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木金、邱馨儀、張維倩、林惠煌(2013)：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刊載於 2013 年 12 月

14 日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舉辦 2013 兩岸三地校長學學術研討會─校長教學領導論文集(P.117-134). 
 

117 
 

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 
陳木金(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邱馨儀(台北市立日新國民小學校長) 

張維倩(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林惠煌(新北市集美國小退休校長) 

摘要 

整體而言，本文歸納學者專家們對於「以學定教」的教學領導模式研究與看法，並從以下三

個層面加以分析：1.從分析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研究文獻，探討教學領導模式等四種模式，解析

建構「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論述基礎。2.從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的實證

研究，提供建構「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實證支持。3.從三位校長年資都超過十年以上

的師傅校長的訪談分析觀點：(1)從學生的學習成效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2)從學生的學習意義

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3)從研訂學生成就指標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歸納摘要做為「以學定教」

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建構的要點，並進一步論述校長教學領導的核心任務，值得學校推動教學領

導與實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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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scholars and experts " Learning Orientation in Taught 

" mode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opinion in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analyz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levels. 

Firstly,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model to explore the four modes of teaching leadership mode, analytical 
construct " Learning Orientation in Taught " mode of discourse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Secondly, from the empirical study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relationship, provide construct " Learning Orientation in Taught " 
empirical support for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model. 

Thirdly, from analysis point of the three mentor principals views with" Learning 
Orientation in Taught " mode for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They proposed 
three key issue :1. From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o see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model. 2. From the students 'learning meanings to see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model.3. From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dicators of 
achievement to see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model. 

Finally, this article Summaries the three levels of main points as "l Learning 
Orientation in Taught " for the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model construction,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re tasks of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worthy school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erence. 
Keyword:  Learning Orientation in Taught,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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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分析國外的教學領導研究文獻，首先，發現「以學定教」是校長教學領導

的核心任務趨勢。例如，Collins(1987)在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研究中，歸納七

個教學領導任務：(1)評鑑教學過程；(2)評鑑學生進步；(3)強調學生成就為學校

主要成果；(4)協調與控制教學；(5)協調教學內容、順序與教材；(6)提供良好的

學習環境；(7)發展、維持與提昇在職成長計畫。Moorthy(1992)認為校長教學領

導包括：確立教學任務、監督教學計劃、提昇學校學習氣氛三個層面。

Johnston(1993)也指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應以管理與察查課程教學、積極提昇正

向學習環境、積極提昇教師成長與決策能力及積極溝通教學為主要工作。

Litchfield(1996)則認為教學領導包括：教室觀察、舉行教室觀察前與觀察後的會

議、與教師商討長期的課程目標的工作任務。Shipman( 2001)指出美國跨州學校

領導者核照聯盟(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 ISLLC)，強調學

校領導者必須重新定位於教學之上，其主要任務為學習、教學以及創造優質的學

習環境。 

其次，對照國內學者的重要觀點，李安明(1997)指出校長教學領導有六個層

面：(1)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2)確保課程品質；(3)確保教學品質；(4)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5)增進學生學習氣氛；(6)發展支援之工作環境。楊振昇(1999)將校長

教學領導行為分為三層面：(1)界定學校任務：建構學校目標，傳達學校目標；(2)
管理教學計劃：視導和評鑑教學，協調課程，督導學生進步，保障教學時問；(3)
提昇學校學習氣氛：保持高出現率，提供教師誘因，提昇教師專業發展，提供學

習誘因。張碧娟(1999)認爲校長教學領導有六個向度：(1)發展並溝通目標；(2)
管理課程教學；(3)視導評鑑教學；(4)提昇教師專業成長；(5)督促學生學習進步；

(6)發展支援環境。張德銳(2001)指出：校長透過直接或間接的領導行爲來建立和溝

通學校目標、建立學生期望、協調學校課程、視導與評鑑教師教學、增進學生學習機會

和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王有煌(2003)指出：校長應有五個積極的教學領導作爲：(1)
溝通教學理念與目標；(2)提昇課程與教學品質；(3)增進教師專業能力；(4)營造

組織學習氣氛；(5)建立優質教學環境。歸納上述學者看法，普遍也指出「以學

定教」的教學領導模式，認為校長教學領導能促進教師教學成長與增進學生學習

成就。 

第三，Krug(1986)的研究發現教學領導與學生的學業成就有正相關。

Larsen(1987)的研究中指出，學生高學習成就與學生低學習成就的學校，其校長

之教學領導行為有顯著的差異，高效能的學校，校長教學領導行爲愈高。Smith
和 Andrews(1989)的研究發現：重視教學領導的校長除了與一般校長一樣重視行

政管理與運作外，會花更多時間在教學計畫的改善。Springer(1996)研究指出，

高成就學校校長與低成就學校校長，在教學領導行為上有明顯差異。林明地(1999)
經由學校的實際觀察研究，發現校長教學領導實際的內涵：(1)提昇教學品質；(2)
對老師的教學情形能有所掌握；(3)表現關心；(4)協助處理突發狀況；(5)對學生

的素質與表現能有所瞭解；(6)給予老師壓力，維護學生受教權。王宗平(2003)
的個案研究發現國小校長的角色已由傳統的「行政管理」，遞變為「教學領導」。

分析前述的研究果，發現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可以改變教師的教學行為以期提高

教學品質的「以學定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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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初探前述有關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國外研究、國內學者及相關研究，

以下，本文將從：1.從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研究文獻探討，建構「以學定教」校

長教學領導模式的論述基礎。2.從探討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的實證

研究，提供「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實證支持。3.從師傅校長的訪談分

析，歸納摘要做為「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建構的要點，藉以說明及分

析「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做為學校推動教學領導與實施的參考。 

 

貳、「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論述基礎 

回顧校長教學領導的重要研究及方向，若從「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

式來分析，可以看出校長教學領導的模式，它是一種建構在卓越教學的追求以提

昇教育品質，確保學生的學習成就與表現。例如，Krug(1992)認爲教學領導五個

層面，包括：界定任務、管理課程與教學、視導及支援教學、追蹤學生的進展、

促進教學氣氛。其次，McEwan(1998)提出「有效教學領導七步驟」(Seven Steps to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此七個步驟為：(1)設定並達到教學目標；(2)

為教職員而存在；(3)創造有助於學習的文化與氣氛；(4)傳達學校的願景與任務；

(5)對教職員設定高期待；(6)培養教師領導者；(7)對學生、教職員及家長保持正

向態度。並據此設計「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檢核表」（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al Checklist），此檢核表包含二十九項指標，經常被用以評估

校長的教學領導表現、瞭解教職員對校長教學領導的認知程度。再則，林明地

(1999)指出：校長會致力於發展溝通教學目標、管理課程與教學、視導與評鑑教學、提

昇教師專業成長、督促學生學習進步、發展支援的教學環境等，以期提昇教師教學效能，

達成教學的目標。另外，針對有效教學領導的策略而言，Larry(2003)在「Developing 

Instructional Leaders」指出：許多成功的學校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也就是充滿著

團隊教學的精神，對學生的學業和社會發展都具有相當大助益，他指出培養出教

學領導者是學校成功的最關鍵要素。因此，如何找出關鍵要素，本文試著從張維

倩(2004)的研究，探討分析：1.Bossert, Dwyer, Rowan&Lee 的教學領導模式；

2.Snyder 的教學領導模式；3.Hallinger 和 Murphy 的教學領導模式；4.Murphy 的

教學領導模式等四種模式，探討建構「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論述基礎。 

一、Bossert, Dwyer, Rowan&Lee的教學領導模式 
  Bossert, Dwyer, Rowan 和 Lee(1982)於遠西實驗室(Far West Laboratory)進行

的教學領導研究，並建立教學管理架構(A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該教學領導模式架構包括四個因素，詳如圖 1 所示，值得做為「以

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建構的參考。以下分別以說明： 

1.背景因素：所有環境與相關因素，都有可能影響到校長的教學領導。包括：A.

社區：地理位置、家長社經背景與其支持程度、社區成員，這些因素是教學

領導的助力，也可能是阻力。B.校長的信念與經驗：校長辦學的理念和專業

知能。C.機構背景：包括政策與規定、各種教育專業組織。 

2.校長的領導：強調各項教學領導行為。包括：擬定與傳達學校目標、觀察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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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教師教學、教學資源的分配及行政管理等。 

3.影響範圍：強調教學的氣氛與教學的組織。教學的氣氛包括學生紀律、學生彼

此的關係、師生間的關係，和社區的關係等。教學組織則包括：課程、教學、

教師進修、班級規模以及學生評量等。 

4.學習結果：學習結果是學校所欲達成的目標。包括：學生的學業成就、學習態

度、責任感、自尊心以及成為一位健全的公民。 

 

社區
community

校長的信念與經驗
principal's beliefs and

expericences

機構背景
institutional context

教學的氣氛
instructional climate

校長領導
principal's
leadership

教學的組織
instructional
organization

背景因素 校長領導 影響範圍 學習結果

學習成果
learning

outcomes

 

圖 1 Bossert, Dwyer, Rowan&Lee 的教學領導架構圖 
資料來源：“The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role of the principal,” by S. T. Bossert, D. C. 

Dwyer, B. R. Rowan & G. V. Lee, 1982,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8(3), p.40. 

 

二、Snyder 的教學領導模式 

Snyder(1983)之教學領導模式，乃以時間進程之方式將教學領導分成三個階

段：計畫、發展、達成目標／評量，每一個階段皆有其主要的工作任務，詳如圖

2 所示，值得做為「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建構的參考。以下分別以說

明： 

1.學期初的第一階段(九月至十月)計畫：本階段的主要任務在於「計畫」。校長的

工作在於：設立學校目標、擬定教學計畫、個別班級教學計畫。 

2.學期中的第二階段(十一月到翌年四月)發展：本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目

的在於執行第一階段的計畫。工作包括：「臨床視導」，即是召開視導前會議，

藉由實際觀察教師教學，提出具體建議。其次，校長必須重視教師進修與成

長，同時也要與教師共同設計、實施與評鑑課程，並掌握各項計畫的執行進

度與成果。在過程中要激勵、引導教師並給予適當協助。最後，校長必須對

有限的資源做合理的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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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年終的第三階段(四月到五月)達成目標／評量：此階段強調的是「評量」，評

量的重點在於「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與「教師是否達成教學目標」、「教職

員達成計畫的程度」。針對評量成果，以彙整各項成果報告，並進行「再計

畫」，協助改善教學。 

 

計畫(planning)

設立學校目標
擬定教學計畫

擬定班級教學計畫

發展(developing)

臨床視導
教師成長
課程發展
成效管理
資源管理

達成目標/評量
(achieving/assessing)

再  計  畫
學校效能
成果報告
支援學習

第一階段
（九月到十月）

第二階段
（十一月到翌年四月）

第三階段
（四月到五月）

圖 2 Snyder 的教學領導模式圖 

資料來源：“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for productive schools,” by K. J. Snyder, 1983,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0(5), p.32. 

 

三、Hallinger & Murphy的教學領導模式 

Hallinger 和 Murphy(1987)提出教學領導模式，包括三個主要層面：界定學

校任務、管理教學計畫、提昇學校氣氛，如圖 3 所示，值得做為「以學定教」的

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參考。以下分別以說明： 

1.界定學校任務(defines the mission)：A.形成目標：擬定近程、中程、長程目標。

B.傳達目標：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將學校目標傳達給教職員及家長。 

2.管理教學計畫(manages curriculum and instruct)：A.瞭解教學計畫：校長能確保

教師教學符合學校目標。B.協調課程：積極參與課程教材之檢查或班級課程

之安排。C.視導與評鑑：從事教室觀察與教學視導，以瞭解教師教學情形。

D.監控課程：校長注重學生學習評量的結果及進步的情形，並督促教師將之

作爲教學決定之參考。 

3.提昇學校氣氛(promotes school climate)：A.設立標準：提供學生學習上的誘因。

B.設立高期待：對學生有較佳表現之高度期待。C.保障教學時間：確保教師

的教學時間不受外界影響而中斷。D.促使教學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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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Hallinger和Murphy的教學領導模式圖 

資料來源： “Assessing and developing 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by P. 

Hallinger & J. F. Murphy, 1987,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5(1), p.56. 

 

四、Murphy 的教學領導模式 

Murphy(1990)綜合過去對於教學領導的研究，發展一套用以檢視教學領導的

完整性架構，此架構包括四個層面：發展任務與目標、管控教學過程的運作、促

進校園的學習氣氛、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如圖 4 所示，值得做為「以學定教」

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參考。以下分別以說明： 

1.發展任務與目標：計畫學校目標、傳達學校目標。 

2.管控教學過程的運作：促進教學品質、視導與評鑑教學、分配並保障教學時間、

協調課程、督導學生進步。 

3.促進校園的學習氣氛：建立積極正面的期望標準、保持高度出現率、提供師生

獎勵誘因、促進專業成長。 

4.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創造安全有序的學習環境、提供學生參與活動機會、發

展教職員的合作與凝聚力、確保資源能支援教育目標、使家庭與學校緊密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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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導

發展任務與目標 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促進校園的學習氣氛管控教學過程的運作

(1) 計畫學校目標
(2) 傳達學校目標

(1) 促進教學品質
(2) 視導與評鑑教學
(3) 分配並保障教學時間
(4) 協調課程
(5) 督導學生進步

(1) 建立積極正面的期望標準
(2) 保持高度出現率
(3) 提供師生獎勵誘因
(4) 促進專業成長

(1) 創造安全有序的學習環境
(2) 提供學生參與活動的機會
(3) 發展教職員合作與凝聚力
(4) 確保資源能支援教育目標
(5) 使家庭與學校緊密結合

圖 4  Murphy 的教學領導模式圖 
資料來源：“Principal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by J. Murphy, 1990, Advance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vol. 1, Part B: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the 

School, p.169, JAI Press. 

 

參、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的實證研究 

分析林惠煌(2003)的研究，以積差相關分析探討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

能的相關情形，發現校長教學領導及各測量指標（凝塑學校願景、提昇教師專業、

確保教學品質、激勵學習成就、營造支持環境）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各測量指標（教

學計畫準備、系統呈現教材、靈活教學策略、善用評量方式、良好師生互動）都

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因此，要提高教師教學效能，從校長教學領導的提昇是

為一種具體可行的途徑。但是，為了理解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建構，本

文以變異數分析，探討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的關係，提供建構「以學定

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實證分析。以下加以說明： 

一、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內涵分析 

探討校長教學領導的內涵，趙廣林(1996)認為校長教學領導要做到六個層面：

教師評鑑與輔導、良好的教學資源運用與管理、提昇教學策略、鼓勵具有教育性

質的活動、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及關心學生學習情形。謝建成(2001)指出校長教學

領導的內涵分為四個向度：發展及溝通教學理念與任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及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沿著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內涵的研究脈

絡，本文歸納林惠煌(2003)的研究，探討校長教學領導內涵，並融合其多年來擔

任校長教學領導工作之實務經驗體會，發展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五個層面：1.凝

塑學校願景、2.提昇教師專業、3.確保教學品質、4.激勵學習成就、5.營造支持環

境，做為「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內涵。以下分別以說明： 

1.凝塑學校願景：對於學校課程的實施，各校均需依學校特性與需求，發展學校

願景，學校課程發展委員再據以規劃學校自主課程，而教師則依此編擬教學計畫，

故學校願景乃是校務發展之重要依據。因此校長若能致力發展學校願景，能公開

宣示學校的發展方向，適時宣導傳達重要之教學政策，且能適時與教師家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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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使全體成員對於學校任務具有使命感，並帶動成員達成教學目標。 

2.提昇教師專業：對於教師的統整課程設計與協同教學能力，可說是教師專業能

力的核心。因此校長若能領導教師致力於教學革新、促進教學實務的協助與對話，

提供教師誘因、鼓勵教師進修、透過行動研究解決教育問題，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則必能提昇教師教學效能，進而促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3.確保教學品質：近年來新課程實施衍生的課程銜接及其它問題等，教師若無法

於課堂上做適當的調整與補充，均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品質。因此校長須更重視確

保教學品質，注重教師職務之安排，並能觀察及評鑑教師教學情形，參與教學檢

討並輔導其改進教學，且能了解師生學習及教學上的因難，掌握整體教學品質。 

4.激勵學習成就：把每個孩子帶上來，要讓孩子在學校學習有成就感，才能激發

學生的學習與趣，所以學校應創造各種的學習平台與表演舞台，安排多元的學習

活動，讓各有所長的學生能有所發揮。因此校長發揮教學領導的功能，對學生學

習成就有高度期待，創造誘因以激勵學生學習風氣，鼓勵多元學習督促學生進步，

達到教育的目標。 

5.營造支持環境：對於營造支持的環境，學校必須體察社會脈動、了解家長需求、

以學生為中心，校長的領導行政應積極支援教學，與家長社區溝通爭取支持，並

能支持教師教學，營造精神層次的支持環境；另外在物質環境方面，校長能關心

教學資源的合理分配，重視教學資源的運用與管理，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讓教

師能無後顧之憂。 

二、教師教學效能模式的內涵分析 

探討教師教學效能模式的內涵，陳木金(1998)將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分成六個

向度來探討：教學自我效能訓練、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有效

運用教學時間、建立和諧師生關係、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張碧娟(1999)將教學

效能歸納為五個層面：教學計畫準備、系統呈現教材、多元教學策略、善用教學

評量、良好學習氣氛。簡玉琴(2001)將教師教學效能歸納為七個向度：教學計畫、

教材內容、教學策略、教學時間、師生關係、班級氣氛、教學評量。沿著教師教

學效能模式內涵的研究脈絡，本文歸納林惠煌(2003)的研究，探討教師教學效能

模式內涵，並融合其多年來擔任校長教學領導工作之實務經驗體會，發展教師教

學效能內涵領導之五個層面：1.教學計畫準備；2.系統呈現教材；3.靈活教學策

略；4.善用評量方式；5.良好師生互動等。以下分別加以探討： 

1.教學計畫準備：新課程實施後，教學型態與方式做了很大的改變，其中一項即

是須於開學前完成教學計畫的擬訂，教師須依據課程綱要與教學目標訂定各領域

教學計畫。故教師於開學前投入足夠的時間妥善準備教學、利用時間蒐集相關資

料編擬學習單以豐富教學內容，並根據所選定的版本教材及學生的差異，擬訂教

學及班級經營計畫，做好事前的教學準備，則學生的學習成效必能有所增進。 

2.系統呈現教材：系統性的教學活動必須透過媒介傳達給學生才能達成教學的目

標，而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則為教材。因此，教師若能在實際教學時，以學生的起

點行為為基準，提供統整的課程概念，由簡入繁層次分明地呈現教材傳達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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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能妥善地安排好教學活動的時間與程序，則學生必能習得完整的知識架構，

故有系統地呈現教材，實為檢核教師教學效能的重要依據。 

3.靈活教學策略：課程內容以領域呈現，強調與生活結合的統整課程，教師為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及達成教學目標，教師應依照課程內容靈活教學策略，如可依

課程需要改變教學型態、聘請具專長家長參與教學、將資訊融入各領域教學、會

運用開放性問題促進學生進行深層或創意思考等。教師若能在實際教學時，配合

教學單元與學生程度，靈活運用教學型態與方法，則必能增進教學效果，達成教

學目標。 

4.善用評量方式：評量是檢核老師的教學成效及評估學生的學習效果的重要指標

之一，老師依評量結果重新檢討教學方式或作為補救教學的依據。而因應教學方

式的多元化，評量也應朝向多元評量的方式來進行應依教學內容採行如觀察、實

作、報告、表演…等多元評量方式。教師若能依學生的學習表現及教學內容，採

用多元且適當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並依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方式，

則教師的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成效必能與日俱進。 

5.良好師生互動：良好的師生互動關係是教學成功的必要條件，教師若能做好情

緒管理避免在課堂上出現情緒性的語言暴力、時常關心學生的生活情形與家庭狀

況並適時提供協助；教學時能以幽默的氣氛帶動教室裡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鼓

勵學生主動提出問題並以包容的態度接受問題、以民主的方式給予學生自我表達

和作決定的機會、能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積極關懷學生，則對教師的教學效能定

有莫大的幫助。 

三、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的實證研究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得分情形的關係，本文分析林惠

煌(2003)的研究資料，探討 557 位教師受試樣本調查從校長教學領導看教師教學

效能，他們在校長教學領導的得分情形，以得分上、下 27﹪為分界點，分成低、

中、高三組，進行變異數分析；若各組差異達顯著，則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

比較，以了解在校長教學領導量表及其五個向度；「凝塑學校願景」、「提昇教師

專業」、「確保教學品質」、「激勵學習成就」及「營造支持環境」得分之低、中、

高三組在教師教學效能量表及其五個向度：「教學計畫準備」、「系統呈現教材」、

「靈活教學策略」、「善用評量方式」及「良好師生互動」得分差異情形，進一

步探究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關係。分析本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整體

而言，低中高三組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情形，F

值為 190.98，已達.001 顯著水準。因此，再以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高分組

得分的平均數優於低分組、中分組；中分組的得分平均數優於低分組。由表 1

的變異數分析摘要情形可以明顯的看到低中高三組於校長教學領導的得分，在

教師教學效能五個向度上均有顯著差異存在。：1.教學計畫準備（F＝121.90，P

＜.001）；2.系統呈現教材（F＝113.69，P＜.001）；3.靈活教學策略（F＝146.30，P

＜.001）；4.善用評量方式（F＝85.83，P＜.001）；5.良好師生互動（F＝86.87，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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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各向度的差異情形，本研究再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考驗得

知，差異主要存在於「教學計畫準備」、「系統呈現教材」、「靈活教學策略」、「善

用評量方式」及「良好師生互動」中。綜合而言，本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高分組的

在教學計畫準備、系統呈現教材、靈活教學策略、善用評量方式及良好師生互動

的得分情形，均優於中分組、低分組；而中分組的在教學計畫準備、系統呈現教

材、靈活教學策略、善用評量方式及良好師生互動的得分情形，也優於低分組。 

表 1 校長教學領導低中高三組與教師教學效能各向度差異比較摘要表 

向度 樣本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比較 

向度一 

教學計畫準備

1 高分組 157 31.13 2.67

121.90*** 

1＞2 

1＞3 

2＞3 

2 中分組 240 28.71 2.58

3 低分組 160 26.39 2.91

向度二 

系統呈現教材

1 高分組 157 18.73 1.50

113.69*** 

1＞2 

1＞3 

2＞3 

2 中分組 240 17.24 1.60

3 低分組 160 15.98 1.77

向度三 

靈活教學策略

1 高分組 157 48.13 4.64

146.30*** 

1＞2 

1＞3 

2＞3 

2 中分組 240 45.54 4.46

3 低分組 160 39.17 4.99

向度四 

善用評量方式

1 高分組 157 22.29 2.16

85.83*** 

1＞2 

1＞3 

2＞3 

2 中分組 240 20.64 2.10

3 低分組 160 19.11 2.26

向度五 

良好師生互動

1 高分組 157 37.36 2.60

86.87*** 

1＞2 

1＞3 

2＞3 

2 中分組 240 35.03 3.06

3 低分組 160 32.80 3.53

整體 

教師教學效能

1 高分組 157 157.66 10.67

190.98*** 

1＞2 

1＞3 

2＞3 

2 中分組 240 145.15 10.69

3 低分組 160 133.46 11.83

 

 

肆、從師傅校長訪談看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 

陳木金(2010)在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在校長培育的應用，依據國內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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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實務經驗豐富之校長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等看法，統整歸納師傅校長經

驗傳承的五大向度：「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及「生

涯發展」。其在推動校務層面規劃了「體察同仁需求」、「掌握校務要項」、「研訂

發展願景」、「研訂學習成效」、「擴充學校公關」、「扮演校長角色」六種經驗知識，

經由師傅校長的支持幫助國小校長的學校領導與經營實務知識之訓練。徐崧瑋

(2013)依據推動校務的內涵，發展六個指標進行分析發現，在「4.師傅校長能幫

助我結合課程計畫和校務發展的有效實踐，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的師傅校長支

持與國小校長校務經營效能的相關程度最高(詳見表 2 所示)。更進一步的分析，

可以看出，這個推動校務的指標的權重落在「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

因此，乃根據陳木金(2012)在建置國民小學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我們訪談

了三位校長年資都超過十年以上的師傅校長的觀點：1.從學生的學習成效看校長

教學領導模式；2.從學生的學習意義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3.從研訂學生成就指

標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歸納分析摘要做為「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建

構的參考。 

一、從學生的學習成效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 

第一位師傅校長歷任三所國民小學，校長年資十五年以上，專長在課程教學與校

務經營，曾多次帶領學校團隊獲教學卓越績優。他認為學習成效就是我們辦學第

一個要務，就是要讓我們的學生學得好、學得有所成。因此在我們的初任校長或

是即將擔任校長的一個必備的觀念與重點程序就是： 

1.深度理解課程目標：必須含納正式課程、潛在課程和特色課程 

(1)課程目標確定，並要有所了解，那課程的目標就是佈頒的整個課程綱要，這

是關於正式課程的部分，因此我們對教育部、教育局對課程的各項解釋、綱要、

政策、走向與內容要非常的清楚與理解,以培養我們國家在這個教育體制下要培

養的國民。 

(2)要重視各項潛在課程的發展，而潛在課程的發展會涉及到整個學校文化脈絡

的建構、我們社區文化的背景內容、未來我們整個社區的觀念與發展，這些潛在

課程在學校的各種情境裡，人文社會都會慢慢有所昭顯，所以在這個部份需要多

加理解。  

(3)學校的特色課程，此學校基於在自然文化及產業上的需求，所產生的特殊人

文風貌或產業的文化條件，因此我們要家以綜合與了解。  

2.研訂學習成效：銜接主流課程、落實在地課程、回應社區家長的需求與期望 

在研訂學習成效中，一定要非常了解社經的、社區的期望，社區的期望是我

們在教育中成人世界期望兒童世界有不同的展現或對於未來的趨勢與變革，因此

在社經文化的背景之下，我們必須了解整個社區對社區學童發展的各項期望， 而

在這些期望中有三點必須特別注意，透過這三點，我們才能夠完整建立社區的調

查，理解孩子的學習成效是否能符合地區的期望。 

(1)要能銜接主流課程，要理解國家的主流課程並充分的銜接。  

(2)要落實在地課程，每個課程因時制宜、因地制宜而要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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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實社區家長的需求與期望，這些期望是整個社區對未來發展的理解或追求

的目標。 

3.重視教師為學校最珍貴的資源：了解教師專長與素養，重視教師專業發展 

(1)要充分了解老師的專長與素養，初任校長或是就任校長時必須了解所有老師

的受訓專長與背景，透過他們的專長與背景指導出合適的孩子。 

(2)組織一個讓老師的專長和專業可以表現的地方。 

(3)對老師重新的組織與再造，希望透過我們的訓練，老師能有第二、第三專長，

逐漸調整我們學校發展的方向、激發學生的學習特質。這個部分就必須建立在老

師專長的持續跟老師的專長再造上面。 

4.了解學生的特質與夢想：掌握孩子的興趣、塑造孩子的夢想 

(1)要了解學生的特質與夢想，每個學生都有他的特別的特質，在各個社區學生

皆會有異於其他社區的特質，要能夠符合孩子的特殊需求，並能夠因材施教。 

(2)掌握孩子的興趣，孩子有興趣，學習動機強，學習能力也會提高。 

(3)塑造孩子的夢想，讓孩子有動力往家長的夢想、課程的目標邁進，因此在這

個部份就要特別重視教學策略的引導，並能夠多元性、開放性的給予孩子表現的

舞台。 

5.組織學習材料：提供適合的材料、放入正式的課程中 

提供適合的材料才能讓孩子有所吸收、有所培養、有所發揮，因此在正式材

料的組織要能含納部廳局的重要目標，將其放入正式的課程中。 例如，學校自

編課程的部分就要含納潛在課程和特色課程這兩項，讓孩子有所發揮，也能因此

建立孩子與他人不同、獨特之處。 

6.理解檢測孩子學習成效的規準：分析基本能力，重視孩子必須學到基本能力 

理解檢測孩子學習成效的規準：要分析出一個基本能力，孩子必須學到基本

能力，如此才能了解教學策略或學習策略是否有達到其效果。因此要分析出一個

基本能力，孩子必須學到基本能力。 其次，相關能力要能配合，讓孩子藉此部

分延伸其不同之興趣。 第三，培養孩子特殊的能力，而這些特殊能力也是建構

特色課程之規準所在。在這樣的處理過程中，一位校長在研訂整個學習成效的時

候需要有幾個方法供參考： 

(1)對社區、老師、學生和教材要有探測調查的能力，所以需要有調查、統計的

觀念。 

(2)與社區人士、教師、學生會談，以建構各項檢測和學習成效的標準。  

(3)在調查和會談等等過程中，能校正檢測的規準  

(4)調整好規準後，要能組織基本的學習元素，來建置學習能力的標準範圍。  

(5)透過實踐執行的方式，來了解整個學習建構的過程。  

(6)以回饋探討來做各項的反省。 

 

二、從學生的學習意義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 

第二位師傅校長歷任三所國民小學，校長年資十五年以上，專長在課程教學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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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營，也曾多次帶領學校團隊獲教學卓越績優。他認為學校為什麼存在，學校

的存在絕對不是為了你要當校長或你要當老師，學校的存在是有人需要學習。 

1.理解學習的意義：學習到底要學甚麼？為什麼需要學習？ 

學校的存在是有人需要學習，學校的存在既然是為了學生的學習，那我們回

頭思考：學習到底要學甚麼？為什麼需要學習？因為人類和其他動物有很大的不

同，動物的學習直接靠身體傳授，所以他們的學習是沒有文字可言的，而人類的

學習除了語言、表情和肢體動作外，還有文字的學習與傳授，學校是為了學習而

存在，所以老師必須與時俱進且不斷學習，因為時代的不同，整個教育會受到國

家政策、社會對教育的期望等影響，如果沒達到社會的期望，社會就會對整個教

育界的同仁有所苛責，特別是針對校長。 

2.了解家長的需求與期待：在多元的社會裡，要滿足孩子的學習需求 

學生學習的意義，還會受到家長需求的影響，每一個家長對孩子的期望都不

一樣，因此家長會希望在多元的社會裡，要滿足孩子的學習需求，在學校裡面，

不管是校長或老師也好，要思考如何滿足家長的需求，而且要非常注重個別差異，

像是採取個別化的學習方式，另外則是整個社區需求的影響。 

3.熟知國家教育政策的重點：了解學生到底要學些什麼？ 

在國家既有的政策之下，要如何滿足孩子的學習需求，也就是他們到底要學

些什麼？當然，這必須透過教師的專業素養及整個學校的氛圍，才能判定學生到

底要學些什麼。而學習要花時間，對孩子來說，時間是不會回頭的，他只要今天

沒學到，以後可能就 loss 掉了，因此我們要孩子學些什麼，一定要先擬訂好，決

定要使用什麼方法讓孩子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 

4.因應資訊科技時代的學習觀：借助 IT 這種數位工具來加速學習 

現在是資訊科技的時代，但我們不是為了做 IT 教學而做 IT，而是要達到學

習的效能，借助 IT 這種數位工具來加速學習，因此，我們的目的不只是做 IT 教

學而已，而是要考量到學習的效能，我們要知道學生學到什麼程度，這就是學習

的指標，我們每一年都要想辦法把學習指標往上提升。對於學生學習成效，有幾

個方向可以提，第一，如果學習的是技能、知識，其實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檢核成

效，如果學習的是情意或態度，那就需要有觀察的機制和團隊合作的方法，觀察

學生的學習情況。最後，我們為什麼要學習？就像人為什麼活在這個世界上？其

實我們在有限的生涯裡，我們希望能過得更圓滿、更圓融，活得更快樂，而學習

會讓孩子有成就感，讓他對這個世界充滿希望，讓老師也有成就感，也充滿著希

望，更可以讓老師在教學領域中有尊嚴，但是要注意到的是，這些絕對不是校長

空有雄心壯志，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5.研訂學生的學習成效指標：考量到孩子目前的能力與未來的需求和發展 

我們在研訂學習成效時，還是要考量到孩子們目前的能力與未來的需求和發

展，學習是跟他整個人生、社會有關係，而校長只不過是一個導演，甚至於是一

個編劇，把這些老師、家長、個人、社會以及國家的需求，全部融合起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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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學習過程中，知識、技能的學習是否有效，很快就可以評鑑出來，但情意

和態度的學習，可能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後，才會整個顯現出來，所以，校長在

經營一所學校時，最需要的是培養人文的關懷、人文的情操，那才是校長該做的

工作，校長在學校作為引導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三、從研訂學生成就指標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 

第三位師傅校長歷任二所國民小學，校長年資十年以上，專長在課程教學與校務

經營，也曾多次帶領學校團隊獲教學卓越績優。他認為學生成就指標擬定的部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議題，譬如說，有的時候我們學校活動辦得很成功，但

最後總是要反映在學生學習成就指標的部分。 

 

1.了解我們學生成就指標的目標 

第一個大項可以叫做「瞭解目標」，了解我們學生成就指標的目標，那我再

分為三點，第一個瞭解目標的部分，是了解國家層級的部分在於學生學習的指標

與目標，譬如說，我們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時候，有九年一貫課程的標準，最

近有 12 年國教，有 12 年國教的學生學習成就的一個指標，那這一些課程的綱要

或者是標準，在學校要擬定一個學生成就指標的時候，一定是要了解國家層級的

這樣一個標準；在第一個大項中的第二小項，是了解縣市層級推行的重要政策，

譬如說，我們台北市有所謂的「開放教育」，或者是說「學習共同體」，那新北市

也有早期所說的「鄉土教育」，或「活化教學」，這個部份也會回饋在學生成就指

標的擬定上；第三個部分就是要了解社區地方層級的資源，來回饋在學生成就的

標準部分，譬如說，有些地區是山邊、海邊，或者是說漁村、茶鄉，那這樣子的

一個家長期待或是社區的需求，跟我們學生成就指標的擬定是非常有關係，尤其

在擬定所謂的特色課程或綜合課程的時候，這個部分如果不了解社區需求的部份

時，等於是會很費力或者是效果不佳。 

 

2.帶領組成團隊發展學生的成就指標 

第二個大項，整個大項在了解目標之後，我們就會「組成團隊」，「組成團隊」

的第一個部分就是在了解教師們的專長，讓老師們的專長有所發揮，那這個部分

就是像剛剛邢校長所說「觀察同仁需求的方法」的部分，我們也了解他們的需求，

也了解他們的專長；第二個部分，2-2 的部分就是建構分享的組織，那麼老師們

的專長說實在是有限的，也隨著不同的時間有一些教學精進的部分，所以這樣的

一個組織就像是花園的一個土壤，讓他有發揮的空間，有支援、支持的力量，這

個部分才能夠長出鮮豔的花朵；第三個部分就是延伸教師的專長再建構，或許原

有專長的夥伴不見得有這麼多，或者是我們今天要討論學生成就部分是一個新的

議題，或者是新的概念，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引進外在的資源，來做老師的專長再

建構或是再成長的部分，所以我剛剛說的是團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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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讓學校各項活動回歸本質到學生的成就指標 

第三個大項就是「回歸本質」，因為我們要擬定學生成就指標的部分，是回

到孩子的身上，但孩子的本質我也把她分為三點，第一個是培養孩子的基本能力，

這個基本能力比較符合國家層級的標準，譬如說，我們語文、數學......等等，這

些學科領域的基本能力部分；第二個是培養孩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態度，比較像是

情意的部分，這個部分也是在學生成就指標一個重要的項目；第三個是培養孩子

創意或者是夢想的部分，這個部分對未來的孩子發展，相對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以前來講可能注重培養孩子的基本能力或者是負責的態度，但是未來的世界或者

是未來的發展，培養孩子的創意跟夢想，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4.建構回饋機制來執行考核學生的成就指標 

最後第四個大項，就是「執行考核」的部分，我們當然會擬定這樣子的一個

計劃，我們也了解了，也做專長的訓練了，也知道孩子的所需求的，那我們就要

開始試行我們的計畫跟策略；那試行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做我們不同的年級、不

同的領域，或者是不同的學年來做試行，那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試行完以後，來

做個檢討、分析，這個部分來說就是相當重要；再來就是回饋機制的部分，我們

可能再回來檢討我們的指標是不是不夠清楚，我們老師的專長是否不夠精進，或

者是我們回到孩子的身上，我們沒有完全符合孩子的需求？所以總共四個大項，

每個大項有三個小項來作為學生成就的指標，作為擬定的方向，謝謝大家。 

 

表 2 師傅校長支持與國小校長校務經營效能的相關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號及指標內容 相關係數 

推動校務 

1.師傅校長能幫助我了解體察

全校同仁需求的方法 
.766 

2.師傅校長能幫助我活用掌握

年度校務要領的方法 
.778 

3.師傅校長能幫助我根據學校

現況研訂學校發展計畫的策略
.755 

4.師傅校長能幫助我結合課程

計畫和校務發展的有效實踐，

提升學生的學習能力 

.824 

5.師傅校長能幫助我掌握擴充

學校公共關係的策略 
.636 

6.師傅校長能幫助我活用扮演

校長角色特質的方法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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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整體而言，本文歸納學者專家們對於「以學定教」的教學領導模式研究與看

法，本文從：1.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研究文獻探討，解析建構「以學定教」校長

教學領導模式的論述基礎。2.校長教學領導看教師教學效能的實證研究，提供建

構「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實證支持。3.從三位師傅校長的訪談看以學

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等三方面來論述，探討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式建構，

及探討校長之教學領導的核心任務。 

首先，本文對於張維倩(2004)的研究，進行探討分析：1.Bossert, Dwyer, 

Rowan&Lee 的教學領導模式；2.Snyder 的教學領導模式；3.Hallinger 和 Murphy

的教學領導模式；4.Murphy 的教學領導模式等四種模式，解析建構「以學定教」

校長教學領導模式的論述基礎。 

其次，為進一步了解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得分情形的關係，本文分

析林惠煌(2003)的研究資料，探討 557 位教師受試樣本調查從校長教學領導看教

師教學效能，他們在校長教學領導的得分情形，以得分上、下 27﹪為分界點，

分成低、中、高三組，進行變異數分析，高分組得分的平均數優於低分組、中分

組；中分組的得分平均數優於低分組，提供建構「以學定教」校長教學領導模式

的實證分析。 

第三，根據陳木金(2012)在建置國民小學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我們訪

談了三位校長年資都超過十年以上的師傅校長的觀點：1.從學生的學習成效看校

長教學領導模式；2.從學生的學習意義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3.從研訂學生成就

指標看校長教學領導模式，歸納分析訪談摘要做為「以學定教的校長教學領導模

式」建構的參考。 

綜合而言，本文歸納學者專家們對於「以學定教」的教學領導模式的研究與

看法，以學定教的教學領導是校長為提昇教師教學效能，經由凝塑學校願景、提

昇教師專業、確保教學品質、激勵學習成就及營造支持環境等積極的領導作為，

直接或間接的主導、參與學校有關課程與教學活動的各項措施，進而提昇教學品

質與學習成果，達成教育的目標的有效學校經營策略，值得校長們推動教學領導

與實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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