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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北市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與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

之現況與關係。據此，本章先綜合研究結果歸納出研究結論，最後提出具體

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國民中學校長、相關教育人員，以及未來研究之

參考。茲將結論與建議分別說明如下。 

第一節 結論 

本節根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歸納出下列結論。 

壹、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道德領導與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

現況 

一、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道德領導之現況，屬良好程度；在各層

面中，以「展現德行修養」層面表現最好，其次為「促進專業共治」、

「型塑批判倫理」、「踐行關懷倫理」、「規劃實踐願景」，而以「落

實正義倫理」最難表現。 

二、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現況，屬於良好程

度；在各層面中，以「非正式課程」層面的表現最好，其次為「潛在

課程」、「教師專業」、「校園氣氛」、「學生表現」、「行政領導」、

「資源整合」、「推動發展」、「正式課程」，而以「永續經營」層

面的最難表現。 

貳、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不同背景變項知覺校長道德領導的差異情形 

一、教師不同性別、服務年資、學歷、任教領域對校長在道德領導整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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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層面之感受，並無顯著不同。 

二、30歲以上教師對校長在「踐行關懷倫理」方面之感知上，優於30歲以

下教師。 

三、處室主任對校長在「促進專業共治」方面之感知上，較導師強烈。 

參、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不同背景變項在道德領導的差異情形 

一、校長不同性別在道德領導表現上，並無顯著不同。 

二、校長51～55歲在道德領導整體及各分層面的表現上，優於56～60歲的

校長。「促進專業共治」方面，46～50歲優於56～60歲校長之表現。 

三、校長學歷為「研究所四十學分班」者在道德領導整體及「展現德行修

養」、「落實正義倫理」、「型塑批判倫理」、「規劃實踐願景」四

個分層面表現上，優於「碩士」之表現。在「規劃實踐願景」方面，

「研究所四十學分班」優於「師範院校」。 

四、校長服務年資「3～4年」者在道德領導整體及「展現德行修養」、「落

實正義倫理」、「型塑批判倫理」、「踐行關懷倫理」、「規劃實踐

願景」層面的表現上，皆優於「2年(含)以下」、「5～8年」及「8～

16年」。而「促進專業共治」方面，「3～4年」優於「5～8年」。 

肆、臺北市學校環境變項不同之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道德領導的差

異情形 

一、學校規模「49班(含)以上」的教師對校長道德領導整體及「展現德行

修養」、「落實正義倫理」、「型塑批判倫理」的感知上，優於「25

～48班」。 

伍、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不同背景變項知覺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的

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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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不同服務年資、學歷、職務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整體及各

個層面的感知上，並無顯著不同。 

二、男性教師在「推動發展」及「資源整合」方面的感受優於女性教師。 

三、教師30歲以上者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的感受上，僅有「非正式課

程」方面較30歲以下教師感受深刻。 

四、教師不同任教領域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整體的感知上，無顯著不

同。僅在「資源整合」與「永續經營」兩方面，有所不同。在「資源

整合」方面，「健體領域」教師之表現，優於「語文領域」及「綜合

領域」；在「永續經營」方面，「健體領域」及「特教領域」教師之

表現優於「語文領域」及「綜合領域」。 

陸、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不同背景變項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

策略的差異情形 

一、女性校長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整體及「資源整合」、「潛在課程」、

「校園氣氛」、「永續經營」等四個分層面的表現上，優於男性校長。 

二、51～55歲校長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整體及各分層面的表現上，均

優於56～60歲之校長；且在「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方面，優

於46～50歲之校長。 

三、校長不同學歷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整體及各層面的表現上，無顯

著不同。 

四、校長年資「8～16年」者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的表現上，僅有「行

政領導」方面優於擔任「2年(含)以下」的校長。 

柒、臺北市學校環境變項不同之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品德教育推展

策略的差異情形 

一、學校規模不同的教師對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整體及各層面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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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不同，「49班(含)以上」教師之感受優於「25～48班」。 

捌、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與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相關 

校長道德領導整體及各層面與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整體及各層面間，

有顯著的正相關，且臺北市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與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

之關係密切。換言之，校長道德領導表現愈好，學校品德教育推展也愈好。 

玖、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對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預測情形 

一、 校長道德領導各層面對整體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具有預測力 

「規劃實踐願景」、「落實正義倫理」、「促進專業共治」對整體學校

品德教育推展策略具有預測力，其中又以「規劃實踐願景」對學校品德教育

推展最具正向的預測作用。 

二、校長道德領導各層面對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各層面有預測力 

校長道德領導六個層面中「規劃實踐願景」對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推

動發展」、「行政領導」、「資源整合」、「校園氣氛」及「永續經營」，最具預測

力；「促進專業共治」對「教師專業」及「正式課程」，最具預測力；「展現德

行修養」對「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最具預測力；「型塑批判倫理」對

「學生表現」最具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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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下列幾點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國民中學校

長、相關教育人員，以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壹、對教育行政機關之建議 

一、將道德領導及道德評選納入校長培育、甄選、儲訓與進修機制 

研究結果顯示校長道德領導能有效促進學校品德教育的推展，因此教

育行政機關應慎選具道德領導特質之校長，有效推動品德教育。道德領導

層面中，以「展現德行修養」表現最好。是以，教育局應於校長甄選拔擢

的過程當中，透過平日資料蒐集、訪問調查、個人資料檔案審查等管道，

盡可能瞭解應試人員平日之表現，選拔出具備高尚情操與教育理念之候用

校長，以彌補目前校長選拔制度之不足。畢竟道德領導不僅是一種態度，

更是穩定的人格特質，涉及校長的世界觀、價值觀、道德信念等，絕非筆

試或短時間面談所能測試出。目前臺南市選拔校長已加入候選者之學校教

育人員的問卷調查，以瞭解其在校服務情形、個人行為特質及道德修養，

供選拔參考。教育行政機關更應於校長培育、儲訓、研習或在職進修等階

段，加強涵養校長專業倫理，修煉其道德操守，淬煉道德領導理念與能力。 

二、涵養校長道德領導知能，推動品德教育標竿學校 

為廣泛宣導道德領導的理念及品德教育實施成效，教育行政機關可透

過各種宣傳媒介倡導，適時獎勵校長具道德領導或學校品德教育推展具成

效之標竿學校，並藉由實地觀察、訪視、或與該校校長、行政人員、教師，

甚至是家長，進行雙向且面對面的心得分享與溝通討論，以瞭解道德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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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意涵、其會經歷的兩難問題，及推展品德教育的實務經驗，以有效

涵養學校教育人員道德領導的知能，並建立專業社群，形成支援系統，以

促進學校品德教育的推展，激發學校品德教育更多元創意的展現，使理論

與實務緊密的結合及運用。    

三、教育行政機關應協助學校行政獨立運作，抗拒外力不當干涉 

研究結果顯示校長落實正義倫理最難表現，不盡然是校長本身的因素

所造成，或許上級機關、民意代表、家長會，甚至是校外利益團體，都可

能是不當壓力之來源。他們對校長的要求或期望，經常使得校長深感身不

由己，阻礙道德領導的實施。因此，教育行政機關應支持校長，藉相關法

規之訂立，獎勵能夠堅持道德理想，勇於抗拒外力不當干涉之校長。教育

行政機關應當廣開學校之申訴管道，受理與教育人員有關之誣告、陷害、

毀謗等情事，必要時得委請法律專家，秉持公正廉明之原則，傾聽申訴人

員之心聲，完整思慮申訴事件之始末，以妥善處理教育人員申訴事件，不

使任何善良之人蒙受冤屈，亦不讓任何為惡之人逍遙法外。 

四、教育行政機關應持續專案補助中小型學校品德教育的推展 

研究結果顯示臺北市學校品德教育推展與學校資源、活動課程、同儕

影響、家庭背景、社區社經背景及校長領導等皆有相關，大型學校學區好、

家長背景好、資源豐厚，甚至校長都較為資深、有經驗，因此對學校品德

教育的推展，產生很大的助益。反觀中小型學校經營則更形弱勢。教育行

政機關應協助中小型學校發展特色，尤其目前因少子化，減班超額壓力

大，中小型學校師資結構大都不完整，教育行政機關應以更多輔助性的人

力、物力資源投入，或因應師資專業化需求，以更彈性的師資人力運用，

如建立群組學校共聘專業教師制度，讓綜合領域（輔導、家政、童軍）等

師資，減少配課比例，依專業師資授課，嘉惠學生學習，以利品德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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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 

五、教育行政機關應深耕優質品德教育永續造福學生 

研究結果品德教育推展「永續經營」最難展現，品德教育常因行政輪

替、議題不斷，績效難持續展現。教育行政機關應關注教育政策的延續，

加深、加廣、豐富學生學習的內涵，避免人亡政息、或徒具形式，造成學

校行政人員的不安與疲乏，以致行政人員替換頻繁，造成品德教育「永續

經營」的困難。或為鼓勵教師擔任行政工作，應訂定獎勵措施，健全相關

體制，讓有心、有為者能以堅定的信念，全面的觀點，專業的熱忱，持續

為品德教育的推展深耕努力，永續造福學生學習。 

貳、對國民中學校長之建議 

ㄧ、校長應樹立道德高標準，涵養君子之德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認同校長道德領導的表現，特別是展現德行修養方

面，且校長「展現德行修養」對「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都有頗佳的

預測力。由此可知，校長在領導學校事務上，應經常檢視自己之教育理念，

回歸教育之本質，以學生福祉為依歸，務求不斷自我精進，樹立道德權威，

自許以「專家權」與「人格參照權」來帶領學校成員一起邁向學校之願景。

孔子：「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如此以德服人，才能於潛移默化中影響學校成員，並將品德教育具體彰顯

於校園規章與活動中，並能融入校園環境及親師生互動之中，使學校成員

真心為教育服務與奉獻。 

二、校長應秉持公平、正義的原則，堅持道德理想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所知覺校長道德領導中以「落實正義倫理」的得分

最低。所以，校長要能秉持公平、正義的原則，堅持道德理想，不鄉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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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許為教育公平與正義之實踐者，以學校整體利益及學生受教權為考量，

落實獎懲公平、公正、公開之績效考核原則，選擇正確的方向，做對的事，

取得學校成員的信任，將學校經營成一道德社群，激發成員道德勇氣，共

同抵抗不當壓力與干預，面對問題及危機事件時，能敏捷正確的做決策，

並展現負責的道德勇氣和決心。 

三、校長應關懷教師，積極溝通共融 

（一）關懷新進、資淺的教師 

新進資淺的教師在感知校長踐行關懷倫理及品德教育非正式課程的

推展上得分較低。外在環境因素之影響，新世代之教師，自主意識強，勇

於爭取權利，然卻忽略身為教師之基本責任與義務，工作熱誠與態度有待

加強。對於這些新新人類教師，教師校長應做好輔導措施，敦請資深優秀

老師擔任輔導老師，協助解決在生活與教學上的問題，多給予關懷與協

助，使年輕教師快速的融入教學環境；並提醒其多注重學生生活教育，及

自己身教、言教對學生的影響，加深其對學生品德教育的體悟。 

（二）藉由溝通與分享，使意見互相交流形成共識，促進和諧人際關係 

因為道德領導中蘊含許多的內在原則，例如正義倫理。要讓學校成員

都能感受的到，其實不是件容易的事；而在品德教育「推動發展」及「資

源整合」方面男性教師的認知都優於女性教師。因此校長應多善用各種正

式及非正式的機會與成員溝通連繫，除分享彼此對事物的看法外，更應多

倡導品德教育推動發展的方向、具體目標與成員角色，並將學校可提供學

生學習之內外部資源公開透明化。針對女性教師，除了事務的推行及說明

外，亦應加入個人的關懷及感同身受的理念，更能有助於雙方之溝通。 

四、校長應用心建構學校團隊反省檢核機制，深耕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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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女性校長在學校品德教育推展及資源整合、校園氣氛、

潛在課程、永續經營上之表現優於男性校長。男性校長在校務經營上除大

處著眼外，也要能小處著手，要能掌握品德教育中細膩的部份，溫馨關懷

並能深刻體悟到什麼比讀書更重要，什麼是孩子內在更需要的部份，允許

孩子有更多的體驗學習、多元課程。將校務發展重要法令規章與計畫作一

統整的彙集、修訂，供學校人員參考；建置各項活動方案執行的S.O.P處理

流程，讓人員在輪替時，有一依循的標準，用心建構學校團隊之反省、檢

核的機制，深耕品德教育的推展。 

五、校長應「規劃實踐願景」，群策群力推動品德教育 

研究結果發現校長道德領導之「規劃實踐願景」對品德教育推展策略

的「推動發展」、「行政領導」、「資源整合」、「校園氣氛」及「永續經營」，

均具預測力。校長校務經營要能積極「規劃實踐願景」，則對品德教育的

推展有加乘效果。是以，校長要能洞悉學校的歷史、環境地區的特性、未

來教育的趨勢，以前瞻性的視野，開拓學校發展的方向，凝聚成員共識，

型塑德行的學校願景，激發成員為組織傳遞價值、願景，群策群力推動品

德教育。 

六、校長應建構學習性道德社群，型塑品德校園 

研究發現校長道德領導較佳者，其學校品德教育推展也愈好，且校長

「促進專業共治」對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教師專業」及「正式課程」，

最具預測力。然道德領導成效是緩慢的，品德教育是點滴工程，也是需要

長期經營的。但不可因其緩慢，就輕忽縱放。品德教育必須在一定的人文

基礎之上，來展現創意；校長要涵養具教育意義的思維與修養，以身作則，

導引學校所有成員（包括教職員、家長與學生）形成學習性之道德社群，

自校長、教職員、學生都應以品德之養成為首要教育目標，以符合道德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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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行為規範來行事，用心規劃各種有助學生學習的課程、活動、境教、

制教等，引導學生由遵守外在規則，轉化為發展成內在動機與潛能，才能

很自然的將品德教育落實於生活中，型塑品德校園。 

七、校長應營造開放民主的校園氣氛，促進學生良好的品德素養 

研究發現校長道德領導之「型塑批判倫理」對「學生表現」最具預測

力。批判理論著重「反省」，目的在「建設」，「互動」是重要的過程，「站

在對等地位互動」是必備條件。而良性互動是凝聚共識之良方，可以幫助

我們瞭解潛藏在社會不同層次結構下的各種受壓抑與不平等狀況。因此，

校長應營造民主開放的校園氣氛，確保學校成員的言論自由，鼓勵成員共

同參與校務：既有的制度，可以透過反省重新檢視；政策擬定時，應廣納

雅言。經由相互的溝通及辯證過程，社會正義與價值才能展現，始能發揮

批判的正面功能，改善學校不合理之現象，並能以積極多元良善的方式（如

閱讀、戲劇賞析、角色扮演、體驗活動等課程與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型塑學生良好的品德素養。 

 參、對國民中學學校行政人員之建議 

ㄧ、學校行政人員應導引教師於課程教學中融入品德教育議題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品德教育推展以「非正式課程」

的表現最好。非正式課程沒有制式教材，較易發揮，然教師是學校啟動

品德教育的核心，正式課程佔了孩子學校生活大半的時間，尤其在九年

一貫課程實施後，品德教育已融入到各項課程與教學活動中實施，教師

教學過程更應要能回歸品德議題，導引學生道德推理、思辨，培養良好

品德。所以學校行政應導引教師善加利用領域會議等同僚專業互享時

間，辦理相關研習，導引教師於課程教學中融入品德教育議題，研擬品

德教育融入課程的教案，適時於教與學的課程活動中，強化學生道德認

知、道德情感與道德實踐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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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行政人員應善用活動，引領教師隨機實施品德教育 

良好品德必須透過教育的過程。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

略以「非正式課程」的得分最高，訪談中發現孩子最不願意刻板式地被

教導品德。因此，學校行政要能精心設計安排各種學習活動，並融入品

德教育的內涵，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其認知、意願及行為模式。從

日常的灑掃應對、尊敬師長、友愛同學、同儕合作、愛班愛校等班級自

治活動的運用，到學校典章儀式的進行、服務學習活動、實地參觀與體

驗活動等，特別是從學生身邊的人與事開始，塑造典範、楷模，運用時

事、議題，在日常生活中隨機教育孩子品德。並能考量學生個別的差異

性，要彈性、靈活調度學習時間、學習空間、學習資源，符應學生需求。 

三、學校行政人員應促進教師發揮專業倫理，型塑德行典範 

研究發現老師的身教與專業知能不足、品德教育時間的匱乏，會影

響品德教育推展，30歲以上教師在「非正式課程」方面較30歲以下教師

感受深刻。因此，學校行政人員應導引教師形成德行的專業社群，建立

溝通的平臺與機制（如領域會議、線上讀書會等），增進同僚的溝通與

經驗分享，尤其針對30歲以下教師，形成支援系統，透過不同方式反省

並帶領教師的教學作為，涵養教師修養，發揮教師專業社群角色任務，

實踐應有的教育倫理。經常利用相關會議，或非正式聚會活動等，提醒

教師注重身教、言教等正式、非正式課程對學生的影響，並要懂得善加

運用利用良好的師生互動、與家長之間和諧的溝通等方式，隨機教育孩

子品德。尤其面對教學倫理議題時，提醒教師應思考多元的理論或觀點

加以處理，注重對於學生品德深遠的影響。 

四、學校行政人員應積極整合校內外資源，促進各領域的溝通融合發展 

研究發現男性教師在「推動發展」及「資源整合」方面的感受優於

女性教師教師；不同任教領域在「資源整合」與「永續經營」的感知上，

有所不同。因此學校行政團隊應善用各種正式及非正式的機會，積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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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溝通連繫，除分享彼此對事物的看法外，更應多倡導品德教育推動

發展的方向、具體目標與成員角色；平時更應積極整合校內外的人力、

物力、財力等資源，並將學校可提供學生學習之內外部資源公開透明化，

使教師們在觀念及實務上較能去接觸、瞭解及運用各方資源，以促進各

領域的溝通融合發展，豐富並深化學生學習內容。 

肆、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有關校長道德領導係由教師的觀點來知覺校長道德領導之表

現，因此研究對象僅限於教師，未來的研究若能加入校長自評，使兩者

可以相互參照驗證，將使研究內容更為豐富。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係以國中校長道德領導及品德教育推展策略為主要變項，建

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學校效能、學校文化、教師專業倫理等方面來探

討對品德教育推展的影響。在背景變項方面，影響道德領導及品德教育

推展的因素錯綜複雜，未來研究可增加一些不同背景變項，如學校歷史、

所在地、學生家庭結構、或學生性別、年級等，以進一步求得較完整地

全面性的瞭解，提供更周延的建議，有效改善品德教育現況之問題。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因限於人力、時間的限制，故採問卷調查法為主，並根據問

卷調查結果，進行半結構式訪談，瞭解相關原由。考量問卷填答，易受

社會期待有所顧慮而未能真實表達自己的想法，建議未來研究者，可利

用深度訪談、參與觀察、個案研究、行動研究等方式，深入瞭解校長道

德領導對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影響，找出更多、更有利的影響因素，

以促進品德教育的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