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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校長道德領導與品德教育推展策略的關係，本章分為三

節探討理論及相關文獻，做為論述的根據：第一節探討校長道德領導的理論

及相關文獻；第二節探討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的理論及相關文獻；第三節

分別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及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校長道德領導的意涵及其相關理論 

本節重點旨在討論校長道德領導的理論，分析道德的意涵、領導的相關

概念，接著探討校長道德領導的意義、發展、內涵及原則，最後彙整校長道

德領導的層面，作為編製研究工具之依據。 

壹、道德的意涵 

一、道德(morality)的概念 

英文 morality 一字的拉丁語源是 mores，本指通行習俗(customs, 

conventions, folkways)，mores 變讀短音 mos，即是「品行」的意思。前者常

用複數，表示大眾通行的習俗或道德；後者常用單數，係指習俗或道德的修

為內化為個人的品德。 

道德出自《道德經》，老子說：「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

是以萬物莫不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而「道

德」合為一詞，首見於《禮記曲禮篇》：「道德仁義非禮不行」，其中道德

原指：道，路也，指我們應走的正路，可引申為行為的法則；德，得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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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合言意指尋正路而走，必能得到正確的方向，不致誤入歧途。所以「道」

為天地之間不易之理，行此道理而有所得，則為「德」。《易經說卦》：「和

順於道德而理於義，窮理盡性以至於命。」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教育部，2007）詮釋「道德」：人類共同生活時，行為舉止應合宜的規範

與準則。中國傳統文化曾將道德闡釋為「天道」、「天理」，以及人當遵守

的「仁、義、禮、智、信」。天道、天理體現的是宇宙、地球、人類的自然

和社會規律的總和，「仁、義、禮、智、信」則是人順從天道所應遵從的道

德規範。道德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所在，人無「德」便不能稱之為人。歐

陽教（1995）指出「道」就是「道理」，就是「人之所以共由」或「共行的

路」；「德」就是「行道有得」或「人之所自得」，「德是內心的，而道是

外形的」。因此，「道德」可衍釋為大眾暢行無阻的行為規範，個人應遵循

之行為法則。 

道德發生於團體中，是規約社會行為的價值系統；道德代表著人格中具

有社會意義的、值得讚賞的領域。道德的目的在使人能於團體生活中過好的

(good)和有意義的(meaningful)生活及人際中應守的分際，並防止破壞和諧狀

態，也就是規約人們在團體中行為的價值（戴楊健，1996），此價值系統乃

是經由啟蒙、溝通而重建的合理性準則，其作用在借助理性溝通以解決衝突、

重建共識，進而珍視完善的生活（林純雯，2001）。 

本研究所謂的道德係指個人內在的修為品德，於人類共同生活時，則為

個人應遵循的行為法則，藉以維持社會和諧秩序，提升群體生活品質，也是

規約人們在團體中行為的價值。 

二、理性道德 

人類的理性不僅建構了科學，亦發展出道德，人與其他動物之間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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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分在於道德感知之有無。社會本能是構成人類道德機制的首要原則，再

加上人類具有主動的知性能力以及習慣之養成，自然導出基督教的金律：「你

要別人怎麼待你，你就怎麼待人。」達爾文認為這金律即是整個道德的基礎。

而中國儒家稱為絜矩之道：「所惡於上，毋以使下；所惡於下，毋以事上；所

惡於前，毋以先後；所惡於後，毋以從前」、「己所不欲，勿施於人」。Kant：

「依普遍法則的標準去行動」稱為無上律令；Miller的公平對待原則：「效益

主義以快樂作為對錯的標準，此處說的快樂不是行為者自身的快樂，而是所

有相關者的快樂。在他和其他人的快樂中間，效益主義要求他要像一個無關

厲害的、仁慈的旁觀者一樣的嚴格公平。」明雖有異，實則相通（朱建民、

葉保強、李瑞全，2005）。 

從道德的中西語源，道德其實都隱含社會習俗或傳統規範，進一步由個

人認可奉行而修養成個人品德。所以道德有很濃厚的社會習俗味道，但習俗

道德不等於理性道德，其合理部分始稱為道德。道德不能過分強調習俗道德，

因為社會各部落有自己的習俗標準，無法合理地探討出各民族社會間較能共

同信守之道德的或習俗的互為主觀性(moral or customary intersubjectivity)，以

建立較普遍適切的理性道德（歐陽教，1995）。 

三、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的意義 

道德判斷是一種道德推理(moral reasoning)的能力或架構，個人在具有價

值取向的道德情境中，依其過去所習得之理念和行為經驗，分析因果關係，

批判是非善惡，估量利弊得失，以及選擇行動方案的能力，即是道德判斷力

（單文經，1980）。人類依此判斷力得以建立理性道德。 

蘇清守（1972）認為判斷是一種認知的歷程和評鑑的活動，林有土（1983）

則認為應包括能判斷的主體和所判斷的客體兩部分。所以，道德判斷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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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類天生具有的良心，對人類本身的品格、意志及其所表現的行為，衡諸

某一標準，加以判斷並論定其是非善惡。其中良心、道德意識，就是能判斷

的主體；行為、品格、意志就是所判的客體。何懷宏（2003）針對人的行為，

將道德判斷分為兩類：行為前的道德選擇─應當與否 、行為後的道德評價─

正當與否。 

道德判斷涉及認知─道德認知、情意─價值判斷、行為─表現三層面

(Lickona, 1991)。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會面臨一些與道德有關的難題或困境，

是否妥善面對，並發揮高尚品格的特性，首先在於是否有清楚明晰的道德認

知，但純粹只是認知道德的是非或對錯，還是不夠的。人們對於是非或對錯

有敏銳的判斷力，仍然有可能做出錯誤的決定，關鍵在於有無適宜的道德情

意做後盾。道德行動則是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意兩部分運作的結果（楊素真，

2002）。道德判斷為評價性的判斷過程，是個人對人類福祉和社會正義的價

值觀，應用於外在事件的判斷，「什麼是對的，什麼是錯的」、「問題應該如何

解決」，「什麼是對的」是需要經過思考判斷的過程（陳隆進，2006）。 

人類行為規範的確立為道德判斷的最高原則，稱為道德律。道德律含有

必然性，個人若遵循道德律，行為必定獲得肯定，反之，則遭到譴責。所以

道德判斷涉及社會層面的責任問題、賞罰問題，也涉及個人層面的德性發展

歷程（朱建民，2005）。西方社會的道德信念是環繞著「公德心」，強調個人

對陌生人與集體利益應有的德行，以「正義」為標竿，並包含節制、堅毅、

博愛與睿智（鄔昆如，1992；Jeffries, 1998） ；而中國人的道德信念則以「守

本分」和「盡孝道」等「私德」，必然無條件的優先實踐，行有餘力再向外

擴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是這個道理。所以，中國人的

道德信念是以積極實踐「私德」為先，再向上發展「公德」，澤及更大的社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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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德判斷的規準 

學校是教育事業，理性道德的建立貴在對教育認知規準的建立及價值判

斷，特別是道德判斷的原理原則需要深入分析探討。教育的規準為（歐陽教，

2002）： 

（一）合價值性：教育是一種價值傳遞和創造的活動，教育必須符合一

切正性的價值活動，才有教育意義。教育之所以為教育，應著重內在的、非

工具性的、及普遍性的價值，必須符合道德規範的要求，即為「道德的可欲

性」(morally desirable)。 

（二）合認知性：教育活動除了價值判斷的領域外，還有各種事實分析

的領域，認知的活動旨在求真，辨認事實，是是非非，絕不非是是非。教育

應培養受教者的敏銳識見與批判或創造能力，不能呆滯在死記瑣碎的事實層

次，須顧及原理原則的了解。 

（三）合自願性：教育活動，必須顧到學習者身心發展歷程，與自由意

志的表達，這樣教育活動才更容易進行，才易收到最大效果。更重要的是，

當學習者的心智能力發展到能運用其自由意志，作獨立思考與價值判斷之

時，應積極輔導期作理性思考，與道德行為的自律。 

第一規準關於「道德可欲性」的設立，可說是一切教育規準的規準。任

何的認知活動、價值判斷、行為指導，及各種教育活動的方式，都不能與此

規準相悖（歐陽教，2002）。歐陽教（2002）提出道德教育的實施必須根據普

遍原則、程序原則、恕道原則、對等原則、公平原則、自由原則、自律原則

等，不啻為建立理性道德判斷的原理原則。 

Kant 提出三個道德命題：第一個命題是，有道德價值的行為必須是因義

務而為；第二個命題是，一個因義務而為之行為，道德價值不在於由此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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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達成之目的，而在於決定此行為的準則；第三個命題是，義務是尊敬法則

的必然行為（林火旺，2001）。 

「自律」是 Kant 倫理學中的核心概念，Kant 以此概念說明道德的本質，

而以「自律」為基礎所開展的道德學說，即是一項行為之所以具有道德價值

的根源。「實踐理性」是康德的第二批判，從實踐理性論意志的自由而接觸知

識界，「自律」不過是實踐主體克制自己的感性，每個具有理性能力的主體均

有實踐德性的可能。Kant 整個「批判哲學」中分別探討了認識論─人的自由

價值、倫理學─人的自由意志、目的論─人的自由感受，並提出人類主體性

的問題（程志民，2005）。 

Kohlberg 提出三期六階段道德推展理論，藉著提出「道德兩難」的問題，

來評定並發展不同的道德推理層次。依 Kolhberg 道德認知發展理論，人們應

由制約的道德規範，提升其道德層次，在道德成規後期依社會契約(Social 

contract) 或道德普遍性原則(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來作為道德判斷的依

據，理性的人應瞭解價值與權利是先於社會的依附與契約，而社會的安置乃

紮根於普世的道德原則。 

在檢討教育的價值判斷方面，可從價值論與倫理學方面來著手（歐陽教，

2002）。價值論如依照比較保守的看法，可歸入道德哲學，或倫理學裡面。

倫理學是要討論人為什麼要道德，為什麼要行善、去惡的學問。而其所研討

所關注的對象是行為：怎麼樣的行為是道德的，怎麼樣的行為是不道德的。

倫理學不是關切人事實上遵從什麼原則，而是關切人應該遵從什麼原則。一

般來說，社會科學關心的是「實然」的問題，要了解人事實上怎樣行；倫理

學關心的則是「應然」的問題，是要瞭解人應該怎樣行。道德與倫理概念，

同時涵蓋個人與群體面向，事實與價值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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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學可分為規範倫理學(normative ethics)與後設倫理學(meta ethics)。規

範的倫理學重在實際行為規範的推薦指導，最主要是有關於道德義務和道德

價值的判斷，其中道德義務的判斷更是倫理學理論的核心；後設倫理學重在

道德原理的分析批判，並對於道德判斷是否可以得到證成？以及如何可以證

成一個道德判斷？道德的本質是什麼？道德判斷之意義及「證立」

(justification)，這些都是後設倫理學關心的話題（林火旺，2001），較有助於

建立一些較高層次的道德原則，俾作日常道德原則的論證規準或指針等。 

從學理上來看，後設倫理學較有助於教育工作者處理教育價值判斷的問

題。從後設倫理學的道德認知的辯論中，道德哲學的主要概念如善、正義、

幸福等，實在很難作明確的界定，是以只能作一種較為合理的「道德的互為

主觀性」的分析，建立一些較為形式的，或較高層次的道德原則，作為道德

判斷的規準。 

Hodgkinson(1991，1996)發展出一種「價值概念分析模式」，此模式包含

了「形而上、理性、次理性」三種互異的價值層次，如表2-1-1所示： 

表2-1-1 Hodgkinson價值模式層級表 

價值層次 價值特徵 價值基礎 相關心理能力 相關動機層次 相關哲學思維

I 
形而上 

對的 
right  

 
 
 
 

好的 
good 

 原則 
principles 

意動、意志 
conation、willing 

高層次需求 
 
 
 
 
 
 

低層次需求 

宗教、存在主義、

直覺 

II 
理性 

結果 
consequence

認知、理性 
cognition  

人文主義、民主、

自由主義功利主

義、實用主義 
共識 

consensus 

思考 
thinking 

III 
次理性 

喜好 
preference 

情感、情緒 
affect、emotion、feeling 

後現代主義、行為

主義、實證主義、

快樂主義 

資料來源：Administrative philosophy: Values and motiv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Life (p.115), 
C. Hodgkinson, 1996, Tarrytown, NY: Perg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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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次價值」與「理性價值觀」均屬應然，但「高層次價值」超越「理

性價值觀」，而「理性價值觀」又超越「次理性」價值觀，校園中教育人員

應以「理性價值觀」為主。但大部分人員會因侷限於「次理性」價值觀思考，

而產生價值觀之衝突（范熾文，2002）。當價值衝突產生時，Hodgkinson認

為領導者也應以價值模式中之層級（如表2-1-1），再配合其真實性(authenticity)

與道德責任來尋求調和(Hodgkinson, 1991, 1996)。 

道德判斷的規準可適用教育的三大規準，亦即具有合認知性、合價值性、

及合自願性，換言之，道德的判斷應合理、合情、與可行。校園中道德的判

斷必須是道德可欲的，至少不應該悖離道德(morally objectionable)（歐陽教，

1995）。我們可依從 Kant、Kohlberg 等倫理、道德學說、價值論或 Hodgkinson

「價值概念分析模式」等建立行為認知之規準及道德原則，並且自我反省以

養成良好的道德習慣，才能達成自主、自律的理性道德。 

貳、領導的要義 

一、領導的意涵 

依照英文字面的意思，領導(leadership)指的是：引導(lead)及明示工作方

向(show the direction)，亦即引導團體成員向目標方向邁進，期能達成共同目

標。 

「領導」一詞在我國是屬於實務上之動詞，最早見於春秋戰國時期折衝

於各諸侯國間的食客言論中，「孫子兵法」對領導的概念法有深入論述，東

漢許慎《說文解字》言：「領，項也。」而清代段玉裁注云：「按項當作頸，……

仲尼燕居注：『領，猶治也』；淮南書高注：『領，理也』，皆引申之義，

謂得其首領也」；《說文解字》對「導」的解釋言：「導，引也。从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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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注云：「从寸，引之必以法度」。歸結《說文解字》對領、導二字的

解釋，意謂領導者以法度引導、治理其組織及部屬，以達既定目標（仲秀蓮， 

2004；許文寬，2003）。 

DuBrin(2004)認為「領導」是一種能夠鼓舞人心，讓那些為了達成組織目

標所需的人員懷抱信心與獲得支持的能力。他從探討領導的論文、期刊文章

及書籍大約近三萬篇中，歸納出五項具代表性的「領導」定義： 

（一）以達成目標為方向，透過溝通而產生的人際影響力。 

（二）藉由指示與命令，增加對於或更甚於機械式服從的影響力。 

（三）使他人朝向彼此所期望的方向去採取行動，或作出回應的一種行動。 

（四）以說服或以身作則的方式，來影響他人遵行某種行止的藝術。 

（五）在成就組織目標時，激勵或協調該組織的主要動力。 

整體而言，西方學者強調「領導」之重點有二：一為「影響力」的發揮，

即權力之運作；第二就是清晰明確的「願景」，亦即適切積極之倡導行為。 

「領導」的意義至少包括：1.領導是團體歷程的焦點；2.領導是導引順從

的藝術；3.領導是影響力的發揮；4.領導是一種人格及其效果；5.領導是一種

行動或行為；6.領導是一種說服的形式；7.領導是一種權力關係；8.領導是一

種目標達成的工具；9.領導是一種倡導行為；10.領導是是交互作用所產生的

效果；11.領導是分化角色的功能；12.領導是團體成員選擇的功能；13.領導是

促進合作的功能；以及14.領導是上述多種意義的組合（林明地，1997）。 

吳清山（2000）認為領導就是一種影響力的發揮，與組織文化息息相關，

領導者可以透過其理念，來促進組織的更新。領導是指引導組織方向目標，

發揮其影響力，透過與成員的互動以糾合成員意志，利用團體智慧，激發並

引導成員向心力，從而達成組織目標的的歷程（陳怡如，2005；黃昆輝，2002；

謝文全，2004）。領導者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能力及影響力來引領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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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織成員溝通、協調與互動，並運用行使權威、運用策略、分配資源與激

勵成員士氣等方式以達成組織目標（吳育綺，2006）。 

綜合而言，「領導」意指一種影響力的發揮，領導者透過正式與非正式

的能力及影響力來引領組織成員、與組織成員溝通、協調與互動，幫助成員

了解工作意義與價值，在適應外在環境的改變下，能兼顧組織發展與成員個

人需求，有效激發成員潛能與動機，建立組織文化，以達成組織共同目標的

作為。  

二、領導研究的發展演進 

西方早期學者對於領導之見解，涵蓋了領導的特質取向、行為取向、以

及交互作用的權變取向，但多缺乏系統性之理論架構，同時亦均屬於非科學

實徵性的研究結論，但卻為後來的學者提供了研究方向，在經過不斷的思想

累積之後，到了二十世紀初葉時，終於開始了科學實證性的領導研究， 

蔡培村、武文瑛（2004）綜合歸納國內外有關領導理論發展，將領導理

論發展脈絡整理為非實徵性研究、實徵性研究、現代實徵研究等三種研究類

別，及東方哲學論、偉大人物論、特質論、行為論、情境論、現代領導理論

六個發展階段，如圖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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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領導理論非實徵性研究   

領導理論的非實徵性研究大致以東方哲學及西方的偉大人物論與時代論

為主。「東方哲學」如我國傳統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的領導理念，較偏向實

際運用，但並未發展出一套有系統之領導理論。「儒家」主張「德治」與「禮

治」，亦即以德為體，以禮為用，體用相輔，則民無不服，長期以來皆為我

國領導思想的主流﹙黃昆輝，2002﹚；「道家」以老子和莊子為首要的代表

人物，老子認為最理想的領導方式就是「無為而治」；「法家」理想的領導

理念是奠基在「法、術、勢」。 

西方在本世紀以前的早期領導思想，亦屬於非科學實徵性的探討，基本

上循著兩個主要的研究途徑：一是「偉大人物論」，認為成功的領導者必具

圖2-1-1 領導研究之發展脈絡分析圖 
資料來源：領導學：理論、實務與研究（頁89），蔡培村、武文瑛，

2004，高雄市：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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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特的人格特質、氣質與才能；另一是「時代論」，認為領導者之所以能

居於領導地位，是因「機遇」所致，也就是「時勢造英雄」，並認為領導者

毋需具有若干特殊之人格特質。「偉大人物論」及「時代論」便是西方古典

領導思想的兩大思想脈絡。 

（二）領導理論實徵性研究 

領導理論實徵性研究的演變大致上可以分為特質論、行為論、情境論及

現代領導理論等四個時期，茲分別說明如下（蔡培村、武文瑛，2004；秦夢

群，2006；謝文全，2004）：  

1.特質論 

特質論發展時期約在1910～1940年以前，早期重要的論點認為所有成功

領導者具有普遍性的人格特質；晚期研究認為某種情境成功領導者具有特質

中的共同特性。特質論強調領導者是天生的能力，研究重點在以各行各業成

功人士為典範，運用靜態人格分析，以觀察、晤談、問卷、測驗等心理學方

法進行研究，找出成功領導者的特質，如Catell的英雄論、Stogdill的成功特質

研究等。特質論概念易懂，但所提出之特質數量太大，令人無所適從，容易

陷入以偏概全，因此影響特質論的適用性及預測性，促使「特質研究」逐漸

轉向「領導行為」的研究。 

2.行為論 

行為論發展的時間約在1940年代至1960年代晚期，學者認為成功領導者

必有某些特別的領導行為，研究的重點在於成功者領導的外顯行為類型，利

用問卷、觀察等社會學研究法進行研究，探究領導者行為與組織績效間的關

係。例如：LBDQ的倡導與關懷雙層面領導研究。行為論缺點在於忽略了情境

因素，以致造成研究結果難以類化的問題，後續學者開始加入情境因素做考

量，領導理論的發展也進入情境理論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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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境論 

情境論時期約為1960年代晚期至1980年代早期，此時期認為沒有一種領

導方式可以完全適用於不同情境，強調領導者必須依情境的不同，因時制宜

選擇最適宜的領導方式加以運用，所謂「識時務者為俊傑」。其研究重點在

於特定情境中適當的領導行為，是以情境因素為中介變項，尋求領導者行為

與組織績效間的最佳組合，利用晤談、問卷為主之研究法進行研究。例如：

Fiedler、House、Reddin等權變模式理論。情境論缺點在於對情境取捨的不同

且不夠周延，以致各有關研究並無定論。 

4.現代領導理論 

1980年代以來，領導理論研究有新的發展面貌，領導理論時期進入現代

實徵性研究。從領導的行為模式與技術轉向高層的文化、意義理論，從傳統、

保守、社會事實的研究趨向信念、價值之新型領導(Servioganni, 1992)。主要

是改進過去傳統理論的缺失，由多元角度切入探討組織的文化層面、意義理

論的脈絡追尋，重視組織意義與內涵及共同信念的新型態行為模式等，使得

領導理論更加豐富。例如：魅力領導、願景領導、轉型領導、整合領導(connective 

leadership)、道德領導等均是。 

因此，領導概念已擺脫傳統的整體思維，朝向重視與發掘領導人與組織

中每個環節的領導作為，這些新興的現代領導理念，勢必也會牽引著新時代

校長們對未來的思考與作為，以提升領導效能與組織績效。 

參、校長道德領導 

學校教育首重品德教育，領導者必須具備更高的道德標準和自我要求，

品德要能夠以身作則，足以成為部屬典範，言行能夠為部屬之表率，使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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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誠服接受領導，發揮其領導效能。因此，學校領導者要實踐其道德領導的

作為，本身自我要求乃道德領導的根本之道。 

一、道德領導的意義 

道德領導的產生是由轉型領導的概念衍伸出來，依據 Burns(1978)的說

法，轉型領導的精神是希望透過引起從屬者的潛在動機，滿足從屬者較高的

精神需求，使從屬者能夠全心投入。道德領導跳脫傳統的道德型態，其主要

精神在於領導者的正義感、忠誠感與義務感，能夠對成員耳濡目染，最終達

到身教的境界，把領導方式推向更高一層；領導者和領導行為之間不僅是權

力關係，還有共同的需要、渴望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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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正當的「價值」和「信念」之基礎上，引導組織成員（林俊傑，2005），

對自我高度要求，致力於提升本身的道德修為，根據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 

（吳清山與林天祐，2002；沈大山，2007；謝文全，2004；蘇美珍，2005 ；

Sergiovanni, 1992），善用各種的替代領導(substitutes for leadership)，激發人

的潛力，使其部屬成為追隨者。道德領導的中心思想在於確立倫理的價值觀

念(Hudson, 1997)，描繪、規劃更好的未來組織藍圖(an image of a better place)

的意向，這種意向不論是對個人或社會而言，均代表某種重要程度的價值

(Louis & Richard, 1994)。 

道德領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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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高度道德理性，展現使人追隨的道德魅力，使成員心悅誠服地接受其影響，

進而建立起自身的義務感、責任心與正確的價值觀（林純雯，2001；張樵益，

2004；陳隆進，2006；顏童文，2002；蘇美珍，2005）。 

道德領導者在領導過程中—包括發現問題、注意問題、思考解答、衡量

決定—注入倫理考量（傅寶宏，2002），能關懷夢想的實現、勇於接受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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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回饋所帶來的正面效應、欣然接受不同的聲音及樂觀、進取、忠誠、希

望的領導面向(Hudson, 1997)。吳清山、林天祐（2002）認為道德領導超越了

科層領導，可以產生附加價值的領導效果，使組織成員願意投入與奉獻，為

達成組織目標而奮鬥不懈。進而共同建立有品德的學校(virtuous school)的一種

領導方式（謝文全，2004；Sergiovanni, 1992）。 

綜合而言，道德領導係指領導者修養自身的道德品格，展現高尚的道德

勇氣與魅力，引領組織成員涵養正確的道德觀、倫理價值和信念，建立符合

道德標準的專業價值與信念，凝聚組織願景，使成員自動自發地為組織目標

真誠付出，組織永續發展。 

二、道德領導的發展 

道德領導的理念早蘊涵於古今中外的領導理念中，如：特質論強調友善、

負責、同情、熱心、誠信…等特質；行為論中民主、關懷倡導…等行為的認

同；情境論中關係取向對組織效能的增進；我國儒家對德主法輔之聖王領導、

民貴君輕之民主思想、民胞物與之關懷領導、人文化成之人性領導、仁義理

智信之道德領導等啟示。當二十世紀西方領導理論提出「道德領導」一詞之

時，其精神早已內蘊於中國文化。 

Sergiovanni(1992)認為道德領導的中心理念，是從傳統領導理論所重視之

特質論、行為論與情境論的科技層面中跳脫出來，轉而探討組織文化層面的

意義、內涵以及組織成員的共同價值信念。他認為，領導議題乃是社會科學

研究上最大的挫敗之一。過去數十年來的領導研究，說得頭頭是道，但卻不

具實際效用，以至於整個領導的內涵與意義，常常是空虛、茫然的。而領導

挫敗的主要原因有兩個： 

（一）過去的研究把領導當做是一種消極的行為，而非積極的行動；只

重視心理的需求層面，而忽略精神的自我實現層面；只想到如何管理組織成

員，而忘了考慮其思想與價值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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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份強調科層體制、心理以及科技理性的權威，只重視控制、管

理的過程；嚴重的忽略了專業與道德的權威，未能發揮替代領導的功能。 

Sergiovanni 認為傳統的領導概念已逐漸受到質疑，傳統的領導研究也遭

受到危機；他提出道德領導的主因，是把受忽視的道德面向，重新拉回領導

研究與實務的中心點。 

道德領導的提出是為擺脫傳統領導的窠臼、後現代思潮的衝擊、社會科

學典範的轉移以及學校領導實際中重新檢視學校存在的價值及學校領導行為

內涵的需要（林俊傑，2005；林純雯，2001；張樵益，2004；陳隆進，2006； 

顏童文，2002；蘇美珍，2005），從重視倫理價值、人性關懷、道德素養的

觀點中，要求領導者應重視並釐清其世界觀、價值觀，並喚醒領導者與組織

成員的道德感、義務感，企圖在變動不居的局勢中，使成員基於正義與良善，

追求組織永續發展，建立德行學校。 

三、校長道德領導的內涵 

研究者從三個層面看校長領導角色（林明地，2002；侯怡楓，1999；曾

秀鳳，2006；Sergiovanni, 2001）： 

（一）學校管理層面的技術性角色： 

      是指學校行政業務部的指揮與領導。 

（二）學校文化營造層面的象徵性角色： 

校長象徵性的角色分為學校文化營造者和道德實踐者之角色，著

重學校文化氣候和校長道德層面的領導，包括組織深層意義的掌握與

解釋、強調信念、核心價值、共享符號意義，以及對成員之規範。 

（三）校長個人角色期望方面： 

校長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會涉及自己的世界觀、動機、性別、基

本能力、壓力及其管理和專業生涯規劃，不同的校長，對世界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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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待，會影響並塑造其對學校運作與領導作為之選擇，並架構其領

導風格和方法。 

學校領導重視的是影響力的發揮。校長領導角色除技術性領導層面之

外，尚需兼顧學校文化營造者和道德實踐者之象徵性角色，並涉及自己的世

界觀、動機、信念和方法等角色期望。校長的工作和角色扮演實際上就是一

種道德行為（林明地，2000，2002；Norris, Barnett, Basom, & Yerkes, 2002）。 

Sergiovanni(2006)提到學校領導事實上就是一種道德的技藝(a moral 

craft)，他認為校長應該兼顧三個方面： 

（一）領導的「手」(the hand of leadership)：意指校長所從事的行動、所做的

決定、以及所用之領導與管理策略，所形成的學校教育方案、政策、或

工作程序。 

（二）領導的「腦」(the head of leadership)：是指校長經年累月透過實踐，所

發展出的領導與指導理論，以及運用理論反省學校現實情境的能力。 

（三）領導的「心」(the heart of leadership)：指的是校長心中所相信、珍視、

嚮往、及承諾的學校願景。 

Sergiovanni(1992)所強調的是領導的「道德層面」。他認為領導是一種態

度，而不只是技術的運用，道德領導處於領導「心的層次」，位於領導之中

心位置，它的意思是指學校的領導者，根據道德權威，利用各種的替代領導，

激發人的潛力，使其部屬成為追隨者，對教育目標具有義務心與責任感，進

而共同建立品德學校的一種領導方式。道德領導乃是「進入學校改革核心」

之關鍵。 

Sergiovanni認為成功的道德領導者，除重視過去歷史留下的經驗之外，還

要從領導行為策略中透視其背後之價值觀，並能將本身領導作為從「領導之

手」提升至「領導之腦」、「領導之心」的層次。以上所謂領導之心、領導



 28

領導之心 

領導之腦 

領導之手 

領導者對現實情境的
看法、詮釋與反思 

領導者行為和技術 

領導者價值觀和信念 

之腦、領導之手事實上乃息息相關、密不可分，因為手必須靠心指揮，才能

發揮功能，腦也必須藉著手，才能產生領導行為與動作，而手的所作所為又

當然反過來影響腦與心。三者關係圖如圖2-1-2所示：  

 

 
 

 

 

 

 

 

 

 

 

 

 

 

 

 

 

是以，校長角色扮演之學校管理層面的技術性角色、學校文化營造層面

的象徵性角色（學校文化營造者和道德實踐者）以及校長個人角色期望方面

三個層面來看，道德領導強調校長學校文化營造層面的象徵性角色及校長個

人角色的領導之扮演。道德領導期望校長以個人的教育理想、人文涵養的價

值觀，及強調倫理關懷、公平、正義、奉獻、責任心、義務感等倫理特質為

替代領導，藉以建立共同的價值和信念、標準和組織願景，提供道德和權威，

教導他人如何彼此相待、決策如何被制訂，並將共同的價值和信念、標準和

組織願景融入到學校生活中，以便具體展現德行的領導風格和方法，來營造

溫馨關懷的校園文化（如圖 2-1-3）。 

圖2-1-2 領導之心、領導之腦與領導之手三者關係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 Moral leadership: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school improvement 
          (p.8), by T. J. Sergiovanni, 1992,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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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校長個人角色與領導之「心」「手」「腦」之對照分析圖 

很顯然的，道德領導所重視的不僅是影響力的發揮，更是一種特質影響

力的領導行為。特質影響力是一種非權力性的影響力，不因領導中掌握的決

策權、人事權、指揮權、獎懲權而遂行其權力，使部屬得以依其行事，而是

依領導者的特質品格及理念、願景，使得部屬心悅誠服而接受領導，並完成

其指派之任務（吳百祿，2004）。道德領導視道德倫理為領導權力的主體要

素，而知識、才能、品德是領導統御的倫理本質。因此，主導權力的大小取

決於領導者的倫理特質。 

Starratt(2005)認為學校道德領導者應以人文關懷、人民公僕、教育家、

行政者、領導者等五個向度，建構自己的道德法則。他認為學校領導者的道

德法則中最重要的是「人文關懷」，因為不管是身為人民公僕、教育家、行

政者或領導者，均需涵養人文關懷。Starratt進一步指出身為一個教育領導者

應具備有三種基本美德—負責、無私的投入與奉獻、求真，三個美德相輔相

成。道德領導者須將這三種美德與道德法則的五個向度相結合。是以，一位

教育領導者必須要同時對此五個向度負責，要全心投入奉獻，同時也要以求

真的態度面對。 

校長個人
角色期望 

學校文化營造層
面的象徵性角色 

學校管理層面的
技術性角色 

領導之心： 
領導者價值觀和信念，指校長心中所相
信、珍視、嚮往、及承諾的學校願景 

領導之「腦」： 
指校長對真實世界運作的心象，以個人
的教育理想、人文涵養的價值觀，建立
共同的價值和信念、標準和組織願景，
提供道德和權威，營造溫馨關懷之校園
文化。 

領導之「手」： 
指校長對學校行政業務的領導行為和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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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領導者是具有理想與理念，真正地為組織奉獻心力，必須深入人群、

致力關懷與服務，才能樹立典範。領導並不是名利、特權與財富的代名詞，

領導應該是責任的表現，是領導者的價值理念能夠被他人接受、奉行，道德

領導本身是一種價值領導，亦是典範領導。 

道德領導的實踐者必須具備更高的道德標準和自我要求，本身具有誠

實、正直、謙卑、奉獻等人格特質，所作所為能夠為部屬之表率。倘領導者

言行不一，說一套做一套，或者品德不良，部屬都不可能心悅誠服接受領導，

更難以發揮其領導效能。領導者要實踐其道德領導的作為，本身自我要求和

德行要能夠以身作則，足以成為部屬典範，此乃道德領導的根本之道。 

Sergiovanni (1992)進一步的詮釋道德領導，以往的領導因為大多強調階層

權威和科技理性權威，所以經常導致領導上的失敗；然而，真正激發人們行

為的並非這些權威，而是有關道德、感情和社會契約的價值和信念，這些信

念和價值構成了道德領導的基礎。因此，他為所謂「附加價值的領導」

(value-added leadership)提出基本架構，實施道德與價值領導的領導者，不應

只是著眼於在理性、技術、工具等層面的探究，必須是關注組織的願景、契

約、任務、目標等，以及組織成員精神、宗教、道德等層面，如圖 2-1-4 所示。 

 
圖 2-1-4 目標與計畫的偏重面向圖 

資料來源：Value-added leadership: How to get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in schools. 
(p.58), by T. J. Sergiovanni, 1990,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訂目標(purposing)      擬計畫(planning) 
    願景    契約    任務   目的   目標 

(vision) (covenant) (mission) (goals) (objectives) 

精神的、道德的、宗教的 

 

技術的、理性的、工具的 

附帶價值

的領導 
一般的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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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vanni(1992)闡述道德領導的內涵，對道德領導提出基本假定—人天

生具有良知與善性。依據他的看法，人的動機可區分為三個層次—外在誘因、

內在滿足與責任心或義務感（表 2-1-2）。 

表2-1-2 引發動機因素的三個層次 
動  機              原  則                      層  次 

           外在的誘因          有獎勵就有努力                算計的心態 
 

           內在的滿足     工作本身的吸引力讓人主動去完成     內發的動機 
 

           責任或義務      只要是好的、對的、良善的事，      道德的承諾 
                         就會付出努力 

資料來源：改編自Moral leadership: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school improvement 
(p.27), by T. J. Sergiovanni, 1992,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道德領導重視提昇組織成員的工作動機到較高的層級，以凝聚團體共

識，並且建立組織成員的共有信念、價值觀及其對組織的承諾感，以全心投

入工作並實現組織之目標。 

Hudson(1997)認為，道德領導中心思想，在於確立倫理的價值觀念，以為

成員遵循的準則；它所發佈的指示或命令都涉及道德價值，不同於只講求角

色任務發揮的領導方式。並且以「身體」比喻組織（學校），以「心」比喻

領導者，以「靈魂」比喻道德領導，來說明道德領導的意義及其對學校的重

要性（圖 2-1-5）。 

（一）把身體比喻成組織（學校）：組織的各部門如同身體的各器官，必

須互相交流、溝通方可運作順暢、達成目標。倫理價值涉及個人權益與群眾

利益的權衡，所以在決策過程需開放討論以符合成員需要。 

（二）把心比喻成領導者：領導者總理組織（學校）各部門之運作，就如

同心之於身體一般。領導者的道德、誠實、義務感、創意…等，均成為被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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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注目的焦點。此外，允許成員參與決定，並不忘讚美、尊敬，努力實現

其希望、夢想，將使成員更願意參與、遵從，組織（學校）將更易於做出正

確的決定。 

（三）把靈魂比喻成道德領導：道德領導，是領導者領導組織（學校）的

最高指導原則。奉行道德領導的領導者，在決策過程中，會堅定其倫理價值

理念。 

 
圖2-1-5 身、心、靈比喻之道德領導架構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Moral leadership: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school improvement (p.8), by 

T. J. Sergiovanni, 1992,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Robert G. Owens（1998/林明地、江芳盛、楊振昇譯，2000）於《教育組

織行為》(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education)一書中認為道德領導包含三個重

要的理念：  

（一）領導者與被領導者之間，不只是權力關係，更重要的是一種彼此的

需要、期望和價值的真心分享。這種彼此相互分享的真心與否，可以由從屬

者的參與是否為其本身的意願來加以判斷。  

（二）從屬者有回應領導者提議的自由。從屬者就其所知選擇要追隨的人，

並清楚的了解其為何追隨的原因。 

心 

領導者 

道德領導

身體 

組織 

領導者(心)綜理組

織各部門之運作。

道德領導(靈魂)是領

導者領導組織的最高

指導原則。 

組織的各部門如

同身體的各器官。

靈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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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領導者與從屬者在共同磋商協定時，領導者有責任要向從屬者清楚

地陳述其承諾和意向。「道德領導」不只是傳道、表示虔誠或是堅持社會服

從，而是要回歸到從屬者的需求和價值。  

Starratt (2005)指出當社群回應領導者的帶領，開始參與建立共同領導的

制度，便能開始提升他們工作的質與量，並相互規範，追求社群共同的理想。 

學校道德領導的哲學理論基礎是以人為本，倫理學基礎和人性假設則是

性善論（沈大山，2007）。Sergiovanni(1992)認為學校教師具有良知與善性，

校長若能善用道德領導，能將自己的價值理念與教師的價值信仰相結合，讓

教師們瞭解學校教育工作的意義以及教師本身的重要性，激發老師的責任

感、義務心，學校教師才能基於道德的承諾，對教育工作積極投入。就如同

Kant 所說的：「人是具有道德責任的」，當私利與信仰、價值理念相衝突的

時候，人們可以將責任和義務放在私人利益之前（林火旺，2001）。唯有如

此才能對教育的結果樂觀與光明的期待，才能樹立起對人與對教育的信心，

道德領導才能落實在學校。 

林純雯（2001）從領導權威、工作動機、領導層次、領導過程、領導倫

理學的觀點，對道德領導的性質作詳細的描述，如圖 2-1-6，茲概述如下： 

（一）道德領導以道德權威為基礎：領導者視成員為專家，尊重其專業素

養，利用自身具有道德權威的吸引力，使成員產生價值的追尋，使成員的表

現優秀而持久； 

（二）道德領導重視人的自我實現：領導者的自我實現在其正義感與責任

感，與成員們分享自身的價值觀與信念，培養成員的道德心與義務感，以善

為行為處事的準則，並期自我實現； 

（三）道德領導屬於「領導之心」的層級：其所觸及的價值觀與信念，正

是領導的核心動力； 

（四）道德領導強調相互轉化的關係：領導者與成員彼此相互尊重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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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於利益互換與條件交換的現實層面，以維繫組織順利運作； 

（五）道德領導以義務心為領導的依據：有感於領導者獨特的道德影響力，

使成員在行事中受義務心的驅使而自動行事。 

 
    圖2-1-6 需求層次論、領導權威理論、領導過程、領導層次與領導模式綜合框圖 

  資料來源：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之研究（頁43），林純雯，2001，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臺北市。 

Sergiovanni(1992)提出替代領導的概念；他認為建立替代領導並不是新的

構想，而是一項基本概念。替代領導能夠促使教師們願意去做、喜歡做，並

努力以赴來完成任務。 

依其看法，所謂替代領導，可從兩方面來論述： 

（一）群體的規範(community norms) 

群體的規範，是指學習型組織所有成員共有的價值、情感及信仰，從組

織文化的觀點來看，它是指組織成員視為理所當然的基本假定與信仰，組織

成員能體認團隊共同的訴求與目標，團結一致，為團隊主動奉獻。 

（二）專業的典範(professional ideal) 

專業的典範係指「專業能力」與重要內涵—「專業美德」。專業的能力，

是指專業人員的學術能力、教學投入，及其之間的同儕視導與共同合作；專

業的美德是指能夠互助、願意承擔責任、勇於反省自我、進行批判思考、願

意作出承諾、彼此分享，發揮教學上的關懷倫理，為共同目標努力以赴，以

符合學生學習上、發展上、與其社會之需求。 

需求層次論 領導權威論 領導過程 領導層次 領導模式 

自我實現 

（正義感、責任感） 

自尊 

愛與隸屬 

安全感 

生理需求 

道德權威 

 

專業權威 

技術理性權威

心理權威 

科層權威 

義務 

 

結合 

建造 

交換 

領導之心 

 

領導之腦 

 

領導之手 

 

 

「轉化」型

 

 

「互易」型

 

高層次需求 

低層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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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vanni(1992)提出「領導者(leaders)」等於「追隨者(followers)」的看

法。他認為真正的領導者同時也是追隨者，領導者所追隨的是價值、理念與

信仰；而教師們所追隨的，正是此等價值、理念與信仰，並不是校長的命令。

唯有將價值、理念與信仰，深值於教師的內心，建立教師的專業性、自主性

及主動性，才能稱之為成功的校長領導。 

Sergiovanni(1995)認為校長領導行為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引導學校成

員，使他們成為共同願景與共享價值的「追隨者」。他說：「當『追隨者精

神』取代了『長官-部屬關係』之後，學校的組織結構就會產生改變。校長、

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會為共享的價值觀與信念，努力以赴。教師們

的積極做為，並不是因為校長的命令所致，而是出自於教師本身對於工作信

念的一種責任感與正義感。」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因為受到校長與教師

「道德權威」的感召，他們會以關懷和同理的心情，來看待學校發展，為了

學校的教育目標與發展願景，也會有所付出、奉獻。 

道德領導所強調的是一種重視「信賴」、「責任感」與「正義感」的合

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是奠基於「道德權威」之上的。領導者和追隨者—

校長與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之間，不存在「直接的」領導作為與

「隸屬的」主從關係(subordinateness)；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責任感」、「正

義感」以及對共享價值的「真心承諾」與「奉獻」。校長與教師、學生、家

長、社區人士等共享價值與信念，追求共同的理想與願景，一起攜手、努力

以赴，這種表現是優秀而持久的（如圖2-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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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道德領導架構圖  

 

 

 

 

 

 

 

 

 

 

 

 

四、校長道德領導的原則 

Starratt (1994)認為道德領導者應思量促進學校倫理環境的責任，要實施

道德領導，必須掌握道德領導的原則(Cunningham & Cordeiro, 2000; Strrat, 

1994)，茲說明如下：  

（一）批判倫理 

領導者應該養成批判能力，有助於揭露隱藏在語言與社會結構背後的宰

制力量，處理社會正義與人性尊嚴的問題，勇於面對改革難免遭遇的弔詭

(paradox)，善盡為個體、為專業、為社會、為大眾服務的道德責任。所以，

學校行政人員應是批判理論的行家，要有能力去質疑我們所認知的組織架

構，且要求並幫助其他人能挑戰既存的職位階級，允許並鼓勵人與組織之對

話間存在衝突，此類衝突應隱涵謙恭。 

共享 
價值、信念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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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義倫理 

批判倫理陳述社會現象，惜未提出重建設會秩序的藍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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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環境中，正義倫理要求學校應為普遍的善及個體利益而服務，

故課程、評量等機制，不僅應符合測驗原則，更應思量是否考慮學生背景；

多元文化教育的內容，不僅應瞭解文化的不同，更要探索產生差異的原因 

(know how)，建立學校中的正義秩序。 

是以，校長應自許為教育公平與正義之實踐者（丁榮金，2006），引導

學校成員養成自我質問、自我批判的習慣，對學校結構、特徵、問題等持續

詰問，藉由學校成員的詰問構思，促進學習機會均等，訂立保障個體與群體

公平公正的學校策略。 

（三）關懷倫理 

正義倫理的疏漏在於遭遇衝突時無法作出適當決定，僅考慮公平是過於

簡單的思考，容易落入困境，關懷可彌補其不足。Gilligan與Noddings皆認為

考慮人與人間的關係，較訴諸結構、法律更貼近人心，因為每一個人在人與

人的關係中都是全部。校長與教師的敵對將因互相關懷而趨於和緩，學校人

員經由對人的寬恕，給予同理，自我成長。 

關懷倫理涵括：示範(modeling) 、對話(dialogue)、實踐(practice)與認可

(confirm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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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領導者而言，其任務在培養自身支持關懷關係的態度和技

能。 

Strratt (1994)以多面向的倫理關係圖（如圖2-1-8）說明三者之間並非對

立，可以相互溝通，對批判倫理而言，必須考慮誰在控制？誰有權控制？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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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定義並檢視權力或階層等問題，以回應所有人之權利；對正義倫理而言，

要求學校兼顧機構共同之善與成員個別權益，關心成員參與、資源分配、政

策形成與實施等議題；對關懷倫理而言，則必須重視人與人之關係，考量授

權增能、忠誠，以及人性尊嚴。 

 
圖2-1-8 多面向的倫理關係圖 

資料來源：Building an ethical school: A practical response to the moral crisis in schools 
(p.56), by R. J. Starratt, 1994,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五、校長道德領導的行為 

道德領導的概念視領導為領導者的意志行動，能在正當的「價值」和「信

念」之基礎上，引導組織成員。校長實施道德領導除致力於本身高尚的道德

修養外，必須隨時檢視自己的價值觀，及其對作決定、解決衝突等的影響，

思量其促進學校倫理環境的責任，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機會，如此才有助於學

校道德領導的實施。Cunningham & Cordeiro (2000)指出實施道德領導的行為

實踐標準包括： 

（一）覺知：要能覺知到當前有效能教與學的相關研究； 

（二）鼓勵對話：要能支持批判倫理與開放式對話； 

我們的關係要求我們作什麼？ 

（What do our relationships ask 
of us?） 

我們應該如何管理我們自己？

(How shall we govern 
ourselves?） 

關

懷 義

正

批 判

誰控制？什麼合法？誰來定義？ 

（Who controls? What legimates? Who def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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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範：對學生與教師要誠懇關懷； 

（四）反省：行政者要能在行動前，先思考其決定所造成之影響。 

Beck與Murphy (1994)為使道德領導運用於學校，對教育人員的培訓方案

提出必須重新思考與教育有關的倫理學、價值與道德觀念，並為學校組織實

施道德領導，提供基本面向： 

（一）著重定義、解釋、分析，及證明學校領導者進行道德判斷或道德反

省時，所採用的原則或觀念； 

（二）較廣泛地關心學校領導者的知覺、信念、情緒與承諾等。 

林明地（1999）認為意欲於學校實施道德領導，可自下列三方面著手： 

（一）發揮替代領導的功能 

建立學校學習社群的專業規範並獲得成員認同、提升教師對專業理想的

承諾、增進對於工作的熱忱、建立專業德行的同僚專業互享氣氛、良好的工

作設計、健全的制度規章、有效的激勵措施等，皆能發揮替代領導之效。 

（二）與學校教育目的結合，授權增能 

為了避免學校成員被授權之後，變成擁有過度的自由裁量權，造成負面

效果，應使授權增能與學校目的結合，讓毎位成員均能「嵌入」學校社群所

共享之價值內，使個人的自由裁量權用以善盡對學校社群所追求之目的，作

最大貢獻。 

（三）建立學校之同僚專業互享氣氛 

同僚專業互享氣氛可提升教學效能，若此氣氛成為一種專業德行，則可

成為強而有力的替代領導，學校領導者應以明白宣示、示範、安排、組織、

鼓勵、支持與保護等具體行動為之。  



 40

 

林純雯（2001）提出道德領導之具體作法如下： 

（一）領導者應有高尚的道德修養，來影響學校成員 

1.領導者應勇於反省、批判及改善學校內外不合理的作為 

2.領導者應以學校整體利益為優先考量，不因私而忘公 

（二）領導者應發揮道德關懷，視人如己 

1.領導者應在學校成員有困難時，表達誠摯的關懷 

2.領導者應和學校成員分享處理道德問題的心得 

3.領導者應遵守道德規約，不宜為達目的不擇手段，罔顧人性 

（三）領導者應以身作則，作為學校成員的楷模 

1.領導者應明示學校成員在處理校務時，應秉持正義原則 

2.領導者應不接受不當的賄賂與招待 

3.遴聘學校成員時，領導者應考量其操守與才能，不接受關說 

（四）領導者應視學校成員為生命共同體，與其並肩努力 

1.領導者應與學校成員共同討論兩難問題，尋找合理解決的途徑 

2.領導者應與成員共同建構「學校專業倫理準則」，實踐專業倫理 

（五）領導者應尊重學校成員的人權及尊嚴 

1.領導者應隨時誠懇傾聽學校成員的心聲，不加壓抑或曲解 

2.領導者應確保學校成員的言論自由，使其勇於批判，據理力爭 

（六）領導者應以人性本善為基本信念，盡力協助、支援學校成員 

1.領導者應為成員安排道德相關議題的進修，共同提升道德修為 

2.領導者應建立道德困境的解決模式，以協助成員處理道德問題 

（七）領導者應堅持道德理想，抗拒外力的不當干涉 

1.領導者應堅持教育理想，不受不當的壓力與私利影響 

2.作決定時，領導者應信守正當的承諾與行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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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林純雯（2001）的研究，道德領導的實施是有階段性的，校長必須

要以循序漸進的方式來施行道德領導，如道德領導實施步驟圖（圖2-1-9）所

示： 

 
 
 
 
 
 
 
 
 

 
圖2-1-9  道德領導實施步驟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之研究（頁123），林純雯，200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臺北市。 

 

學校領導者首先要掌握成員之所好，逐步宣導領導理念，塑造領導風格，

進而修正不合理的學校規範，使行政措施更加人性化、合理化。成員認同領

導者道德領導理念，建立友誼與信任之良好關係，就能夠凝聚共識與領導者

同心協力，為學校教育共同努力。 

黃文三（2003）就建構主義的觀點思考學校的道德領導之作為： 

（一）重視校長與學校成員溝通美德的培養，以形塑德性學校； 

（二）道德領導有賴真誠的對話關係，共創共同的語言； 

（三）道德領導應培養道德批判思維能力，以解道德的兩難困境； 

（四）道德領導的實施，必須深化成員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五）道德領導的旨趣，在於展現生命智慧共享倫理的世界。 

 

瞭解成員

需求、習慣

與喜好 

宣導 

領導理念 

修正不合

理的規範 

獲取認同 

建立關係 

凝聚共識 

結合心力 

道德領導 

 

好的就去做 

為義務而行 

為美善而為 

表現優秀而

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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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進雄（2005）認為校長以下列措施來展現倫理領導： 

（一）與師生共創學校願景； 

（二）善盡校長職責，並具有教育使命感； 

（三）校長以身作則，作為師生楷模； 

（四）培養正直的人格特質； 

（五）運用授權賦能領導，開發部屬潛能； 

（六）採取服務領導，以師生為先； 

（七）善用權力，發揮影響力； 

（八）統整利害關係人的觀點； 

（九）培養反省批判能力； 

（十）堅持教育理想，抗拒外界不當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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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大山（2007）在道德領導的實踐方面，提出了六項實施策略： 

（一）學校領導者應樹立道德和專業權威，有高尚的道德修養，應以身作

則，應成為永遠在學習、永遠在思考的學習型領導，成為全校師生

的楷模。 

（二）建構共同願景，在共同願景的基礎上，教職員工對共同的承諾和互

依感作出回應，有助於學校實現道德領導。 

（三）建立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的意義、作用重大，一所學校學習共

同體得到良好建立，這所學校實行道德領導就不會是什麼難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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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整人員角色，受時代變化的影響，原來所擔任的角色也面臨著調

整，應從校長角色、教師角色、家長角色、教育行政機關角色等進

行分析。 

（五）轉變領導方式，主要是關懷、尊重教師，把下屬轉變為信奉者等。 

（六）塑造優質的學校文化，認為學校文化不僅奠定了學校改革和發展的

思想、理論基礎，使學校獲得可持續發展的不竭動力，增強了學校

的凝聚力和向心力，使全體師生員工的學校生活充滿意義，所以應

塑造積極向上的學校精神文化，利用顯性物質彰顯學校文化，規範

學校制度，促進校園文化建設。 

綜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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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己人格特質的優點，如以誠待人、做事有擔當、負

責任、能關懷成員、具有包容與善解的心、富公平正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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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道德領導者其領導行為強調領導者以身作則及精神感召，以德服

人，型塑德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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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校長道德領導的層面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校長道德領導內涵與作為，整理衡量指標如下表2-1-3： 

表 2-1-3 校長道德領導衡量指標統計表 

衡量 

指標 

 

 

研究者/年代 

價
值
的
調
和 

以
身
作
則 

德
行
修
養 

基
於
倫
理
道
德
做
好
選
擇

勇
敢
負
責
的
作
為 

批
判
倫
理 

堅
持
教
育
理
想 

正
義
倫
理 

建
立
適
宜
績
效
責
任 

關
懷
倫
理 

服
務
領
導 

尊
重
人
權
與
尊
嚴 

重
視
和
諧
人
際
關
係 

樹
立
道
德
和
專
業
權
威

增
能
賦
權 

規
劃
實
踐
願
景
的
作
為

發
揮
替
代
領
導
的
功
能

激
發
部
屬
潛
能 

凝
聚
共
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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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造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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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校
文
化

Sergiovanni/1992 ＊ ＊ ＊ ＊ ＊ ＊ ＊ ＊ ＊ ＊
Beck& Murphy 

/1994 ＊  ＊ ＊          ＊     ＊   

Starratt/1994 ＊ ＊ ＊

Coppola/1998 ＊ ＊ ＊ ＊ ＊
Cunningham & 
Cordeiro/2000 

     ＊  ＊  ＊   ＊         

謝文全/1998 ＊ ＊ ＊ ＊ ＊ ＊

林明地/1999 ＊ ＊ ＊ ＊ ＊

林純雯/2001 ＊ ＊ ＊ ＊ ＊ ＊ ＊ ＊ ＊ ＊

顏童文/2002 ＊ ＊ ＊ ＊ ＊ ＊ ＊ ＊

傅寶宏/2002 ＊ ＊ ＊ ＊ ＊ ＊ ＊ ＊ ＊

張憲庭/2003 ＊ ＊ ＊ ＊ ＊ ＊ 

黃文三/2003 ＊ 

    

＊ 

      

＊ 

      

＊ 

 

張樵益/2004  

＊ ＊

  

＊

 

＊

 

＊

           

陳明和/2004 ＊ ＊ ＊ ＊

蔡進雄/2005 ＊ ＊ ＊ ＊ ＊ ＊ ＊ ＊ ＊

蘇美珍/2005 ＊ ＊ ＊ ＊ ＊ ＊ ＊ ＊ ＊ ＊ ＊ ＊

林俊傑/2005 ＊ ＊ ＊ ＊ ＊ ＊ ＊ ＊ ＊ ＊

李政翰/2006 ＊ ＊ ＊ ＊ ＊ ＊

陳隆進/2006 ＊ ＊ ＊ ＊ ＊ ＊ ＊

方啟陽/2007  ＊ ＊ ＊ ＊ ＊

沈大山/2007 ＊ ＊ ＊ ＊ ＊ ＊ ＊ ＊

謝朝宗/2007 ＊ ＊ ＊ ＊

梁淑娟/2008  ＊ ＊ ＊ ＊ ＊ ＊ ＊ ＊ ＊ ＊

周中琪/2008 ＊ ＊ ＊ ＊ ＊ ＊ ＊ ＊ ＊ ＊

陳建東/2008 ＊ ＊ ＊ ＊ ＊ ＊

總計 6 13 12 4 5 15 5 16 4 20 3 4 8 11 6 8 8 4 7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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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1-3「道德領導衡量指標統計表」發現道德領導之衡量指標次數高

者依序有「關懷倫理」、「正義倫理」、「批判倫理」、「以身作則」、「德

行修養」、「樹立道德和專業權威」、「重視和諧人際關係」、「規劃實踐

願景的作為」、「發揮替代領導的功能」、「凝聚共識」等十個層面。 

從道德領導的定義及相關文獻分析，研究者認為道德領導的層面除了「正

義倫理」、「批判倫理」之外，可將其餘八個層面依其意涵，再歸納如下： 

（一）「展現德行修養」：「以身作則」與「德行修養」； 

（二）「踐行關懷倫理」：「關懷倫理」與「重視和諧人際關係」； 

（三）「促進專業共治」：「樹立道德和專業權威」與「發揮替代領導的

功能」； 

（四）「規劃實踐願景」：「凝聚共識」與「規劃實踐願景的作為」。 

本研究即以「展現德行修養」、「踐行關懷倫理」、「落實正義倫理」、

「秉持批判倫理」、「促進專業共治」、「規劃實踐願景」等六個層面，作

為探討校長道德領導的重要面向，編製本研究問卷之基礎。 

（一）展現德行修養 

指校長具教育理念，以學生福祉為依歸，以道德意義為基礎，信守正當的

承諾與行事標準，高道德標準自我要求，以身作則，展現道德魅力，激發成

員道德良知與良能，認同學校工作的價值，建立起自身的正義感、責任感與

正確的價值觀，追隨領導者為學校真心承諾與奉獻。 

（二）落實正義倫理 

校長面臨價值選擇、各方觀點、利益衝突、對錯之間模糊不明之兩難情境

時，能秉持公平、正當的原則，兼顧匡正、程序及分配正義。凡事秉持著倫

理道德的標準，審慎進行道德判斷，做好最佳的選擇，積極維護個人與群體



 46

的權益。  

（三）型塑批判倫理 

校長具有批判反省能力，全方位考量對學生、家長、教師與社會人士的影

響，營造開放民主的校園氣氛，確保學校成員的言論自由，鼓勵成員共同參

與校務，檢驗教育中不合理現象，接受教職員同仁理性與建設性批評，博採

眾議，找出合理的解決途徑。 

（四）踐行關懷倫理 

校長能真誠待人，尊重成員人權與尊嚴，視家長、教師、社區與學校為教

育伙伴關係，能主動關懷成員的需求，設身處地為成員爭取應有的權益與福

祉，型塑和諧的人際關係，營造溫馨的組織氣氛與文化。  

（五）促進專業共治 

校長努力充實道德知能與展現道德勇氣，積極營造學校學習的環境與氣

氛，促進同僚專業互享學習氣氛，培養成員自動自發、服務、奉獻的精神，

以專業能力領導部屬，尊重部屬的專業自主性，激發部屬潛能，充分授權。 

（六）規劃實踐願景 

校長具洞察力、前瞻性的視野，清楚了解學校未來的發展方向，能將這些

遠見、期望和價值信念傳達給學校成員，凝聚成員共識，建立共同規範，型

塑學校願景，並有周延的規劃與策略，鼓勵同仁參與建構學校願景之具體作

法，努力達成學校教育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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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品德教育的意涵及其推展策略 

本節分三個部分來探討：首先瞭解品德教育的意涵，接著探討品德教育

的理論基礎，最後探究學校品德教育推展之策略，作為編製研究工具之依據。 

壹、 品德教育的意涵 

一、品德教育的意義 

品德(moral character)一詞中之道德「moral」已於上一節中談及，指個人

應遵循的行為法則，「character」一字來自古希臘文charassein「雕刻」之意，

意謂著一個有特色的標誌或符號。故moral character有「行為的典型和道德規

範」的涵義，指一個人所具有的好特質必須持續的雕塑，進而展現出符合道

德規範的行為。 

中文之「品」有「品級」、「品類」的意思，指的是人的品級，所謂「人

品」。人品高低以道德為評斷的標準，即是所謂的「品德」。品德教育和道

德教育，雖是異名，亦可謂同一，道德教育的目標也是在造就好的人品，名

之為品德教育，亦甚合適（陳迺臣，2007）。 

李琪明（2004）指出「品德」(moral character)乃包含三個相互關連且具

影響之層面：一是道德認知(moral knowing)層面，包含對於道德議題之意識與

察覺、理解道德價值、具有角色取替能力、有道德推理能力、能慎思與做決

定、以及自我知識統整等內涵；二是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層面，包括具有

良心、自尊、同情、珍愛善價值、自我控制與謙遜等重點；三是道德行為(moral 

behavior)層面，包括實踐德行之能力、擁有實踐之意願、及養成習慣等內涵。 

品德也可指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為了能適應社會生活，先天的身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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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後天生活環境交互作用所形成一套比較穩定的內在心理特質，這種內在

心理特質表現於外在行為則具有相當的持久性（呂敏華，2006）。一般來說，

品德通常必須透過教育或是學習的歷程來陶冶，在與人交往時能表現出守

時、守信、負責的健全品格（張春興、林清山，2000）。 

品德教育是以知道善、渴望善，和行善協助學生認知良好行為，並內化

成習慣(Lickona, 1993)，以引導的策略增進社會和個人責任感，甚至形成良好

的個人特質(Vessels & Boyd, 1996)。所以，品德教育可視為一種學生全人教育

的教學活動，教導其生活所需、及貢獻社會之價值觀(Rusnak & Ribich, 1997)。 

品格與道德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以及品格成長與品格發展等

多層面 (Otten , 2000)。是以，品德教育是指符合社會道德標準之多樣化培養

過程（黃德祥，2001）。品德教育之目的在指引道德、價值的發展，而道德

教育、品格教育、價值教育等均在導引人類的行為，使之趨於向善（黃德祥、

洪福源，2004），亦指藉由教育的過程促進個人發展倫理責任與人文關懷的

教育活動（李素貞、蔡金鈴，2004；吳寶珍，2004），重視教育歷程中兼顧

認知、情意與行為實踐，使個體能知善、愛善、行善。引導學生建構正確的

價值觀，因時制宜的作出合乎道德要求的判斷，進而養成良好的品德。 

吳清山、林天祐（2005）認為品德教育是指人品與德行的教育，亦即學

校和教師運用適切的教育內容與方法，建立學生良好道德行為、生活習慣與

反省能力，使學生成為有教養的公民。品德教育在形式上並不侷限於特定的

方法或哲理，但它廣泛的包含了各個面向，期望透過學校、家庭與社區三者

的合作關係，強化學生道德認知、道德情感與道德實踐的能力（蔡孟錡，

2006）。雖然品德教育的實施，學校扮演著重要角色和關鍵力量，但是要發

揮品德教育成效，仍有賴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配合，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身為公眾人物，應該謹言慎行，發揮正面的示範作用，才能使「品德教育」

的推動，更能展現其功效（吳清山、林天祐，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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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琪明（2008）認為品德教育具廣義與狹義意涵， 就廣義而言指其不能

偏離價值教育、生命教育、人權教育、法治教育、民主教育，以及公民資質

教育等原則與精神；就狹義而言品德教育是期望培養學生，具有知善—認知、

好善—情感、與行善—行動等多元知能，兼重道德推理思辨歷程與德行表現，

以形塑優質個人與理想社群。 

綜言之，品德教育是指符合社會道德標準之多樣化培育過程，藉由教與

學的活動，強化學生道德認知、道德情感與道德實踐的能力，透過學校、家

庭與社會教育的配合，期使個體能知善、樂善與行善，建立道德推理思辨歷

程與良好行為，進而內化成品德。 

品德教育屬教育本質之基礎工程，乃兼顧知善、好善與行善之全人教育，

亦是對當代社會文化持恆思辨與反省之動態歷程，故值此社會道德不彰之

際，強化具時代意義之品德教育，藉以促進家庭與社會教育之良性循環，確

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然而品德教育不僅在強化個人優質品格面向，增進個

人生活幸福，更期奠定社會共識基礎與規範，增強身為現代公民應有之核心

價值、行為準則與道德文化素養，使社會更朝良善發展（教育部，2006）。 

教育部在2003年9月召開「全國教育發展會議」，將「提升學生心理健康，

建構新世紀品格教育」列入議題。依據會議結論，成立「品格及道德教育工

作小組」，並於2004年底發布「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以作為各級學

校推動品德教育之依據，臺北市則將2008年訂為品格教育年。 

吳清山、林天祐（2005）指出：「品格教育不同於以往的道德（或品德）

教育，道德係指一個人行為操守的良窳，如廉潔、守法、孝順等倫理與道德

層面的觀念與行為表現，而培養學生具備良好的道德觀念與行為就是道德教

育的目標。而品格比較偏重於人格特質的意涵，如負責、勇氣、尊重、毅力、

感恩等特質，並不全屬於道德觀念與行為的範疇，而是兼重個人社會行為與

個性性情（情緒）的層面，這些特質不僅與一般生活行為規範有關，而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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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學習密切關連，並與個人未來的成就與發展息息相關。」 

簡成熙（2007）指出品格教育與個性、性情（情緒）的層面，確是傳統

道德教育（特別是L. Kohlberg的道德認知發展論）所忽視。值得注意的是，

吳清山、林天祐（2005）所定義之「品德教育」是用moral education。李琪明

（2006）將重視德行取向之道德教育，稱之為「品德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以與一般的「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有所區隔。李琪明希望

用「品德教育」來代替品格教育之翻譯。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之內涵周延，見解深刻，不只侷限在character 

education，是取品格及道德之雙重意涵。研究者在本文中將品格教育、道德

教育均界定為最廣泛層次的品德教育。 

二、品德教育的內涵 

了解品德教育的內涵並找出適合青少年品格與道德教育的方法，建構倫

理規範與價值信仰來提升青少年的品格水準，是學校教育責無旁貸的責任與

義務（黃德祥、謝龍卿，2004）。品德教育內涵係抽象且具整體性的複雜概

念，為能具體掌握其內涵，以作為課程目標與內容分析的理念依據，李琪明

（2000）以分類方式道德內涵分為：個人道德、偶性道德、公共道德、過程

價值等四大不同層次範疇，突顯出道德教育必須從「修身」做起，漸次到以

五倫為主的「私德」，再擴及到第六倫或第七倫的「公德」。茲說明如下（李

琪明，2000）：  

（一）個人道德  

個人道德係指個人的生活習慣與品德修養，其對象不涉及他人，直

指己對己的關係，亦即我國自古以來所強調的修身層面，也就是所謂的

私德。  

（二）偶性道德  

偶性道德是由中華傳統文化儒家思想中之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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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有別、長幼有序及朋友有信等五倫關係推演而來，主要是處理人與人

之間，一對一的特殊「二人關係」，其關係會依遠、近、親、疏，而有

不同之應對進退之守則。 

（三）公共道德  

公共道德是指人對人的群體關係，主要是用來規範個人對待他人

時，所應採取之行為與態度。其範圍包括：社區鄉土、社會團體、公共

財產、職業道德、國家民族及世界人類等。  

（四）過程價值  

過程價值主要在於強調道德價值的過程與能力，意即在學生價值形

成過程中，注意培養學生批判思考、溝通、反省等能力，它是對傳統道

德教育僅注重學生學習結果，卻忽略學習過程的一種反思與改進，其主

要內容包括：能依道德普遍性作適切決定與判斷、能追求真理等。  

Lickona(1991)提出品格與道德包括道德認知(moral knowing)、道德情感

(moral feeling)與道德行動(moral action)三個向度。認知層面包含意識並覺察道

德議題、理解道德價值、觀點取代、道德推理、作決定的能力；情感層面包

括良知、自尊、同理心、自制及謙遜；行動層面需具備能力、意願和習慣。 

日本的德育課程以四個面向架構道德內容（李寶琳，2006；洪祖顯，

1992）： 

（一）「人與自己」（關於自己本身的事）—個人絕對性的道德意識； 

（二）「人與他人」（與別人有關的事）—人與人之間相對性的道德意識； 

（三）「人與自然及崇高事物」（與自然及崇高事物有關的事）—人對事

物絕對性的道德意識； 

（四）「人與集團社會」（與團體或社會有關的事）—人與社會團體相對

性的道德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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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寶珍（2004）以Delphi法與因素分析，歸納出品德教育內涵四個層面。 

（一）內外修為：孝順、服從、勤儉、與整潔等品格素養，為品德教育中

「內外修為」的要素。 

（二）待人接物：寬恕、寬宏大量、瞭解他人、關懷、合作、仁愛等品格

素養，為學校品德教育中「待人接物」的要素。      

（三）正心誠意：自律、進取、反省、知恥、感恩與毅力等品格素養，為

學校品德教育中「正心誠意」的要素。 

（四）社會關懷：幽默感、忠勇、虔誠、公平、公正、正義、接納與追求

真善美等品格素養，為學校品德教育中「社會關懷」的要素。 

 
綜合言之，品德教育內涵由內而外，著重從個人修身做起，培養與群體、

社會及自然之間的良善關係，兼重道德認知、情感與行動，成於中形於外，

行有餘力則關懷社會；至於過程價值則強調道德價值形成的過程與能力，注

意培養學生批判思考、溝通、反省等能力，並能依普遍道德作適切決定與判

斷、能追求真理等。 

貳、 品德教育的理論基礎 

品德教育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它牽涉到道德「知」與「行」(Knowing 

and doing)不同層面的論述（歐陽教，1992）。以下就品德教育「理性」—知

與「實踐」—行，兩方面的相關理論探討： 

一、道德「理性」方面的相關理論 

道德發展是需要透過不斷的學習而增進的，實施品德教育實不容忽視道

德發展相關的理論。據此，道德發展理論：Kant自律道德觀、Piaget道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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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Kohlberg道德推理發展論及Eisenberg利社會行為(prosocial behavior)發

展論，作為實施品德教育「知」的理論參考依據。 

（一）Kant自律道德觀 

Kant提出三個道德命題：第一個命題是，有道德價值的行為必須是因義

務而為；第二個命題是，一個因義務而為之行為，道德價值不在於由此行為

所達成之目的，而在於決定此行為的準則；第三個命題是，義務是尊敬法則

的必然行為（林火旺，2001）。Kant的「假言命令」認為實踐道德是依據外在

的因素或價值，進而影響道德行為的意志與判斷能力，行為本身不是目的，

而是出於外在的條件是假言式的命令，是有條件的、被動的、外鑠的，所以

可視為一種「他律」的規範。相反的，「自律」是行為之所以具有道德價值

的根源，「自律」是透過克制自己的感性以實踐主體的理性而產生的，即「直

言命令」、「無上命令」或「絕對命令」，這樣的命令是出於自身的自由意

志，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自發的，所以行為本身就是目的。換言之，是透

過個體的自律以實踐道德，為道德而道德（歐陽教，1995）。 

（二）Piaget道德發展論 

Piaget認為兒童道德意識的成長是從無律、他律而後臻於自律的道德理

想。無律階段是指初生嬰兒到五歲兒童的階段，此時的孩童係屬於道德上的

「零規範」、「無規範」，行為只是單純的感官動作反應，並無道德規範可

言。兒童從五歲到八歲左右，進入他律的道德意識或道德判斷，接受規範服

從規範，很少表示懷疑。他們判斷行為的對錯是依據行為的後果，尚不能做

自主的道德判斷。與Kant所謂的假言命令有異曲同工之處，主張實踐道德是

依據外在的因素或價值，引發行為的意志與判斷能力，是有條件的、被動的、

外塑的。八歲至十二歲後，漸漸運用道德理智作判斷，可以遵守規約，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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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問明理由（歐陽教，1992）。他們會開始選擇、判斷規範的適切性與可行

性，注意到與人交往之間的互惠條件、相互性的關係。除了行為的後果，也

會考慮到行為的動機，在道德理性上漸趨成熟，對於社會與學校中的規範，

發展成一種平等的想法，形成合作的道德概念，步入成熟階段，此時道德行

為本身有其內在目的與動機，道德良心是其行為價值判斷的依據，屬於自發

性、自省性。茲將Piaget道德發展論與Kant道德觀結合，整理如下表2-2-1所示： 

表2-2-1 Piaget道德發展論暨康德的道德觀 

Piaget的道德發展 年齡  特徵 Kant的道德觀 

無律階段  0-5歲 無道德規範可言 無 

他律階段 5-8歲 片面的尊重，屈服權威 
規範 

假言命令 

自律階段 8-12歲 自立為法，躬自執行並 
自省 

直言命令、 
無上命令 

資料來源：國民中學品格與道德教育的內涵與實施之研究（頁33），吳寶珍，2004，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彰化市。 

 
（三）Kohlberg道德推理發展論 

Piaget對道德判斷的研究限於十二歲以下的兒童而未有所超越（單文經、

汪履維，1988）。Kohlberg繼承其階層之分別，以科學實徵的研究將道德認知

的發展分為成規前期、成規期及成規後期，並將其細分為六個階段(Ormrod, 

2003)。Kohlberg提出「道德兩難」的問題，來評定不同年齡的人有不同的道

德推理層次，道德的認知發展是循序漸進非跳躍式的，是遵循「自我中心→

衝突→失衡→調適→平衡」的發展過程。Kohlberg指出德行的教導是指引學生

方向，不是直接給學生答案，道德教育是引導向上的工夫，不是把原本不存

在的知識強加灌輸在學生身上。自律道德為其最終目的（高博銓，1996；陳

淑美，1999）。Kohlberg的三期六段道德推理論如表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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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2 Kohlberg的三期六階段道德理論 

階層 年齡 階段 道德推理依據 社會觀點 

道德成規 
前期

（Precon- 
ventional 
mority） 

少數學前 
孩子；多 
數為小學 
學童，及 
少數國中 
學生。 

1.服從避罰取向

(Obedience and 
Punishment 
orientation) 
 
2.相對利益 
(Individual 
instrumental 
purpose and 
exchange) 

盲目地屈服於

權威，遵守規

範，只因害怕

誤觸規定而造

成懲罰。 
遵守規範乃因

符合個人的興

趣與需求，也

符合他人的興

趣與需求，進

而從中換取相

對的利益。 

自我中心的觀點：無

視他人的興趣，人我

不分。無法結合兩種

不同的觀點。 
 
具體的個人主義觀

點：瞭解每個人都有

自身追求的利益，而

彼此之間會互相衝

突，透過對等的利益

交換方式，以整合衝

突。 
道德成規

期 
（Conven- 
tional 
morality） 

少數國小 
高年級學 
生；一些 
國中學生 
多數高中 
學生。 

1.尋求認可導向

（Orientation to 
approval）好男

孩/好女孩(Good
boy/Good girl) 

2.法律秩序(Law
and order 
orientation) 

以「人際關係」

取向，在乎他

人對自己的觀

點。極力扮演

好孩子的角色

個人必須肩負

社會責任，以

維持社會秩 
序。 

社會關係觀點：重 
視人與自己的關

係，在乎他人的感

覺、期待與支持。 
 

由人際的協議或動

機區分其社會觀

點—採取整個社會

系統的觀點，以整個

社會系統來定義角

色及原則。 
道德成規 
後期 
（Postcon 
ventional 
morality） 

少數成人 1.社會契約 
(Social contract)
 
 

2. 道德普遍性

原則(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

代表著社會成

員對於適切行

為的一致性認

定。 

依據普世道德

原則的指引，

是做決定最高

的依據原則。

超越社會的觀點：理

性的人應瞭解價值

與權利是先於社會

的依附與契約。 

道德的觀點：社會 
的安置乃紮根於 
普世的道德原則。 

資料來源：國民中學品格與道德教育的內涵與實施之研究（頁34），吳寶珍，2004，國

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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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isenberg利社會行為發展論 

Eisenberg(2000)認為情緒(emotion)可以幫助人們分辨不同情境下的道德

特徵，以激勵人們的道德行為，修正不合於道德的行為，顯現道德的價值。

尤其情緒反應中的罪惡感(guilt)、害羞(shame)與同理心(empathy)則被認為是

激勵道德品格發展的重要角色。所謂的罪惡感及害羞是當孩子自覺作錯事情

時的反應；同理心是對他人的同情，能感同身受，三者都是一種自覺性的情

緒反應，包含著自我瞭解與自我評價。因為罪惡感、害羞與同理心都顧及自

己對他人行為影響，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這樣的情緒反應是屬利社會行為

的發展。Eisenberg於發展論中指出，多數學前及小學低年級學生，會在喜歡

對方並認為會獲得回報的情形下而協助他人，是屬於「自私與自我中心導

向」；學齡前兒童及大多數小學生，會向他人表示關心但缺乏真正的瞭解，

是屬於「粗淺的他人需要導向」；部分小學生及國中生，基於所做的事可受

到肯定而表現出利社會行為，是屬於「尋求認同導向」；少數小學生及多數

國中生，能夠出於真正的同理心，感同身受地協助他人，是屬於「同理心導

向」；至於少數高中生能將協助他人轉化為一種內化的價值，是屬於「內化

價值導向」（李素貞、蔡金鈴，2004）。詳如表2-2-3所述。 

  表2-2-3 Eisenberg利社會行為思考五段論 
階  層 年  齡 描  述 

自私與自我中心導向 
（Selfish and self-centered 
orientation） 

多數學前及小學低年

級 
在喜歡對方並認為會獲 
得回報的情形下而協助 
他人。 

粗淺的他人需要導向 
（Superficial”needs of 
others”orientation） 

一些學前孩子及多數

小學生 
 

雖然，對他人身體及情
緒上表示關心，但是仍
缺乏真正的瞭解。 

尋求認同導向/好男孩好女
孩(Approval and stereotypic 
good boy/girl orientation)  

部分小學及國中學生 學生表現出正向的社會 
行為是基於認為所 

同理心(Empathic 
orientation) 

少數小學及多數國中

學生 

學生能夠出於真正的同
理心，「感同身受」，
協助他人。 

內化價值導向(Internalized 
values orientation)  

少數高中學生 學生將協助他人轉化成 
一種內化的價值。 

 資料來源：國民中學品格與道德教育的內涵與實施之研究（頁38），吳寶珍，2004，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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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理論，道德發展是有階段性的，品德教育期望個人道德發展由

自我中心、被動、外塑、他律的道德意識，循序漸進到自發性、自省性、考

量他人想法及團體規範的自律道德，並內化為個人的價值，型塑成熟的理性

道德。是以，品德教育之實施必須依據漸進原則，因材施教，循序遞升。 

二、道德「實踐」方面的相關理論 

道德發展理論的成效要能夠發揮到極致，有賴於生活中的實踐與養成。

Aristotle在德育上特別重視習慣的養成，Wittgenstein則認為德行和言語一樣，

都是人類的生活形式，需要在一個實踐的社會脈絡中，才能理解並習得（林

逢祺，2004）。以下就Noddings、Habermas、White等人、Durkheim及Bandura

等理論作一分析，依此作為實施品德教育「行」方面的理論依據。 

（一）Noddings關懷倫理學  

Noddings (1992)認為人性中自然的關懷之情，與建立在其上的道德關懷

之情，是道德實踐的動力來源。相互關懷是一種自然、天生的人際關係：「因

為我們從出生即浸淫在關懷的關係中，自然地對他人施以關懷，當我們需要

引出倫理的關懷時，會從曾被關懷的記憶中建構出關懷的理想……假如沒有

這種關係，沒有人可以獨立存在。」(Noddings,1995)。學校教育是多元目的，

不應限制在學術上的追求，要幫助學生了解自己的潛能，帶領學生往更良善

的境界發展。所以，傳統學校和教學的設計，必須要重新加以檢討，使得關

懷有機會在人際關係中產生，並在受關懷者身上看到結果(Noddings,1984)。

Noddings強調以「關懷的情感」為出發點，建立師生「關係」，道德教育才

能在潛移默化中落實。李奉儒（2005）亦主張台灣的道德品格教育應以「尊

重」與「關懷」為核心，融入教學結構、師生關係以及課程實施當中，使整

個學校教育的結構得以涵蘊師生之間的關懷與尊重關係，有助於促進學校學

生的道德發展。 



 58

（二）Habermas理論 

Habermas對於Kohlberg的道德教育理論提出批評，認為透過社會溝通與

論辯的過程，才能達到Kohlberg的道德教育理論中成規後期的「道德普遍性」

原則。Habermas指出惟有以獨立自主的個體參與實踐論辯，參與者依照理性

原則選擇論證方式，才能在道德問題上沒有衝突，導向共同的論點。他認為

每一個道德發展階段都有其不同的溝通互動方式，形成其不同的道德意識，

最後發展到以程序性、互為尊重的溝通理性為基礎的語言倫理，為最高的道

德理想（楊深坑，2000）。 

（三）White等人之理論 

White認為許多美德的形成是受到特定情緒的型塑，主張情緒教育是一種

「實踐的智慧」，指導學生「學習以明智的方式來管理、控制、指引情緒，

作為提升自己和他人福祉的一部分」。Spiecker則主張，成為一位道德行為者，

其必要條件之一是能夠經驗到道德情緒，而道德情緒是可以教的。Stevenson 

亦重視道德的「情緒意義」，亦即情緒的說服或宣傳力量，自己如此做，也

希望別人一起做，情緒上態度上能引起共鳴。其優點在「行」且不虛偽 (李

奉儒，2004；歐陽教，2002)。 

（四）Durkheim理論 

Durkheim反對純粹理性與實踐理性的對立，認為生活紀律的養成是十分

重要的，透過習慣的培養，使得學童得以學會規律性行為的偏好，感受到一

股外在的道德力量（何明修，2005）。 

（五）Bandura的社會學習論  

社會學習論強調，在社會情境個體行為受別人的影響而改變。至於社會

學習是如何產生的？Bandura採用觀察學習與模仿兩個概念予以說明（張春



 59

興，1983）。觀察學習是指個體以旁觀者身分，觀察別人的行為表現，即可

獲得學習；模仿指個體在觀察學習時，向社會情境中某個人或團體行為學習

的歷程(Bandura, 1986)。是以，學生通常會楷模學習在其生活環境中有接觸且

對他產生影響力的人，此正說明「身教」的作用，包括父母、教師。電視媒

體、電影、故事、小說、漫畫等資訊中的人物或主角，也是模仿學習的對象。

因此，身為師長除了要以身作則，更要慎選有正面教育價值的傳播媒體，使

學生了解有意義的內容，進而有助於道德行為的發展與實踐。 

綜合上述理論，品德教育的落實除配合道德發展階段外，應以關懷為出

發點，透過合宜之情緒管理，互為尊重的溝通理性，培養個人良好的習慣；

更需關注環境中模仿學習帶給學生的影響，慎選正面教育價值的教材，潛移

默化中影響學生的道德思維，發展出良善的道德情緒，促進學生道德行為，

並具體實踐於生活情境中。 

叁、品德教育之推展策略 

二十世紀科技文明發達之後，各國均深感品德教育相對而言日益重要。

美國自1980年代以來所推動的新（或當代）品德教育，尤其是綜合型品德教

育取向( comprehensive approach of character education ) ，有諸多值得學習之

處。先從美國綜合取向之品德教育進行探究，再進一步瞭解我國的品德教育

推動的狀況。 

一、美國綜合取向的品德教育 

以美國經驗而言，品德教育在校園的有效推動，在歷經若干轉折與不同

典範的爭議後，歸納為三種取向(Narvaez, 2006 )：（一）為傳統品德教育者，

強調教導「德行」的重要；（二）為理性道德教育者，強調教導「道德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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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三）為綜合取向品德教育者，為統整前述兩種較為偏窄的主張，

當代品德教育（蘊含品格與道德）強調品德教育應同時教導道德推理歷程與

德行表現，並且兼重個人道德自主性的啟發與社群意識的形塑。 

所謂新品德教育，是為了與以往品德教育有所區隔，因為美國傳統的品

德教育僅注重德目，實施方式多半單調且以訓誡為主；而當代品德教育卻是

以強調倫理核心價值，與道德推理歷程兼重，實施方式多元且以啟發為主（李

琪明，2008）。 

以「第四R及第五R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4th and 5th Rs )的「十二點綜

合取向的品德教育」、「品德教育聯盟」(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CEP)

的「十一點有效品德教育原則」，「品德優質中心」(The Center for Character 

plus )的「品德教育十大要素」，以及「倫理與品格促進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ics and Character)的「品德教育之六E」等四者最具代表

性，對品德教育有深遠的影響（李琪明，2004，2008；黃德祥、謝龍卿，2004；

蔡美玲，2006），茲闡述如下： 

（一）十二點綜合取向的品德教育 

美國「第四第五R中心」屬推動品德教育重要代表之一，該中心主任T. 

Lickona教授及其同仁等提出「十二點綜合取向的品德教育」的主張，其中三

點策略是全校性規劃(下列10，11，12點)，另九點策略則是教室中的教學活動

（李琪明，2008）。茲分述其策略要點及推動步驟如次： 

1.策略要點 

(1)教師成為提供關懷者、楷模以及指導者：以愛與尊重對待學生，鼓勵

學生正確的行為並糾正其錯誤的言行。 

(2)營造一個關懷之教室社群與班級氣氛：教導學生彼此尊重與關懷。 

(3)適度運用道德紀律，並使學生發展其道德推理、自我控制與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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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力。 

(4)教師可運用班會等學生自治機會，使學生學習如何做決定與負責任，

以建立民主教室環境。 

(5)透過學校各類課程以教導學生正向價值。 

(6)經由合作學習，使學生發展與他人合作與分享之能力。 

(7)教師可激發學生對於學業之認真負責感，並培養達成工作目標之習慣， 

以發展其未來之職業良知。 

(8)教師可藉由閱讀、研究、寫作與討論等培養學生品德之認知能力，並

能進而激發其倫理反省。 

(9)教導學生如何公平地解決紛爭，而不是用恐嚇威脅與暴力方式。 

(10)校方可運用典範或提供機會給學生，使其體驗為學校或社區服務，並

使關懷範圍走出教室。 

(11)創立正向之學校道德文化，使學校成為關懷社群並教導核心價值。 

(12)家長與社區均為學校推動品德教育之最佳夥伴，可用合作方式達致學

校、家庭與社會相輔相成之效。 

2.推動步驟 

根據前述，其推動步驟乃著重「草根式」之由下而上程序， 且彰顯各校

特點之推動歷程，其推動步驟如次： 

(1)先尋求人力與物力支持與資源； 

(2)形成一個領導團體為領導中心； 

(3)充實領導成員之品德教育相關知識基礎； 

(4)共同檢視學校使命與辦學方針； 

(5)針對教職員工生與家長進行品德需求問卷調查； 

(6)邀集有志之士以擴大推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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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激盪出各種不同之推動策略； 

(8)將受教主體學生納入並重複步驟(6)與(7)； 

(9)增長教職員工生代表成員有關品德教育知能，並思考在其各自不同崗

位上之可行推動策略； 

(10)以問卷調查等方式，調查學校成員對方案具體建議，藉以選擇與確認

學校品德教育方案推動目標之主要品德特點(character traits)，如仁

愛、關懷等； 

(11)以問卷調查等方式，藉以了解學校成員對於推動品德特點時程之看

法，如每週、每月或每年推動那些德目，以及分布之年級等； 

(12)在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中選擇適宜且多元之教學策略； 

(13)設立若干必要之次團體加以推廣品德教育，其中包括評鑑團體，以掌

握學校推動方案之品質及成效； 

(14)可設計一個品德教育有關之行動研究，以深入了解品德教育方案推動

情況，並建立資料庫； 

(15)步驟中強調品德教育推動委員會須（每月） 定期聚會， 並廣徵校園

各成員對品德教育之看法與意見，加以研商、討論反思與修正。 

（二）十一點有效品德教育原則 

「美國品德教育聯盟」與「第四及第五R中心」合作，由Lickona擬定品

德教育運作中所應掌握之精神，強調推動品德教育時須包含全體學校社群(the 

entire school community)，藉由整體學校課程與文化方能奏效，列出「有效品

德教育十一個原則」（Eleven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Character Education），作

為學校推動品德教育之重要指標： 

1.以「核心倫理價值」成為優良品德的重要基礎； 

2.品德內容包含認知、情感和行動等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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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正向意義的規劃與推動包含可以理解的、有意的、主動的、及全面的，

落實於學校每個角落； 

4.學校是個蘊含公平、關懷與正義之社群； 

5.學生成為主動建構的學習者實踐道德行為； 

6.配合多元教學方法教導其道德認知以促進道德思考； 

7.對核心價值有所認同及承諾，由遵守外在規則，轉化為內在動機與潛能； 

8.學校藉由共同參與及決定，共享並共同實踐核心價值形成學習性之道德

社群； 

9.建立反省與檢討機制，擬定長程發展計畫並持續推動； 

10.結合教育夥伴，共同參與培養品德教育運動； 

11.針對學校特質、道德教育氣氛、全體教職員的成效，以及學生實踐優

良品德的程度加以評鑑。 

（三）品德教育推動十大歷程 

美國「品德優質中心」是一群關心品德教育的學者、家長、教育者以及

企業家共同組成，由M. W. Berkowitz為主導的美國密蘇里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研究群為指導，提出「品德教育推動十大歷程」要素： 

1.社群參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教育者、家長、學生與社區代表人

士齊力參與品德教育，藉由凝聚共識的過程，建立長程發展之共同基石； 

2.設立品德教育方針(character education policy)：學校與地區均應將品德

教育視為教育之重要環節，並應將此支持與提升學生品德素養之使命，

形諸地方政策或學校辦學方針； 

3.彰顯特質內涵(identified and defined traits)：藉由各方參與，形成該品德

教育方案重要特質及其內涵之共識後，亦應彰顯給所有成員明確知曉； 

4.融入各科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品德教育所強調之德行特質，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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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適時適地融入在各個班級與學科之中； 

5.經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藉由提供學生諸多體驗與表現德行特質

之機會，並使其在實際生活情境中，透過服務學習、合作學習與同儕互

助等方式，實踐、討論並反省「德行特質」(character traits)； 

6.評鑑(evaluation)：基於評鑑是為使方案更好之前提，品德教育方案亦須

針對其歷程與結果做一反省與檢討，以檢視其目標是否達成及其成效； 

7.成人為角色模範(adult role models)：無論是家長或是學校中之教職員，

其言行均會影響品德教育之成敗，故方案中所有成人均須系統且有意地

關注德行特質，並成為孩童與學生學習之模範； 

8.教職發展(staff development)：學校中所有教師與職員須接受相關課程培

訓，以提升其對品德教育之專業知能，並能進而規劃與執行該方案； 

9.學生參與及領導資質之養成(student involvement and leadership)：學生應

積極且適齡地參與各項品德教育活動，從中學習如何做決定以及建立個

人與群體目標與規範等知能； 

10.永續發展(sustaining the program)：品德教育乃動態歷程，須不斷發展

與更新，並在相關資源支持之前提下永續發展。 

（四）品德教育之六E ( six E’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美國「倫理與品格促進中心」提供了品德教育全方位之實施方法，擷取

這些方法之第一個字母E，稱為「品德教育之六E」，重點如次： 

1.榜樣(Example)：品德教育應強調教師身教之重要，其雖並非聖人但仍

應審慎地處理其道德生活，成為學生學習榜樣，以獲學生信賴。 

2.解說(Explanation)：言教是品德教育方式之一，藉由道德對話，能使學

生益加了解品德之本質與精神，解除疑惑並啟發他們的道德認知。 

3.勸勉(Exhortation)：學生難免會有遭受挫折或面對選擇出現徬徨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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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則可發揮規勸進而引導之功效。帶領者必須在情感上激勵學生

的良善動機，鼓勵他們有堅持品格的勇氣。 

4.校風或倫理環境(Ethos or ethical environment)：班級或學校皆可視為小

型社會，因而品德教育方式之一乃強調境教之重要，亦即營造學校整體

道德氣氛以形塑學生品德。因此必須創造一個讓學生感受到彼此尊重與

合作的環境。體驗教育環境中接納、尊重、合作、信任、溝通與問題解

決是必須的要素，帶領者必須鼓勵成員依照自己的能力做出正確的決

定，且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任。 

5.體驗(Experience)：「做中學」乃品德教育之有效途徑，藉由提供校內

勞動或校內外服務，可使學生結合道德思考與行動，由自我概念之形成

而至培養與人群和諧相處。 

6.追求卓越(Expectations of excellence)：學生不僅在學業上追求卓越，在

品德方面亦應設定優質之標準努力以赴，使學生終生知善、愛善、行善

並止於至善。 

受到美國推動品德教育的影響，我國教育部積極推動品德教育。不少學

者提倡引入美國的品德教育方案（黃德祥、謝龍卿，2004）。李奉儒（2004）

則認為我國無論在歷史、文化、社會、政治或經濟等方面皆與美國脈絡不同，

如「孝順」卻是西方文化中所闕如不教的，因此對於品德教育的實施有必要

加以轉化。李奉儒（2005）建議在推動品德教育方面應審視現今政治、經濟、

社會等層面的變遷，考量我國特有的文化歷史傳統，因應全球化、地球村衝

擊和後現代化思潮的挑戰。 

綜合觀之，1980年以後的品德教育運動推行重點在於強調當代核心價

值，多元教學模式加以推展，並引進家長力量，以學校、社區提供品德養成

環境與道德氣氛，藉由問題解決、討論反思、價值教導多種方式，使良好德

行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及校方的後設評鑑，使之達到品德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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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品德教育推展的狀況 

（一）九年一貫課程中的品德教育 

我國國中小教育階段自2004年全面實施九年一貫課程以來，原有的國小

「道德」以及國中「公民與道德」單獨設科雖已不復存在，但在課程總綱中

提出「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力、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識，以及能

進行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等基本理念，課程總目標分為「人與自己」、「人

與社會環境」、「人與自然環境」三層面共十點， 加之自「社會學習領域」

與「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以及重大議題中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性別平等

教育，甚或其他領域之課程目標及分段能力指標加以分析，均可發現九年一

貫課程仍蘊含著廣義品德教育的意涵與精神。 

因此，以課綱層次的精神而言，實不應淪為「缺德」的封號，其關鍵在

於教科書與教學層次與課綱的落差中，逐次將品德教育予以遺失或疏漏（李

琪明，2008），且課綱之目的始終強調要以學生「生活經驗」為導向，將之

融入教育情境中；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更以「人的生活」為中心，尊重多元

文化價值的理念，培養學生具備科學知能及適應現代生活所需要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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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的大力推動之下，各縣市政府亦全面尋求各項資源，以發展地

方本位或學校本位的品德特色。各縣市教育局也因應品德教育政策， 推出電

子報（譬如高雄市教育局品德教育電子報）、成立品德教育網站，或是相關

研究案（譬如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委託關渡國小進行「臺北市國小品德教育實

施現況調查」）等。至於中小學校園，對於品德教育的推動也漸次融入各領

域或校園生活，或是轉化與整合為其他名稱加以推動， 例如生命教育、人權

教育、公民教育、法治教育、情感教育、性別教育、友善校園， 以及教訓輔

三合一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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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自九年一貫課程啟動至全面實施以來，我國數十年來在國中小學品德教

育單獨設科的模式雖劃下句點，在高中亦僅公民與社會科與生命教育類科有

極少部分與道德教育直接相關。因而，教育部於2003年9月舉辦「教育發展會

議」，其中針對品德教育在教育改革中受忽略的檢討後，推出相關品德政策。

該項會議決議事項之一， 即是督促教育部必需設置「品格及道德教育推動小

組」，於是同年11月該小組成立，並於其後擬訂了「品德教育推動五年計畫」，

且於2004年12月公布「品德教育促進方案」，2006年11月經小幅修改後再次

公告更名為「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如附錄一）。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之推動，是冀望以學校教育為起點，引導

各級學校在既有基礎上，發展具有特色且永續之「品德本位校園文化營造」，

方案的實施原則與理念強調須符合民主過程、多元參與、統整融合、創新品

質與分享激勵。為具體有效落實新世紀品德教育之推動，符應社會各界之殷

切期盼，此方案之實施策略採「研究發展、人力培訓、推廣宣導、反省評鑑」

等方式，其中研究發展為推動之目標掌舵，人力培訓為推動之動力系統，推

廣宣導為推動之行銷服務，反省、評鑑則為推動之品質把關。 

方案目標期望能增進學校全體成員—包括學生、教師、行政人員、家長、

或結合社區/民間人士等—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行為準則之認識，並

具有思辨、選擇與反省，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力；引導並協助學校結

合學群/社區之「品德校園文化營造」予以推動，使全體成員於對話溝通、凝

聚共識歷程中，建立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與願景；提升家長/社區對於品德教

育之重視程度，發揮家庭/社區教育之德育功能，期與學校教育產生相輔相成

之效；同時希望藉由統整各級政府、家長與民間（媒體）等資源，喚醒社會

各界對於品德教育之重視與體現，進而提升全民道德文化素養（教育部，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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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強調「品德校園文化營造」推動之重要，茲

說明如下（李琪明，2004）： 

「校園文化營造」指藉由公民社會和社區總體營造之意涵，配合「學校

中心」(school-based）之教育改革發展趨勢，以及「建造學校成為一個倫理或

道德的社群」(creating an ethical or moral community)之思潮，逐步形成「學校

共同體意識」，落實校園倫理重建與學校永續改造之意（李琪明，2003）。

因而，品德本位之校園文化營造就是「將品德融入校園文化營造的一種學校

本位德育推動模式。」此模式強調學校、地區（家長）或地方政府積極合作

成為夥伴關係，營造學校整體校園與文化成為品德涵蘊場所，期使學生發展

出當代倫理重要價值—諸如關懷、誠實、公正、責任、自尊尊人等普世價值；

其次，品德教育是藉由民主參與及凝聚共識方式形成，以使青少年在良好校

園文化涵蘊中培養公民資質、社群生活之正向參與，以及良好公民德行；再

者，學校除營造一個正向道德文化(positive moral culture)外，教師與行政人員

均扮演照顧者、模範與良師益友角色，並藉由民主關懷教室氣氛，以及合作、

反省、討論等方式做出道德決定與解決紛爭，以使學生品學卓越且能創造出

優質校園。 

參酌國內外品德教育多元綜合推動策略的精華，適當轉化，「教育部品

德教育促進方案」之實施原則為民主過程、多元參與、統整融合、創新品質、

分享激勵，實施策略為研究發展、人力培訓、推廣宣導、反省評鑑等，應力

求符合我國實施之本土性與可行性，以營造品德本位之優質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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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2005～2008施政主軸 

教育部於2004年公布「2005～2008施政主軸」，依其主軸架構包括呈顯

「創意台灣、全球布局～培育各盡其才新國民」之願景；另有四個主要綱領，

分別為現代國民、台灣主體、全球視野、社會關懷；其下分列共計十三項策

略以及近百項方案重點。其中「營造友善校園」以及「加強品德教育」二項，

與品德教育最為直接關聯，前者具體目標臚列如次，後者則即採用「品德教

育促進方案」。 

施政主軸中有關營造友善校園之理想，與品德教育之理念相輔相成， 且

在政策推動之際亦常統整融合，其目標如次（教育部，2004） ： 

1.建構和諧關懷的校園情境，營造平等尊重的友善校園； 

2.建立多元開放的校園環境，營造和諧互助的學校氣氛； 

3.訂定關懷支持的體制規章，建置照顧弱勢學生的機制； 

4.規劃健康人性的環境設施，奠定安全溫馨優質的校園； 

5.發展開放便利的資源網絡，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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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部公民教育實踐方案 

教育部於2005年4月公布「教育部公民教育實踐方案」 （教育部，2005），

其與品德教育亦頗有異曲同工之妙。該方案目標與理念架構如次。 

1.實踐方案目標 

(1)深化師生民主素養，涵養理性思辯能力； 

(2)建立友善校園規範，強化公共溝通機制； 

(3)關懷社區、開拓國際視野，善盡公民責任。 

2.理念架構 

實踐方案架構圖中雖僅有「強化品德教育」一項，明顯地標示品德教育，

但不論第一項強化公民知能、第二項建立友善校園，乃至第三項發展公民行

動，均為品德教育的多元層面 (如圖2-2-1 ) 。 

 

圖2-2-1 公民教育實踐方案理念架構圖 

公民教育實踐 

1 .強化公民知能 2 .建立友善校園 3 .發展公民行動

1.1 培養民主參與能力 

1.2 建立公共溝通機制 

1.3 學習公共決策過程 

1.4 發展衝突管理能力 

1.5 強化品德教育 

2.1 設計友善評比指標 
2.2 檢討校園相關規章 
2.3 強化學生自治功能 
2.4 澈底根除以任何肢體 

或語言暴力對待學生

之不當管教措施 
2.5 營造無性別歧視之校

園環境 
2.6 發展永續校園環境 
2.7 結合家長志工改造社

區文化 
2.8 建構校園安全保護 

3.1 探究社區公共議題

3.2 關懷認同本土文化

3.3 推動社會改造方案

3.4 促進國際合作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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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北市品德教育推展現況 

臺北市為首善之都，向來就是各種教改運動的龍頭，對於品德教育的推

動亦是一步當先。我國教育部於 92 年成立「品德教育工作小組」，並於民國

93 年底頒布「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期望培養學生實際生活之正確態度和情

操，而 92 年臺北市教育局於「研商臺北市教育發展公共論壇」會議之議題五

─培養學生品格教育議題中，亦呼籲推動品格教育之重要性，96 年 9 月 5 日

發布「臺北市中小學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更將 2008 年訂為「品格教育

年」，以德育為核心，重視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的全人格教育與全方位

學習目標；以鼓勵和愛來推展品格教育，啟發學生對生命的感動、感激與感

恩；讓品格教育在家庭紮根、學校成長、社會與國家茁壯；期盼塑造溫馨的

家庭氣氛，營造友善的校園文化，重建清新的社會風氣。 

吳清基（2005）體認到品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以精緻教育為核心概

念，將品德教育融入九年一貫課程，讓孩子在生活化課程中學習」的想法，

更促使臺北市國民小學進一步將品德教育融入九年一貫課程的設計中，讓孩

子能更完整地學習到品德的正確觀念（黃祝，2004）。故臺北市已有不少學

校，藉由生活體驗活動，讓學生認知良好品德的重要性，並能轉化為情感及

行動的實際能力（李玲，2005）。 

臺北市一直秉持著「品質是價值與尊嚴的起點」理念，培養學生正確價

值觀，重視個別差異關懷弱勢，營造自信健康快樂的優質學園，堅持「把每

一個孩子帶上來」的全人教育思維，挑戰升學主義、唯智教育與文憑至上等

偏失價值；實施優質卓越、精緻創新與人文科技的教育，建立優質學校指標，

推動品格教育。吳清基（2008）提出 2008 品格教育年十大願景： 

1.品格教育 全方位學習； 

2.品格核心 有愛最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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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格策略 大家來超越； 

4.品格陶冶 融各科教學； 

5.品格體驗 生活中發現； 

6.品格生活 學生找自我； 

7.品格家庭 親子享溫情； 

8.品格校園 師生都友善； 

9.品格社會 和樂又受惠； 

10.品格表揚 你我做榜樣。 

臺北市將 5 月母親節訂為「孝親月」，表揚每班孝親及禮儀楷模；將 5

月的第一週訂為「交通禮讓週」，要求學生學習讓座，禮讓老弱婦孺；九月

定為「敬師月」，教師節前後訂有「敬師週」，提倡學生尊師重道；12 月則

為感恩月，要學生歲末感恩，關懷週邊之人。持續對學校宣導品德教育實施

之重要性，辦理品德教育小故事徵稿活動，讓學生親自來參與，希望學校恢

復實施每週「中心德目」，讓孩子有沉殿思考自己行為對錯的機會，並舉辦

各種活動，發展品德教育特色（吳清基，2008）。 

吳清山（2008）提出「三生」就是生活、生命、生態教育，學生除了會

考試，還要會生活，培養各種不同的技能與品德良好的行為；更要積極關懷

生命，愛惜自己，不能欺負他人；面對現在環保意識抬頭，要重視生態問題；

推動教育「111」，倡導教師要能「有教無類，因材施教」，以愛為核心，致

力於學生的學習。 

臺北市教育局依「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教育部公民教育實踐

方案」、「教育部 97 年度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臺北

市中小學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臺北市 97 年度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計畫」、「2008 品格教育年十大願景」、「臺北市 97 年度公私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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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治、品德及公民教育實踐實施計畫」與「臺北市 97 年度公私立國民

中學品德教育具體作法與案例評選計畫」，辦理「臺北市 97 年度國民中學品

德教育具體作法與案例評選活動」、「表揚品德教育特色學校暨研習實施計

畫」持續推動品德教育。 

綜上討論，學校品德教育的推展─從學生學習到整個「品德本位校園文

化營造」，學生、教師、行政人員、家長、或結合社區、民間人士等全體成

員應於溝通對話與共識凝聚歷程中，參考國內外學理研究與實際運作，整全

思考品德教育的意義，考量學生認知、情緒與實踐的多元發展，建立品德教

育之核心價值、行為準則，及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與願景。由日常生活做起，

循序漸進，避免單一、說教、灌輸的方式，妥善結合各級政府、家長與民間

（媒體）等資源，發揮家庭與社區教育之德育功能等，思考創意與彈性空間

的發揮，符應「民主過程、多元參與、統整融合、創新品質、分享激勵」的

實施原則，落實「研究發展、人力培訓、推廣宣導、反省評鑑」的實施策略，

以因應教改趨勢、社會結構改變、文化多元及經濟發展的影響，建立符合我

國實施之本土性與可行性的品德本位優質校園文化，並力求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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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長道德領導與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校長道德領導、學校品德教育推展、及校長道德領導與品

德教育推展的相關研究。 

壹、校長道德領導之相關研究 

有關校長道德領導之相關研究，共計12篇，整理如附錄二。 

就道德領導相關研究之內容來看，對道德領導的原則、策略發展、具體

做法、面臨的困境等做探討與研究的有：林純雯（2001）、顏童文（2002）

與張憲庭（2003）、陳隆進（2006）、謝朝宗（2007）、周中琪（2008）等

六篇；探討校長道德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教

師組織承諾及工作投入、教師組織公民行為、教師工作投入、教師專業倫理

之關係研究的如：張樵益（2004）、蘇美珍（2005）、林俊傑（2007）、方

啟陽（2007）、梁淑娟（2008）、鐘秀雪（2008）等六篇。 

國內對校長道德領導之研究，大都以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為主，輔以實

地訪談者，僅有張憲庭（2003）、林俊傑（2005）、陳隆進（2006）等三篇。

在受試者方面，則以學校教師為主，其次為學校校長。 

茲就這些研究中關於不同背景變項與道德領導相關研究之發現與結果，

分別探討如下： 

一、教師不同背景變項 

（一）教師性別 

林純雯（2001）研究指出不同性別教師對於道德領導問題應然與實然部

分，未呈顯著差異；張樵益（2004）研究指出不同性別教師所知覺整體國小

校長道德領導及各層面上，男性教師得分略高於女性，但結果未呈現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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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蘇美珍（2005）不同性別的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校長整體道德領

導與各道德領導分層面上，皆未呈顯著差異；林俊傑（2005）研究結果顯示

整體道德領導行為層面上「男教師」覺知均明顯高於「女教師」，且在「公

平正義」層面、「關懷服務」層面、「促進專業共治」層面以及「規劃實踐

願景」層面上，均達顯著水準；陳隆進（2006）研究指出不同性別教師對「校

長道德領導行為現況量表」總層面、「勇氣批判」層面、「誠實負責」層面、

「進德修業」層面及「反省實踐」層面，均未達顯著差異，僅在「公平正義」

層面、「關懷包容」層面，達到顯著差異；梁淑娟（2008）研究顯示在關懷

倫理層面上，男性教師相較於女性教師更加認同校長的行為表現，但教師性

別差異在校長的德行修養、正義倫理、批判倫理上，則無明顯差異。 

上述研究結果，尚不足顯示結果之ㄧ致性，顯示教師不同性別對校長道

德領導的覺知，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教師年齡 

張樵益（2004）研究指出不同年齡國小教師知覺整體校長道德領導及各

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林俊傑（2005）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教師覺知整

體校長道德領導行為，具有顯著差異存在，且在「公平正義」層面、「關懷

服務」層面與「整體道德領導」層面上，「年長」的教師明顯高於「年輕」

的教師；陳隆進（2006）研究指出不同年齡之國小教師對「校長道德領導行

為現況量表」總層面及其各層面的覺知上，並無顯著差異；梁淑娟（2008）

研究顯示教師不同年齡覺知校長道德領導各層面（德行修養、正義倫理、批

判倫理、關懷倫理）及整體表現上，具有顯著差異，年齡稍長的教師（40歲

以上者）比年輕教師（40歲以下者），重視校長在整體領導學校事務之行為。 

上述研究結果，尚不足顯示結果之ㄧ致性，顯示教師不同年齡對校長道

德領導的覺知，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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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服務年資 

張樵益（2004）研究指出不同服務年資之國小教師，在校長道德領導知

覺上大致相同，未有顯著現象；蘇美珍（2005）不同的兼任行政職務教師年

資，所覺知校長整體道德領導與各道德領導分層面上，皆未有顯著差異存在；

林俊傑（2005）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服務年資教師覺知「公平正義」層面、「關

懷服務」層面、「勇敢負責」層面、「促進專業共治」層面與「整體道德領

導」上，具有顯著差異存在，服務年資較深的教師明顯高於服務年資較淺的

教師；陳隆進（2006）研究指出教師不同服務年資對校長道德領導行為現況

的覺知呈現顯著差異，服務21 年以上的教師得分，顯著高於服務6~10年的教

師；梁淑娟（2008）研究顯示教師不同任教年資在校長道德領導各層面（德

行修養、正義倫理、批判倫理、關懷倫理）及整體表現的覺知上，具有顯著

差異，任教資歷愈久的教師，相對於任教年資較低的教師，對於校長道德領

導的重視程度會更加注意。 

上述研究結果，尚不足顯示結果之ㄧ致性，顯示教師不同服務年資對校

長道德領導的覺知，值得進一步研究。 

（四）教師最高學歷 

張樵益（2004）研究指出不同學歷國小教師，在校長道德領導知覺上，

並無顯著差異；林俊傑（2005）研究結果顯示不同學歷國中教師覺知校長道

德領導行為在「促進專業共治」層面、「規劃實踐願景」層面與「整體道德

領導」上，具有顯著差異存在，且「研究所以上學歷」的教師明顯高於「大

學非教育科系畢業」的教師；陳隆進（2006）研究指出國小教師不同學歷之

教師對校長道德領導行為現況量表中的各層面看法相當一致，無顯著差異；

梁淑娟（2008）研究顯示國小教師不同學歷對校長道德領導的正義倫理、關

懷倫理及整體表現上，具有顯著差異，研究所以上及一般大學學歷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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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師大師院體系之教師有更重視的傾向。 

上述研究結果，尚不足顯示結果之ㄧ致性，顯示教師不同學歷對校長道

德領導的覺知，值得進一步研究。 

（五）教師職務 

張樵益（2004）研究指出國小教師知覺校長道德領導不因不同職務狀況，

而有顯著差異；林純雯（2001）、顏童文（2002）、穌美珍（2005）研究結

果顯示，各不同職位受試者，所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現況程度，皆達顯著水準，

且職務為「主任」者的覺知程度皆高於職務為「組長」者；林俊傑（2005）

研究結果顯示不同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行為在「公平正義」層面、「關

懷服務」層面、「正直批判」層面、「促進專業共治」層面、「規劃實踐願

景」層面與「整體道德領導」上，「主任」明顯高於「導師」及「未兼行政

工作之教師」，而「組長」則高於「導師」；陳隆進（2006）研究指出不同

職務的國小教師對校長道德領導行為現況的覺知，達顯著差異，主任的得分

高於級任導師的得分；梁淑娟（2008）研究顯示教師不同職務對校長道德領

導的各個層面以及整體表現上，均具有顯著差異，擔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均

比導師、科任未兼組長者，重視校長的整體道德領導表現。不同職位的國民

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的道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 

上述研究結果，尚不足顯示結果之ㄧ致性，顯示教師不同職務對校長道

德領導的覺知，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校長不同背景變項 

（一）校長性別 

林純雯（2001）研究發現國中教育人員、教育行政機關人員，及學者專

家均支持校長實施道德領導，且男性支持程度高於女性；林俊傑（2005）研

究顯示國中教師因學校校長性別不同，在校長道德領導行為「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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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服務」、「正直批判」、「促進專業共治」、「規劃實踐願景」層面

及「整體道德領導行為」的覺知上，男校長道德領導作為優於女校長；周中

琪（2008）指出實施道德領導有其必要性與可行性，但男校長在應然與實然

的層次上高於女校長，性別對「校長實施道德領導」原則與作法具有影響力。

男校長在道德領導的覺知及作為上優於女校長。 

陳隆進（2006）研究指出國小教師因學校校長性別不同，在「校長道德

領導行為現況量表」總層面，「公平正義」、「關懷包容」、及「勇氣批判」

層面的覺知上，並無顯著差異；而在「誠實負責」層面、「進德修業」層面、

「反省實踐」層面，均為女校長優於男校長。 

綜合上述，顯示校長性別與校長道德領導之關係，尚未有一致的結論，

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校長年齡 

林俊傑（2005）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會因服務學校校長的年齡不同，在校

長道德領導行為之「規劃實踐願景」層面的覺知上，45歲以下校長道德領導

作為優於46~55歲；陳隆進（2006）研究指出國小校長年齡不同，教師在「校

長道德領導行為現況量表」總層面及其各層面的覺知上，年齡在45歲以下者

優於年齡56歲以上者，年齡46~55歲者亦優於年齡56歲以上者。周中琪（2008）

研究發現實施道德領導有其必要性與可行性，在應然與實然的層次上，年齡

對校長實施道德領導的原則與作法具有影響力。其餘研究篇章因未列入研究

背景變項，或結果未呈現顯著差異。 

上述研究結果，尚不足顯示結果之ㄧ致性。故校長年齡與校長道德領導

之關係，尚未有一致的結論，究竟「性別」與校長道德領導之關係為何，值

得進一步研究。 

（三）校長最高學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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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俊傑（2005）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因服務學校校長最高學歷之不同，而

對校長道德領導行為之「促進專業共治」、「規劃實踐願景」及「整體道德

領導」層面的覺知上，「研究所以上」優於「大學非教育科系」；周中琪（2008）

研究指出最高學歷對「校長實施道德領導」的原則與作法具有影響力。其餘

校長道德領導之研究或未將校長教育程度列入背景變項，或其研究結果未呈

現顯著差異，值得進一步研究。 

（四）校長服務年資 

林純雯（2001）研究發現國中教育人員、教育行政機關人員，及學者專

家均支持校長實施道德領導，且對實際情況的覺知大同小異，資深者高於資

淺者；陳隆進（2006）國小教師會因學校校長在校服務年資不同，在「校長

道德領導行為現況量表」總層面、「公平正義」層面、「關懷包容」層面、

「勇氣批判」層面、「誠實負責」層面、「進德修業」層面的覺知上，年資

較淺者優於年資較深者；周中琪（2008）認為服務總年資對「校長實施道德

領導」的原則與作法具有影響力。 

上述研究結果，尚不足顯示結果之ㄧ致性。故校長校長服務年資與校長

道德領導之關係，尚未有一致的結論，值得進一步研究。 

三、學校環境不同背景變項 

林純雯（2001）、蘇美珍（2005）、林俊傑（2005）研究結果指出學校

規模不同之國中教師對校長道德領導覺知程度，並未有顯著差異，張樵益

（2004）研究指出學校規模不同的國小教師在整體校長道德領導及「德行修

養」、「正義倫理」、「關懷倫理」三層面上的知覺上，呈現顯著差異，且

「13～24班」及「25～36班」均優於「37班以上」；陳隆進（2006）、梁淑

娟（2008）研究顯示學校規模不同之國小教師對校長道德領導的各個層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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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體表現上，均具有顯著差異，規模較小的學校教師較規模愈大學校之教

師，更為重視校長道德領導的表現。 

學校大小關係著學校成員之間的聯繫程度，連帶影響整體的校園生態，

上述研究結果亦顯示不同類型的學校規模與校長道德領導之關係，尚未有一

致性的結論。擬藉由受試者學校規模的不同，探討其中對於道德領導的覺知

是否有所差異。 

綜合上述發現教師、校長及學校環境不同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之研

究結果，大多不一致。原因可能是受研究對象或研究工具不同，或因時空背

景不一而受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貳、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相關研究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於2006年委託關渡國小進行「臺北市國民小學品德教

育實施現況之研究」（李寶琳，2006），研究對象則包含國民小學校長、承

辦業務處室主任、教師、家長及國小高年級學生等。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

訪問調查、專家座談等進行，其目的是欲瞭解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品德教育

的現狀、分析臺北市國民小學實施品德教育所秉持的核心價值、瞭解臺北市

國民小學實施品德教育的困難、需求與建議。 

研究結果分為臺北市國民小學品德教育實施現況、品德教育實施的核心

價值及品德教育實施的困難與需求等三個部分摘述如下。 

一、品德教育實施現況 

針對品德教育實施現況分為實施方法、實施時間、教材來源及成效評鑑

等四個方面，分析歸納如下： 

（一）實施方法 

1.學校實施品德教育之方式以融入相關課程為主，處室聯合推動及宣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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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為輔； 

2.各校品德教育之推動有其中心主軸，並有橫向及縱向統整之作法 

3.部分學校引進不同信仰的宗教團體人力及教材等資源，以協助品德教育

相關活動的推行 

4.多校校長扮演政策落實推動的決定性角色，家長則擔任協助者的角色； 

5.多數教師的教學活動多元且豐富，並且兼顧認知、情意等不同層面； 

6.多數教師實施品德教育的方法，可看出配合學生心智年齡與能力發展的

不同。 

（二）實施時間 

學校及教師實施品德教育之時間均以導師時間、綜合活動、彈性課程時

間為主，老師部分則多了語文時間；學校以融入學科教學為輔，老師則以，

下課時間為輔。 

（三）教材來源 

學校及教師實施品德教育教學活動之教材，均以生活教材為主，其次為

書籍、教科書、繪本、自編教材。 

（四）成效評鑑 

學校與教師實施品德教育教學活動之評鑑方式，均以觀察學生日常生活

言行及與其他人員討論學生表現為主；學校另以學習單及自編教材為輔；老

師則以學習單評量及讓學生自我評量為輔。 

二、品德教育實施的核心價值 

不同規模學校與不同年段教師均認為，品德教育實施的核心價值內容是

以「責任」、「誠實」為主，老師則另外強調「關懷」；核心價值的產生方

式，以討論產生為主，精神標語或規訓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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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德教育實施的困難 

(一) 沒有合適的實施時間 

品德教育的實施困難主要在於沒有合適的實施時間，九年一貫課程實施

以後，儘管有多數教育人員利用導師時間、課程融入等時間進行品德教育，

但是仍有四至五成的人認為這樣的時間並不適當。就級任教師的角度而言，

這種時間上的排擠效應是最大的問題。 

(二) 沒有合適的教材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以後，儘管有多數教育人員利用新聞時事與相關書籍

等教材進行品德教育，但是仍有四至五成的人認為這樣教材並不適當。 

(三) 學校其他活動太多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以後，學校課程發展的自主性提高，老師必須配合相

關單位辦理的各種活動。雖然各校已逐漸統整相關活動，仍無法有效解決活

動太多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四) 課程進度上不完 

按照課程及教學進度表上課，是教師每天工作的重點之一，無形中也造

成教師莫大的工作壓力。倘教師無法掌控教學的節奏，家長可能因此而指責

教師教學不力。 

(五) 部分社區家長認同度不高 

以家庭經濟型態來探討家長對於品德教育的認同程度，可以發現，中上

階層的家庭配合度較高；勞工階級、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弱勢家庭等則囿

於經濟、時間及既有的認知模式等因素，使品德教育的施行出現落差。 

(六) 社會整體環境的影響 

在科技的日新月異、價值觀的變動、人際關係日漸疏離、政治人物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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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作用、媒體的負面報導等諸多因素影響下，品德教育施行的成效受到衝擊。 

(七) 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包括「教師的心態問題」及「成效無法立竿見影」。 

四、品德教育實施的需求 

(一) 家庭教育的配合 

學校實施品德教育所需之協助主要在於家庭教育的配合，究其原因，應

該是教師在實施教學活動之後，尚須家庭環境的延伸與父母適當管教態度的

輔助。 

(二) 教材的提供 

有關品德教育的教材中，最主要的來源是宗教團體編製之書籍、故事書、

影片等，另外，則是我國文化教材或相關書籍，還有相關的影片、繪本等，

最後則是教師自編的教材、學習單。 

(三) 進修課程的辦理 

任何重要政策的順利推動，都需要辦理研習進修課程，讓各校教師能瞭

解辦理之目的及相關的作法。 

(四) 社區資源的支援 

該研究發現，小型學校與大型學校相較，較無社區資源的需求。究其原

因，可能是小型學校與家庭社區的聯繫較為緊密，故此需求也較小。 

(五) 人力的協助 

行政對於教師教學活動的支援或家長對於教師教學活動的協助等，將有

效提高教師實施品德教育教學活動的意願。 

(六) 經費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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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費日益緊縮之情況下，如何讓經費作合理的分配或再分配，讓品

德教育能全面的推廣，需要相關單位費心思考。 

(七) 家長的信任與支持 

學校或班級教師投注心力於品德教育的教學活動，家長的信任與支持，

品德教育才能落實。 

臺北市教育局依據李寶琳（2006）研究結論，擬定了「臺北市中小學推

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96年9月5日北市教國字第09636896300號函），定訂

關懷、尊重、自律、孝順、誠信、感恩、合作、有恆、負責、自省、公平、

正義、勇敢、同情等十四個核心價值，作為臺北市倫理核心價值，要求各校

至少擇3項（如禮讓、孝親、敬師、童軍、說好話、存好心、做好事…等相關

活動）（97年3月20日北市教國字第09733048400號函），做為品德教育重點

工作，研訂校本品格核心價值及其行為準則，並融入總體課程實施。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於是再委託關渡國小進行「臺北市國民小學品德及法

治教育能力指標之探析」（李寶琳，2008），研究以九年一貫課程七大領域

及六大議題之能力指標為基礎，進一步分析出與國小法治及品德教育有關之

能力指標。研究發現：在七大領域中與品德教育相關的能力指標，以語文領

域占最多數，顯示語文是實施品德教育最佳的學習領域；在六大議題中與品

德教育相關的能力指標，性別平等、環境教育與家政議題三者是實施品德教

育較佳的議題領域。 

呂敏華（2006）研究高雄市國民小學品格教育實施現況指出教師品格教

育實施方式呈現多樣化的現象。國小教師在課程中實施品格教育以「綜合活

動領域」最普遍，而「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最罕見；教材以「靜思語」最

常被採用，「學校編製教材」則較少；而大部分教師並未借助自己以外的人

力資源；至於家庭聯絡簿則常讓學生用於「反省與檢討」；在議題方面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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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是「生活教育」，「生態教育」則較不被重視；運用之教學法以「講

述法」 最多，「角色扮演法」最少；並常安排於「導師時間」實施，「彈性

課程」則最少；教師特別關注之層面以「身教」最多，「境教」較被忽略；

特別強調之層面以「行為實踐」最多，其次是「認知」與「情意」；只有少

數教師「會」配合節慶舉辦品格教育主題活動，大部分教師則「不會」；評

量方式以「教師觀察」最多，「紙筆評量」則很少被教師採用。 

謝佳雯（2008）以問卷調查作為主要研究方法，調查國中教師及九年級

學生對品格教育實施成效意見。研究發現：臺中市國民中學品格教育實施在

課程設計層面，「生命教育」課程設計是最具有成效的方式，而以「中心德

目」及「晨會」的課程設計方式，則相對較無成效。教學方式層面則以教師

之「身教」及「日常生活指導」為品格教育最佳成效之教學方式。評量方式

層面以「學生晤談」為最有成效，然「指標評量」、「檔案評量」及「學生

自評與互評」則被認為較無成效之評量方式。社會資源的運用上以「親師座

談」及「邀請社會人士分享奮鬥歷程」為最具成效。此外，品格教育實施困

境主要為「少子化之影響」及「社會政治人物的錯誤示範」。 

 教育部於96年為建構全國品德教育推動策略與評鑑指標的運用要項，以

利校園品德教育實施兼具效能與品質，以提供學校與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之參

考，委託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領導學系，擬定中小學階段的學

校品德教育推動策略及評鑑指標。李琪明（2008）依此目的，以我國教育部

與相關主管教育行政單位的近年品德教育政策，及學校層級所施行的品德教

育概況，針對教育部首次舉辦的獎勵品德教育績優中小學學校獲獎資料（國

小部分—計34所學校、國中部分—計23所學校、高中部分—計12所學校）為

基礎，對品德教育實施的課程類別、推動者、內涵、對象、策略、範疇等角

度加以統計歸納分析，其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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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類別：非正式課程實施者居多，其次為潛在課程，正式課程居少數。 

2.推動者：以教師扮演主要推動者居多，其次為學校行政單位，再者為校

外組織，另學生本身推動以及家長參與亦皆有之，還有教育行政單位

直接推動。 

3.內涵：在認知、技能與情意等三層面的分配頗為均衡，品德教育的實施

內涵基本上是多元且彈性的，並非侷限在某一層面。 

4.對象：實施品德教育的對象而言，主要教育實施對象為學生，其次為教

師，針對家長者雖有但居少數。 

5.教學策略：以道德討論、價值澄清、文學故事、藝術陶冶、關懷和諧、

參與體驗、道德紀律、校風形塑等八種較具代表，且有教育意涵之品

德教育教學策略加以歸納，其中以運用參與體驗策略居多，其餘策略

使用較為不一。 

6.教學範疇：以關切「人與他人及社會」的面向居多，「人與自己」的面

向就整體而言居次，「人與自然及超自然」的面向則為少數。 

李琪明（2008）依此基礎，以Delphi方法，訂定「品德教育十大推動策略

及其參考做法」（如附錄三），此推動策略之十大推動面向為：1.學校特色；

2.行政領導；3.教師專業；4.資源整合；5.正式課程；6.非正式課程；7.潛在課

程；8.學生表現；9.校園氣氛；10.永續經營。觀諸此推動策略「學校特色」面

向之內容，強調學校推動品德教育發展之基礎內涵，品德教育之推展要能基

於學校願景、親師生需求，透過全校親師生以民主參與方式，研商推動品德

教育的方向、具體目標與成員角色，選取品德核心價值，訂定具體行為準則，

採取具有學理基礎或國內外實施成功經驗的品德教育推動重點與方式，彰顯

品德教育的普遍性，適度發揮學校實施的多元特色。是以，將「學校特色」

面向，改為「推動發展」之面向，以更適切展現其意涵（如圖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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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動策略奠基於我國現況，適度地加入新元素，將傳統

與現代創造性地轉化，旨在提供中小學推動品德教育的方針與原則，其兼具

學理基礎與推動的多元面向，但預留多元方式推動的彈性與創意，以因應並

且展現各校品德教育的需求及特色，期突顯學校本位的精神，強調紮穩根基，

品質、創新、與永續發展的重要。 

本研究即以推動發展、行政領導、教師專業、資源整合、正式課程、非

正式課程、潛在課程、學生表現、校園氣氛、永續經營等十個向度作為探討

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的重要層面，據以作為本研究問卷編製之層面基礎。 

 

圖2-3-1 品德教育推展策略十大面向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學校品德教育推動策略及評鑑指標研究報告（頁119），李琪明，

2008，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委託研究。 

資源整合

潛在課程

行政領導

推動發展

非正式課程

正式課程

永續經營

教師專業

學生表現

校園氣氛 

品德教育推

展策略面向



 88

由以上討論知影響學校品德教育推展之因素甚廣，本研究僅就學校不同

背景變項如校長背景變項（校長性別、年齡、學歷、擔任校長年資）、教師

背景變項（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最高學歷、現任職務及任教領域）及不

同學校規模來探討，不擴及家長及其他社會層面等因素。 

叁、校長道德領導與學校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相關研究 

學校道德領導與品德教育推展策略的相關研究，國內付諸闕如。 

與道德領導相關研究指出，校長道德領導與教師之組織承諾（林俊傑，

2005；張樵益，2004）、教師工作投入（林俊傑，2005；梁淑娟，2008）、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蘇美珍，2005）、教師組織公民行為（方

啟陽，2007）、教師專業倫理（鐘秀雪，2008）均呈現正相關。 

品德教育相關研究方面：羅道勳（2007）研究指出不同性別、年齡、教

育程度、學校規模之教師德育素養，在個別層面間存在部分差異；蔡佩珊

（2007）研究指出國小教師品德教育認知現況為中上程度，不同個人背景變

項的國小教師其品德教育認知上，有顯著差異，且國小教師的品德教育認知

程度愈高，其班級經營的表現愈佳；洪紫原（2005）研究指出教師的品格教

育效能感與學校關懷氣氛間具有顯著正相關；蔡美玲（2006）探討實踐社群

在國民中學之應用，並以推動品德教育為例，研究指出學校發展實踐社群有

助於教師專業成長，營造出愉快的工作環境，促動熱絡的學習分享討論，以

及提升學校氣氛與文化，並能提升推動品德教育之成效。 

校長領導與品德教育相關研究方面：余秋範（2007）以臺北縣市六位曾

獲得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的國小校長為研究對象，進行訪談、實地觀察記

錄及蒐集相關的書面資料，探討相關領導理論，建構國小校長推動品德教育

的領導模式，以及國小校長推動品德的相關策略，依此，校長領導確實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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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校品德教育成效。 

綜合上述，校長道德領導能促進學校老師工作投入、教師組織公民行為、

組織承諾及教師專業倫理，並能提升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

學校發展實踐社群與關懷氣氛，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促進品格教育效能感，

並能提升推動品德教育之成效；教師的品德教育認知程度愈高，其班級經營

的表現愈佳；校長領導確實可提升學校品德教育成效。  

根據以上討論發現，校長道德領導對品德教育推展應有極深遠的影響，

兩者之間存在著相關性，目前尚無針對校長道德領導與品德教育推展策略之

研究，值得進一步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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