物中毒、學生自殺等。 

（三）其他因素造成之危機 

    家庭問題、經濟因素、種族緊張等。 

三、校園危機管理的定義 

    「危機」總是令人提心弔膽。為避免危機對學校組織或組織

內的成員造成傷害，「未雨綢繆」就是危機管理的觀念。將「危機

管理」當作是恆常性的管理措施，建立「凡事豫則立，不豫則廢」

的態度就是危機管理的意涵。 

許龍君（1998）指出在當前社會多元的衝突中，校園安全狀

況瞬息萬變，校園危機隨時都可能發生，因此每一位教職員工都

應該加強危機意識，尤其是行政人員及教師更應該有立即處理危

機的能力與準備；香港小童群益會（2008）、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2008）認為校園危機管理係學校應訂立相應對措施及行動

以預防及處理危機，並於危機發生後，可有效調配資源，以減低

危機事件所帶來之影響，盡快恢復校園日常生活及功能。茲將各

學者對校園危機管理的看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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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球（1996）提出校園危機管理係指學校當局對於危機的

預防及發生後的處理。顏秀如（1997）認為校園危機管理係指學

校為避免或降低危機情境所帶來的損害，而進行的管理措施或策

略；換言之，亦即學校從平時的危機準備至危機復原階段的一項

不斷學習、適應之連續性過程。 

謝謹如（2000）以為校園危機管理係指針對校園危機事件所

作的計畫和回應，並且能加以控制危機狀況，以減低對人員身心

的傷害。林賢春（2003）指出校園危機管理係指學校對校園危機

發生前的計畫與演練、危機爆發時的控制及處置、以及危機解除

後的評估及復原等一套連續性運作的因應策略。 

    Shrestha(1990)分析校園危機管理，認為學校於危機發生時的

管理行為可分為「科技分析」與「政治協商」二種策略。「科技

分析」策略強調對危機作有計畫的反應，其藉由預測來減少環境

的不確定性，行政人員可針對既定目標強調程序的標準化。「政

治協商」策略則適用於不穩定環境中的危機處理，使行政人員去

面對意外及限制，此策略需要行政人員與周遭環境進行緊密的互

動，以評估何種反應於解決危機是可行的。 

     綜合以上各學者的看法，研究者將校園危機管理定義為學校

為防止危機產生、消除危機因子、減輕危機損害，而進行有組織、

有計畫、有系統的動態管理歷程，此歷程包含危機發生前的預防

和計畫、危機發生時的處理及控制、以及危機解決後的復原及追

蹤輔導等一套管理措施及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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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若能積極進行危機管理，訂定危機管理辦法，消極面上，

除善盡優良管理人之責、減輕外在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壓力、彌補

傳統危機處理措施之不足；積極面上，更能滿足大家的期望、形

塑學校成員成為命運共同體，進而營造一個安全優質的學校環境。 

四、校園危機管理的歷程  

        萬家春（1996）認為校園危機管理的歷程應為事前的預防、事

發的應變及事後的重建等三方面加以考慮，務其緊密相連，形成

保障師生安全的綿密網路，每一階段，均須以正確的基本信念為

基礎，發展出處理的原則，進而形成具體的策略。 

    校園危機管理，係指學校為避免或降低危機情境所帶來的損

害，而進行管理的措施或策略；此一過程可分為：危機的準備及

預防、危機訊息的辨識及評估、危機的控制與處理、長期的追蹤

調查與輔導、不斷的學習及修正等五階段（顏秀如，1997）。 

    鄭宏財（2000）認為校園危機管理係指學校的行政體系、全

體教職員工，結合社區資源，採用多元的危機管理觀點，針對校

園危機作事前準備、危機控制及危機發生後的善後處理。秦夢群

(2005)認為校園危機處理過程可分為三階段：確認危機，蒐集資料

取得先機並了解危機發生原因和背景，重視媒體與公眾之意見，

列為重要參考依據；孤立危機，邀請當事人共同解決，就事論事，

同時要求學校人員注意發言尺度，以免產生擴散作用；解決危機，

危機雖經孤立與控制，但已引起大眾高度興趣與上級機關關注，

學校若不適時提出對策，必造成成員的不安，因此領導者須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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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雙向溝通並建立良好公共關係，以使危機儘速解除。

Harris(1990)認為有效的校園危機管理過程是由策略與計畫、聯

繫、危機管理團隊、程序與協定、人員與學生的訓練所組成。 

    研究者整理多位學者（何俊青，1997；秦夢群，2005；鄭宏

財，2000；蔡進雄，1998）對校園危機管理的運作的看法，可分

為三個連續且不斷循環之階段，分述如下： 

（一）校園危機發生前的預防準備： 

   目的在消除危機成因及預防危機帶來傷害。 

（二）校園危機發生時的控制處理： 

   目的在控制外在直接的傷害與間接可能的傷害。 

（三）校園危機解除後的善後處理： 

   目的在評估損害，盡力補救、吸收經驗與尋求再發展機會。 

五、校園危機管理的策略 

    危機管理的各個階段，都有學校工作的重點與內容，其各階段

之工作重點，敘述如下：  

（一）校園危機發生前的預防策略  

    學校內組織成員若能多注意校園中的潛藏危機及預估危機的

等級，發揮「居安思危」的認知，將可避免或預防危機的發生。

此階段的策略可分為下列兩點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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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機的舒緩工作： 

   學校組織成員必須隨時留意校園危機的警訊，全面性來建立

危機偵測的機制，做好減災計畫，並將危機訊息告知全校師生，

以避免危機發生。 

教育部（2003）明訂減災階段，旨在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

害擴大，各教育行政單位及學校應依權責實施下列事項：(1)潛在

災害分析與評估。(2)防災預算編列、執行、檢討。(3)防災教育、

訓練及觀念宣導。(4)老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物及災害防救設施、

設備之檢查與補強。(5)建立防災資訊網路。(6)建立防救災支援網

絡。(7)其他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2.危機的預防工作 

許龍君（1998）認為可分為，在校園危機的預防工作上，可

從下列幾點來說明：(1)學務處的預防工作：成立校園安全維護會

報、成立危機處理小組、設定危機處理作業要點、建立各單位、

人員之緊急連絡地址及電話號碼、做好安全教育宣導、指導學生

校外活動之安全防範工作、加強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加強學生生

活教育、建立申訴制度、預防青少年犯罪、加強宿舍安全管理、

強化校外寄宿生的輔導。(2)輔導室的預防工作：主動輔導學生、

展開協同輔導、建立緊急個案處理辦法、舉辦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3)總務處的預防工作：確保校園設施、設備的安全；維護校園環

境衛生；加強門禁管制；強化學校駐衛警功能；落實防護團之編

組與功能。(4)全體師生共同性的預防工作：建立安全警覺性；經

營良好的師生關係；適度調整教師心態；開闢學生言行宣洩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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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效運用多元化的資源以維護校安。 

   鄭宏財(2000)認為危機管理事前預防準備的具體措施如下：(1)

預防觀念的建立；(2)危機意識的覺醒；(3)提高學校教師與行政人

員對於危機管理的認知；(4)成立危機管理小組；(5)尋求家長會、

社區團體的支持；(6)建立良好的社區公共關係、與警政、社教機

構、醫療機構建立連絡網。  

教育部（2003）認為在準備階段，是根據減災階段所得出來

的結果去實際推動和準備。旨在有效執行緊急應變措施，各教育

行政單位及學校平日應實施下列準備工作：(1)防救災組織之準

備；(2)研擬應變計畫；(3)訂定緊急應變流程；(4)實施應變計畫模

擬演練；(5)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6)災情蒐集、通報；(7)

校安中心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及強化；(8)避難所設施之整

備與維護，(9)其他緊急應變準備事宜。 

俗語說：「多一份準備，少一份災害。」具體而言就是擬定

各項工作計劃，籌措設置各項硬體設施，並對校內成員進行必要

的宣導、講習、演練。平時作好校園危機的預防工作，便可避免

校園危機或減少損害。  

（二）校園危機發生中的處理策略 

    許龍君（1998）認為校園危機處理的要領是沉著冷靜，調適

危機壓力、迅速投入救援力量、掌握狀況，判斷危機因素、尋求

最佳解決方案。綜合各學者（邱昌泰，2003；黃新福，1992；顏

秀如，1997）的看法，當危機發生時，學校組織的作法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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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啟動危機處理小組的運作與功能 

(1)界定危機性質：確認事件的性質，並評估危機事件的嚴重

性。(2)蒐集與危機相關的資訊，並了解危機是否衍伸其他問題。

(3)建構解決之方案或策略。(4)召開危機處理會議及校務會議。(5)

學校組織成員依照工作分配，各司其職，分工合作。(6)對危機事

件作適當的反應，並統一對外發言，避免訊息誤傳或扭曲。(7)運

用有利資源，儘速處理。(8)呈報上級單位。  

2.校長發揮領導與協調的功能  

(1)校長應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一方面傳達正確訊息給民

眾，一方面讓校務正常的運作。(2)指導學組織成員對危機事件作

出正確的反應。(3)校長處於危機時期，應運用其地位、人脈作強

勢領導，有助於減低危機的負面影響。(4)校長應有效掌握全局，

當機立斷、適度授權，有效發揮聯繫的功能。  

3.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發揮積極的溝通功能 

有效的危機管理有賴於危機溝通機制的建立，危機溝通可說

是危機管理過程中的「心臟」，應注重危機通訊系統的建構、媒

體公關的重要性。  

4.啟動應變計畫： 

一旦災害爆發時，便進入災害處理應變階段。此時應變計畫

啟動，就是指對潛在危險或曾發生過的危險，設計出一系列的處

理、組織與報告的作業體系，應敘明災害處理的編組、職責、通

報處理優先順序、行政支援與特別規定或協調事項。其內容應力

求周延、深入、明確而富彈性，避免過於複雜而窒礙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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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蒐集資訊，並管理資訊： 

    蒐集各種有關資訊，掌握基本的事實情報，才能知道危機發

生的真相與處理的重點。  

    教育部（2003）認為任何災害發生時不但不能掩飾，還要儘

可能在透明化狀態下，充分與各界溝通，才能減少各種可能附加

的傷害。並明訂各教育行政單位及學校應實施緊急應變措施，其

項目如下：(1)成立緊急應變小組；(2)召開決策小組會；(3)災情搜

集與損失查報；(4)受災學生之應急照顧；(5)救援物資取得與運用

(6)配合相關單位開設臨時收容所；(7)復原工作之籌備；(8)災害應

變過程之完整紀錄；(9)其他災害應變及防止擴大之措施。  

危機管理是對危機當時所作的努力，其目的在降低危機帶來

的損害，並讓學校組織儘速回歸正軌運作。在心態上，要沉著冷

靜、救人第一；在作法上要立即啟動危機處理小組及應變計畫的

運作與功能、校長發揮領導與協調的功能、建立良好的公共關係，

發揮積極的溝通功能。  

（三）校園危機發生後的復原策略 

    危機發生且經適當的處理後，並不代表危機管理活動的結

束，而是另一項重任的開始，因為組織的管理者不但要使組織從

危機所造成的混亂或是災害中儘快回復正常的運作，還要從危機

事件中學習教訓，並將這些經驗透過回饋的方式納入日後危機管

理的工作，為下一個危機工作準備(周蕙蘋，1995；Mitroff＆Pears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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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學者（王垠，2000；吳宗立，2004；孫本初，1997；

黃瓊慧，2002；鄭宏財，2000）所述，在危機後的復原階段，學

校應有的作為如下： 

1.成立評估系統並進行評估 

項目包括功能(電腦、溝通)、合作(感應系統與決策群體)、知 

識能力、溝通網路、知識的轉化、決策效果。  

2.加速復原工作的推行 

可以減少或避免損害，也可以預防下一次損害。  

3.從教訓中學習與危機管理的再推動 

學習再學習、分享知識、執行創造性的決策，可預期並避免

下一個危機。 

4.建立追蹤輔導的時間表，協助學生處理悲傷情緒，提供教師諮 

商服務，以利於輔導學生，或其他危機受害者。  

5.回顧整個危機始末，比較危機處理的優缺點，不責備以往的危 

機管理過程，並把學習經驗變為正式文件，作為學校危機管理檔

案及經驗傳承。  

6.追蹤評鑑 

 各教育行政單位及學校應定期檢討校園安全及災害管理工作

狀況，據以辦理獎懲，以提升實施成效。  

當災害告一段落後，就進入復原階段。復原的工作依所需時

間的長短可以分為二類（教育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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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復性的復原 

目的在於早期復原階段，迅速重建至災害前的面貌。  

2.轉型性的復原 

指經過災害檢討學習後，針對缺失重新做結構性、長期性的

改變再造。災害管理的四個階段其相互間均有其關聯性，可以構

建成一個環狀體系，亦即減災、整備、應變、復原四個階段，每

一階段的作為都受到上一階段結果的影響，而且還會影響下一階

段的行動。  

教育行政單位及學校於災後應實施復原重建工作，其重點如

下：(1)災情勘查與鑑定、(2)復原經費之籌措、捐贈物資、款項之

分配與管理及救助金之發放、(3)硬體設施復原重建、(4)受災學生

之安置、(5)受災人員心理諮商輔導、(6)學生就學援助、復學、復

課輔導、(7)召開檢討會議、(8)其他有關災後復原重建事項。 

對學校組織而言，若能做到「前事不忘，後事之師」記取危

機的知識與經驗，深切檢討與反省，對日後預防或處理同類事件，

必有助益。 

六、校園危機管理的困境 

    當社會要求多元、校園要求改革的同時，民眾對管教的要求

差異與學校教化功能的弱化，新的輔導與管教措施配套不足與輔

導技巧的缺乏，加以各種媒體對校園新聞的競爭激烈，使得學校

的事件與問題出現時，經常被刻意放大檢視，也往往模糊及扭曲

了事實真相，對於這些牽涉校內師生的事件，往往造成學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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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問題時的困擾，身處兩難的困境。在晦暗不明、驚濤駭浪的

現代生活中，沒有一個人能置身於社會變動和道德困境之外（劉

嘉雯、魯宓譯2007）。當學校面對危機事件時，更是陷入道德兩

難困境。 

    梁坤明（2008）認為學校面對危機或災難事件，經常是吃力

不討好，尤其學校人員所處的是一個權力不足，責任有餘，要兼

顧教師、學生與社會期待的道德兩難困境中，可用的方法總是左

支右絀，不容易下決定。 

    研究者認為學校人員應以學生的利益為優先考量，瞭解對學

生的影響，分析事件的各種原由及理出事件的清晰脈絡，學校人

員應以教育的理念為最高處理原則，做出最佳的判斷，妥善完整

的處理，相信應可度過危機與道德困境，為學校提供另一個轉變

的契機。 

 

第三節 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理 

及相關研究 

    校長是學校的靈魂人物，也是領導中心，在面臨危機時，其

領導風格就是影響學校績效的關鍵。分別討論校長領導或領導風

格及校園危機管理的論述相當多，將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

理並列做研究者卻不多見。本節將探討校長領導風格、校園危機

管理及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理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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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長領導在校園危機管理中的角色 

   校長在學校教育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決定學校效能良莠的

重要因素。近年來台灣教育隨著大環境多元變遷的影響，面臨不

斷革新的壓力與轉變，校長的角色也跟著調整與因應，配合社會

脈動，邁向新世紀的教育，因此欲探討校長領導在校園危機管理

中的角色，必先瞭解校長的角色功能為何。 

一、校長的角色功能 

       鄭進丁（1986）指出校長需扮演多元的角色，包含：（一）

革新發展者。（二）人員組織者。（三）政策執行者。（四）事

務管理者。（五）教學視導者。（六）兒童輔導者。（七）社區

工作者。黃淑馨（1997）認為校長除了執行政策者為當然角色外，

新世紀校長角色有四：（一）校長是協調者、仲裁者與觸媒者。

（二）校長是學校設計者。（三）校長是人性化的領導者。（四）

校長是教學領導與視導者。 

    校長的任務包括：（一）政策執行，遵守教育政策，達成教育

目標。（二）教學領導，營造將學環境，指導教學策略等。（三）

學校管理，督導校務推展，強化危機管理等。（四）人際關係，建

立校內外公共關係。（五）專業素養，善盡專業職責，促進專業成

長。（六）學校特色，創新發展各種制度及特色。上述六項指標，

相對的也是校長必須扮演的角色（江文雄，1999）。  

    王如哲、林明地、張志明、黃乃熒、楊振昇（1999）認為最

佳的領導者，應該是兼重技術性管理和象徵性領導的雙重心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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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bifocal leaders）。長期以來，校長比較重視技術性角色扮演與

功能發揮，強調學校目標的訂定、資源的合理分配、溝通協調、

工作進度與品質的監督、資訊流通的促進、衝突解決、與學校安

全維護等管理工作。 

領導的藝術性層面則強調學校領導者，行為的本身並不一定

比行為所表示的意義來得重要，因為人們對於行為意義的詮釋，

更影響他們的一言一行。因此校長應深入瞭解學校的歷史傳統、

探尋學校深層的價值與信念、溝通團體的願景、善用符號的影響

力、塑造學校文化、並為學校療傷止痛。  

    蔡進雄（2003）認為新世紀的校長為：（一）願景推動者。（二）

教學領導者。（三）道德模範者。（四）教育革新者。（五）問題解

決者。（六）溝通協調者。  

     William H. Roe 及 Thelbert L. Drake（引自楊思偉，1999）

分析校長職責為兩大類別：一為行政管理，一是教育與教學領導。  

（一）行政管理方面 

指學校業務流暢的運作：1.適當的保存學校所有紀錄；2.準備

向教育行政機關及其他單位提出報告；3.預算的編制與控制；4.

人事管理；5.學生紀律；6.進度表的編製與執行；7.建築物的管理；

8.物品與設備的管理；9.學生經費的管理；10.監督教育行政機關所

規定的計劃與教學工作執行的情形。  

（二）教育與教學領導方面 

    教育與教學領導運作：1.激勵教職員使其工作有最大成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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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編訂實際可行與客觀評量學習的工具。3.與教師合作編訂評

估的工具，以評定進行中的計劃，了解其缺點並謀改進。4.與教師

合作修訂教師評鑑表。5.與教師合作制定學生評鑑報告表。6.提供

社區參與學校活動的機會。7.鼓勵教師繼續研究課程與改進教學。

8.輔導學生成立自治組織。9.設立專業的學習資料中心，加速應用。  

    校長在學校扮演的五個角色，分別是：1.教育者。2.行政管理

者。3.文化領導者。4.專業社群的一份子。5.個人自己。 

    校長在行政管理者的角色主要任務包括：1.做好行政決定。2.

塑造安全有秩序的環境。3.建立與運用多元溝通管道。4.妥適的分

工協調與合作。5.公平的衝突解決。6.做好評鑑工作。7.建立良好

的學校與社區關係。8.做好資源管理。9.妥善處理法律行政命令等

議題（林明地，2002）。  

    Mintzberg(1973 )在其「管理工作的特性一書」提出領導者十

個基本管理的角色，開啟領導者角色研究的先驅。校長是學校行

政組織中最高的職位，因此被賦予期望的角色規範可說具全面

性，校長也必須面對與處理一般組織管理者所涉及的管理活動 

（余朝權譯，1988）。以下就領導者應具備的行政管理角色敘述如

下：  

（一）頭臉人物角色 

    由於校長是正式合法指定的學校組織內首領，校長必須執行

某些法律的與社會的象徵責任，其象徵責任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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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領袖角色 

    校長職責中最重要的是使學校單位團結一致，共赴事功，完

成教育的目標。許多的管理活動都與領袖角色有關，為此他必須

指導部屬、激勵部屬，為部屬創造合適有利的教學工作環境。  

（三）連絡者角色 

    包括與單位外人士或團體建立及維持關係，這些關係乃是情

報及協助的主要來源，連絡者角色的本質，在於結交新朋友、保

持聯繫，俾日後要求情報。 

（四）監聽者角色  

    校長必須不斷從各種來源蒐集情報，以發掘問題與機會，並

設法瞭解外界事件及單位內部的運作過程。  

（五）傳播者的角色  

    身為學校的管理者，校長能接近某些老師無法觸及的情報來

源，這些情報中，有些是事實，有些則是想影響校長的期望─包括

來自上級的。有的須以原來的形式傳遞給部屬，有的需採用價值

語句，有的則用來答覆部屬的問題。  

（六）發言人角色  

    校長不僅傳遞情報和表達價值觀念給部屬，而且也要對學校

單位外人士發言，校長必須代表學校作公共關係和陳情遊說，有

效地替組織說話，並獲得外界人士的尊重，隨時注意組織及環境

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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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業家角色  

    校長必須計畫及發起預定的變革，以掌握機會及改善情勢，

變革通常以改良的方式進行。  

（八）解決問題專家角色  

    校長在扮演解決問題專家的角色時，是在處理不可忽視的突

發危機。危機源於未可預見的事件，當校園中發生意外事件時，

這個角色通常比其它角色優先。  

（九）資源分配者角色  

    校長可以行使法職權威來分配各項資源，校長如保留分配資

源的權力，即可控制策略的制訂，並協調及整合部屬的行動來達

成策略性目標。  

（十）談判者角色  

    任何牽涉大量資源的協商，均須有具備足夠權威的管理者在

場，校長可以專家姿態發言，協助自己的學校單位談判。  

     Mintzberg 所提出的十大管理者角色，其中頭臉人物、領袖、

聯絡者與人際行為有關，可以歸併為校長的「領導」；另外監聽者、

傳播者、發言人，與訊息處理有關，可以歸併為校長的「溝通」；

最後，企業家、解決問題專家、資源分配和決策行為有關，可以

歸併為校長的「決策」。領導、溝通與決策三個向度可以作為探討

校長危機管理角色的參考架構（李宏才，2003）。 

    研究者發現校長的角色在於達成學校預定的教育目標，此目

標是全面性，因而對校長角色的期待也就要求多元。在歸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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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後，可簡化為教學領導的角色及學校行政管理的角色。校

園安全是學校教育最基本的要求，校園危機的管理也成為校長應

重視的校務經營及工作項目。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校長領導風格與

校園危機管理，因此著重在校長的行政管理角色。  

二、 校長領導在危機管理中的角色  

        在危機發生的當下校長要迅速的作出決策，啟動危機管理小

組積極應變，以降低學校或學生的傷害。鄭東瀛（2001）認為校

長在危機處理每一個環節都是最關鍵的人物。 

    Batisis(1994)以為，校長在危機管理過程中有指導學校對危機

作出正確反應的責任：（一）有效掌控實際情況，了解全局。（二）

當機立斷事不宜遲的果斷決策。（三）適度授權，依成員的職責

與專業分派任務。（四）平衡媒體的利益與學校的尊嚴。 

Cohen(1998)在研究中發現，危機事件發生時教師對校長的期

望：（一）教師期待校長在危機之中或之後是一個很好的協調者，

做好必要的決定，代表責任、下達指令、明定教師危機處理的職

責。（二）教師期待校長能針對社區的需求提供諮商輔導、社區

服務、組成討論團體可以分享環繞危機事件的共同經驗。（三）

更期待校長在危機之後的幾天或幾星期能夠提供更多的支持。由

此可知校長就是危機處理的焦點人物，可以提供支持與回應給所

有被影響的人。  

    顏秀如（1997）認為校長在學校危機管理過程中的任務有：

（一）聯繫協調危機處理的相關活動。（二）統整校內外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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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及回饋。（三）關心受害者、被危機影響者及危機處理人員

（四）爭取家長的諒解與支持。（五）求取報導事實與師生權益

維護之平衡點。（六）最主要的任務是領導全校師生，運用團隊

合作力量，使學校早日恢復正常運作。 

領導者在危機管理中的任務為：（一）評估情勢。（二）做

決策。（三）指引方向。（四）活動指揮與監督。若領導出現缺

失，則會加深、加速危機的發展，致使危機惡化。因此，有效的

校長領導，對學校危機管理成效實有重要的影響(Cornell＆Sheras, 

1998)。 

    Wheeler(2002)指出美國校園安全中心明定校長有十二項具體

的任務為：（一）定期檢視學區的緊急應變策略。（二）確認社

區可用的資源。（三）建立明確的指揮系統。（四）確認崗位職

責。（五）成立危機處理小組。（六）指定分工角色。（七）建

立教職員工在職訓練規劃。（八）建立警告訊號、準備緊急設施

與裝備。（九）建立確認受傷或死亡的流程。（十）訓練學生應

變危機情境。（十一）建立運送、控制群眾、疏散學生。（十二）

如何與家長、學校同仁及媒體溝通的計劃。  

    郭玟婷（2007）則歸納出校長在危機管理中的角色為： 

（一）公共關係的角色 

具體作法為：1.建立申訴管道。2.調查資源妥善規劃。3.社區

服務爭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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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協調的角色 

具體作法為：1.擔任發言人。2.運用危機資源管理系統。 

（三）問題解決的角色 

    行政就是解決問題的過程，行政主管的角色就是發現問題與

解決問題，因此校長要有細膩的心思與清楚的頭腦以發現問題，

並尋求解決之道（張清濱，1996）。 

（四）關懷者的角色 

    在危機事件中，無論主角是誰，基於人道立場，校長都須扮

演輔導員與關懷者的角色，給予當事者真心關懷協助，輔導早日

跳脫陰霾，回歸正常生活。 

    校長的角色與其職責是一體兩面，簡言之，校長綜理校務，

負責學校的成敗，校內外師生安全、校園安寧以及學校穩定發展。

如何在危機發生前做好準備與預防，擬定適當的管理計畫，成立

處理小組，加以訓練及演習；危機發生時，作出正確反應，領導

學校共同處理危機；在危機之後安置輔導及學習，帶動組織之變

革與更新，在危機管理中每一個階段校長都需要發揮領導、溝通

與決策的行政管理的角色。 

貳、校長領導風格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對於校長領導風格的相關研究極多，本研究依據不同

的研究向度整理近 10 年論文，進一步整理、分析。 

    針對國內對校長領導風格相關的研究，彙整資料詳如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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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現領導風格的研究甚多，研究對象包羅萬象，多種因素交

互作用影響校長的領導風格；僅就與本研究相關變項之文獻進行

分析，歸納背景變項對校長領導風格知覺的關係： 

一、性別 

    不同性別教師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方面，國內學者（王鳳

美，2004；林煥民，2005；翁桓盛，2002等）研究顯示，在知覺

校長領導風格上，男性教師普遍優於女性教師。陳華樹（2004）

的研究顯示，對於校長領導風格，男女教師的知覺並無顯著差異。 

二、服務年資 

    教師不同的服務年資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方面，學者（王

鳳美，2004；陳東星，2004；馮麗珍，2005等）研究指出，服務

年資越久的教師對該校校長的領導風格知覺越強。學者（林煥民，

2005；林堯仁，2006；許文寬，2003）等研究顯示，對於校長領

導風格，服務年資不同之教師的知覺並無顯著差異情形。 

三、教育程度 

不同教育程度的教師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方面，學者多人

（許文寬，2003；曾秀招，2004；蔣奎雨，2006等）研究指出，

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有顯著差異。學者（陳

華樹，2004；馮麗珍，2005；劉瑞梅，2007等）研究顯示，不同

教育程度之教師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並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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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擔任職務 

    教師擔任職務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方面，學者（王鳳美，

2004；許文寬，2003；陳東星，2004等）研究發現，教師兼主任(或

兼行政者)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程度高於未兼任行政者。 

五、學校規模 

    教師因學校規模不同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方面，學者（許

文寬，2003；陳東星，2004；陳華樹，2004等）研究顯現，教師

會因學校規模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有差異。其中陳東星

(2004)、陳華樹(2004)的研究顯示，12班以下之班級數，該校教

師對校長領導風格之知覺較高；馮麗珍(2005)研究發現，37班以

上之班級數，教師對於校長領導風格之知覺度較高；蔡依珊( 2007 )

則指出超大型學校的教師對女性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顯著高於中

型學校。蔣奎雨（2006）的研究則發現，教師對校長領導風格的

知覺不因學校規模大小而有差異。 

六、學校地區 

    教師因學校所在地區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方面，依據學者

（林煥民，2005；許文寬，2003；陳東星，2004等)研究顯示，偏

僻地區學校之教師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大於其他地區之教師。

陳華樹（2004）則指出不同學校地區的教師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

覺則無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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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國內研究者對於校長領導風格的研究包含性

別、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及學校地區等背

景變項，在研究發現上並沒有一致的結果，雖然多數研究以男性

教師、年齡較長者、服務年資愈久者、兼任行政職務者、對知覺

校長領導行為各層面較高，但也有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並無差異，

本研究將針對這些問題再次驗證。 

参、校園危機管理之相關研究 

對於校園危機管理之研究，依據國小、國中與高中職不同的

研究範圍，整理近 10 年校園危機管理的論文，歸納異同之後，彙

整資料詳如附錄二，發現影響校園危機管理的因素甚多，歸納背

景變項與校園危機管理的關係，陳述如下： 

一、性別 

    不同性別教師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學者（余美瑩，2005；

徐士雲，2004；傅天養，2005等）研究發現，不同性別的教師對

校園危機管理的知覺有顯著差異，且男性教師之得分顯著高於女

性教師。學者（林培彥，2005；李宏才，2003；蕭秋菊，2002等）

的研究顯示，男女教師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未有顯著差異。 

二、服務年資 

    教師不同的服務年資與校園危機管理方面，學者（李秀娟，

2006；余美瑩，2005；蕭秋菊，2002等）研究指出，服務年資不

同的教師對校園危機管理上有差異，服務年資久者平均得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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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服務年資較少之教師。學者（李宏才，2003；傅天養，2005）

研究顯示，教師服務年資不同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沒有顯著差異

存在。 

三、教育程度 

    不同教育程度的教師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學者（余美瑩，

2005；徐士雲，2004；陳崇儀，2006等）研究發現，教育程度不

同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達到顯著差異。其中徐士雲（2004）的研

究指出在教育程度以「研究所以上」優於「大學」及「專科及專

科以下」之教師，余美瑩（2005）的研究則指出教育程度為「師

專」的教育人員之得分顯著高於「師範院校」（含師大）及「一

般大學」的教育人員得分。學者（周育德，2007；郭俊旭，2006；

蕭秋菊，2002）等研究顯示不同教育程度之教職員在校園危機管

理方面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四、擔任職務 

    擔任不同職務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學者（林培彥，2005；

余美瑩，2005；徐士雲，2004等）研究顯示，教師擔任不同職務

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達到顯著差異；且兼任行政之主任或組長顯

著高於一般未兼任行政的教師。傅天養（2005）的研究則指出，

擔任不同職務的教師在校園危機管理方面沒有顯著差異存在。 

五、學校規模 

    教師因學校規模不同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學者（林培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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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余美瑩，2005；游淑靜，2005 等）研究顯示，不同的學校

規模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出現顯著的差異。其中徐士雲（2004）

的研究發現中型學校對校園危機管理的知覺較高；傅天養

（2005）、林培彥（2005）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在 12 班以下，

對校園危機管理的知覺較高。楊昌興（2006）的研究則發現，學

校規模與校園危機管理之間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六、學校地區 

教師因學校所在地區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學者（余美瑩，

2005，游淑靜，2005，傅天養，2005等）研究發現，學校所在地

區對校園危機管理有顯著的差異存在。李宏才（2003）研究則指

出學校所在地區與校園危機管理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七、危機處理經驗 

    教師危機處理經驗對校園危機管理方面，學者（余美瑩，

2005；周育德，2007）研究顯示，教育人員有無校園危機處理經

驗，在校園危機管理策略上的得分有顯著差異，有危機處理經驗

的教師得分顯著高於無處理經驗之教師。林培彥（2005）的研究

則發現，有無危機處理經驗之教師對校園危機管理認知方面，未

達顯著差異。 

    綜上所述發現，國內研究者對於校園危機管理的研究變項包

含性別、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地區

及危機處理經驗等，並沒有發現一致的結果。研究者認為有繼續

探討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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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理之相關研究 

     Petersen 與Straub(1992)指出，在危機發生時，校長於組織內

的領導型式將會反應至社會大眾；亦即，校長於危機時運用其地

位、人脈而為的強勢領導，將減低危機的負面影響。由此可知校

長的領導風格對校園危機管理確實有影響。 

    近年來，探討「校長領導風格」或是「校園危機管理」之研

究者頗多，但是同時探討兩者之間相關之論文少之又少。透過全

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資料庫，以「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理」

為關鍵字搜尋，發現僅有郭玟婷（2007）「宜蘭縣國民小學校長

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理之相關研究」一篇。以「風格與校園危

機處理」為關鍵字搜尋，有許茂森（2004）「高雄市政府中高階

主管決策風格與危機處理反應關係之研究」一篇；以「領導與危

機」為關鍵字搜尋，也僅有劉建志（2004）領導與危機管理：以

某財團法人醫院為例一篇，數量之少，更突顯進一步探討本研究

主題之價值。 

    茲將本研究主題較有關聯性的「宜蘭縣國民小學校長領導風

格與校園危機管理之相關研究」（郭玟婷，2007）的研究結果重點

摘述如下。 

    郭玟婷（2007）以宜蘭縣國民小學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

管理之相關研究，對宜蘭縣國民小學之教職員為研究對象施行問

卷調查法，所獲得之結果為： 

一、宜蘭縣國小校長展現民主、人和與關懷之正向領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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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蘭縣國小校園危機管理策略的現況良好，惟在學校門禁管 

    理尚有待加強。 

三、宜蘭縣國民小學教職員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在「性別」 

    方面，男性教師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程度高於女性教師； 

    在「職務」方面，「教師兼主任」者對校長領導風格的知覺程 

    度最高；在「學校所在地區」中以「都市地區」的教師對「政 

    治型」、「象牙塔型」、「放任型」的校長領導風格知覺程度最 

    高，「山地特偏」地區的教師則對「人和型」及「人性關懷型」 

    的校長領導風格知覺程度最高；在「學校規模」方面，「25班 

    以上」的教師對「政治型」、「放任型」、「威權管理型」的校 

    長領導風格知覺程度最高，規模「7~12班」以上者，教師則 

    對「人和型」的校長領導風格知覺程度最高。但在「服務年 

    資」及「最高學歷」方面，則無顯著差異。 

四、宜蘭縣國民小學教職員在認知校園危機管理策略中發現，在 

   「性別」方面，男性教師對校園危機管理策略的知覺程度高於 

    女性教師；在「最高學歷」方面，在校園危機「準備階段」， 

    就讀「師專」之教師顯著高於就讀「師大、師院或大學教育 

    系」畢業之教師；「職務」方面，危機管理中的「準備階段」 

    與「校園危機管理整體」項目擔任職務為「教師兼組長」者 

    認知程度高於擔任「級任教師」者；在「是否有危機處理之 

    經驗」方面，「有」經驗之教師對於校園危機管理之「準備階 

    段」與「回應階段」高於「無」經驗之教師；在「學校所在 

    地區」方面，「山地特偏」地區之教師在校園危機管理策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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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緩階段」、「復原階段」與「校園危機管理整體」認知程度 

    最高。在「學校規模」方面，規模為「25班以上」之教師在 

    校園危機管理策略認知之「回應階段」高於學校規模「13~24 

    班」之教師。在「服務年資」變項，則無顯著差異。 

五、宜蘭縣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理具有密切關係。 

    基於此，研究者認為可透過實際問卷調查，除深入探討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領導風格外，亦將探討校園危機管理與校長實際領

導風格之間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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