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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是近十年來

長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融合模式對學
校表現之影響。

學校主要所呈現的領導型態，教學領

本研究樣本取自台北縣 19 所國民

導強調由上而下與轉型領導強調由下

中學，共計 273 份有效樣本。研究工

而上的觀點是互補的概念，故本研究

具為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量表，有關

所提出之融合模式便是奠基於教學領
導與轉型領導兩種模式的整合，並藉
由學業成就（academic achievement）

研究假設驗證的統計方法採取獨立樣
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瞭解

與學校評鑑等概念進一步探討此融合

背景變項對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與

模式與學校表現之間的關係。本研究

轉型領導的影響，並以獨立樣本 t 檢

研究目的主要有三：1.建構國民中學校

定分析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與轉型

長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量表。2. 探討
背景變項對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與
轉型領導的影響。3. 探討國民中學校

領導融合模式與其他一般式領導在學
校表現上之差異。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六

合式領導較一般式領導更能提升學校

點結論：1. 教師知覺學校規模擴增時

表現。最後,根據上述結論,建議國中

校長採取較低的教學領導行為； 2.教

校長對於縣轄市區域以及規模 60 班以

師知覺學校規模擴增時校長採取較低

上學校更要注意自己的領導行為是否

的轉型領導行為； 3.教師身處偏遠地

欠缺教學與轉型領導，因為其二者的

區學校較易感受到校長的教學領導行

融合模式將有助於提升學校的表現。

為；4.導師較其他教師較易感受到校
長教學領導行為； 5.導師較其他教師

關鍵詞：教學領導、轉型領導、融合

較易感受到校長轉型領導行為； 6.融

模式、學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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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of leadership contributes to

一所高教學品質的學校中所展現出直

school performance more than general

接、間接與教學領導相關的能力。而

leadership does. Based on research

校長教學領導角色所強調的四種教學

findings, suggestion is made for junior

活動，包括：（１）發展學校的任務

hi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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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to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each

然而，在教師專業的脈絡下，評論家

dimensions of leadership, especially
those of urban schools or schools with
more than 60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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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教 學 領 導 視 為 一 種 古 板 的
（archaic）、依賴的（dependent）、
家長式（paternalistic）的統治管理，校
長 是 學 校 的 權 威 來 源 ， 統 籌 管理 行
政、教學與課程等學校相關事務，而
教師只是一個被動的跟隨者，在教學

緒論

壹、

活動與課程設計方面欠缺自主性，一
旦教師被賦予專業的權力且具有充分

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是近十年來
學校主要所呈現的領導型態，教學領
導興起於八零年代的「有效能學校運
動」(effective school movement)，主張
校長才是教育專業的主要來源，為了
使有效教學的實務活動予以標準化，
校長的角色在維持對教師及學生的高
度期望，並監督課堂上的教學，安排
協調課程，以及監督學生的學習歷程
（Barth, 1986），此時期校長扮演的角
色是學校的專業權威，其所採取的領
導方式偏重由上而下的「視導」或「督

的專業知能，那麼傳統的教學領導將
不再適用（Burlingame, 1987; Poplin,
1992; Sheppard, 1996）。
換言之，教學領導的層級取向
（ hierarchical orientation ） 與 民 主 式
（democratic）、參與式（participative）
的學校組織產生了衝突，此時正是八
零年代末期「學校重建運動」（school
restructuring）如火如荼展開的時期，
主 張 重 新 改 造 學 校 的 組 織 與 管理 方
式，授權教師成為專業教學者，校長
與教師及其他組織成員應該共同決定

學校的管理，藉以根本改變學校的傳

1992）。

統運作方式，來大幅提升學校教育的

另一方面，轉型領導長期以來在

品質和績效。學校重建運動特別強調

非學校系統組織中已經是重要的主

學校決策的參與式民主，使學校的老

題。Burns（1978）所強調之領導者與

師能夠被知會且參與決定,同時亦有接

從屬者的關係也為轉型領導提供了的

近資訊的機會，能夠發表意見、進行

概念背景，當領導者與從屬者的關係

有意義的對話，有權選擇自己的代

是在追求更高的目標時，此種關係就

表 ， 有 程 序 途 徑 可 進行 變革

會隨著目標以及資源而有所改變。亦

(Romanish, 1991)，學校的所有權不只

即轉型領導者應用其過人的影響力，

是校長的，而應該是與全校教師共享

轉化組織成員的觀念與態度，使其齊

的。而受到該運動浪潮的影響，身為

心一致，願意為組織的最大利益付出

學校的校長，除了應發揮教學領導的

心力，進而促進追求組織的轉型與革

功能，尚應協調整合校內外人士的人

新。在領導者與從屬者的關係方面，

力、物力，全力提升教學效果，是故

這個理論假設轉型領導者至少具備下

校長應扮演「促進者」（facilitator）之

列一種的領導要素，包括：理想化影

角色；教師不再只是受僱者，而應負

響（idealized influence）、激發動機

有領導任務的「專業者」；學生不再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知識的啟

只是被動接受教育的客體，而應為自

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以及個別

己的教育福祉主動負起責任的「工作

化關懷（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者」（workers）；至於家長則從學校

而 Leithwood 和他的同僚曾描

教育的旁觀者，轉變成為「伙伴者」

述並評價學校轉型領導的效力，他們

（partners）的角色（Marks & Louis,

區分了三種類型的轉型領導功能，包

1997, Murphy,1992）。而為了達成學

括：1.以任務為中心（mission centered）

校重建的目標，教育學者鼓吹採用轉

----發展一個學校的共同願景，建立學

型領導。轉型領導強調發現問題、解

校目標與重要事務的一致性。2.以績效

決問題以及與利害關係人共同為提升

表現為中心（performance centered）-----

組織績效而合作。轉型領導者的任務

秉持高績效表現的期許，提供個別化

在於提升參與者對組織的承諾，以及

支持並補充知識性刺激。3.以文化為中

鼓勵成員發揮最大潛能，並且轉化個

心（culture centered）----塑造組織價

人利益為組織的最大利益（Hallinger,

值，強化有生產力的學校文化，並建

立合作文化，且創造一個能參與學校

奠基於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兩種模式

決 策 的 組 織 結 構 （ Marks & Printy,

的整合，並藉由學業成就（academic

2003）。為了加強合作並改善教學與

achievement）與學校評鑑等概念進一

學習的互動過程，轉型領導者有意塑

步探討此融合模式與學校表現之間的

造一種正面的組織文化以提昇組織的

關係。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及重要

效能

(Fullan, 1991; Leithewood et

性，本研究具體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

al.,1996)。但即使在合作性的文化中，

（一）建構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與
轉型領導量表。

校長雖然努力轉型鼓勵教師在教學及
學習上貢獻領導能力以及專業知識，

（二）探討背景變項對國民中學校長
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的影響。

但校長還是在教學當中扮演著重要且
明確的角色(Sebring & Bryk, 2000)。

（三）探討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與

因此，身為轉型領導者的校長也必須

轉型領導融合模式對學校表現

接受他所扮演的教學領導角色，並且

之影響。

與教師在教學活動上共同合作，展現
出一種整合式的領導形態。由於轉型
領導的重要性在於願景的塑造，並且

貳、

研究設計

可以創造主要以及持續的組織目標，
賦予學校組織新的使命，促使校長與

本研究樣本取自台北縣 19 所國民

教師為夥伴關係，並在決策的過程
中，授權並協助教師。但也因為轉型

中學，共計 273 份有效樣本。研究工

領導較重視組織以及人事的革新，對

具為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量表，經由

於課程與教學較少著墨，這也是它的

因素分析（採取主成分法抽取特徵值

限 制 之 一 （ Hallinger & Leithewood,

大於 1 的因素，並以最大變異數法進

1998）。基於此限制，發展轉型領導

行直交轉軸）結果顯示：教學領導部

與教學領導的融合模式將彌補原來轉

分共抽取六個因素，分別為（一）重

型領導所欠缺的教學部分，故可知融
合模式對本研究之重要性。
教學領導強調由上而下與轉型領

視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業成就標
準、（二）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三）

導強調由下而上的觀點是互補的概

課程發展與測驗運用、（四）溝通目

念，故本研究所提出之融合模式便是

標、（五）設定目標、（六）教學視

導與評鑑，其效度為 80.28％，信度為

有顯著差異（見表 1），分析如下：

α=0.983。轉型領導部分抽取三個因
素，分別為（一）個人魅力與心靈鼓

1.就重視教師專業與學生學業成
就標準層面而言

舞、
（二）才智激發，以及（三）個別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校長教學

化的關懷，該量表效度為 79.49％，信

領導之看法在重視教師專業與學生學

度為α=0.98。有關研究假設驗證的統

業成就標準層面有顯著差異，F 值為

計方法採取獨立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

11.097，達顯著水準（P<0.05）。經薛

變異數分析以瞭解背景變項對國民中

費法事後比較得知：12 班以下、13-24

學校長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的影響，

班以及 25-59 班規模之學校的教師認

並以獨立樣本 t 檢定分析國民中學校

為校長較重視教師專業與學生學業成

長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融合模式與其

就標準。

他一般式領導在學校表現上之差異。

2.就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層面而言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校長教學

參、研究結果與討論

領導之看法在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層
面有顯著差異，F 值為 13.588，達顯著

一、背景變項對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
導之影響
（一）學校規模對教師知覺校長教學
領導看法之差異分析
為了解不同學校規模對教師知覺
校長教學領導行為之影響，本研究以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予以分析。統計分
析結果發現在重視教師專業與學生學
業成就標準、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
課程發展與測驗運用、溝通目標、設
定目標以及教學視導與評鑑等層面皆

水準（P<0.05）。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
知：12 班以下及 13-24 班規模之學校
的教師認為校長較重視學生的有效學
習。
3.就課程發展與測驗運用層面而言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校長教學
領導之看法在課程發展與測驗運用層
面有顯著差異，F 值為 10.401，達顯著
水準（P<0.05）。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
知：12 班以下及 13-24 班規模之學校
的教師認為校長較重視課程發展與測

驗運用。

12 班以下及 13-24 班規模之學校的教

4.就溝通目標層面而言

師認為校長較重視設定目標。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校長教學

6.就教學視導與評鑑層面而言

領導之看法在溝通目標層面有顯著差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校長教學

異 ， F 值 為 11.698 ， 達 顯 著 水 準

領導之看法在教學視導與評鑑層面有

（P<0.05）。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知：

顯著差異，F 值為 9.151，達顯著水準

12 班以下及 13-24 班規模之學校的教

（P<0.05）。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知：

師認為校長較重視溝通目標。

12 班以下、13-24 班以及 25-59 班規模

5.就設定目標層面而言

之學校的教師認為校長較重視教學視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校長教學

導與評鑑。

領導之看法在設定目標層面有顯著差
異 ， F 值 為 9.751 ，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知：
表 1 學校規模對校長教學領導之變異數摘要表
層面

班級規模

重視教師專業與學

1)12 班以下

生學業成就標準

2)13-24 班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1.097*

.000

1>4, 2>4, 3>4

13.588*

.000

1>4, 2>3>4

10.401*

.000

1>3, 1>4, 2>3, 2>4

11.698*

.000

1>3, 1>4, 2>3, 2>4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重視學生的有效學

1)12 班以下

習

2)13-24 班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課程發展與測驗運

1)12 班以下

用

2)13-24 班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溝通目標

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設定目標

1)12 班以下

9.751*

.000

1>4, 2>3, 2>4

9.151*

.000

1>4, 2>4, 3>4

2)13-24 班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教學視導與評鑑

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二）學校地區對教師知覺校長教學

顯著差異，F 值為 3.562，達顯著水準

領導看法之差異分析

（P<0.05）。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知：

為了解不同地區的教師對校長教

偏遠地區學校的教師認為校長較重視

學領導之看法，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

學生的有效學習。

數分析予以分析。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2.就溝通目標的層面而言

不同地區的教師對校長教學領導之看

不同地區的教師對校長教學領導

法在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以及溝通目

之看法在溝通目標層面有顯著差異

標層面上達顯著水準（見表 2）分析如

在 ， F 值 為 3.259 ， 達 顯 著 水 準

下：

（P<0.05）。經薛費法事後比較得知：

1.就重視學生有效學習的層面而言

偏遠地區學校的教師認為校長較重視

不同地區的教師對校長教學領導
之看法在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層面有

溝通目標。
!

表 2 學校地區對校長教學領導之變異數摘要表
!
層面

班級規模

重視教師專業與學生

1) 縣轄市

學業成就標準

2) 鄉鎮

F 檢定

顯著性

1.404

.248

3.562*

.030

.0.815

.444

事後比較

3) 偏遠地區
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

1) 縣轄市
2) 鄉鎮
3) 偏遠地區

課程發展與測驗運用

1) 縣轄市

3>1

2) 鄉鎮
3) 偏遠地區
溝通目標

1) 縣轄市

3.259*

.040

2.735

.067

1.057

.349

3>1

2) 鄉鎮
3) 偏遠地區
設定目標

1) 縣轄市
2) 鄉鎮
3) 偏遠地區

教學視導與評鑑

1) 縣轄市
2) 鄉鎮
3) 偏遠地區

!
!
（三）不同職務教師對校長教學領導

3.就課程發展與測驗運用層面而言

看法之差異分析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領導「課程發展與測驗運用｣層面的認
知兩者進行t考驗（t值等於2.012）後，
達.05顯著差異，可見導師與其他教師
對校長在該層面行為的感知上有差
異。

為了解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
型領導之看法，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
檢定予以分析,摘要如表 3。統計分析
結果發現不同職務的教師對校長教學
領導各層面之看法上達顯著水準，分
析如下：
1.就重視教師專業與學生學業成就標
準而言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領導「重視教師專業與學生學業成就
標準｣層面的認知 兩者進行 t 考驗（t
值等於 1.847）後，達.05 顯著差異,
可見導師比其他教師更能感受到校長
在該層面的表現行為。
2.就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而言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領導「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層面的認
知 兩者進行 t 考驗（t 值等於 2.384）
後，達.05 顯著差異,可見導師比其他
教師更能感受到校長在該層面的表現
行為。

4.就溝通目標層面而言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領導「溝通目標｣層面的認知 兩者進
行t考驗（t值等於2.591）後，達.05
顯著差異,可見導師比其他教師更能
感受到校長在該層面的表現行為。
5.就設定目標而言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領導「設定目標｣層面的認知 兩者進
行t考驗（t值等於2.696）後，達.05
顯著差異,可見導師比其他教師更能
感受到校長在該層面的表現行為。
6.就教學視導與評鑑而言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領導「教學視導與評鑑｣層面的認知
兩者進行t考驗（t值等於1.417）後，

達.05顯著差異,可見導師比其他教師
更能感受到校長在該層面的表現行

為。

表 3 不同職務對校長教學領導之 t 檢定摘要表
層面

t 檢定

顯著性

重視教師專業與學生學業成就標準

1.847*

.004

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

2.384*

.001

課程發展與測驗運用

2.012*

.000

溝通目標

2.591*

.000

設定目標

2.696*

.000

教學視導與評鑑

1.417*

.009

!
二、 背景變項對國民中學校長轉型
領導之影響

發現60班以上與其他的班級規模均達

（一）學校規模對教師知覺校長轉型

顯著差異,且在層面上的得分均較其他

領導看法之差異分析

的班級規模為低，顯示學校規模為12

值為0.287 達顯著水準。進行事後比較,

為了解不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對校

班以下、13~24班以及25~59比起規模

長轉型領導行為之看法，本研究以單

為60班以上的校長在轉型領導「個人

因子變異數分析予以分析。校長轉型

魅力與心靈鼓舞｣表現傾向較高。

領導各層面在不同規模學校的變異情

2.就才智激發層面而言

形,摘要如表4。茲分別說明如下：

不同規模學校教師在轉型領導

1.就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層面而言

「才智激發｣層面上認知之變異經由

不同規模學校教師在轉型領導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得F 值為6.391達

「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層面上認知

顯著水準。進行事後比較發現，60班

之變異經由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得F

以上與12班以下、13~24班均達顯著差

異,且在層面上的得分較此兩組班級規

7.766達顯著水準。進行薛費法事後比

模為低，顯示學校規模為12班以下、

較,發現60班以上與12班以下、13~24

13~24班比起規模為60班以上的校長

班均達顯著差異,且在層面上的得分較

在轉型領導「才智激發｣表現傾向較

此兩組班級規模為低，顯示學校規模

高。

為12班以下、13~24班比起規模為60班

3.就個別化的關懷層面而言

以上的校長在轉型領導「個別化的關

不同規模學校教師在轉型領導
「個別化的關懷｣層面上認知之變異

懷｣表現傾向較高。
!

經由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得 F 值 為
表4 學校規模對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
層面

班級規模

個人魅力與心靈鼓

1)12 班以下

舞

2)13-24 班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0.287*

.000

1>4, 2>4, 3>4

6.391*

.000

1>4, 2>4

7.766*

.000

1>4, 2>4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才智激發

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個別化的關懷

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59 班
4)60 班以上

（二）學校地區對教師知覺校長轉型

摘要如表 5。茲分別說明如下：

領導看法之差異分析

1.就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層面而言

為了解不同地區的教師對校長轉

不同地區學校教師在轉型領導

型領導行為之看法，本研究以單因子

「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層面上認知

變異數分析予以分析。校長轉型領導

之變異經由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得F

各層面在不同地區學校的變異情形,

值為3.337 達顯著水準，但經進行薛費

事後比較後發現，屬於臨界各組未達

達顯著差異。

顯著差異。

3.就個別化的關懷層面而言
不同地區學校教師在轉型領導

2.就才智激發層面而言
不同地區學校教師在轉型領導

「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層面上認知

「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層面上認知

之變異經由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得F

之變異經由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得F

值1.977未達顯著水準，即各組間均未

值.750 未達顯著水準，即各組間均未

達顯著差異。

表 5 學校地區對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

學校地區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3.337*

.037

未達顯著

1) 縣轄市
2) 鄉鎮
3) 偏遠地區

才智激發

1) 縣轄市

.750*

2) 鄉鎮

.473

3) 偏遠地區
個別化的關懷

1) 縣轄市

.750*

2) 鄉鎮
3) 偏遠地
區

.141

（三）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領

後，未達顯著差異,可見導師與其他教

導認知之比較

師對校長在該層面行為的感知上沒有

為了解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

差異。

型領導之看法，本研究以獨立樣本T檢

2.就才智激發層面而言

定予以分析,摘要如表6。茲說明如下：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1.就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層面而

領導「才智激發｣層面的認知 兩者進

言

行t考驗（t值等於2.242）後，達.05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領導「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層面的認
知兩者進行t考驗（t值等於1.678）

顯著差異,可見導師比其他教師更能
感受到校長在該層面的表現行為。
3.就個別化的關懷層面而言

針對導師與其他教師對校長轉型

達.05顯著差異,可見導師比其他教師

領導「個別化的關懷｣層面的認知 兩

更能感受到校長在該層面的表現行

者進行t考驗（t值等於2.236）後，

為。

表 6 不同職務對校長轉型領導之 t 檢定摘要表
層面

t 檢定

顯著性

個人魅力與心靈鼓舞

1.678*

.096

才智激發

2.242*

.027

個別化的關懷

2.236*

.027

!
三、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與轉型領
導融合模式與學校表現之影響
根據 Mark 和 Printy(2003)研究中
對於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之融合模式
的定義為教學領導（Y 軸）與轉型領導
（X 軸）所構成的第一象限領導形式，
即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融合模式（簡
稱為融合式領導）。其餘第二到第四
象限的領導形式則定義為一般式領
導。本研究據此將校長領導類型區分
為融合式領導與一般式領導，另將學
校表現部分區分為校務評鑑分數（該
分數已透過原始總分計算使其百分比
化）以及基本學力測驗成績百分等級
在 75 以上的人數比率（以 93 學年度

第一次學測資料為主）二個變項，分
析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
融合模式與學校表現之影響，其結果
見表 7，發現融合式領導在評鑑分數上
平均得分為 92.184，一般式領導平均
得分為 87.3733，二者進行 t 考驗（t
值等於 2.474）後達.05 顯著水準。同
時在基本學力測驗分數的表現上，國
民中學校長融合式領導（PR75 以上人
數佔 26.704%）與一般式領導（PR75
以上人數佔 13.9956%）二者進行 t 考
驗（t 值等於 2.403）後達.05 顯著差
異。可見融合式領導較一般式領導在
學校表現（指評鑑分數與基本學力測

驗分數）較為優異。
表7 融合式與一般式領導在學校評鑑與基本學力測驗分數上之差異比較
學校表現

t 檢定

顯著性

學校評鑑

2.474*

.032

基本學力測驗分數

2.403*

.028

!

肆、 結論與建議

採取較低的轉型領導行為
其中有關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
行為層面中，60 班以上規模學校較其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六點結
論：

他較小規模學校教師知覺校長在「個

一、

人 魅 力 與 與 心 靈 鼓 舞 」 層 面 分數 較
教師知覺學校規模擴增時校長

採取較低的教學領導行為
其中有關教師知覺校長教學領導
行為層面中，60 班以上規模學校較其
他較小規模學校教師知覺校長在「重
視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學業成就標
準」以及「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等
層面分數較低。60 班以上規模學校較
24 班以下學校教師知覺校長在「課程
發展與測驗運用」、「溝通目標」、「設
定目標」、「教學視導與評鑑」等層面
分數較低。
二、

教師知覺學校規模擴增時校長

低。60 班以上規模學校較 24 班以下學
校教師知覺校長在「才智激發」以及
「個別化關懷」等層面分數較低。
三、

教師身處偏遠地區學校較易感

受到校長的教學領導行為
其中有關教師知覺校長教學領導
行為層面中，偏遠地區學校較縣轄市
地區學校教師知覺校長在「重視學生
的有效學習」以及「溝通目標」等層
面分數較高。
四、

導師較其他教師較易感受到校

長教學領導行為
其中有關教師知覺校長教學領導

行為層面中，導師較其他教師知覺校

有助於提升學校的表現。

長在「重視學生的有效學習」、「溝通

參考書目

目標」及「設定目標」等層面分數較
高。
五、

導師較其他教師較易感受到校

長轉型領導行為
其中有關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
行為層面中，導師較其他教師知覺校
長在「才智激發」及「個別化關懷」
等層面分數較高。
六、

融合式領導較一般式領導更能

提升學校表現
融合式領導在評鑑分數以及基本
學力測驗分數的表現上，均較一般式
領導為高，可見融合式領導較一般式
領導在學校表現（指評鑑分數與基本
學力測驗分數）較為優異。
據此由於地處偏遠且屬於規模較
小的學校，可以讓導師比較容易感受
到校長的教學領導與轉型領導行為，
同時採取高教學領導與高轉型領導的
融合式領導的國中校長對於其學校表
現有較佳的成效。故國中校長對於縣
轄市區域以及規模 60 班以上學校更要
注意自己的領導行為是否欠缺教學與
轉型領導，因為其二者的融合模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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