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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成長，收穫滿載，沿途真可是風景無限。論文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恩

師林邦傑教授，於百忙中撥冗指導，讓論文得以架構清晰而完整，邦傑教授大師

的學養、深厚的功力令人景仰，在論文延宕的過程中更讓我體會到「誨人不倦」

的大師風範。謝謝老師的不棄捨，這篇謝辭才得以有機會完成，學生由衷獻上最

虔誠的敬意！感謝井敏珠教授不僅在論文指導的過程或學校專業經營的課程教

授中，都給了我很多的學習與指導；鄧鈞文教授審閱本論文的細心與多方提點更

讓論文在架構與細節上更形完備，兩位教授思路敏銳，治學之嚴謹，值得效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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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經營、學校公共關係、校園建築規劃、研究方法與統計、教師壓力與調適等

多元角度的課程設計，讓我們深刻的領悟學校行政工作的運作除了專業、熱情、

更需要經驗的傳承與縝密周延的思路訓練。除此職場應對進退的藝術，更是行政

運作的關鍵之鑰，在在所有都感謝師長的無私開示。 

論文問卷的完成，另要感謝湯志民教授、陳木金教授、鄧鈞文教授、莊秀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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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 

可以在政大見識名師，可以在政大遇見這麼多過人才氣的同學，即使每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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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加上國內外的豐富參訪學習過程，這一趟我們真是千山萬水走過，在上山下

海間見識真智慧、在舉手投足間，出手見高人。到學校求知，我們在理論與實務

間「低迴」，今日豐碩載歸，竟有「驀然回首，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體悟。 

   行政學習一路走來，感謝蘇國忠校長的提攜與栽培，讓我有機會走入行政

工作的殿堂，給我歷練的機會，並在學習的過程中給予我無私的指導。學然後知

不足，感謝吳雲道校長的不斷提策，在研究所報考資料的蒐集與口試技巧的提點

上，協助我順利進入學術寶山。感謝宗盛，論文的最後階段給我方向上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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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論文完成須注意的重要時程中都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對我論文的完成助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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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政工作需要縝密的思維，豁達的胸襟，雖然我至今都在努力的學習，但是

換個角度想一想的達觀心情，是讓行政心情脫困的最佳良藥。感恩父母給了我正

向思考，不畏艱難的個性。感恩公公婆婆和我的至親家人協助我關照家庭，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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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的校長知識領導、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之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做為教育行政機關、國民中學

校長，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以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之教師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以「國民中

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問卷」進行抽樣調查，抽取 450 位

教師為樣本，回收 398 份，回收率為 88.4%，以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積差相關分析、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ㄧ、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整體校長知識領導現況屬良好程度，各層面以 

   「充實專業領導知能」最好，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最差。  

二、教師任教年資及教師最高學歷之變項之對於校長知識領導的知覺具有 

    顯著差異；教師性別、教師職別等變項無顯著差異。  

三、不同學校地區、學校規模、學校歷史、校長年齡、校長在該校服務年 

    資、擔任校長總年資及校長學歷等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校長知識  

    領導的知覺具有顯著差異；不同校長性別變項無顯著差異。 

四、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整體組織學習現況屬良好程度，各層面以「資 

    訊運用」最好，以「團隊學習」最差。 

五、不同教師最高學歷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學校組織學習的知覺具有顯著 

    差異；不同教師性別、教師職別變項無顯著差異。 

六、不同學校規模、學校歷史、校長性別、校長年齡及校長學歷背景變項 

    對於組織學習的知覺無顯著差異；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擔任校長總 

    年資等背景變項有顯著差異。 

七、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現況屬良好程度，各層 

    面以「學生表現創新效能」最好，以「行政服務創新效能」層面程度 



 

IV 

 

    最後。 

八、不同教師任教年資、教師最高學歷變項之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的知覺具有顯著差異；不同教師性別、教師職別等變項無顯著差異。 

九、不同學校地區、學校規模、校長性別、校長年齡、校長在該校服務年 

資、擔任校長總年資，以及校長最高學歷等背景變項有顯著差異；不 

同學校歷史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知覺無顯著差異。 

十、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間具有正相關；組織學習與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之間具有正相關。 

十ㄧ、校長知識領導各層面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建立合作信任關 

係」、「展現知識創新行動」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總解釋 

    變異量為 34.6%。 

十二、組織學習「系統思考」、「團隊學習」、「資訊運用」及「溝通交流」 

     四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均具有預測力，總解釋變異量為  

     77.7%。 

十三、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聯合預測， 

     共有「系統思考」、「團隊學習」、「資訊運用」、「溝通交流」、「激勵 

     學校成員學習」及「建立合作信任關係」六個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總解釋變異量為 79.5%。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ㄧ、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規劃知識領導相關課程及訓練，加強校長知識領導能力。  

(二)領導知識領導特質之校長。  

(三)實質鼓勵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四)辦理降低班級學生人數政策，有效紓解都會區學校壓力。 

(五)提供校長更多進修與研習機會，持續增進校長領導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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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國中校長的建議 

(ㄧ)建立組織學習的觀念及推動共識。 

(二)營造良好的學習型學校環境。 

(三)激勵新進、年輕、新血輪加入行政行列：培養學習型領導人才，建立新 

    的領導力。  

(四)發展學校特色。 

三、進一步研究建議 

(ㄧ)研究對象可納入不同層級。 

(二)納入其他研究變項。 

(三)在研究內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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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which 

teachers perceive, and to propos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for the referenc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 and relevant future studies. 

In this study, faculty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Hsinchu and Miaoli Area  is picked as 

subject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adopted. The researcher formulates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questionnaire,” and randomly selects 450 teachers as samples. In a rate of 88.4%, 398 

replies are returned and then analyzed in method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1.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incipals’ change leadership is up to fine level. Among all the aspects, 

“enriching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ranks to top,while”encouraging school members for 

learning” ranks otherwise. 

2. Teachers ‘ age and higher degree perceive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while teachers of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ge, and service seniority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 Different school district ,、school size 、school history 、principal’ age local seniority, total seniority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perceive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while 

teachers of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show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4.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s up to fine level. Among all the aspects, 

“information usage” ranks to the top, while “team learning” ranks otherwise. 

5. Teachers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education level perceive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while the variable of gender and duties  show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6. Teachers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school size and principals’ education level 

perceive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while some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school history; principals’ gender, age, local seniority, and total seniority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7.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s up to fine level. Among 

all the aspects, “innovative effectiveness of pupil performance” ranks to the top, while “innovative 

effectiveness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 ranks otherwise. 

8. Teachers different seniority and  the highest degree perceive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while teachers of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duties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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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eachers of some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school  district 、school size 、 principals’ 

gender、 age、 local seniority, total seniority and the highest degree perceive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while some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school size; 

principals’ gender, local seniority, total seniority, and education level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10.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s also positively related to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11.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is most predictable for “to encourage school members 

learning” and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 of trust cooperation” among all the aspects of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accounting for 34.6% of total variance. 

12.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s predictable for each aspect, including “system thinking,” 

“team learning,” “information usage,”and ‘communtion” accounting for 77.7% of total variance. 

13. When combining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s predictable for six aspects, including “system thinking,” 

“team learning,” ““information usage ‘communtion” “to encourage school members learning” 

and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 of trust cooperation”” accounting for 79.5% of total variance.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1.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1) Arrange related courses and trainings of knowledge leadership to improve  principals’ 

ability  of knowledge leadership 

(2) Lead the principals of  knowledge leadership 

(3) Encourage teachers to serve as administratine duties 

(4) Reduce the number of classes students and solve the metropolitan area Academic 

pressure 

(5) Provide Principals mor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2. Suggestions for principal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1）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consensus 

    （2）To create a good learning school environment 

 （3）Stimulate new, young, new blood to join the executive ranks: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leadership talent, and create a new Leadership 

      （4）Development of school characteristics 

 

 
    3.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1）Included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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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ncrease the other variables 

  （3）To strengthen research content 

 

Key words: principals’ knowledge leadership,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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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

關係。本章共分四節，首先，探討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提出待答問題與名詞

釋義；復次，說明研究方法與步驟；最後，敘述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壹壹壹、、、、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取代了原有的土地、人力及資本，

成為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新知識的學習、掌握與活用成為個人與組織維持優勢

持續進步的重要關鍵。Hewlett（2006）認為知識在建立共同願景、促進組織發展、

激勵組織成員及導引組織成功上，是一項必備要素，能提供組織所需的資訊；而

能夠有效運用知識的組織，就有創新、適應、發明及成長的能力。Cavaleri, Seivert 

和 Lee（2005）指出知識領導者（knowledge leaders）應了解知識在組織中的角

色與定位，透過以知識為基礎的活動，帶領成員達到知識目標與成果，以提升組

織產能與表現。因此，身為知識領導者，除了時時吸收新知、不斷充實自己外，

更應建構一個知識學習、資訊共享、合作信任的環境，讓組織成員能在這樣優質

環境中，從事知識的學習與分享，激發組織在各個層面的進步與發展，進而提升

整體的組織效能。 

知識經濟的發展相繼引發領導思惟和模式的重要變化，傳統的領導模式 已

經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知識經濟喚起知識型的領導模式。在知識經濟

社會中，領導觀念也轉化為服務型，真正做到「領導就是服務」；知識經濟時代

是學習型社會，在領導的觀念中應注入「學習的使命」； 在知識經濟數位下的新

領導觀，應體認領導者與管理者的差別：管理就是把事情做對，領導是做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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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換言之，在知識經濟社會中，一位傑出的領導者不但要能發現自己的專長，

以無限的熱情去創造最大的成果，而且要懂得如何與夥伴共事，在追尋目標的過

程中要隨時有更多的夥伴提供市場更多的真正資訊，並且藉由專業的堅持和謙虛

的個性建立起持久的卓越績效。 

而知識型的領導即是組織領導者，能夠提供適切的環境文化和組織結 構，

以利於知識的建立、分享和創造。知識型的領導者至少應具備下列四項特質：（1）

願景建構，配合全球化的組織願景並支持認知多元化的重要性；（2）分享形塑，

重視組織內成員經驗的分享與傳承；（3）人性關懷，開放心胸，有效的授權，勇

於改變；（4）團隊建立，改變組織文化，從事文化異質性的訓練，以內化成員的

核心價值(林海清，2006)。 

由於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使得數位化知識和網路化知識

的傳播及更新速度一日千里，增加了知識取得的便利性，同時創造出知識運用的

無限可能性，更凸顯出做好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必要性。透過

知識管理的順利推動，有助於知識的蒐集、整理、保存、累積、傳播、轉化、創

新及運用。然而，要擴增知識管理的功效，只依賴知識的有效管理是不足的，它

仍需以知識分享氣氛為基礎，並建立成員間互信互賴的關係，這就涉及知識領導

（knowledge leadership）的議題（吳清山等人，2006；吳清山、賴協志，2007a），

同時顯示出知識領導研究的重要性與價值性。Holsapple 和 Singh（2001）認為

知識領導的支持與協助，有助於知識 管理的順利推展，且對知識學習環境的建

構與組織競爭優勢的取得，有推波助瀾的功用。Cavaleri等人（2005）指出知識

領導對現代組織的重要性逐漸地增加，攸關組織的生存與發展，亦影響組織未來

的競爭優勢；為了組織的知識發展（knowledge  development），知識領導者在組

織中的各個層面均是必要的，應兼具管理者與領導者的角色，從行動過程中累積

實務經驗與實用知識，以解決組織所面臨的難題，並激勵成員向上的動力，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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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用知識來改善本身的專業能力及其所領導的組織效能，且透過知識管理系統

的建立、支持性工作環境的營造及長期知識創造系統（knowledge-creating systems）

的建構，以改善組織未來的表現。由此可知，有了知識領導的支持，就能營造知

識分享、成員合作、彼此信任的組織氣氛，讓成員都成為知識的分享者，進而使

知識管理的推展更為順遂，組織經營成效與競爭優勢也就相對地提升。在學校知

識管理的過程中，資訊設備的建置及管理方案的設計，只是實施知識管理的基本

要件，如何讓學校同仁願意參與管理的過程，並內化為個人的行為和習慣，這就

需要學校校長善用領導的知能，亦涉及到校長知識領導的核心問題（吳清山，2002；

張志明，2002）。學校校長要落實知識管理工作，必須先了解知識領導角色，並

對知識方案展現高度支持，使全校師生及社區人士，能在校長知識領導的基礎之

下，進行知識的選取、整理、分享、創新與應用，推動學校的革新，以迎接知識

經濟時代變革之挑戰（王如哲，2000；廖春文，2002）。換言之，學校校長為知

識領導者，而知識領導者是知識最重要的載體，也是組織中實際學習、分享、運

用和創造新知識的靈魂人物，更是知識能夠被有效管理的活水源頭。因此，重視

校長知識領導，並了解當前學校教育情境中，校長知識領導的現況與實際運作情

形為何？是否會因為不同背景變項，而使校長在知識領導運作上有所差異？乃成

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組織學習，從其名稱看來，即可知道重點在於學習，組織經由學習導致組織

的文化（認知）、氣氛（潛在行為）或者是組織行為（實際行為）的改變。組織

學習是一種變革，藉由不斷地學習中，逐漸地潛移默化，尤其在不確定的環境下，

組織必須依靠不斷變動本身，才能適應環境的劇烈變化，因此組織學習可說是組

織求生存必須採取的良方。 

大約在 1960年代開始，有關組織理論與行為的研究，就開始以組織為單位

來探討學習的現象，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持續性的調適行為，或個體、小組、與



 

4 

 

組織相互調適的互動行為（Prange, 1999），之後文獻則深入從不同重心探討組織

學習、學習型組織、學習型學校等相關概念。 

組織學習有助於學校創新經營。Voogt等人（1998: 250）曾指出「當（學校）

有關的團體能夠投入於組織學習時，他們就能夠全盤瞭解學校發展所需的努力。」

同樣的，作者認為，當校長在學校進行知識領導並且適切地引導組織學習與發展

時，其個別成員、團隊或整體將更能夠理解為創新經營學校所需的所有努力。是

以，本研究欲瞭解當前國民中學教育情境中，在不同背景變項下，其組織學習是

否有所差異，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創新」是知識社會核心的競爭力，其強調知識創新和資訊科技的應用。企

業組織想在這瞬息萬變的社會中生存致勝，就必須具備優勢的競爭力。Campbell 

與 Oliver（1996)規劃 21 世紀的企業經營模式，強調以顧客為核心，其經營法

則為想在企業新世界中致勝，必須每日不斷地在產品、服務、組織架構、生產、

流程等創新，亦即由企業各層面推動創新，才是對抗全球競爭者唯一的策略。而

知識經濟時代，人力素質是組織最重要的資產，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場所，學校組

織亦如企業組織，必須不斷的因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革，思考如何以創新的教育

思維，推展教育革新、培育富有創意且優質的國民及新世紀的國家社會人才，以

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如欲提升個人或團體的創造力與創新能力，除從文化、社會、體制等層面著

手外，教育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國對教育創新或國民創造力的培育，

其推動和努力不遺餘力，近年來，標竿學校、燈塔學校、藍帶學校、永續學校、

委辦學校、另類學校等紛紛出現，其共同的特徵是走出傳統，以創新思維，開拓

教育新領域，俾邁向無限寬廣的新世界。 

教育部於 2003 年提出《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宣示將把臺灣打造成另一個 

ROC（Republic of Creativity，創造力王國）。並以創造力作為貫穿日後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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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是以，前教育部長杜正勝（2005）提出「創意臺灣、全球布局」的施政

主軸。作為學校未來努力的方向，並加強行政管理與課程教學的創新，俾進一步

發展學校特色。而教育部為激勵校長用心辦學、提升學校績效，亦於 2003 年訂

定「校長領導卓越獎」，每年獎勵辦學績優和創新經營的學校，對鼓勵學校創新

經營，具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此外，由於近年來少子化導致學齡人口數銳減，以及縣市政府教育經費不足

的影響，國民教育規模急速縮減；另一方面，社會大眾對學校教育改革的期盼殷

切，學校教育的選擇權日受重視，而辦學績效也是家長樂於把孩子送到學校的因

素之一，所以學校已不再完全倚賴學區的保障，開始需面對教育市場的競爭，學

校經營唯有力求創新，取得競爭優勢，始能永續發展。未來「十二年國教」教育

政策推動，「國中社區化」落實，國民中學考試為導向的壓力降低，學校創新經

營特色益形重要，「學校創新經營」變成學校永續發展的核心與關鍵。是以，本

研究欲瞭解當前國民中學創新經營效能的現況為何？在不同背景變項下，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是否有所差異？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三。 

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知識領導運用在學校情境的研究中，臺灣地區有吳清

山等人（2006，2007）、吳清山和賴協志（2007）、林新發等人（2008）、 徐昌男

（2007）、黃瓊香（2007）、賴協志（2008）、薛淑芬（2008）等的研究；組織學

習非新興議題，但有關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

關係僅國民小學有數篇相關論文，近來雖有林新發和黃智偉（2008）研究「兩岸

前期中等教育階段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之研究-以臺北市和南

京市為例」但仍屬少數，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運用在學校情境的議題仍有許多

發揮的空間。因此，處在知識經濟的時代，領導者營造知識交流機會，帶動組織

學習，成就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相關及預測情形，實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和價值，

此乃本研究動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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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乃選擇桃竹苗四縣市地區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期能

提出具體建議，以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長培訓中心與國民中學校長作為改進

知識領導、促進組織學習，以提高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參考。 

貳貳貳貳、、、、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敘述如下： 

一、瞭解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知覺之差異情形。  

三、分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

形。 

四、探究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預測力。 

第二節 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將本研究之待答問題說明如下： 

一、瞭解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現況？ 

（一）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的現況如何？ 

（二）國民中學組織學習的現況如何？ 

（三）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現況如何？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

異情形為何？ 

（一）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的差異情形為何？ 

（二）不同學校環境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的差異情形為何？ 

 (三)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和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三者間是

否有相關？ 

三、分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三者的相關情



 

7 

 

形為何？ 

四、探究國民中學校長的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是否具有預

測力？  

第三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茲就本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壹壹壹壹、、、、    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    

校長知識領導（Principals’Knowledge Leadership）係指學校校長為因應組

織內外在環境變革，發揮領導的影響力，扮演專家典範角色、並提供適切信賴支

持之環境、文化和組織結構，以利於知識的建構、分享、發展和創新的過程與行

為，俾達成組織創新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本研究將校長知識領導分為「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

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五個向度，並編

製「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加以施測，所測得分數越高，代表知識領導的

狀況越加愈佳，反之則有待加強。其五個向度包括：  

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係指校長發揮個人影響力，協助並指引全校教職員

工生學習與所實施之領導，其包括：形塑學習型學校的願景與目標、鼓勵教師專

業成長、激勵學生努力學習和創新等。 

二、激勵學校成員學習：係指校長以身作則，其扮演引導成員學習和獲取知

識標竿，並將熱愛工作的態度影響有關成員，且實踐變革的承諾。  

三、建立合作信任關係：係指校長形塑知識型文化，給予全校教職員工信賴

與支持的感覺，並營造舒適、安全、信任的環境和氣氛。 

四、整合學校知識資源：係指校長具備整合人員流程與系統之能力，對於知

識的處理與運用，具備專業與創新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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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現知識創新行動：係指學校建置資訊基礎設施，使教職員工能溝通互

動，分享彼此工作經驗和新知，並針對知識領導成效加以測量和形成有效的評估

機制。 

貳貳貳貳、、、、    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係指組織為了適應環境需求與達成目標，

透過持續性且有效的個人學習、團隊學習與整體組織的學習，進而有效解決組織

所面臨的問題，並提升組織創新與應變的能力，以促進組織成員與整體組織的發

展。 

組織學習的重要性：諸如促進組織創新、增進應變能力、提升問題解決能力、

增進個人成長、利於組織發展、避免犯錯等面向都是組織學習不可或缺的方向，

唯有補足這些內容，組織才能進行改造，獲得新的發展。 

本研究將組織學習分為「系統思考」、「資訊運用」、「團隊學習」及「溝通交

流」四個向度，並編製「國民中學組織學習量表」進行施測，所測得的分數越高，

代表組織學習狀況越佳，反之則有待加強。各向度之定義如下： 

一、系統思考：係指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思維，規劃各項學校事務與計畫願景，

建立有效且周延的運作與發展模式。 

二、資訊運用：係指學校成員能依教學實務或專業發展之需求，有效蒐集資

訊與吸取知識。 

三、團隊學習：係指學校成員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結合，，透過合作與分工

的方式進行學習。 

四、溝通交流：係指學校成員能有效進行溝通，促進資訊，知識與經驗的交

流與分享。 

參參參參、、、、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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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經營效能（Effectiveness of School Innovation Management）係指學

校在校長的領導下，運用創新的經營策略，整合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

社區的資源和努力，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發展學校特色，進而提升學校效能，

和促進學校永續發展。 

本研究「國民中學創新經營效能調查問卷」共涵蓋五個向度，而以總分代表

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情況，分數愈高代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愈佳。其五個向度

包括：  

一、行政服務創新效能：係指學校運用行政革新方法、技術，提升行政效率

與服務品質，以達到提升學校組織效能。  

二、課程教學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激勵教師運用創意，去蒐集、研發新教

材、教法與評量，並建構有利於課程與教學之知識平臺，以提升教師專業成長與

學生學習成就。  

三、學生表現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運用新思維與新技術，規劃多元創新的

學生課內、外活動表現，以提高學生的能力和表現水準。  

四、環境設備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因應教育發展需要，規劃設計出創意的

校園環境，及提供妥善的教學環境設施，進而營造優質的學校情境，以達到提升

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 

五、資源運用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運用新思維與新技術，建立社區與學校

良好的關係，並引入社區與家長資源，以改善學生學習環境，提升辦學績效。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方法係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蒐集有關知識

領導、組織學習及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文獻資料與相關實証研究，進行研讀分類、

比較、歸納後編製「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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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其中包括：「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等三部份，

將編擬完成的問卷，寄發至桃竹苗四縣市抽取之公立國民中學進行調查，並以國

民中學校長、主任、組長、教師為取樣對象，蒐集相關研究資料，並進行分析與

討論。茲就研究方法與步驟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本研究除進行文獻分析外，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此係

針對桃竹苗地區的公立國民中學之校長、主任、組長和教師抽樣問卷調查，將所

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編製「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國民

中學組織學習量表」、「國民中學創新經營效能調查問卷」等三個量表，據此進行

調查研究，以探究桃竹苗地區的公立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的關係和影響。 

貳貳貳貳、、、、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本研究為達成上述之各項研究目的，係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研究資料，再經

整理分析以獲得結論和建議。其研究步驟如下：  

一、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擬定「桃竹苗地區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

係之研究」計畫，並確定研究目的，擬定待答問題與研究範圍等。  

二、編製調查問卷與進行學者專家意見諮詢 

依據歸納統整之文獻資料研擬調查問卷初稿，並請專家學者提供修正意見後，

依據意見修正調整預試問卷，並選取樣本進行預試。  

三、預試問卷的資料處理與進行正式問卷施測 

回收之預試問卷經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依次得出決斷值、篩選題目、 進

行因素分析和內部一致性分析，以考驗問題信度與效度，然後以桃竹苗地區之公



 

11 

 

立國民中學為調查對象，依抽樣結果將正式問卷發給學校的校長、主任、組長與

教師填答。 

四、正式問卷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 

問卷回收後，先篩選出無效問卷，再進行編碼、登錄，以 SPSS  for Windows

電腦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五、撰寫研究報告依據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形成結論，提出建

議，  並撰寫完成研究報告。 

其研究流程圖 1-1 如下：  

圖 1-1  研究流程圖 

 

擬定研究計畫 文獻蒐集與整理 擬定研究架構

知識領導

意涵、理論與測量

組織學習

意涵、理論與測量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意涵、理論與測量

知識領導、組織學習

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之相關研究

提出結論與建議

撰寫論文

學者專家意見審查

預試問卷施測與分析

正式問卷形成、實施與回收

資料檢核、刪除與編碼

正式問卷資料分析

綜合分析資料

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蒐集及閱讀相關文獻及確立研究主題

編製研究工具

預試問卷之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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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壹壹壹、、、、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本研究範圍依研究地區、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等方面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研究地區研究地區研究地區研究地區 

以桃竹苗三縣市的國民中學為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桃竹苗之公立國民中學現職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為調查

對象，不包括私立國民中學及特殊學校之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 

三三三三、、、、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 

本研究係以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為研究    

重點。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基於本研究所界定的研究範圍、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結果可能有以下

之限制：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之限制研究方法之限制研究方法之限制研究方法之限制 

研究以研究者自編之「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問卷」

為研究的主要工具，其問卷內容僅就教師個人所知覺現狀之描述，可能因教師知

覺的偏差、個人好惡或缺乏深入瞭解等，而無法對國中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和學

校創新經營效能做更客觀的敘述。此外，本研究問卷部分題目涉及校長領導行為、

組織氛圍及學校實際現況等較敏感的問題時，可能會有所保留或顧忌，或由於受

到社會期許效應之影響，而在答題時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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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研究對象之限制研究對象之限制研究對象之限制研究對象之限制 

    本研究採二階段取樣做為抽樣方法，在抽樣上儘量兼顧學校規模等變項，但 

是有關教師的性別、最高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等變項，委由學校行政人員

代為選樣，可能無法平均抽取。另外，本研究是以桃竹苗地區國民中學教師為研

究對象，因礙於人力、時間與財力的限制，無法擴及其他縣市及私立學校教師，

故本研究之結論只限於對本研究對象母群體的解釋，無法據以推論其他縣市或其

他不同層級、不同性質之教師。 

三三三三、、、、研究內容之限制研究內容之限制研究內容之限制研究內容之限制 

   「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均是多元、複雜的概

念，不同的研究層面包括不同的變項。本研究以個人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做

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之研究」調查問

卷的變項。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的相關變項，如校長成長背景、人格特質、

學校文化、及學校所在地區的人文特質與社區發展性等，都有可能影響到本研究

的結果和推論。故本研究內容的各層面變項無法涵蓋所有相關的變項。 

四四四四、、、、實際應用的限制實際應用的限制實際應用的限制實際應用的限制    

本研究僅就桃竹苗地區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

能之整體及各層面，進行普遍性的探究，對於各個學校的個殊性，則較少著墨，

因此，本研究結果在運用上有其限制，未來學校在運用時需考量本身的個別需求，

酌予調整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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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近年來，知識管理廣泛被應用於教育、研究、管理等各層面，然而對於知

識領導的應用尚在萌芽階段，實有必要探討知識領導之意涵，以作為提升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之參考依據。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知識領導之意涵、理論

與測量；第二節為組織學習的意涵、理論與測量；第三節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的意涵、理論與測量；第四節為就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

相關研究。 

第一節 知識領導之意涵知識領導之意涵知識領導之意涵知識領導之意涵、、、、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 

本節先論述知識領導的意涵，接下來就知識領導的層面進行探討分析，以

及探討與知識領導相關之理論基礎，並研析知識領導之測量工具，最後進行段

落小結，茲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    知識領導之意涵知識領導之意涵知識領導之意涵知識領導之意涵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已逐步邁入以「知識」為核心的時代，知識社會的來臨，

使人們成為社會中的知識工作者，並強調知識所形成的經濟、文化、政治、社

會體系，重視知識的管理、領導與運用（林明地，2004）。人類知識是當前社會

轉型的核心，具備創新知識的能力是未來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轉化知識為有

用產品與服務，並運用知識來促進組織成長，使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更有

動力（Amidon & Macnamara, n.d.）。知識領導係當前新興的領導理論，在現今組

織不斷強調知識管理效能之際，領導者如何超越知識管理之層次而帶領眾多知

識工作者邁向知識型團隊之林，考驗著領導者本身的領導智慧與知識判斷。知

識領導之理論論述便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環境產物。（張雅妮，2008） 

茲將知識領導的意義及內涵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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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識領導的意義知識領導的意義知識領導的意義知識領導的意義 

處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成功的組織必須運用知識來進行決定，尤其在新的

全球化經濟的環境中，知識更成為組織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成功的領導者必

須能培育並管理組織中的知識（Hewllet, 2006）。領導在設定方向，管理變革並

建立組織成果表現和改進的能力，知識領導之所以能促使組織改進的立基，在

於能實行領導知識的策略和能力（Cavaleri et al., 2005）。知識領導，以「知識」

為本，「領導」為用， 徒有「知識」未能結合「領導」，無法展現領導效能；徒

有「領導」卻無專業「知識」，難以服眾，所以知識領導者必須充實內在涵養，

善用領導技巧，並提供適切的情境、文化和組織結構，才能產生效果。  

 關於知識領導的意義，Cavaleri等人（2005）認為，知識領導是要藉由對

知識管理系統的督導來連結管理者和領導者的角色，並且為知識的發展去創造

出一個支持性的工作環境。知識領導者必須要持續的落實與創造實用性知識

（pragmatic knowledge），以提升他們所具備的表現效能和組織效能，並從中取

得一平衡點，以達到競爭優勢的穩定性。 

有關知識領導的意義，國內外專家學者定義不一； 

吳清山與林天祐（2005）以知識管理目標的角度提出，知識領導係指組織

領導者能夠提供適切的環境、文化和組織結構，以利於知識的建立、分享和創

造。 

林海清（2006）以知識管理的轉化歷程角度提出，知識領導就是運用經驗、

智慧和判斷，提高應變和創造能力，為組織提供外顯知識和內隱知識轉化的領

導。知識領導的活動在於建立與激勵被領導者參與知識共享的機制，培養知識

創造能力和集體創造力。 

吳清山和賴協志（2007）以知識管理和知識領導整合性的角度提出，組織

領導者能建構一個有助於實施知識管理活動的組織環境、文化與氣氛，並將知

識管理和知識發展加以整合，以利知識學習、分享和創新的過程與行為。  

黃瓊香( 2007) 以知識領導要素的角度提出，知識領導係組織領導者能夠 

整合資源，建置支持適切的環境，形塑分享文化，以創造知識增加競爭力的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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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行為。  

薛淑芬( 2008) 認為「知識領導」係指領導者具備專業知識與領導力，以身

作則，發揮影響力，指引組織知識發展方向，營造一個知識型文化的環境，運

用各種知識管理策略，以領導傳播組織中的內隱和外顯知識的行為。 

賴協志( 2008) 認為「知識領導」係指組織領導者本身具備專業知識與能力，

有效整合知識管理及知識發展行動，並能發揮領導影響力，建構優質且適切的

組織環境、文化及氣氛，且提供及善用知識相關資源，激勵成員從事知識的學

習、分享及創造，以提升知識管理效能的過程和行為。 

林新發( 2008) 認為「知識領導」係指組織領導者具備專業知識與能力，發

揮影響力，指引組織知識發展方向，並運用各項知識管理策略，整合適當的人

力、資源與設備，建構優質的組織環境與文化，以激發成員選擇、運用、創造、

傳播組織中的顯性與隱性知識，進而提昇組織效能，達成組織創新與永續發展

目標的過程與行為。 

Amidon 和 Macnamara（2000）指出之知識領導的觀點中實際上蘊含了七

種涵義，他們將之視為知識領導的 7C’s 。包括「背景」（context）、「能力」

（competence）、「文化」（culture）、「社群」 

Argyris（1993）認為「領導的意旨乃為能夠讓人產生有價值知識的狀況，

並激勵個人的使命感」。其點出知識領導的意涵所在。 

Skyrme（2000）認為知識領導是知識角色的妥善瞭解和對於知識方案之強

烈高度支持。 

Holsapple 和 Singh ( 2001) 則以組織願景的角度提出，知識領導係指組織

領導者能建立一個實施知識管理活動的組織環境，營造具有向心力及創意的組

織文化與氣氛，形塑組織未來的共同願景，並能傾聽、學習、教導及分享知識，

以提升組織競爭力與效能。 

Sallis 和 Jones ( 2002) 認為要做好知識管理，增進學習與教育，領導與管

理是其中需注意的向度之一，組織內部應在適當的地方設置一個知識領導者，

且能有分享知識領導風格、發展創新知識能力的管理者。 

Cavaleri, Seivert  與 Lee（2005）將「知識領導」定義為：領導者運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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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以支持知識發展的過程，並將其與知識管理的革新計畫統整在一起，

以達成組織願景。當知識領導能有效地進行時，其將產生知識的創造。知識領

導是管理系統的中心，但其反映在策略、結構、技術基礎建設或組織文化上。

知識領導是將管理系統中的其他元素統一化（unifies）和整合化（integrates）。  

Hewlett （2006） 在《認知型領導：透過知識領導建立贏的組織》（The 

cognitive leader：Buliding winning organizations through knowledge leadership）一

書中談及以知識為基礎的領導是要審慎思索人員的知識成長任務。除此之外，

更認為組織中各部門、各組成人員亦須彼此協調、合諧且合作共事，藉此為組

織創造最大的績效。 

綜合上述專家學者對知識領導的定義，本研究歸納「知識領導」的定義為：

組織領導者為因應組織內外在環境變革，發揮領導的影響力，扮演專家典範角

色、並提供適切信賴支持之環境、文化和組織結構，以利於知識的建構、分享、

發展和創新的過程與行為，俾達成組織創新與永續發展之目標。其包含以下五

項要點： 

一、以知識作為達成組織願景的策略。 二、知識領導在提供適切的環境、

文化和組織結構。 三、知識領導強調組織和個人的選擇、吸收、運用、萃取、

創造、傳播組織中的外顯與內隱知識。 四、知識領導強調方向、目標的引導和

創新知識的效能。 五、知識領導是一種知識的建構、分享、發展和創造的過程

和行為。 

二、 知識領導之層面知識領導之層面知識領導之層面知識領導之層面 

有關知識領導層面的資料，經透過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光碟資料庫中的「教育資源與資訊中心光碟」 （Educational  

Resource  Information  Center,  ERIC）、「博士論文摘要光碟」（ Dissertation

 Abstract Ondisk,  DAO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網站」（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以及 Google 網站、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料網、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等查詢，茲將蒐集到的相關資 料臚列如下： 

Romig（2002）認為知識領導的重要因素在於領導者能帶領知識工作者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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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制定策略性決策，以達到下列目標：（1）藉由蒐集與分析資料來瞭解產

業未來的發展與方向；（2）以易於瞭解的方式來傳遞複雜性的知識；（3）能主

動發現企業經營上的突破點；（4）積極地致力於資料與知識蒐集、整理與分析。 

Sallis 與 Jones（2002）認為知識領導的核心要素，包含知識管理工具與科

技的應用，並結合組織文化的變革、組織的學習、流程的設計，且必須投入時

間來整合這些工作。 

Holsapple (2004) 在《知識管理手冊》中，提到《知識領導的 7C：開創我

們的未來》(7C of knowledge leadership：Innovating our future)，認為知識領導應

考量七個層面(7C)，包含背景(context)、能力(competence)、文化 (culture)、社

群(communities)、對話及共通語言(conversations and common language)、溝通

(communications)及教育訓練(coaching)等七項。 

Viitala（2004）經實證研究後，將知識領導分為下列四個層面：（1）學習導

向；（2）創造支持學習之氣氛；（3）支持個人與團隊層級的學習過程；（4）典

範角色。 

Cavaleri, Seivert 和 Lee（2005）認為知識領導者必須是個實用主義者

（pragmatists），其包括三部分：（1）發展對於員工知識發展的傳遞、實施改進

以及解決問題等願景；（2）規劃知識管理與知識發展中知識的傳遞、創造、分

享等過程和系統；（3）提供組織領導者知識來源（knowledge source），藉以改善

自身領導過程。 

楊靜宜（2006）將知識領導的內涵區分為引導學習導向、創造學習氣氛、

支持學習活動，以及扮演典範角色等四個層面。 

吳清山等人（2006）在《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模式建構之研究》，將知識

領導分為八個面向：（1）發揮領導影響力；（2）形塑知識型文化；（3）促進組

織學習與創新；（4）營造知識型組織環境；（5）建置信息基礎設施；（6）處理

知識及其應用；（7）發展知識行動策略；（8）測量與評估成效。  

吳清山等人（2007）在《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之建構與運用》調查

問卷中，又將校長知識領導分為五大層面：（1）充實領導專業知能；（2）建立

合作信任環境；（3）整合學校知識資源；（4）激勵學校成員學習；（5）展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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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創新行動。  

吳清山和賴協志（2007）在《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之研究：角色知覺與

踐行》中，將知識領導分為六個層面：（1）創新典範；（2）人力資源；（3）資

訊設施；（4）制度規範；（5）知識分享；（6）成效評估。 

黃瓊香( 2007)在《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

之研究》中，將知識領導分為五個層面：（1）學習取向領導；（2）信任支持文

化；（3）典範角色領導；（4）知識行動整合；（5）分享交流平臺。 

薛淑芬 ( 2008) 在《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中，將知識領導分為六個層面：(1)充實領導知能；(2)建立支持環

境；(3)整合知識資源；(4)激勵師生學習；(5)推動創新策略；(6)評估運用成效等

六個層面。 

賴協志（2008）在《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中，將知識領導分為五個層面：（1）充實領導知能；（2）促進合作分享；

（3）整合知識資源；（4）激勵成員學習；（5）展現創新行動。 

林新發 ( 2008) 在《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學習社群與學校創新經營效

能關係之研究—以臺灣北部地區四縣市為例》中，將知識領導分為四個層面：（1）

增進專業領導知能；（2）發揮領導影響力；（3）支持信賴激勵學習；（4）整合

知識資源設備。 

 

貳貳貳貳、、、、    知識領導之知識領導之知識領導之知識領導之相關理論相關理論相關理論相關理論    
 

知識領導與知識管理、數位領導、教導式領導等理論有密切關係，茲分述

於下： 

一、 知識管理理論知識管理理論知識管理理論知識管理理論 

知識管理涉及知識的涵義、分類、架構與模式，茲分述如下：  

（一）知識的涵義與分類 知識是協助人們有系統地處理與認知世界的媒介，

知識就是知的資產。 

再者，知識是要經過學習的歷程，知識的獲得來自具有形式的思想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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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實質的感官經驗。資料、資訊、知識構成知識動態的本質（高義展，2002）。

所以知識是無形、可擴充、可流通、可分享。若能有效地掌握知識的特質，在

組織中作最佳的運用，將會創造知識成為組織的智慧資本，成為組織競爭優勢

的來源。 

（二）知識的分類 歷年來許多專家學者針對知識的分類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與見解，茲根據本研究之需要僅討論下列三種： 

1.鑲嵌性知識與移動性知識 

Badaracco(1991)以知識的移動性將知識區分為「鑲嵌性知識」與「移動性

知識」。所謂「鑲嵌性知識」(Embeded knowledge)是指知識透過內化技巧、 

組織常規或以較廣的專業性知識聯合網路所發展的組織知識。這些知識是

存在於個人、組織的特殊關係、規範、態度與資訊流程以及決策過程中，其很

難透過文字或符號來移轉給他人，此種知識必須經過長期努力及熟悉才能習

得。 

知識管理的要素包括「資料」、「資訊」、「知識」、「智慧」四個概念（如圖

2-1）。若結合並善加利用，將可取得綜合性效果。 

 

 

 

 

                               智慧 透過行動、應用來創造價值 

 

 

                                知識 開創價值的直接材料 

 

 

  資訊 有目的地整理並傳達意念 

 

 

  資料   定量顯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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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2----1111    資料、資訊、知識、智慧的層級   資料來源：知識管理的第一本書 

      （頁 27），劉京偉譯，2000，臺北市：商業週刊。 

 

2.外顯知識和內隱知識 

Nonaka 與 Takeuchi（1995）在組織創造理論中，認為知識分為「內隱知識

和外顯知識」兩種。所謂「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是指諸如直覺、未清

楚敘明的心智模式，和擁有的技術能力，擁有這種知識的人不知或根本不可能

傳遞與溝通，不易於外顯化，如習慣、信仰、洞察力、預感等。由於內隱知識

極為個人化且難以形式化，因此不易與他人與溝通或分享。 

「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是指使用包含數位或圖形的清晰語言來

敘明意義的整組資訊（王如哲，2000）。它可以符號化與檔案化以提供他人檢視，

例如報告、手冊、說明書、電子郵件與軟體程式等（高義展，2002）。 

(三)以專業知識分類 

Quinn,  Anderson 和 Sydney（1996）將焦點縮小至個人，特別針對專業人

員所擁有專業知識做探討，並將專業知識由低而高分成以下四個層次： 

（1）.認知性知識(Cognitive Knowledge)：即是 know-what，係指受過訓練，

通過認證，而精通某領域的基本知識，是一切知識的根基。但是有了 know-what，

並不表示有能力可以活用這些知識。 

（2）.進階性技能(Advanced Skill)：即是 Know-how，是指將書本上習得的

知識，知道如何轉化為有效的知識。know-how 的培養一定要透過實務經驗的累

積與體會，如果有一個好老師或 leader 的引導，know-what 可以很快地提升成 

know-how。 

（3）.系統性知識(Systems Knowledge)：即是 Know-why，也就是瞭解各種

知識背後複雜交錯的因果關係，而能解決更大更複雜的問題，以創造更大的價

值。 

（4）.激發性創意(Motivated  Creativity)：即是 Care-why，也就是源源不

絕的創意，而能保持高度的競爭力。其包括自我追求成功的意志，動機與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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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此種知識可使專業人員在外在環境變遷時，擁有更高的適應力。這也是

學校教育追求的目標，希望受教的學生能夠達到此最高層次的階段。 

綜合上述知識的分類，可知知識有移轉，不可移轉、顯性、內隱，也有特

定領域的專業知識。本研究傾向於將知識歸納為專業知識裡的顯性與內隱知識，

以適用於教育人員在教育上的工作表現。 

 

二、 數位領導理論數位領導理論數位領導理論數位領導理論 

Bill Gates 在《數位神經系統─與思想等快的明日世界》一文中強調：「未

來的企業是以知識與網路為基礎，未來的競爭則是知識與網路的競爭」(樂為良

譯，1999)。數位領導是數位時代領導的簡稱，由電腦的發明開始，人類的文明

快速蓬勃發展，可說是一日千里，自從網際網路的發明之後，這個革命性的發

現又以更快速的成長速度引領一波數位革命，也使得數位化的概念漸漸受到重

視，諸如數位組織、數位學習等新興名詞紛紛出現，數位領導也在現階段和未

來成為極重要的研究議題。 

數位領導不應只是如數位化科技只有 0 與 1 兩種答案，而是介於 0 與 1 

之間的無窮選擇。例如目前在科技如此快速發展下，有許多資訊的文明產物，

像是電子信箱、部落格、電子錢包等，問題在如何運用這些工具，或是讓這些

工具融入領導理論，成為未來的資訊發展趨勢。在資訊如此普遍被應用於生活

的同時，這同時也變為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 

如果領導者精於數位科技，當然有助透過數位科技的使用，提升數位領導

成效，然而，如果領導者並不熟習數位科技也不重要，因為這可以借重科技專

業人員的協助。因此，數位領導的重點在於領導者是否能創造正面資訊，透過

數位數工具或其他管道傳達訊息，最終目的是要能達激勵的效果（楊永年，

2000）。 

在知識經濟時代，身為教育領導者和教育從業人員對於數位領導應有下列

的體認。首先，應瞭解數位領導的發展與變革，並進一步探究知識經濟時代的

領導理論發展脈絡，其次，應瞭解知識經濟時代的領導理論並非固定的，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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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領導是不斷進化的。在急遽變遷中，應以教育的本質與人性的真諦為出發

點，重新建構適用於學校的領導，以符應當前教改的需求。 

三、 教導式領導理論教導式領導理論教導式領導理論教導式領導理論 

Tichy 和 Cohen（1997）認為成功企業的致勝在於領導者能不斷栽培出組

織中每一個階層的領導人。這種不斷全面培養領導人的領導機制，是成功企業

家的「領導發動機」，源源不絕地為組織打造每一階層的優秀領導人，所以成功

的組織領導人，不僅要有學習領導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須具備教導的能力，

上層領導人親自教導、培養次一層的領導人，次一層的領導人也親自教導，培

養次一層的領導人，這種領導人培養領導人的組織型態就是「教導型組織」。 

Tichy 分析成功企業展現的「教導型組織」具有以下四項特性：（1）高層領

導人員親自培養其他領導人；（2）成功企業的領導人都有一套值得傳授的心得

與看法；（3）領導人善用自己的真實故事來激勵他人；（4）成功領導人都有一

套詳細的領導培育計畫（引自林天祐，2003）。 

許世卿（2001）亦提出，中國式領導的第一個向度為「教導式」領導，而

領導者首先應以其人格操守、豐富的閱歷作為成員的「角色楷模」；接著便是對

成員的「才智激發」，領導者在工作上給予指導，並藉由分派工作任務來訓練成

員，刺激其成長以為晉升做準備；最後則為「分享參與」，領導者對未來提出構

想並與成員分享，藉由成員參與，賦予其榮譽感，以激勵共創願景。 

領導者運用教導式領導，創造出各階層的領導人，以發動強大的競爭力，

為企業創造永續成功。這種教導式領導模式，是目前教育體制中最欠缺的一部

分，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運用教導式領導來領航成員向前邁進，並以自身為

成員的典範，激發成員將潛能發揮，進而使每一個成員都具有獨立解決問題的

能力，知識領導的要素之一在於營造組織學習領導，就是要營造組織學習的氣

氛與落實典範教導，使成員彼此分享與交流知識資產，並能充 實領導者知能做

為學習的典範。 

四、 本節小結本節小結本節小結本節小結 

綜合上述，可知「知識管理」與「知識領導」兩者有重疊，亦有互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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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意義、目標與任務上，兩者所著重的要點仍有所不同(詳如表 2-1)。 另知識 

管理強調「效率」，重「技術層面」，為組織中、下階層人員所採用，著重「把

事情做對」，注重「工作任務、產品與專業技術」，偏向採「直線思考」；知識領

導強調「效能」，重「人員層面」，為組織高階層人員所採用，著重「做對的事

情」，注重「工作程序與人」，偏向採「整體性思考」。 

「數位領導」與「知識領導」最大的相似處，在於創造有利於學習以及知

識革新之信賴、合作、分享的組織結構與氣氛，並支援知識創造與知識分享社

群之建立，藉以促進教職員工自覺性的學習。而「教導式領導」與「知識領導」

共通之處為兩類型領導者在部屬學習之過程中皆扮演導師與引導者的角色，以

組織願景、目標及部屬工作表現作為規劃發展技能評估之依據，並以自身作為

部屬學習之標竿。 

總而言之，學校是一個組織，校長是組織的領導人，領航著學校發展的方

向，需以自身作為典範，善用知識領導和分享，激發教職員工更高層次的需求，

進而使每一個成員都能獨當一面，進而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表 2222----1111    知識管理與知識領導之區別 

 

類別 

項目 

知識管理 知識領導 

 

 

 意義 

1.將組織內的資訊和人員做有效

的管理和整合，透過組織成

員知識的共 享、轉化、擴散等

方式，成為團體制度化的知

識，促進知識的不斷創新，以

增加組織的資產，擴增組織的財

富和創新組織的智慧。 

1.組織領導者能夠提供適切的環

境、文化和組織結構，以利於

知識的建立、分享和創造。 

2.領導知識的使用者，使其能做

好知識管理的工作。 

 

 目標 

1.透過規劃性的活動以發現並應

用新的知識，進而達到組織的成

功。 

1.整合各種領導途徑、遠見、人

員與用各種領導能力，創造組

織的真正優勢。 

2.培育並管理組織中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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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22----1111    知識管理與知識領導之區別 

 

 

類別 

項目 
知識管理 知識領導 

 

 

任務 

1.應加強與實務界的連結，並使知

識管理的核心定義與專有名詞

有相同共識。 

2.加強自我組織、知識創造和知識

管 理的革新層面，創造一有助

於知識分 享的系統，並建立知

識豐富的工作脈 絡。 

1.強調組織運用實用性的知識，透

過持續改進知識品質的過程，使

其適用於特定情境所創造出來

的知識。 

2.知識領導包含知識管理，但必須

超 越知識管理，包含人際的、

自我組織的、和知識發展等組織

中知識的層面。 

 

資料來源：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模式建構之研究（頁 9-11），吳清山等人， 

                  2006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NSC-2413-H-133-003）。 

 

 

參參參參、、、、    知識領導之知識領導之知識領導之知識領導之之測量之測量之測量之測量    
 

知識領導之測量工具國內外有關文獻不多，茲將所蒐集的相關測量工具說

明如下： 

一、 國內外有關知識領導之測量工具國內外有關知識領導之測量工具國內外有關知識領導之測量工具國內外有關知識領導之測量工具  

(一)、吳清山等人（2006）的「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模式建構」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括：情境分析、角色任務、促動要素、行動策略、轉化執行、

效能及反思等七個層面。經三回合德懷術和焦點團體座談後建構其模式。在第

一回合的德懷術中，認為模式適切性平均數達 5.40(採六點量表)；在第二回合 

的德懷術中，認為模式適切性平均數達 5.80；在第三回合的德 懷術中，認

為模式適切性平均數達 6.00；顯示此建構模式具有高度的適切性，而且量表各

部分的 Cronbach α 值均大於.70，即表示該量表具有良好信度。 

(二)、林信志（2006）的「國民中學行政團隊知識導向文化、知識分享與創

新經營關係之研究」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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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量表內容包含：專業取向、開放取向、強調創新、主動學習、經驗分享、

團隊合作、關係和諧及信任自主等八個向度。採 Likert 之量表六點量尺計分，

各部分的 Cronbach α 值均大於.70，即表示該量表具有良好信度。 

(三)、楊靜宜（2006）的「臺灣高科技產業知識領導」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括：學習導向、創造學習氣氛、支持學習活動，及扮演典範

學習等四個構面。各題目之衡量方式採 Likert 之量表七點量尺計分，此量表各

構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皆在.80 以上，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四)、吳清山等人（2007）的「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之建構與運用」

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括：充實領導專業知能、建立合作信任環境、整合學校知識

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及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採 Likert 之量表五點量尺計分，

此量表各構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皆在.80 以上，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

度。 

(五)、吳清山、賴協志（2007）的「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之研究：角色知

覺與踐行之調查」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含：創新典範策略、人力資源策略、資訊設施策略、制度規

範策略、知識分享策略及成效評估策略等六大向度。採 Likert 之量表五點量尺

計分，其中整體角色知覺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91，而整體踐行策略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92 ，顯示該量表整體與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高，信度佳。 

(六)、徐昌男 ( 2007 ) 的「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括：充實領導專業知能、建立合作信任環境、整合學校知識

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及展現知識創新行動等五個層面，採 Likert 之量表五

點量尺計分。總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 係數為.9330，各層面內部一

致性係數 Cronbach α 係數介於.774~.806，均達到.70 以上，顯示其信度高。 

(七)、黃瓊香 ( 2007 ) 的「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 

該量表為改編自吳清山等人 ( 2006 ) 之「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模式建構

量表」及「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之建構與運用」，量表內容包含學習取向

領導、支持信任文化、典範角色領導、知識行動整合及分享交流平臺等五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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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採 Likert 之量表五點量尺計分。總量表整體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928，

各因素之 Cronbach  α 係數介於.803~.945，均達到.80以上，顯示該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 

(八)、薛淑芬 ( 2008 ) 的「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含充實領導知能、建立支持環境、整合知識資源、激勵師生

學習、推動創新策略及評估運用成效等六個層面，採 Likert 之量表五點量尺計

分。總量表整體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976，各因素之 Cronbach α 係數介

於.861~.925，均達到.86 以上，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九)、賴協志 ( 2008 ) 的「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含：充實領導知能、促進合作分享、整合知識資源、激勵成

員學習、展現創新行動等五個層面，採 Likert 之量表五點量尺計分。此量表各

構面之 Cronbach α 係數皆在.90 以上，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十)、Lakshman（2005）的「奇異公司的知識領導」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括：最佳的實務轉化、工作輪調、資訊科技、調整組織結構、

組織會議、進行和繼續的過程、參與資訊分享及實施知識分享等八個層面。採 

Likert 之五點量尺計分，其信度是.86，交互評分信度是.81，即表示該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  

二、 本節小結本節小結本節小結本節小結 

依據上述國內外有關知識領導之測量工具，並進一步加以闡述： 

(一)、測量對象有關知識領導之施測對象，大部分以國民小學校長為主，共

有七篇，有關產業經營有二篇，至於國民中學部份，只有林信志（2006）一篇，

但只涉及行政團隊的知識導向文化，至於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的量表，目前

仍有待研究者進一步建構。 

(二)、量表內容除吳清山等人（2006）的量表是知識領導模式的建構外，其

餘量表內容不外乎：參與資訊分享、團隊合作、學習導向領導、充實領導專業

知能、支持學習活動、建立合作信任環境、扮演典範學習、整合知識資源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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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根據表 2-1 知識領導之層面分析，加上專家學者各量表之整合本研究將校

長知識領導分為「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

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五個向度，並編製「國民

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加以施測，所測得分數越高，代表知識領導的狀況越

加愈佳，反之則有待加強。其五個向度包括：  

1.充實專業領導知能：係指校長發揮個人影響力，協助並指引全校教職員工

生學習與所實施之領導，其包括：形塑學習型學校的願景與目標、鼓勵教師專

業成長、激勵學生努力學習和創新等。 

2.激勵學校成員學習：係指校長以身作則，其扮演引導成員學習和獲取知識

標竿，並將熱愛工作的態度影響有關成員，且實踐變革的承諾。  

3.建立合作信任關係：係指校長形塑知識型文化，給予全校教職員工信賴與

支持的感覺，並營造舒適、安全、信任的環境和氣氛。 

4.整合學校知識資源：係指校長具備整合人員流程與系統之能力，對於知識

的處理與運用，具備專業與創新的知能。 

5.展現知識創新行動：係指學校建置資訊基礎設施，使教職員工能溝通互動，

分享彼此工作經驗和新知，並針對知識領導成效加以測量和形成有效的評估機

制。 

(三)、量表計分 

量化的知識領導計分，大部分以 Likert 之五點量尺為主，故本研究表採    

Likert 之五點量尺計分。 

(四)、量表信度 

本研究所呈現的國內外知識領導量表，其信度皆達.70 以上，表示其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故本研究所引用的量表其可信度亦高。 

綜合上述，本研究校長知識領導量表，乃參酌楊靜宜(2006)量表─企業的觀

點、吳清山等人(2007)量表─學校的觀點及綜合有關文獻探討結果，最後歸納形

成自編的「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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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學習的意涵組織學習的意涵組織學習的意涵組織學習的意涵、、、、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 

組織學習是促進組織在環境中取得平衡與持續進化的重要關鍵 (Cayla, 

2008)，其是一種借用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及組織理論等領域所建構出的一

個概念  (Dowd,2000)。 

壹壹壹壹、、、、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的意涵的意涵的意涵的意涵    
Taylor 的著作及其所倡導的科學管理，認為管理的真諦在於精確與測量，

而組織的學習可以說是以經驗為基礎，並傳達給組織的其他成員，藉此改善組

織績效 (Ulrich, Lick & Glinow, 1993)，Taylor 將組織的學習視為學習系統之一

的觀點，係為組織學習理論發展的濫觴。 

正式將組織學習理論作為理論研究主題，則是 Cangelosi 和 Dill 在 1965  

年的《組織學習:對理論之觀察》(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bservation Toward a 

Theory) 一文（引自張奕華，1997）。而 Argyris 和 Schon  (1978) 年《組織學

習:行動觀點理論》一書中所提出的相關理論，致使組織學習成為組織理論中的

重要議題，另外，Senge 於 1990年出版的《第五項修鍊》(The Fifth Discipline 

Field Book) 極力倡導組織學習的理念，更是激發諸多的相關研究的進行。然而，

關於組織學習的概念定義，不同的研究者，隨著不同發展的時期與切入觀點，

採取不同的定義與論述，對於組織學習的定義亦莫衷一是，以下茲就國內外學

者所言之定義，分述如表 2-2： 

前述可知，關於組織學習的定義，分析不同學者間之定義，雖存有差異但

亦有共同的見解。綜合文獻可歸納出組織學習的要義如下： 

一、組織學習是一種適應行動  

組織學習是一種組織為適應環境變遷的理性作為，其目的在於以組織學習

為特定目的性工具，透過學習的過程，發展解決問題與適應環境的能力。 

二、組織學習是一種知識應用  

組織學習係為組織知識更新、增長與發展的歷程，透過組織的運作與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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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2----2222    組織學習的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年代 定義 

 

盧偉斯 

 

1987 

組織學習是組織適應的一種行為，其功能在於促進組織 

的效能與發展，並對其信念、態度、行為與結構所為之 的

各種調整行動。 

張奕華 1997 組織為促進長期效能與生存發展，與回應環境的實踐過 

程中，所為之的各種調整活動。 

 

吳明烈 

 

2003 

組織學習係指組織透過持續且有效的個人學習、團隊學 

習與組織整體學習，解決組織所面臨的問題，並提升組 織

創新及應變能力，以促進組織成員與組織整體發展。 

 

李瑞娥 

 

2004 

組織學習是一種適應環境的作為，透過個人學習、共享 

資訊價值、團隊合作、深度對話等方式進行學習，以利 組

織創新與發展。 

 

洪啟昌 

 

2005 

組織學習係組織為了形成其核心競爭力，所採取有系統 

整合訊息與知識的各種學習活動，是一種不斷改變與調 

整以適應持續變化環境的過程。 

 

黃怡雯 

 

2008 

組織學習是一種持續的過程而非結果，係組織內部藉由 

個人學習之起始，帶動團體和組織間的學習，及運用組 織

認知與設計，以分析外部環境影響及內部競爭力成長 的

動態過程。 

Morgan 與 

Ramirez 

 

1983 

面臨相同問題的組織成員，以共同學習的方式進行學 

習，即稱之為組織學習，然組織學習並不等於個別組織 成

員的學習總合。 

 

Huber 

 

1991 

組織學習係指組織中個人、團隊、部門等各階層獲得工 

作知能與專業發展的過程。 

 

 
Storck 與

Hill 

 

2000 

組織學習係指組織成員透過共同的學習，建立密切的互 

動、溝通模式，並創造、分享與傳播知識的系統。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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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性思考，發展出創新且具應用價值的知識，提升組織的競爭力。 

三、組織學習是一種溝通分享  

組織學習即組織資訊處理、詮釋及轉化的過程，透過資訊的獲取、分配、

解釋、儲存、運用，使個人或分散的資訊及知識，轉化為整體性且有意義的資

訊系統。 

四、組織學習是一種文化建構  

組織學習是一種文化的形塑，透過組織學習的歷程，將組織轉化成為學習

型組織，由個人、小組、團隊到組織整體，創造出上到下、下到上不斷循環的

學習文化。 

五、組織學習是一種系統發展  

組織學習是一種長期且有系統的組織發展策略，透過組織學習的歷程，連

結組織內、外的各次級系統，促使組織的結構與運作能持續的更新。 

綜上所言，組織學習是組織為了適應環境需求與達成目標所為的一種行動

策略，其透過組織的運作、系統的學習、知識的分享來促進成員及組織整體持

續發展，係為組織變革的一種策略。 

 

貳貳貳貳、、、、    組織學習的過程組織學習的過程組織學習的過程組織學習的過程、、、、層級與類型層級與類型層級與類型層級與類型    
組織學習係一種系統性的組織發展策略，其具一定的過程、區分的層級及

多樣的類型，以下就文獻中相關論述，分別說明之： 

一、 組織學習的過程組織學習的過程組織學習的過程組織學習的過程 

組織學習如何進行，涉及到程序性的問題；國內外學者提出諸多組織學習的程

序予以描述。 

洪啟昌（2005）則將組織學習的過程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直接觀察：延續個人過去經驗的認知預先型態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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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知解釋：對自己和他人的觀點經由文字、行動、支持系統來傳達，從

非語言發展為語言的經驗。 

（三）協調整合：是屬個體和組織共同行動的調整過程，是一種分享與理解的

過程，從非正式一再協商而制度化。 

（四）制度化回饋：是一種確保例行性行動而產生的程序，定義工作、詳細描

述組 織學習行動，以確保學習行動的產生，此可將個人與群體學習融合在組織 

程之中，並經由意見回饋來修正學習程序。 

 

Argyris 與 Schon (1978) 指出，組織學習的過程應包含以下四個階段： 

（一）發現階段 (discovery stage)：發現實際的情況與預期的結果存有差異，

顯示需要新的知識來解釋此現象。 

（二）創造階段 (invention stage)：分析差異存在的因素，並發展可能的解決

策略。 

（三）生產階段 (production stage)：依據創造出的策略採取行動，以解決差異

的存在。 

（四）普遍化階段 (generalization stage)：評估過往的經驗，並將之融入組織

政策、慣例及規範中。 

 

Daft 與 Weick (1984) 則將組織學習的過程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掃瞄 (scanning)：係屬資料蒐集階段，意指組織針對周遭環境之偵測及

獲取資訊的行動。 

（二）解釋 (interpretation)：係屬資訊意義賦予階段，其依前階段所得之理解，

加以解釋、說明及發展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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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 (learning)：包括學習有關於組織行動及環境變化間關係的知識，

與基於這些知識所採取的行動及策略。 

 

Huber (1991) 所建構組織學習過程之程序系統如下： 

（一）知識獲取 (knowledge acquisition)：指藉由不同方法及管道來獲取知識

的過程。 

（二）資訊傳播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指分享不同來源之資訊並藉此獲得

新資訊及瞭解資訊的過程。 

（三）資訊詮釋 (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賦予被傳播資訊的共同定義與

瞭解，並發展共享的概念性架構。 

（四）組織記憶 (information memory)：將知識儲存，並供未來之使用。 

 

Cossan, Lance 與 White (1999)  將組織學習的過程定義為： 

（一）直覺 (intuiting)：指延續個人經驗的認知型態，其會影響個人直觀的行

為。 

（二）解釋 (interpreting)：指個人對自己與他人的觀點，經由文字、語言或行

動來傳達。 

（三）整合 (integrating)：個體和組織的共同調整過程，經由分享和理解的過

程，從原先非正式的朝向可制度化。 

（四）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ing)：是一種確保例行性行動產生的程序，定義並

詳細描述行動，以確保特定行動的產生；制度化是將個人和群體學習融合在組

織中，包括系統、結構、程序與策略等。 

由上可知，對於組織學習過程的界定，其程序界分雖有所差異，然所圍繞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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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大致包含「知識流程」與「策略形成」兩者；知識流程包含知識的獲取、

傳播、分享、 解釋、儲存等，強調的是知識系統的整合，在策略形成方面，則

包含察覺、思考、協調、 整合、制度化等，強調組織學習係由個體、團體、組

織整體所連結而成的系統。 

綜合上述觀點，本研究歸納組織學習的過程為以下步驟： 

（一）察覺問題：起源來自於現況與期望的落差，從中得到問題的資訊。 

（二）分析解釋：依據個體與組織認知，分析問題的各因素，並進一步定義問

題與解釋問題。 

（三）策略形成：藉由資訊的傳播、分享，協調並整合個體及組織的知識系統，

進而發展成可行策略。 

（四）實際運用：執行所發展的策略，並透過檢視、協商、修正的過程，調整

策略的行動。 

  （五）正式化及回饋：界定共同性行動，使其正式融入組織例行性程序，並

依前述步驟持續的進行，產生回饋的系統。 

二、 組織學習的層級組織學習的層級組織學習的層級組織學習的層級 

Huber (1991)  認為組織學習即組織中個人、團隊、部門等各個階層，獲得

工作知能的過程。Willard 從領導者、組織成員、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組織溝

通等面向進行探討，將組織學習區分為領導、文化、能力、結果及管理五個層

級（引自王世璋，2006）。  

以下茲列舉國內外學者的看法如下： 

Marsick 與 Watkins  (1993)  認為組織學習發生在個人、團隊、組織與社

會等四個相互依存的層級上： 

（一）個人學習：首先要透過個人學習的層級來進行，為了促進組織中個

人的學習，必須創造學習的機會並增進個別成員間的交流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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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學習：團隊學習是從個人學習轉化到組織學習的關鍵，藉由團

隊的學習，促進成員間的合作，形塑共同學習的組織文化。 

（三）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的層級係包含個人與團隊的組織整體學習，其

整合組織成員的經驗與行動，成為集體的動力，建立獲取與分享的學習系統以

促使組織成員及團隊朝共同目標邁進。 

（四）社會學習：任何組織的存在與運作，必定無法切割與外在環境的連

結，固組織整體的學習應置於整體社會脈絡之下，建立開放、多元且具社會互

動性的學習環境與對話空間。 

 

Dixon (1995) 則將組織學習分為私人意義、可及性意義、集體性意義等三

個型態： 

（一）私人意義 (private meaning) 

組織中的成員，均有其屬於個人建構的專業知識或實務經驗意義結構，若

無適當的管道或機會，他人是無法取得的，此即私人意義的學習。促使成員保

留其所建構的意義 結構的原因可能很多，諸如個人隱私考量、資訊來源無法透

露、維持自我競爭優勢、無 適當管道等，然組織成員傳達愈多的私人意義結構，

則組織的學習也會愈多。 

（二）可及性意義 (accessible meaning) 

此層級係指成員願意與他人分享的意義結構。其最常存在的場域，是在一

些組織內的非正式場合，而透過這些非正式場合的討論，可使個體的觀念透過

他人的思考得到某 種程度的驗證，形成一種交流學習。 

（三）集體性意義 (collective meaning) 

集體性意義學習乃為組織成員所共同持有的一種學習，它是一種規範、策

略及假定，用以明確指引如果完成工作，或說明工作重要性等。此種意義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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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是屬於組織整體的，一旦形成就不易改變，而成為組織所有成員共享的知識

與價值，並引領組織的學習。 

Miner 與 Mezias (1996)  認為組織學習的層級可分為下列四種： 

（一）個人學習：包括取得新技能、規範與價值觀，而經驗會影響個人對

經驗的採行， 個人詮釋也會影響成員的學習。 

（二）團體學習：指績效回饋、共同瞭解及學習行為等。 

（三）組織學習：包括組織瞭解的期望水準，在組織內或組織間移植與學

習組織用的資訊處理。 

（四）組織群體學習：包括了分享共同經驗、控制學習時間和速度、制訂

標準及各種不同規則互相模仿效果。 

吳建華（2003）提出組織學習包括了個人學習、團隊學習及組織學習三個

層次： 

（一）個人學習：組織學習的基礎，組織應創造個人主動學習的能力，並

將其轉化分享給團隊式組織，促使成為組織的記憶。 

（二）團隊學習：團隊學習具有連結個人學習與組織需求的功能，並使個

人學習轉化為組織學習。 

（三）組織學習：組織學習係透過個人學習與團隊學習而達成。 

魏惠娟（2002）指出組織學習的層次，可依據能力建立、持續發展與改變，

分為個 人學習、適應性學習、創新性學習及創造性學習等四個層次，  

另外，Senge 提出的五項修練學習的策略中，可發現組織學習涉及分三個

層級，其中「系統思考」、「改善心智模式」、「自我超越」是屬於組織中的個人

學習，而「團隊學 習」與「共同願景」則分屬於團隊與組織層級的學習（引自

洪啟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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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組織學習可區分為個人學習、團隊學習與組織學習三個層次。

以下就 個人、團隊與組織學習的關係，進一步分析討論之： 

（一）個人學習是組織學習的基礎 

成員個人是組織組成的基本要素，因此，組織學習必須透過成員個人的學

習方能達成。組織學習的核心在於成員身上而非組織體系本身，因為是個人而

非組織在進行學習及創造知識（林英峰，2000）。然對組織學習而言，個人學習

是一種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 (Swerning & Wierdsma, 1992) ，因為個人的意志並

無法貫徹於組織之中每一個成員，是故，組織應鼓勵個人學習並建制適當的轉

化機制，將個人學習所得分享給團隊或組織，促使這些個人知識與經驗轉化為

組織記憶。 

（二）團隊學習是個人與組織學習的媒介 

團隊學習是組織學習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個人學習轉化成為組織學習的中

介過程。團隊是由一群具不同特質、專長且擁有共同目標或任務的個人所組成

的群體，其為了達成目標與任務，必須透過合作、交流與學習，並凝聚共識轉

為行動，進而將團對所發展出來的技巧或策略向其他團隊分享與推廣（洪啟昌，

2005）。因此，團隊學習具有連結個人學習與組織需求的功能，並使個人學習轉

化為組織學習。 

（三）組織學習是組織共同學習的模式 

組織學習以個人及團隊學習為基本要素。Kim (1994) 以「組織記憶」的概

念加以說明，其指出組織記憶包含制度、文化、知識等，它會影響組織中資訊

的流動及知識的理解，因此，組織記憶可協助個人與團隊在處理問題時，有參

考的依據。個人與團隊的學習會受到組織的影響，而個人與團隊的學習結果，

亦會更新組織的記憶與知識，是故組織學習可視為組織中各要素及系統共同學

習的模式，集合個人、團隊而成為一個整體的學習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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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學習的類型組織學習的類型組織學習的類型組織學習的類型  

組織學習的類型，因不同的學習階段與內容，有著不同的區分，有下就以

學者所提出的觀點說明之： 

Argyris 與 Schon  (1978)  以組織學習是以是否涉及改變現在價值觀與規

範，將其劃分為二個層次，分別為「單環學習」 (single-loop learning) 與「雙環

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Swieringa 與 Wierdsma (1992) 更進一步提出「單

環學習」、「雙環學習」、「再學習」 (deutero learning) 的關係，而「再學習」係

針對前兩者的學習類型加以批判分析 而改善之。三者學習類型之內涵如下： 

（一）單環學習 (single-loop learning) 

單環學習強調在既定的組織目標、制度、政策下，整合行動與結果間的關

係，並連結手段與目標間的關係，進而檢視組織的整體環境以發現錯誤及需求。

此學習類型強調的是手段方法的調整，目的是利用例行性的學習來完成組織目

標、解決問題，係屬組織內部調適的過程。 

（二）雙環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 

雙環學習強調在組織意圖下重新修正目標、制度、政策，設法找出問題原

委並發展可行之具體作為及策略，除重視內部環境適應外，更需要進一步針對

組織現有的規範、標準、價值進行診斷與改革，目的在提升組織外在的適應能

力。此學習類型質疑、挑戰並重建既有的觀點，從改變組織的文化著手，以促

成組織徹底的變革。 

（三）再學習 (deutero learning) 

當組織從過去的經驗中得到失敗的教訓後，便會尋找正確的學習方式，即

所謂的「再學習」，其主要是提升學習的有效性，學習的基礎建立在前述兩個類

型的學習成果上，亦可說是持續性的單環學習或雙環學習。 

Hedberg 以「連續性」的學習改變程度來劃分組織學習的類型，其可分為

下列三種型態（引自高淑慧，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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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整學習 (adjustment learning)：不改變認知的觀念，以現行的行為

模式掌握外部 的改變。 

（二）轉換學習 (turnover learning)：將現行的行為模式重新組織與改變。 

（三）改變學習 (turnaround learning)：兼具行為模式與認知程序的改變。 

Meyers (1990)  以「技術的生命週期之階段」觀點切入，將組織學習的類

型分為「線 性學習」與「非線性學習」，並視組織所處的技術生命週期，提出

創造性學習、適應性學習、維持性學習、變遷性學習等四個型態的組織學習類

別： 

（一）創造性學習 (creative learning)：對問題的定義及行動的建議，係屬

創新期的學習型態。 

（二）適應性學習 (adaptive learning)：建立各種程序、角色、法則，以塑

造組織運作系統，係屬成長期的學習型態。 

（三）維持性學習 (maintenance learning)：以過去的經驗或修正既有的系統

來提升效率， 係屬成熟期的學習型態。 

（四）變遷性學習 (transition  learning)：重視如何解釋及認知外界環境的

訊息，組織正處於學習模式變遷階段，沒有可依循的標準，係屬於衰退期的學

習型態。 

McGill, Slocum 與 Lei (1992) 將組織學習的類型區分為適應性學習 

(adaptive learning)  與創造性學習 (generative  learning) ，前者以維持組織成員

現有技能與增強解決現有問題能力為主，後者以培養組織成員判斷問題之能力

以適應未來之能力為重點。 

Lyles 將組織學習區分為（引自劉姵君，2005）： 

（一）低階學習  

意指在既定的目標下，嘗試各種可能達成目標的方法，並在不斷嘗試、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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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與修正中，找出達成既定目標最有效的方法。 

（二）高階學習  

意指學習的內容涉及新的方法與知識，需調整組織整體的基本信念、規範

及價值觀，並對環境不斷的偵測、目標的制定與修正、達成目標的可能方法之

掌握。 

Yeung 等採用競途徑將組織學習分成兩個向度（學習來源、學習方向）與

四種類型，其各類型的主要特徵為（劉復苓譯，2001）： 

（一）實驗學習：透過開發新產品以不斷產生新的創意，從而達到學習的

目的。 

（二）不斷改良：依照規劃、行動、檢視與改良的循環，持續修正以達成

學習的效果。 

（三）標竿學習：藉由瞭解並分析別人的管理模式與最佳案例進行學習，

注重組織外在的知識導入。 

（四）提升能力：借助新知識、新技術的吸收來達成學習的目的。 

余朝權（2006）則將依目的及成效將組織學習區分為： 

（一）發展能力 (competence)：意指組織內的團隊和個人發展出新能力，

組織在經營策 略上強調對於學習的執著，並且不斷地尋找新的工作方式。 

（二）實驗 (experimentation)：意指組織不斷地嘗試新觀念，企圖成為市場

上新產品或 新製品的創造者。 

（三）持續改善 (continuous improvement)：意指組織戮力於精熟各項作業

程度，成為全市場公認的技術領導者。 

（四）跨界學習 (boundary spanning)：意指組織持續觀察競爭對守的長處，

並建立標竿或直接派員去成功的企業學習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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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學者對組織學習的類別探討，雖然類別名稱與標準有所不同，但其內

涵仍不脫離「單環學習」、「雙環學習」、「再學習」的概念。研究者認為組織學

習的類別區分，有其組織發展階段及任務取向，包含以維持現狀的適應性學習

及突破現狀的創新性學習，並透過持續的檢視與修正，形塑一個不斷循環的學

習歷程。 

參參參參、、、、    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    
組織學習的推動過程，必須考慮到組織內、外部環境的相關因素。魏惠娟、

林怡禮（2006）指出，資源、領導、結構與規模是影響組織學習的重要因素；

如何掌握相關因素以促進組織學習，以下列舉學者說法說明之： 

林保良（2004）則歸納組織學習的障礙因素為：（一）片段思考的障礙；（二）

心智模式僵化的障礙；（三）缺乏變革共識的障礙；（四）組織記憶失能的障礙；

（五）領導者迷失的障礙；（六）對話與溝通失調的障礙；（七）組織科層體制

的障礙；（八）認知與行動的落差。 

吳清山（2007）分析推動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其可分為個人因素、結構

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等四個層面： 

（一）個人因素  

組織係由個人所組成，組織學習則需以個人學習為基礎，受限於個人的性

格、年齡、需求與教育程度不同，將影響其參與組織學習的意願及行為表現。 

（二）結構因素  

組織結構是組織運作的骨幹，任何一個組織都會設置各種單位，以推動各

項業務；倘若組織結構趨於僵化而缺乏彈性，均不利於組織的學習。 

（三）文化因素 

組織均有其獨特的文化，其代表某種價值、信念與規範，可反應出組織的

特性及目標的優先次序；組織文化的積極開放或平庸封閉，將影響組織學習的

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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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因素  

組織為規範成員的行為與提供組織運作的準則，乃建立各種典章制度，以

利組織有效運作；組織的制度需符應需求以作調整，如人事規定、獎勵措施及

溝通機制等，方能有效推動組織學習。 

Garvin  ( 1993 ) 提出組織學習必須熟悉以下活動： 

（一）運用系統觀點解決問題  

組織須利用科學的方法收集數據，系統地分析問題，掌握不同因素間的關

聯，並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同時要求成員掌握必要的方法和技巧，並養成良

好的思維方式，避免簡單隨意的反應。 

（二）嘗試創新的試驗  

試驗與解決問題是互補的學習方式，解決問題主要事應付當前的困境，試

驗則是為因應將來之需要，其中依試驗的性質，又可分為持續性試驗與示範性

試驗兩種。 

（三）從經驗中學習  

係最經濟有效的學習方式，即審視組織過去的成敗得失，系統客觀地做出

評價，促使成員澄清有價值的失敗 ( productive failure ) 和無意義的成功 

( unproductive success ) 之不同，體會從過去經驗中學習的價值。 

（四）典範學習  

組織不能局限於自身的學習，組織外部有更多的知識技能值得學習，透過

典範的學習，不但可以借取成功經驗，更可對組織的發展有創新的啟發。 

（五）有效的傳承於組織內部  

組織學習非僅限於某些部門或個人，需要求組織全體共同行動，促進知識

與技能在組織內順暢的流通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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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ding 則歸納下列七項影響組織學習的因素（引自蔡志隆，2005）： 

（一）願景與策略 (vision and strategy) 

願景及策略可促使成員共識的產生，並將此能量擴散到組織的全面活動。 

（二）文化與氣候 (culture and atmosphere) 

組織塑造鼓勵與支持成員學習的文化與氣氛，使成員能將組織資源運用於

工作及知識上，使全體組織成員共享。 

（三）組織結構 (structure) 

組織結構會隨著組織策略及環境而改變，學習型的組織，其結構趨於扁平

化，具敏捷行動力，能將組織效能有效的發揮。 

（四）回饋與支持系統 (the system of feedback and supporting) 

對於成員的創見給予獎勵，並形成一套訓練發展與績效目標的回饋機制，

以強化學習效果，促進組織學習。 

（五）分權式策略規劃 (distinguishable strategy) 

使員工有潛能發揮的機會，促進組織發展。 

（六）溝通與資訊系統 (communicational and informational) 

組織建立系統性的溝通系統，運用資訊科技與成員分享，將有利於組織的

發展。 

（七）科技系統 (technologic system) 

善用科技與技術，使學習達事半功倍之效。 

Popper 與 Lipshitz (2000)  認為影響組織學習的因素如下： 

（一）不確定的環境 組織在面對快速變遷及競爭激列的環境，必須依賴自

我的學習能力方能求生存，是以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可以檢視出組織的學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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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二）關鍵性的錯誤 在不確定環境中，當關鍵性錯誤的發生，將使組織付

出高度的代價，故能對組織成員有所警惕而促進學習的意願。 

（三）成員的專業性 專業的要求，需組織成員在既有的水準上不斷的持續

發展，成員如具專業的水準，可成為組織學習的助力，尤其專業化的承諾，可

以提升組織學習中個人學習的意願。 

（四）組織的領導風格 領導者是具深切影響力的，透過系統的安排，領導

者可以形塑一種結構化的組織學習文化，是決定組織成員學習的關鍵動力。 

肆肆肆肆、、、、    組織學習的測量組織學習的測量組織學習的測量組織學習的測量 
關於組織學習的建構與測量，一般可區分為四個面向，分別為團體導向 

(team orientation)、學習導向 (learning orientation)、記憶導向 (memory orientation)、

與系統導 向 (system orientation)。團體導向係指在決策與執行過程中，跨部門

的合作行為；學習 導向重視的是組織學習的價值；記憶導向重視知識的溝通與

傳播；系統導向則以組織為 出發點來探討事物全貌（引自洪啟昌，2005）。以

下就國內外研究者所建構的組織學習量表說明之： 

張奕華（1997）以台灣地區九個縣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小

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並編製的組織學習量表，將組織學習分為

系統性思考、全面品質管理、團隊學習觀念、應用資訊科技等四個向度。 

白穗儀（1999）以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的公立國民中學教師

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並編製組

織學習量表，其包含系統思考、暢通溝通管道、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運

用教學資訊科技等六個層面。 

江志正（2000）以台灣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小學團體動

力、組織學習、學校發展策略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並編製組織學習問卷，

將組織學習分為資訊蒐集、系統思考、團隊學習、創意精進四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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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錦漳（2001）以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三縣市的公立國小教師為取樣

對象，進行「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因素研究」，並發展出國

民小學組織學習量表，將組織學習分為資訊蒐集、深度匯談、科技運用、團隊

學習、創意精進等五個層面。 

李瑞娥（2004）以台灣省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學校

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學習型學校模型

之建構」，編製組織學習量表，將組織學習分為個人學習、共享資訊價值、團隊

合作與深度對話四個層面。 

洪啟昌（2005）以教育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進行「教育行政機關組織文

化、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關係之研究」，並編製組織學習量表，將組織學習分為

自我超越、系統整合、提升知能與改革創新等四個層面。 

    王世璋（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小校長轉

型領導、 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其所編製「國民小學學

校狀況調查問卷」，將組織學習分為資訊共享、系統思考、團隊學習、溝通對話

與科技運用進行測量。 

    Senge (1990) 的觀點，其提出五項學習修練的原則，分別為自我超越 

(personal mastery)、改善心智模式 (improving mental models)、建立共同願景 

(building shared vision)、團隊學習 (team learning) 與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 

    Wick 與 Leon (1995) 建構學習要素量表，其量表包含五個向度，分別為定

義願景(defined  vision)、行動計畫的衡量 (action  plan  measurement)、資訊分

享(sharing information)、創造性(inventiveness)與執行能力(implementation 

ability)。 

    Jerez-Gomez, Cespedes-Lorente 與 Valle-Cabrera (2005) 建構的組織學習能

力量表，此量表所建構的四個層面分別為組織管理承諾、系統觀點、開放與經

驗化程度、知識移轉與涉入程度等來衡量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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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學校視之為一個開放系統，則其經營運作的過程包含了輸入、轉換、

輸出、回饋等步驟（秦夢群，1998），面對外在環境的變遷、刺激與挑戰，學校

需透過必要的策略，提升組織適應環境的能力，方能達成既定的教育目標。環

境的多元發展與知識的快速更迭，使學校所面臨的是不斷的「變革」，於此，舊

有的觀念與經驗，已不足以應付變革的需求，惟有以現有的知識為基礎，透過

不斷的學習與創新，才能與時俱進並確保教育的品質。教育改革驅使學校開始

進行組織學習，做為對於相關政策與變革的回應（魏惠娟、林怡禮，2006），而

組織學習的功能與效果，可引發組織在文化、領導、結構三個層面上的逐漸改

變，除可加強組織成員的能力，更能提升組織的效能（魏惠娟，2002）。  

綜合上述，國內對於學校組織學習的測量，以團隊學習合作、系統思考、

科技運用、資訊蒐集與共享、溝通管道、深度對話、個人學習、創意精進等層

面使用較為普遍；研究者據此發現與相關文獻理論，將組織學習分為「系統思

考」、「資訊蒐集」、「團隊學習」 與「溝通對話」等四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一、系統思考 

係指透過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思維，規劃各項學校事務與計畫願景，建立有

效且周延的運作及發展模式。 

二、資訊運用 

係指學校成員能依教學實務或專業發展之需求，有效的蒐集資訊與吸取知

識。 

三、團隊學習  

係指學校成員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結合，透過合作與分工的方式進行學

習。 

四、溝通交流  

係指學校成員能有效的進行溝通，促進資訊、知識與經驗的交流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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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學校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學校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學校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學校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我國國民小學階段推行諸多革新政策，如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等，致使學校本身需突破舊有的學習模式，方能達成教育革新的目標，

因此，組織學習即成為學校組織變革與發展的重要策略。吳三靈（2004）提出，

學校欲有效的進行組織學習，需具備明確的目標、健全的推動組織、可行的策

略及靈活的運用方法等條件，因此，學校如何有效推動組織學習及其成效為何，

係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以下就國內外關於學校組織學習之研究分述說明之： 

余錦漳（2001）以高高屏三縣市之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

民小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因素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國民小

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的情況，大致良好；（二）學校的組織學習愈佳，則

教師專業成長情形愈好； 教師專業成長情形愈好，則學校組織學習也愈佳；（三）

男性教師、資深教師、及未兼行政工作之科任教師，在組織學習的現況較好；（四）

規模中型之學校、創校在十年以下之學校、都會地區學校、及參與九年一貫課

程試辦之學校，其組織學習的現況較好；（五）在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

及組織學習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預測作用中，以組織學習最具預測力。 

魏惠娟、林怡禮、潘慧玲、張明輝、陳嘉彌（2003）針對台灣地區 37 所

國中、51 所國小進行「驅動學校組織學習的因素分析研究」，其發現：（一）單

靠外在環境的刺激， 並不足以使組織產生持續的學習；（二）環境中的政策因

素促進了學校組織學習；（三） 學校內部是促動組織學習與改變的最關鍵因素；

（四）校長是啟動學校組織學習最有影響力人物。 

李瑞娥（2004）以台灣省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學校

終身學習 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學習型學校模

型之建構」，其研究指出：（一）目前國小以任務導向最能呈現終身學習文化效

果；以共享資訊價值最能呈現組織學習效果；（二）學校終身學習文化之任務導

向文化，最能引導學校的組織學習、組織創新，進而提升學校效能；而且終身

學習文化與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具有因果關係；（三）組織學習之「共享資訊價

值」最能促進組織創新，而且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具有交互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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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隆（2005）以雲林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雲林縣國民小學組

織學習與組織氣氛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現階段雲林縣國民小學組

織學習屬「高程度」， 其中以「組織學習方法與創新」的知覺得分最高，以「團

隊學習與深度匯談」的知覺得分最低；（二）不同的教師年齡、學校規模及學校

位置在雲林縣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的知覺有顯著差異；（三）雲林縣國民小學的組

織學習與校長的支持行為、教師的同僚行為、 教師的親和行為及教師開放度呈

現中度正相關，與校長的監督行為及校長開放度呈低度正相關；與教師的疏離

行為呈現低度負相關。 

簡嘉瑩（2006）以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特殊教育學校組

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調查結果顯示，教師所知

覺特殊教育學校組 織學習，屬於高等程度，最佳的向度是「運用資訊科技」，

待加強的向度則是「暢通溝通管道」；（二）不同學校類別與學校規模，對學校

組織學習有顯著影響；（三）教師年齡、教育背景、服務年資及擔任職務具有顯

著差異，而教師性別則無顯著差異。 

吳昌期（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小學校

長變革領導、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目前台灣

地區國民小學組織學習屬於「中高」程度；（二）組織學習的現況，受到學校所

在地、規模的影響；（三） 女性校長比男性校長更重視團隊學習；（四）國民小

學校長與教師對學校組織學習的知覺有差異；（五）國民小學校長變革領導、組

織學習對組織文化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王世璋（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小校長轉

型領導、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國小

在學校組織學習各層面，以「科技運用」最高，而「資訊共享」最低；（二）不

同性別之國小教師，所知覺的學校組織學習無差異；（三）年資 25 年以上與 50 

歲以上之國小教師，所知覺學校組織學習較高；（四）擔任主任或組長之國小教

師，所知覺學校組織學習較高；（五）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所知覺的學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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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無差異；（六）鄉鎮地區的國小之學校組織學習高於都市地區的國小。 

張嘉原（2008）以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小學學校

組織健康、組織學習與教師效能感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臺北縣國

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健康、學校組織學習與教師效能感之現況屬中等程度，

仍有相當進步空間；（二） 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健康、學校組織學習與教師效能

感之間彼此關係密切；（三）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健康與學校組織學習對整體教師

效能感有顯著聯合預測力。 

Leithwood (1995) 以訪問調查的方式，探討學校在面對中央教育政策改革時

的因應態度，結果發現，學校所在地區對學校的組織學習有相當的影響力；另

外，學校要推動組織學習，必須先具有一致性的目標，也就是組織內要先達成

共識，才有推動教育改革 的可能。 

Wohlstetter, Van Kirk, Robertson 與 Mohrman (1997) 以成功的學校本位經

營為主題進行研究，其研究發現：（一）主動進行再建構的學校，較有助於組織

學習及完整的學習過程；（二）實施組織學習的學校，能直接與間接地接受較多

的革新性教學方法；（三）有目標的對話、從經驗中學習、成員間的強烈連結、

自我精進與成員的參與等要素，皆會使組織成員能慮及內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加

以改變，使組織更能達成任務與使命。 

Scribner, Cockrell, Cockrell 與 Valentine  (1999) 以創造學校專業社群為主

題進行研究，其研究指出：以組織學習來建立學校專業社群的過程中，校長的

領導型態、學校創校歷史、教師工作團隊等，是影響學校專業社群建立的重要

因素。 

組織學習已成為學校組織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在相關的研究數量上累積

頗為迅速，以下就不同研究者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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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理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理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理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理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劉玉珍 

（2005）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 

師效能感關係之研究 

1.規模 12 班以下、位處都會地區（含院轄市、 

縣轄市）、建校 10 年以下的學校，比較有利於 

推展學校組織學習。 

2.學校的組織學習情況愈好，則教師效能感的 

情況也愈佳。 

陳欣華 

（2006） 

影響學校組織學習歷程 

因素之個案研究 

1.面對面的互動溝通與經常性的聚會是影

響學校組織學習的組織文化因素。 

2.教學自主的授權、學習機會的提供確實是影 

響教師學習的環境影響因素。 

楊瑞麟 

（2006） 

國小教師組織學習與教 

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1.國民小學教師的整體的學習情況不佳，在各 

層面中以「集體單循環學習」表現較好，而以 

「個體再學習」表現最差。 

2.國民小學組織學習因教師背景變項而有差

異，其中級任教師的整體組織學習情況優於教

 
羅國誠 

（2006） 

台北縣立國民中學組織 

學習與教師組織公民行 

為關係之研究 

1.國民中學組織學習會因教師背景變項而有差

異。年輕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其在組織

學習的知覺情形較佳。 

2.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組織公民行為有密

切關係存在，即組織學習愈好，教師組織公 民

行為也愈佳。 

黃昱瑋 

（2006） 

雲林縣國民小學團體動 

力與組織學習關係之研 

究 

1.國小教師在組織學習分層面或整體層面上的

知覺會因服務年資、學校規模、學校位置的不

同而有所差異；但不會因性別、學歷、擔任職

務、創校歷史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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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    表表表表    2222----3333    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理表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理表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理表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理表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黃昱瑋 

（2006） 

雲林縣國民小學團體動 

力與組織學習關係之研 

究 

1.國小教師在組織學習分層面或整體層面上

的知覺會因服務年資、學校規模、學校位置的

不同而有所差異；但不會因性別、學歷、擔任

職務、創校歷史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楊智雄 

（2007） 

國民小學校長授能領導 

與組織學習之研究 

1.教師背景變項中的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及 

教師職務會影響授能領導與組織學習之知覺。

2.校長授能領導與組織學習歷程及組織學

習結果均有顯著相關，校長授能領導愈好，組

織學習歷程及組織學習結果愈佳。 

黃昱瑋 

（2006） 

雲林縣國民小學團體動 

力與組織學習關係之研 

究 

1.國小教師在組織學習分層面或整體層面上的

知覺會因服務年資、學校規模、學校位置的不

同而有所差異；但不會因性別、學歷、擔任職

務、創校歷史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楊智雄 

（2007） 

國民小學校長授能領導 

與組織學習之研究 

1.教師背景變項中的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及 

教師職務會影響授能領導與組織學習之知覺。

2.校長授能領導與組織學習歷程及組織學習結

果均有顯著相關，校長授能領導愈好，組織學

習歷程及組織學習結果愈佳。 

吳采穎 

（2008）     

桃園縣國民小學組織學 

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研 

究 

 

 

1.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2.教師對組織學習各層面或整體層面上的

知覺會因擔任職務、學校地區及創校歷史的不

同有顯著差異。 

賴協志 

（2008） 

國民小學校長知識領導 

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

研 究 

 

1.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2.教師對組織學習各層面或整體層面上的

知覺會因擔任職務、學校地區及創校歷史的不

同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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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可知，國內針對學校組織學習的研究，在近來年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研究者總結各相關研究發現如下： 

一、在研究方法上  

量化的取向在使用上較為普遍。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研究對象以國民小學教師為最多數，國民中學教師居次，少數以大專院校

及幼稚園為研究對象，亦有以教育行政機關為對象者。 

三、就研究變項而言  

多數研究以「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進行組織學習之探析，

如：性別、年齡、年資、職務、學歷、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學校類型等，並

且在研究結果上有所不同。 

四、就研究主題而言  

除部份以個案研究、指標或相關因素為主題外，多數研究在探討組織學習

與其他相關領域間的關係，如學效效能、教師效能、教學效能、校長領導、教

師專業發展、組織文化、組織創新、組織公民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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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理論與測量 

經濟學家 Schumpeter 提出「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後，創新的概念成為

組織研究的重要課題。面對全球經濟環境的劇變，以往創新關係企業能否成功；

現今創新卻是關乎企業的存亡（引自蔡啟通，1997）。 

學校是個服務性的組織，其競爭壓力，雖不像企業界那麼強烈，但面對愈

來愈大的外在環境改變與挑戰，以及社會大眾紛紛要求學校提供優質和卓越的

教育，無形中增加了學校極大的辦學壓力。因此，處在追求精緻教育的今天，

學校經營必須力求革新和創新，使創新經營成為學校進步與發展的動能（吳清

山，2004）。 

本章共分三節，首先，闡述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其次，探究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理論，最後，分析近年來國內外專家學者所採用學校創新經

營效能的量表。 

壹壹壹壹、、、、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涵    

一、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意意意義義義義 

就字面意義而言，「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是由「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

能」複合而成，其場域為學校，其歷程為創新經營，其結果為學校教育目標的

達成，甚至產生超乎學校教育目標的卓越表現。是以先敘述有關學校創新經營

的意義，再說明學校效能的意義，最後綜合歸納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意義。 

（一）學校創新經營之意義 

由於 21 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創新教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學校

創新經營有助於展現教育活力與創意、豐富教育內涵與活動、確保學校生存與

發展、引領教育革新與進步以及促進教育品質與卓越（吳清山，2004）。 林筱

瑩（2003）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是指學校為滿足整體社會的期待與維持系統間的

和諧運作，並追求本身的優勢發展，在整體校務經營上，運用自行開發或自外

部引進的創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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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世緯（2003）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為滿足學生與家長課程需求、

維持內部競爭力並提升教育品質，而在組織內部和外部之經營作法上進行改變

與創新的策略。 

吳清山和林天祐（2003）將學校創新經營界定為：在學校環境場域中，採

用創意點子，將其轉化到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的過程，以發展學校特

色，提升學校效能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林明地（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校長與學校成員間雙向影響力發揮之

過程，其目標是希望能建構滿意且具成就感的行政過程，追求共享價值之實現，

並建立有利於長期發展的學校文化。塑造持續改善的學習文化，發展長期影響

力，成就長期的成功，是創意學校經營的理想。 

顏秀如和張明輝（2005）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為提升教育績效，

營造有利於成員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化與環境，鼓勵且引導成員參與創新活動，

藉由知識系統的管理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略，使創意得以形成、發展及

永續經營之動態發展歷程。 

徐瑞霞(2006)則提出學校為因應社會變遷與學校需求，進行創新活動或策略，

營造有利於成員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化與環境，並結合學校內、外部資源來增

進學校效能，提升教育品質。 

林文勝(2006)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學校校長組織創意的團隊，用技術與管理

的創新，落實到學校場域，包括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活動展能、校園環境和公

共關係等，展現異於他校的創新與優質的績效，讓顧客滿意並感受到不凡的價

值。 

湯志民（2006）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學校依循教育理念，突破傳統觀念，

運用學習型組織的團體動能，轉化行政、課程、教學和環境的劣勢，使之成為

優勢，以創造獨特風格和組織文化，並發展學校特色之歷程。 

林新發等人（2006）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學校為滿足整體社會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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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永續發展，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的產品、過程或服務，藉由改善資源的

價值與分配，促使技術和管理創新，以提升學校競爭力或創造優勢的一種經營

策略。 

謝傳崇（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學校在校務經營管理上，運用內部

自發或外部激發的創新經營策略，以滿足社會、家長與學生的期待，並追求學

校的卓越發展。 

顏童文（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並非是抽象式的概念，相較於一般學校

有關教學、課程的變革，其目的在於提升學校效能及達成教育目標，不只是產

生和現狀相異的現象而已，更強調創造學校新的價值，透過不斷地創新、改造、

修正及執行的過程，將創意的點子轉化到學校的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及教學成

效，使學校能永續發展。 

黃韻如（2008）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學校為提升教育績效，達成優質、

卓越的教育目標，營造有利學校組織成員發揮創造力的文化與環境，激勵組織

成員從事創新活動，形塑學校特色文化。並配合各項的經營管理策略，提升學

校行政的管理效率、實施創意的課程教學、強化團隊的建置運作、活絡校園的

知識分享、推展多元的學生活動及結合各項的資源應用，以促成學校永續經營

之歷程。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論述，學校創新經營意義，不外乎包含其模式、內涵及

功能： 

1.就學校創新經營的模式而言，學校創新經營運用創意的策略與方法，將創

意應用於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亦即發展突破傳統的經營模式，改變

過去傳統的經營模式，落實於學校場域中。 

2.就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而言，學校創新經營在學校的行政管理、課程與教

學等各層面，運用創意點子來改善資源的價值與分配，進而促使技術和管理創

新，發展創新途徑以營造活力的學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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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學校創新經營的功能而言，學校創新經營為了滿足社會、家長與學生的

期待與永續發展，用以提升學校競爭力或創造優勢，進而提升學校效能與達成

學校教育目標。 

綜合上述，本研究歸納出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為：學校在校長的領導下，

整合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的資源和需求，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提升學校效能和品質，進而滿足社會、家長與學生的期待與學校永續發展的一

種經營策略。此一定義具有以下五個要點： 

1.學校創新經營的目的在達成教育目標，提升學校效能。 

2.創造力是學校創新經營的關鍵。 

3.學校創新經營是集體參與及合作的結果。 

4.知識管理策略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發展。 

5.學校創新經營是系統化動態發展的歷程。  

（二）學校效能之意義 

由於學校目標所包含的內涵較為抽象，且難以具體化與量化，故學校效能

是個複雜的概念（鄭燕祥，2001），茲將專家學者對學校效能的定義引述如下： 

Madaus, Airasian  和 Kellanghan（1980）認為學校效能意指學校目標與實

際符合的程度。 

Morley 和 Rassool（1999）認為學校效能包含管理學和組織學，把它有效

的當成是自我證實的工作去改變現狀，這是評估學校成長機制的一部分，教育

改革的理念藉由新力量在教育結構中重新運作，而學校效能表現宜根據學校預

設標準來評判。 

Wolfendale（2000）認為學校效能意指學校運用現有的教育資源，表現於學

生學業成就和教師工作士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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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1989）認為學校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良好的績效，包

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領導、學校氣氛、學習技巧和策略、學校文化和價值、

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所預訂的目標。 

劉春榮（1993）以為學校效能是學校為達成教育目標所進行的方法、步驟

或程度。學校能採取有效的方法、步驟達成教育目標，便是有效能的學校。張

德銳 (1994) 將學校組織效能定義為：學校組織的實際表現，包括學校 組織目

標的達成、外部環境的調適、組織資源的獲得以及組織成員需求的滿足程度。

沈翠蓮（1994）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中校長、教師、家長、學生能夠為完成

教育目標及達到學校所預定的目標而努力，而使學校獲致良好績效。它包括學

校的教學領導、參與溝通、課程與教學設計、學生的行為表現。 

張慶勳 (1997) 認為學校效能係學校領導者運用領導的策略及各種有效途

徑，從學校外在環境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並統整學校組織靜態、心態、動態、

生態的層面，經過學校組織的運作，以達成學校目標與滿足教職員工生等個人

的需求，及增進學校組織的發展。 

吳宗立（1998）認為學校效能的意義可從學校組織的靜態、心態、動態、

生態層面加以分析： 

（1）就靜態而言，學校效能是達成組織目標的程度。 

（2）就心態而言，學校效能是滿足組織成員需求的程度。 

（3）就動態而言，學校效能是發揮行政績效的歷程。 

（4）就生態而言，學校效能是促進組織永續發展的程度。  

鄭燕祥（2001）、李幸（2001）、吳明雄（2001）認為學校效能為學校內、

外部經營、運作之結果與績效，及所達成學校目標之程度，其同時具有普遍及

共同的特性。 

姜智武(2001)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在運作的過程中，能達成預訂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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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此目標涵蓋了多元的層面，包括學生的學業成就、教師的教學品質、

學校的氣氛與學校文化、校長的領導表現、教師的工作滿足、學校成員的發展、

家長社區的支持及社會的期許等。 

李瑞娥（2004）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績效而能達成

目標的情況。黃麗美（2004）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在各方面表現情形，包括

行政服務表現、教師專業品質、學生成就表現、家長社區認同支持等構面。  

劉春芳（2006）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在教師專業、學生成就、行政服務、

家長社區支持等方面有良好的績效，能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使學校永續發展。 

黃瓊香 (2007) 認為學校效能為學校中人、地、時、事和物的多層面資源整

合，使學校在各方面有績效，使社區家長滿意和支持，進而達成教育目標和學

校願景。「人」包括學校內部人員的師生及外部人員家長社區人士等， 

「地」包括學區內外，「時」包括在學學習及生涯規劃等，「事」包括學生

活動、進修活動及親師活動等，物則包含內、外部資源等。 

賴協志（2008）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及內部成員需

求，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並積極從事經營與管理，使各方面表現，包括：學生

學習效果、課程與教學品質、教師專業發展、校長領導、行政管理、學校環境

規劃、學校氣氛、學校文化和價值、公共關係、家長家長支持等，均有良好的

成效，因而能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程度。 

綜合以上學者的意見，本研究將學校效能意義之內涵和目的歸納如下： 

 (1)就學校效能的內涵而言，包括組織靜態、心態、動態、生態層面的綜合，

其結果反映在課程教學領導、行政管理、參與溝通、環境規劃、學校文化、教

師教學品質、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業成就、學生行為表現、社區認同支持與

成員滿意等方面。  

 (2)就學校效能的目的而言，其著重教育目標的達成及滿足組織成員的需求。 

總而言之，「學校效能」意指在一所學校中，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家長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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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同努力，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滿足成員需求所進行的方法、步驟或程度。 

（三）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意義 經國內外文獻資料之搜尋，茲有數篇研究

論及「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林新發等人（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係指一所學校中，校長、

行政人員、教師、家長與學生共同努力，運用創新的經營策略，以期能達成學

校教育目標，進而使學校效能在量的擴充與質的提升，並不斷精進，以滿足整

體社會的期待與學校永續發展。 

謝傳崇（2007）認為「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效能」係指一所國民中小學在

校長的領導下，運用創新的經營策略，結合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學生與社

區共同努力，不但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更進而提升學校效能與品質，讓學校永

續發展以滿足社會的期待。 

黃瓊香（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係指學校利用創新的經營策略，

整合內、外資源創造優勢環境，以提高學校競爭力，以滿足社會的期待和達到

永續經營的目標。 

陳佳秀（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係指學校校長有效激發並引領

成員革新的能力，運用創新經營策略，以提升華學校競爭力，及達成學校教育

目標的程度。 

高淑真（2008）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係指學校為獲取經營之競爭優

勢，在課程、教學、師資、行政、環境或服務等方面，符應現實需求，突顯經

營特色，發展學校核心能力並提升學校績效之策略，屬於學校創新表現之內涵。 

劉富明（2008）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係指學校基於教育發展理念，

在學校本位與既定的基礎上，整合校內外整體教育資源，透過團隊組織創新經

營與運作的過程，產出優質並具有特色的學校教育資源品質，符合學生及家長

的需求與社會的期望，達到學校教育任務與目標。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是一個複合性的概念，其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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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學校創新經營」和「學校效能」的意義，茲將其定義為：學校在校長的領

導下，運用創新的管理策略，整合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的資源

和努力，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發展學校特色，進而提升學校效能，和促進學

校永續發展。 

二、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層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層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層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層面 

依據學校創新經營、學校效能及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意義，茲分述其層面

如下： 

（一）學校創新經營之層面  

  張明輝（2003）指出學校創新管理的內涵，包括教師創意教學策略、學

生創意活動展能、校園規劃及校園美化、創新社會資源運用、建構知識管理

系統及學校行政管理創新等。 

  濮世緯（2003）參酌臺北市九十學年度實施「創意教學九年一貫課程」

執行檢核表與 Innoschool 2003「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之評分標準，將學校

創新經營分為五大層面，即行政管理創新經營、課程教學創新經營、教師分

享創新經營、外部關係創新經營、資訊科技創新經營。 

  李瑞娥（2004）認為「教學行為創新」、「設備資源創新」、「行政運作創

新」、「組織氣氛創新」是學校組織創新的四個層面。 

  黃瓊容（2004）將組織創新分為「教師教學創新」及「行政管理創新」 二

部份。 

  Innoschool (2004)「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乃教育部為因應新世紀學校革

新，鼓勵國中小學校經營團隊、結合資訊與網路科技、推展創新與多元的行

政措施與帶動校園創新文化而舉辦，其將學校經營創新的組別分成五組如

下： 

（1）行政管理革新組：加強行政效率與品質，提升組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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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與教學貢獻組：建構有利教師進行創意課程與教學之平臺或活

動。 

（3）學生活動展能組：推動學生課內、外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才能。 

（4）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組：建立良好公共關係，引入社會與環境資源，

提升學習效益。 

（5）校園環境美化組：規劃校園環境，通暢學生學習動機與品質。 

 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容包括下列八個構面： 

（1）觀念創新：如學校人員價值、思考方式、意識形態的改變。 

（2）技術創新：如教學評量、工作方式、資源運用等改變。 

（3）產品創新：如學生作品、教師教具、教師著作、課程設計等產品出現。 

（4）服務創新：如行政服務、社區服務、家長服務等改變。 

（5）流程創新：如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輔導、人事、會計業務處理程

式，開會流程等改變。 

（6）活動創新：如開學典禮、畢業典禮、校慶、運動會、體育表演會、開

學日、節慶、教學觀摩會、戶外教學活動、城鄉交流活動、畢 業旅行、教師

進修活動、教師自強活動、家長參與活動等突破。 

（7）環境創新：如建築物造形的美化與改變、室內擺設的調整、環境空間

的重新規劃、教學場所與運動場所的佈置等。 

（8）特色創新：如發展學校特色、形塑學校獨特文化等。  

  林虹妙（2005）認為臺北巿高職學校創新經營所呈現的層面為「行政管

理創新」、「教學能力創新」、「教學設備創新」、「活動展能創新」、「對外活動

創新」、「開源方式創新」、「校園規劃創新」等七個層面。 

  林建棕（2006）認為以「行政管理」、「環境營造」、「課程教學」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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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實踐」四個面向可以達到學校的活化與創新。 

  林新發等人（2006）以「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社會資源

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學生活動創新」、「資源運用創新」等六個層面來

衡量學校組織創新。 

  王世璋（2006）以六個層面來測量學校組織創新：行政管理、課程與教

學、教師專業成長、環境與設備、組織氣氛、公共關係。  

  林信志（2006）將學校創新分為「個人作為創新經營」、「行政管理創新

經營」、「外部關係創新經營」，以及「資訊科技創新經營」等四個層面。  

  劉春芳（2006）以「教學行為創新」、「設備資源創新」、「行政運作創新」

及「組織氣氛創新」四個層面來測量學校組織創新。  

  鄭福妹（2006）將學校創新分為「學校行政管理」、「課程與教學」、「知

識分享」、「外部關係」，以及「資訊科技」等五個層面。  

  湯志民（2006）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包括「觀念創新」、「行政創新」、「課

程創新」、「教學創新」、「文化創新」、「活動創新」、「環境創新」及「特色創

新」等八個層面。 

  汪宗明（2006）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包括「行政管理」、「課程教學」、「資

源價值」、「學生展能」及「資訊科技」等五個層面。 

  陳渝沂（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包括「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

新」、「校園環境創新」、「社會資源創新」、「學生展能創新」及「知識成長」

等六個層面。 

  顏童文（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包括「行政管理創新經營」、「資訊科

技創新經營」、「教學分享創新經營」、「外部關係創新經營」及「校園規劃創

新經營」等五個層面。 

  黃懿嬌 ( 2007 ) 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分為「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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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識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及「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個層面。  

   黃韻如（2008）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分為「行政管理的創新」、「團隊運作

的創新」、「創意的課程教學」、「知識分享的創新」、「多元的學生活動」與「多

元的資源應用」等六個層面。  

   綜合上述，可發現國內對於學校組織創新內涵，主要界分為行政管理與

領導、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與分享、資訊科技、環境規劃與設備、組織氣

氛與文化、公共關係、 學生活動與表現等層面，研究者進一步將學校組織創

新歸納為「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文化氣氛

創新」及「資源運用創新」等五個向度進行探討，茲分述如下： 

   1.行政管理創新：係指校長與行政人員能運用創新的觀念及策略，有效

提升學校行政運作效率，革新學校經營管理模式，同時鼓勵、支持教師對校

務的參與及投入。 

   2.課程教學創新：係指學校能依據學校學生的需求，發展並創新學校本

位課程與其他主題課程，教師則能以創新的教學方法與工具實施教學與評

量。 

   3.學生活動創新：係指學校能以創新的方法辦理各項活動或競賽，鼓勵

學生展項多元才能，並形塑學校特色及文化。 

   4.文化氣氛創新：係指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共同營造鼓勵有利的文化與

氣氛，以利組織創新之進行，同時給予創新觀念、行為與表現適切的支持與

鼓勵。 

   5.資源運用創新：係指學校能以創新的策略妥善運用學校設備資源，並

積極爭取校外或社區資源，以利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進行。 

（二）學校效能之層面 

  研究學校效能的主要目的在使學校行政與教學的運作得以順利而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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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劉春榮（1993）將學校效能分為：校長領導、行政溝通、學習環境、課

程與教學、學生行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等六個層面。 

  沈翠蓮（1994）認為學校效能包括學校的教學領導、參與溝通、課程與

教學設計、學生的行為表現等四個層面。 

  吳清山（1998）認為學校效能包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領導、學校氣氛、

學習技巧和策略、學校文化和價值、教職員發展等六個層面。 

  姜智武(2001)認為學校效能包括學生的學業成就、教師的教學品質、學校

的氣氛與學校文化、校長的領導表現、教師的工作滿足、學校成員的發展、

家長社區的支持及社會的期許等層面。 

  林新發、王秀玲、仲秀蓮、顏如芳、汪宗明（2004）以學校領導行為、

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表現、社區家長支援、環境設備條件等五個層面來

測量學校效能。 

  李瑞娥（2004）認為學校效能包括課程教學發展、教師專業品質、行政

績效表現、及社區認同參與等四個構面。 

  黃麗美（2004）認為學校效能包括行政服務表現、教師專業品質、學生

成就表現、家長社區認同支持等四個構面。 

  劉春芳（2006）認為學校效能包括教師專業品質、學生成就表現、行政

服務表現、家長社區認同支持等四個層面。 

  賴協志（2008）認為學校效能包括學生學習表現、教師教學效果、行政

管理績效、社區家長支持等四個層面。 

（三）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層面  

  林新發等人（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為「創新行政管理效能」、

「創新課程教學效能」、「學生創新展能效能」與「資源創新運用效能」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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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 

  謝傳崇（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為「創新行政管理」、「創新課

程教學」、「創新學生展能」、「資訊創新運用」與「環境創新運用」等五個層

面。 

  黃瓊香（2007）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為「行政創新」、「課程教學創

新」、「學生展能創新」與「資源運用創新」等四個層面。 

  陳佳秀（2007）認為學校創新分為為「創新行政管理效能」、「創新課程

教學經營效能」、「創新活動展能經營效能」、「創新校園環境經營效能」與「創 

新資源運用效能」等五個層面。 

  高淑真（2008）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為「行政管理革新」、「課程與

教學領導」、「學生多元展能」、「校園環境與美化」及「社會與資源運用」等

五個層面。 

  劉富明（2008）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為「創新行政服務效能」、「創

新課程教學效能」、「創新學生展能效能」、「創新資訊科技效能」及「創新環

境資源效能」等五個層面。 

綜合上述專家學者之論述，歸納出學校創新經營的層面和學校效能的層面，如

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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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4444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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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創

新
經
 

社
會

與
環
境

資
 

開
源

方
式
創

新
 

教
師

專
業
品

質
 

教
師

的
工
作

滿
 

個
人

作
為
創

新
經
 

資
訊

科
技
創

新
經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張明輝 

（2003） 
＊    ＊  ＊   ＊     ＊      

濮世緯 

（2003） 
＊     ＊        ＊       

李瑞娥 

（2004） 
 ＊   ＊      ＊          

黃瓊容 

（2004） 
＊     ＊               

全國學校

經營創新

獎（2004）

 ＊    ＊ 

 

＊ 

 

  ＊     ＊      

吳清山 

（2004） 
  ＊ ＊  ＊  ＊     ＊   ＊     

林虹妙 

（2005） 
＊     ＊  ＊   ＊     ＊     

林建棕 

（2006） 
＊     ＊      ＊         

林新發等

人（2006）
＊     ＊ ＊      ＊  ＊      

王世璋 

（2006） 
＊     ＊     ＊          

林信志 

（200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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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4444（（（（續續續續））））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 

層面 

 

 

 

 

 

變項 

作者（年代） 

行政服務   

創新效能 

課程 

教學 

創新 

效能 

學生表現 

創新效能 

環境設備    

創新效能 

資源運用 

創新效能 
其他 

行
政

管
理
創

新
經
 

行
政

運
作
創

新
 

觀
念

創
新
 

服
務

創
新
 

教
師

創
意
教

學
策
 

課
程

教
學
創

新
 

學
生

創
意
活

動
 

活
動

創
新
 

學
生

多
元
展

能
 

校
園

規
劃
及

校
 

教
學

設
備
創

新
 

環
境

營
造
 

創
新

環
境
資

源
 

外
部

關
係
創

新
經
 

社
會

與
環
境

資
 

開
源

方
式
創

新
 

教
師

專
業
品

質
 

教
師

的
工
作

滿
 

個
人

作
為
創

新
經
 

資
訊

科
技
創

新
經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劉春芳 

（2006） 
 ＊    ＊     ＊          

鄭福妹 

（2006） 
＊     ＊        ＊       

湯志民 

（2006） 
＊  ＊   ＊  ＊     ＊        

陳渝沂 

（2006） 
＊     ＊ ＊      ＊  ＊      

汪宗明 

（2006） 
＊     ＊   ＊      ＊      

黃懿嬌

(2007) 
＊     ＊        ＊     ＊ ＊ 

顏童文

(2007） 
＊     ＊    ＊     ＊     ＊ 

黃韻如 

（200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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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4444（（（（續續續續））））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    

層面 

 

 

 

 

 

變項  

作者（年代） 

行政服務   

創新效能 

課程 

教學 

創新 

效能 

學生表現 

創新效能 

環境設備     

創新效能 

資源運用 

創新效能 
其他 

行
政

管
理
創

新
經
 

行
政

運
作
創

新
 

觀
念

創
新
 

服
務

創
新
 

教
師

創
意
教

學
策
 

課
程

教
學
創

新
 

學
生

創
意
活

動
 

活
動

創
新
 

學
生

多
元
展

能
 

校
園

規
劃
及

校
 

教
學

設
備
創

新
 

環
境

營
造
 

創
新

環
境
資

源
 

外
部

關
係
創

新
經
 

社
會

與
環
境

資
 

開
源

方
式
創

新
 

教
師

專
業
品

質
 

教
師

的
工
作

滿
 

個
人

作
為
創

新
經
 

資
訊

科
技
創

新
經
 

學
 
校

 
效

 
能
 

劉春榮

（1993） 

  ＊   ＊   ＊    ＊        

沈翠蓮

（1994） 

     ＊   ＊            

吳清山

（1998） 

     ＊   ＊            

姜智武

(2001) 

     ＊      ＊    ＊   ＊  

林新發等

人（2004）

  

＊ 

   

＊ 

    

＊ 

  

＊ 

    

＊ 

     

李瑞娥

（2004） 

 ＊    ＊         ＊  ＊    

黃麗美

（2004） 

   ＊     ＊      ＊  ＊    

劉春芳

（2006） 

   ＊     ＊      ＊  ＊    

賴協志

(2008) 

＊    ＊    ＊      ＊      

學
校

創
新
 

林新發

（2007） 

＊     ＊ ＊              

謝傳崇

（2007） 

＊     ＊ ＊      ＊  ＊      

 



 

70 

 

表表表表    2222----4444（（（（續續續續））））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層面歸納統計表    

層面 

 

 

 

 

 

變項  

作者（年代） 

行政服務   

創新效能 

課程 

教學 

創新 

效能 

學生表現 

創新效能 

環境設備     

創新效能 

資源運用 

創新效能 
其他 

行
政

管
理
創

新
經
 

行
政

運
作
創

新
 

觀
念

創
新
 

服
務

創
新
 

教
師

創
意
教

學
策
 

課
程

教
學
創

新
 

學
生

創
意
活

動
 

活
動

創
新
 

學
生

多
元
展

能
 

校
園

規
劃
及

校
 

教
學

設
備
創

新
 

環
境

營
造
 

創
新

環
境
資

源
 

外
部

關
係
創

新
經
 

社
會

與
環
境

資
 

開
源

方
式
創

新
 

教
師

專
業
品

質
 

教
師

的
工
作

滿
 

個
人

作
為
創

新
經
 

資
訊

科
技
創

新
經
 

經
營

效
能

 

黃瓊香

（2007） 

＊     ＊ ＊        ＊      

陳佳秀

（2007） 

＊     ＊  ＊     ＊  ＊      

高淑真

(2008) 

＊     ＊   ＊ ＊     ＊      

劉富明

(2008) 

   ＊  ＊ ＊      ＊   ＊     

小計  

 

 

 

 

 

 

 

 

 

 

 

 

 

 

 

 

 

 

 

 

 

 

 

 

 

 

 

 

 

 

 

 

 

 

 

 

 

 

 

累計 
33 

31 
22 19 

22 

1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表 2-4 可以發現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層面中，以「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層面次數最多，其次是「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資源運

用創新效能」之層面次數。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之論述，本研究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為以下五 

個層面： 

1.行政服務創新效能：係指學校運用行政革新方法、技術，提升行政效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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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品質，以達到提升學校組織效能。 

2.課程教學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激勵教師運用創意，去蒐集、研發新教材、

教法與評量，並建構有利於課程與教學之知識平臺，以提升教師專業成長與學

生學習成就。 

3.學生表現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運用新思維與新技術，規劃多元創新的學

生課內、外表現活動，以提高學生的能力和表現水準。 

4.環境設備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因應教育發展需要，規劃設計出創意的校

園環境，及提供妥善的教學環境設施，進而營造優質的學校情境，以達到提升

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 

5.資源運用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運用新思維與新技術，建立社區與學校良

好的關係，並引入社區與家長資源，以改善學生學習環境，提升辦學績效。 

 

貳貳貳貳、、、、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理論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理論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理論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理論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與開放系統、渾沌理論、組織學習、全面品質管理、組織

創造力、組織變革與組織再造等理論有關，茲分述如下： 

一、 開放系統理論開放系統理論開放系統理論開放系統理論 

1960年後，教育行政界對系統理論之論述增多，其主因在於生物學家 Ludwig Von 

Bertalanffy 所發展之一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在當時大行其道。

其認為任何一個組織或系統皆為開放系統，具有彼此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次級

系統。開放系統具有回饋作用及自我調適的能力，平常維持平衡穩定狀態，當大

環境變動而失衡時，系統將藉其回饋能力及自我調適能力，恢復平衡穩定狀態，

維持發展能力（黃昆輝，1993；謝文全，1993）。 依開放系統理論(Op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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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的觀點言，學校之創新經營壓力來自其所處的環境。而學校與外界的溝

通影響學校的創新能力。因此，學校的內部人員（包括行政人員與教師）若能跨

越學校界限，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溝通網路與他人接觸，就可打造一所成功的學

校。 

二、 渾沌理論渾沌理論渾沌理論渾沌理論 

渾沌理論(Chaos  Theory)興起於 1970 年代的自然科學領域，之後逐漸擴 

展至社會科學界。其基本主張如下（秦夢群，1997；謝文全，2004）：  

（一）耗散結構 

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意指組織為一個非穩定與開放的耗散結構系

統，隨著內部能量的消長，必須隨時與外部環境交會而產生新形態。  

（二）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意指細微的變化即可能造成巨大影響，如同蝴蝶

展翅卻造成颶風一般。在耗散結構中對於起始狀態非常敏感。  

（三）奇特吸引力 

奇特吸引力（strange attractor）意指在組織外部環境中隱藏著許多不穩定的

吸引子，不時對組織產生影響。 

（四）回饋機能 

回饋機能（feedback mechanism）此主張延續開放理論之要點，強調系統中

回饋功能對於組織結構的重要性。系統必須靠回饋之訊息不斷強化內部之生命

力。 

由此可知，學校組織處於不穩定、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必須時時調整、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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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才能增加績效，維持競爭力。 

三、 組織學習理論組織學習理論組織學習理論組織學習理論 

學習型組織概念起源於 1970 年代，首先由 Argyris 和 Schon 提出組織學 

習的單圈組織（ single-loop  organization ）與雙圈組織（ double-loop organization）

的概念，單圈組織又稱適應性組織（adaptive organization），指利用組織歷程性的

工作來達成組織的目標，在組織的基本假設並無顯著的改變；雙圈組織又稱生產

性組織（generative organization），指組織利用經驗系統重新評估組織目標，改變

組織價值與其組織文化（Gordon, 1996）。學習型組織的學習類型又可分為三大類：

單環路學習（Single loop learning）、雙環路學習（Double loop learning）以及再學

習（Deutero learning）。再學習乃是上述兩種學習經驗的轉化與再應用，藉此過

程內化成為組織的能力。因此， 組織經過單環路或雙環路學習過程後，所產生

的學習經驗，可成為未來自我解決問題的基礎，藉由再學習的發生，提高組織解

決問題的能力（黃清海，1993）。  

總之，學校在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必須要懂得如何去吸收新觀念，特

別是學校成員必須瞭解知識經濟時代中殘酷的真相，不具競爭力的學校將沒落，

最後走向關閉之途，因此，隨時注意社會的變動，進而讓學校順應潮流適度轉型，

是相當重要的；其次，在教師方面，除了教學法必須改變外，教師更要廣泛吸收

新知識，才能滿足學生與社會的需求。未來，網際網路將迅速發展，學生之知識

來源將更為多元，教師必須體認此一趨勢，並配合新科技的發展，發揮引導者的

角色，使每個學生成為學習主體，選擇吸收符合其需求的知識。 

四、 全面品質管理全面品質管理全面品質管理全面品質管理 

全面品質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 來自美國管理學者 

Deming and Juran 的倡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麥克阿瑟將軍延請戴明、朱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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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到日本講授品質管制的方法，以重建日本的經濟力量，全面品質管理的理念

廣為日本企業界所採用。1970 年代以後，日本產品的競爭力愈來愈強，促使美

國企業界開始注意到日本模式的品管模式。1990 年代以來，此一模式受到教育

理論及實務工作者之重視，使用全面品質管理轉型成功的案例及實際的應用也大

量的出現(林天祐，2000)。 

全面品質管理是藉由全面參與的組織管理，以達到品質第一的目標。品質改

進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滿足消費者需求是全面品質管理的最終目標，而不斷改進

品質則是達成此一目標的手段(吳清山、林天祐，1994)。張萬助 ( 2002 )以全員

參與、團隊合作、能力強化、顧客中心、持續改進、應用策略、建立願景、卓越

領導、授權管理、士氣提升等向度來討論此理論的主要內涵，分述如下： 

（一）全員參與  

邁向品質文化的改革過程是每一位組織成員的工作 ( Deming, 1986 )。全員

參與就是全體成員一起參與品質改進的過程，要求組織成員「全面」參與品質的

改善。 

（二）團隊合作  

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來進行各項工作，以淡化個人競爭並發揮團體的力量，

此為全面品質管理的工作模式(黃誌坤，1999)。Deming(1986)認為，不同的部門

及單位之間往往有競爭關係，或各自為政。機構絕不能容許有單位或部門各行其

事，不同部門的人必須能在一起進行團隊工作，以團結代替競爭。 

（三）能力強化  

在職訓練的重要性，在於讓成員知悉組織運作中，問題的癥結何在，進而有

能力解決 ( Deming, 1986 )。在全面品質管理的組織中，成員必須要不斷改善本

身的觀念，以接受品質的文化，並不斷瞭解提升品質的方法，從學習中充實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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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組織的品質，這都需要對成員加以訓練，讓他們隨時都可以吸收新知。

藉由多樣的相關訓練，讓組織處於不斷成長的狀態，成員有足夠的能力來完成各

項工作，使人力資源充分發揮、達到最佳的工作績效。 

（四）顧客中心 

品質就是符合顧客的要求，品質取決於顧客需求與滿意的相符程度(Crosby, 

1984)。「品質」要求以顧客為要，經由對顧客的重視，組織不間斷地符合並滿足

顧客的需求。 

（五）持續改進  

品質改善是一持續不斷的歷程。Deming(1986)在十四點主張中強調永無止境

地(never-ending)改進生產及服務系統，以改善品質及增進生產力，並藉此不斷減

低成本。組織中品質的不斷改進，為全面品質管理的重要內涵之 一，基於「思

患預防」的哲學，把永續改進的觀念融入於日常運作之中。在環境變異的情形下，

組織要靈活彈性並保有力求精進、持續改善的意念，即是品質提升的關鍵要素。 

（六）應用策略  

管理階層應該提供成員統計工具與技術的訓練，讓他們監控並發展自己的品

質(Deming, 1986)。全面品質管理強調藉由事實正確地找出問題所在，增加決定

的客觀性與正確性，進而擬定計畫、執行、改進檢討，並當為改良及預防的根據。

所以，應用策略來測知及分析顧客的需求，是進行計畫的基礎，亦可確實掌握顧

客的需求。 

（七）建立願景 

組織要存有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的長期計畫，若組織只重短期利益，將步入滅

亡(Deming, 1986)。在組織規劃遠景時，上級領導應不斷和組織中的成員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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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共同的願景，並且建立長遠的目標，使組織得以永續經營。唯有領導者承

諾致力於朝品質的方向前進，建立以品質為目標的願景，整個組織才能往品質的

方向發展(楊宗明，1998)。 

（八）卓越領導 

管理階層對品質的承諾與決心，是全面品質管理重要關鍵之一。Deming 

( 1986 ) 認為，主管階層對品質的決心及知覺，才不會使活動淪為形式。

Crosby(1984)也持相同的看法，主張品質的建立是依賴上層階級的承諾及對員工

的品質教育。因此，管理階層對品管的認同與承諾是組織進行品質改善的首要關

鍵。卓越的領導是一切關鍵的所在，在管理階層的領導、策劃及推行下，全面品

質管理不是命令出來的，而是管理人員領導下屬所創造出來的，藉由領導者的承

諾，爭取成員對組織的認同(吳博仁，1994；謝家駒，1996)。 

（九）授權管理 

授權是使成員能參與組織內的決定，使成員有充分的自主空間，使其感受到

自己對品質的影響力。全面品質管理不是將人視為生產的工具，在品質改善的過

程中，不單是求顧客的滿意而已，成員有體會到自己的重要性時，整個組織的效

能才會提升（陳師榕，1997）。 

（十）士氣提升  

人天生就有內在動機，但現今組織內過份強調個人競爭，破壞了員工的內在

動機及自尊 ( Deming, 1993 )。全面組織管理則著重於組織成員內在動機的引發，

在激勵的過程中，組織成員便會發展出認同的概念 ( 楊宗明，1998 )。組織成員

的動機是深受組織文化與管理領導的影響，如果能適時激勵、鼓勵成員，成員的

動機便可提高，工作績效也會增加。 

綜合上述要點，就學校經營的角度而言，推動全面品質管理可有以下策略（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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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達，2000；張萬助，2002）： 

（一）加強行政層級溝通聯繫， 建立行政品質共識；  

（二）營造學校行政品質文化，塑造學校經營願景；  

（三）適切滿足教師學生需求，激發團隊承諾；  

（四）建構學習型的學校生態，不斷進修持續改進；  

（五）發揮主動積極領導，支持參與品質提升；  

（六）分析學校行政系統，建立全面管理行政流程。     

 

五、 組織創造力理論組織創造力理論組織創造力理論組織創造力理論 

魏秋宜(1998)認為組織創造力（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是組織追求變革，

創發新事物的能力。它是由具有創造潛力的個人，運用創造性思維，在組織系統

的支持與激勵之下不斷地從事創造行為，產生創新的成果，以期能夠因應環境挑

戰，維持競爭優勢，繼而駕馭變局，成為具有前瞻力的組織。 

毛連塭（2000）認為組織創造力乃是透過組織運作所展現出來的創造力，所

以組織創造力乃是組織為達到目標，透過功能的運作，發揮其創造力，包括組織

創造的過程和成果。而組織創造力的作用有五項：（1）展現創發性的組織；（2）

提升組織效能；（3）發現問題、解決問題；（4）提高組織的產值；（5）促進成長

改善生活。 

蘇冠華（2002）認為組織創造力是一過程，由組織中的個人或一起工作的團

體創造出有價值、有用的新產品、服務、想法、過程或流程。 

由組織創造力理論可知，學校若有創造力，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就會是動態的、

發展的、創新的、進步的，如此源源不絕，可提升學校的效能，促進個人與學校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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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組織變革理論組織變革理論組織變革理論組織變革理論 

組織變革（organizational change），又稱組織興革，與組織發展的意義是大

同小異（謝文全，2004）。 

Richard M. Steers指出 Lewin在 1952年首先提出有關組織變革的三階段理論，

這一模式係以個人轉變為立論基礎，Lewin認為組織變革有三個步驟，即是解凍

（unfreezing）、變革（changing）、再凍結（refreezing）（韓經綸譯，1994）。 

Kotter認為組織變革的整個過程分為八個階段（邱如美譯，2003）：（1）建

立危機意識；（2）成立領導團隊；（3）提出願景；（4）溝通願景；（5）授權員工

參與；（6）創造近程戰果；（7）鞏固戰果並再接再厲；(8）讓新做法深植企業文

化中。 

張慶勳（1997）認為組織興革乃指組織受外在環境的衝擊，並配合內在環境

的需要，從事組織個人、團體或組織相關層面的改變，藉此來維持本身均衡，進

而達到組織生存與發展之目的的調整過程。 

謝文全（2004）認為組織興革（發展）係指組織為適應內、外環境變遷，對

組成元素進行調整，提升自我更新能力，發揮以應變來維持組織的平衡， 

進而達到組織的持續生存與進步發展的過程。林新發等人（2007）認為組織

變革意指組織為適應內、外在環境的變遷，甚而創造內、外在環境的改變，對組

織與個人進行更新，提升其自我成長能力，以達到組織與個人績效，進而發展組

織與個人更高的滿意度。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組織變革內涵的觀點發現：（1）就組織變革類型，不外乎

包括有計劃的變革、無計畫的變革與自發性變革；（2）就組織的穩定性考慮，漸

進式變革較符合組織的效能，能兼顧目標與手段，較易達到組織再造目標；（3）

就組織變革歷程來看，組織變革應先從覺察問題的存在，分析組織的環境，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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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環境中變革力量與抗拒變革力量，規劃可行的方案，循序漸進，兼顧實施的

方法和步驟，同時建立評鑑的標準和有系統的評鑑程式，藉以達到組織的目標，

提升組織的效能。 

七、 組織再造理論組織再造理論組織再造理論組織再造理論 

從 1970 年代開始，國內外企業組織即率先實施組織再造運動，並且出現了

「組織重建」及「組織再造」等名稱，企業組織再造的努力，即要達成組織創新

的目的，以國內情況而言，政府及民間企業為提升競爭力，均積極推展組織再造

運動，並已有初步成效。至於學校組織方面，由於其組織特性一向比較保守，而

其變革創新也較為被動；惟受到近年來校園民主化及教育改革的影響，使得 織

再造的特質（張明輝，2002）。根據陳家聲（1998）、張明輝（2002）、蔡純姿（2005）

等組織再造」理論的觀點敍述如下： 

（一）組織結構與運 

組織再造強調彈性調整學校組織結構，以建立部門之間最佳的互動模式，重

視組織各部門的專業分工與授權，增進成員彼此間的接觸，並增進學校與社區及

家長之開放性的雙向互動溝通，組織的資訊為開放性的系統，組織內部資訊的流

通與透明化，師生可以隨時從資訊系統中獲得所需的資訊，重視教師專業知能與

自我管理，教師增權賦能的專業成長，以及管理制度的彈性與創新，重視人性化

與權變式的領導風格。  

（二）組織工作流程的再造 

學校創新經營進行組織再造後，組織結構朝向扁平化，將原本分散在各部門、

各處組的工作與職責，按照最有利於組織營造的作業流程與互動管道，重新組合

分裝，以因應社會與環境的要求，作業流程重新設計後，增進了主管與成員的溝

通，使成員能擺脫層級的限制，增加部門間的互動，對於人力資源管理，則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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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團隊合作，結合資訊及網路科技提升學校效能，以取代傳統科層組織的運

作模式。 

（三）組織文化的再造  

組織再造改變的不只是作業流程，包括組織成員的思考方式、組織成員的專

業內涵、權力的運作、組織成員的價值觀及經營管理制度等，亦均隨著工作流程

的再造而產生重大的變化，學校領導者必須重塑組織文化，並將再造或創新後的

文化深植於組織成員的內心中。 

綜合上述，由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理論基礎探討可知：  

1.開放系統模式強調組織創新的壓力來自於其所處的環境，面對外在環境的

壓力，惟有組織不斷創新，才能化險為夷。因此學校之創新經營壓力來自其所處

的環境。而學校與外界溝通的質與量影響了組織的創新能力，學校組織成員若能

跨越組織界限，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溝通網路與他人接觸，將能打造出成功的學

校。 

2.渾沌理論強調系統是處在不斷解構與重建的過程中運作，學校必須對於 

細微之變化進行瞭解，才能因應整體環境之變化，讓組織立於不敗之地。因此，

學校組織處於不穩定、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必須時時調整、不斷創新，才能增加

效能，維持高的競爭力。 

3.組織學習理論強調學校必須從傳統封閉的組織轉型為學習型組織，其中雙

環路學習，除了進行單環路的學習模式之外，更進一步去檢視組織規範、目標及

可能存在的錯誤假設，並予以矯正。因此，雙環路學習是一種創新的學習，學習

結果不只產生表面的變革，更可以造成組織深層結構的改變（謝傳崇，2007）。

因此學校在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必須要懂得如何去吸收新觀念，隨時注意

社會的變動，進而讓學校順應潮 流並配合進行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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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面品質管理強調透過系統的原則與方法，引領組織中所有部門及人員，

不斷為滿足顧客的需求或超越顧客的期望而努力，使得組織得以永續生存和發展。

全面品質管理激勵學校成員創新求變，樂於面對挑戰的工作環境；同時以客為尊，

讓學校的顧客，家長、學生甚至教職員工都感到滿足。 

5.組織創造力理論係指組織追求變革和創發新事物的能力，創造性的想法在

組織中成功的實行，透過組織的運作展現出創造力，包括組織創造的過程和有價

值、有用的新產品、服務想法等成果。組織若有創造力，在創新經營上就會是動

態的、發展的、創新的，如此源源不絕，可提升組織的效能，促進個人與組織的

發展。 

6.組織變革理論認為組織若要成功，必須解凍目前的狀態，創造另一新局面，

而後再將新產生的狀態再凍結起來。因此學校組織創新必須解構傳統形式、放棄

舊有固著包袱，創造新的學校圖像、人員角色、生態環境、氣氛文化和運作機制

都必須賦予新的思維。 

7.組織再造理論認為企業組織再造，即要達成組織創新的目的，以提升競爭

力。雖然學校組織特性一向比較保守，而其變革創新也較為被動；惟近年來受到

校園民主化及教育改革思潮的影響，使得學校組織已逐漸具備了組織再造的特質

（謝傳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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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測量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測量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測量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測量    

審諸國內外相關研究，直接以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為變項的量表不多，茲列舉

如下 

一、 林新發等人（2007）的「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含「創新行政管理效能」、「創新課程教學效能」、「學生創新展

能效能」及「資源創新運用效能」四個層面來測量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採 Likert 

之六點量尺計分，量表整體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 值為.973，表示該量表

信度良好。 

二、 黃瓊香(2007)的「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含「創新行政服務效能」、「創新課程教學效能」、「學生展能創

新效能」及「資源運用創新效能」等四個層面，採 Likert 之四點量尺計分，信

度分析結果，總量表之 Cronbach α係數為.859，各層面之 Cronbach α係數介

於.851~.936，均達到.70 以上，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 陳佳秀(2007)的「桃園縣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含「行政管理創新經營效能」、「課程教學創新經營效能」、「活

動展能創新經營效能」、「校園環境創新經營效能」及「社會資源創新經 營效能」

等五個層面，採 Likert 之四點量尺計分。信度分析結果，總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皆超過.70，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四、 高淑真(2008)的「臺北縣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含「行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領導」、「學生多元展能」、「校

園環境與美化」及「社會與資源運用」等五個層面，採 Likert 之四點量尺計分。

信度分析結果，總量表之 Cronbach α係數為.840，顯示該量表其內部一致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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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佳。  

五、 劉富明(2008)的「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  

該量表內容包含「創新行政管理效能」、「創新課程教學效能」、「創新學生展

能」、「創新資訊科技效能」及「創新環境資源效能」等五個層面，採 Likert 之

六點量尺計分。信度分析結果，總量表之 Cronbach α係數為.971，各層面之 

Cronbach α係數介於.883~.930，均達到.883 以上，顯示該量表其內部一致性高，

信度佳。 

依據上述有關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測量工具，並進一步加以闡述： 

（一）測量對象 從所蒐集到的量表發現，無論就學校創新經營、學校效能

或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來看，其施測對象非常廣泛，學校層級從國小到高中，人員

有教師，亦有行政人員。故本研究以全省 23 縣市公立國民中學校長、主任、組

長和教師為施測對象。 

（二）量表內容 從所蒐集到的量表發現，無論就學校創新經營、學校效能

或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來看，其量表內容大同小異，不外乎是行政管理創新、課程

與教學創新、校園環境創新、社會資源創新、學生展能創新、資訊科技創新、社

區家長支持、社會資源運用等內容。根據表 4-1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層面分析，

乃以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

效能、及資源運用創新效能作為本研究量表之內容。 

（三）量表計分 從所蒐集到的量表發現，無論就學校創新經營、學校效能

或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來看，其採用計分方式，從 Likert 之四點量尺到六點量尺

都有，但其中以 Likert 之五點量尺計分方式較多，為配合本研究校長知識領導

量表與學習社群量表計分方式，本研究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亦採用 Likert 之

五點量尺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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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表信度 從所蒐集到的量表發現，無論就學校創新經營、學校效能

或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來看，其信度皆達.70 以上，表示其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故本研究所引用的量表，其可信度亦高。 

綜合上述，本研究「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測量工具的編製，將參酌林新發等

人 ( 2007 ) 及上述學者專家編製的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相關量表，並綜合有關文獻

探討結果，分析其中所包含的項目和題項內容，最後歸納形成自編的「國民中學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調查量表」 

第四節 知識領導知識領導知識領導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全章共

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為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第二部份為

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第三部份為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之相

關研究。 

壹壹壹壹、、、、    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 

有關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研究，在國內外極少文獻針對此兩變項

作探討。茲藉由知識領導之相關研究，來輔助瞭解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的關係。 

一、國內外研究 

林佳慧（2000）針對 135 家公司人員，採問卷調查法來探討組織內部創新

氣氛與知識管理機制關係。其研究發現：1.創新氣氛和知識管理間具有相當程度

之關聯性；2.氣氛中的組織活動、工作團隊支持與資源三者決定 了知識管理成

功與否。由此觀之，學校在創新經營上必須營造創新之氣氛，如此方可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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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提升組織整體效能。 

廖勝能（2001）針對全國公立國民小學的學校行政人員，採問卷調查法來探

討學校組織創新氣氛與知識管理之關係。其研究發現：1.國民小學的學校行政人

員對於學校組織創新氣氛和學校推動知識管理的知覺均在中上的程度；2.學校組

織創新氣氛與知識管理有顯著相關，兩者的關聯性大致在中等以上的程度。3.學

校組織創新氣氛的組織鼓勵、主管鼓勵、工作團隊支持、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挑戰

性等五個構面對學校推動知識管理的知識取得、知識流通與擴散、知識創造和知

識蓄積的影響性較大；而資源充分性對 知識管理的影響性則較為微弱。 

廖進安（2002）針對臺北市之公立國民中小學現任校長、主任、組長採問卷

調查法，探究國民中小學行政人員運用知識經濟與學校效能關係，其研究發現：

1.國民中小學行政人員運用知識經濟策略量表各向度的得分皆屬中上程度；2.國

民中小學行政人員象用知識經濟策略量表各向度的得分皆屬中上程度；3.國民中

小學行政人員運用知識經濟策略與學校效能間呈顯著正相關，即運用知識經濟策

略得分較高的行政人員，其學校效能的得分也較高；4.在「國民中小學行政人員

運用知識經濟策略」至「學校效能」的主要徑路上，徑路係數高達.93，其 t 值

為 27.65，已達.001 顯著水準。亦即「國民中小學行政人員運用知識經濟策略」

上游潛在變項對「學校效能」下游潛在變項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Lakshman（2005）針對 524 位領導者採用質性與量化的方法來進行個案研

究，一方面運用深度訪談與結構式問卷來進行內容分析；一方面也透過文獻探討

來定義知識管理的各個要素（電子郵件、網路系統的廣泛使用、策略聯盟、小組

討論、標準作業流程、六個標準差等）與指標。以瞭解高階主管的知識領導狀況。

其研究發現：1.有效的領導者在知識管理上扮演重要的角色；2.透過內外部的知

識轉移、建立學習社群、採取以知識為基礎的人力資源策略，可以提升公司績效。 

林信志（2006）以國民中學的教務、訓導、總務、輔導四處的行政人員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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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採文獻分析和問卷調查法來探究國民中學行政團隊知識導向文化、知識

分享與創新經營關係，其研究發現：1.國民中學的知識導向文化現況屬正向且良

好，有利於推動知識創新與管理。其中專業取向、開放取向與信任自主三者表現

最好，主動學習、經驗分享、緊密合作、關係和諧與強調創新則相對較弱；2.國

民中學行政團隊創新經營的表現上屬積極而良好；3.國民中學行政團隊知識導向

文化能有效預測創新經營，尤其「強調創新」、「關係和諧」、「主動學習」與「專

業取向」四個層面影響力最顯著。 

吳清山等人（2006）以教育界之學者專家、國民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採用

訪談法、德懷術、焦點團體座談等方法來蒐集建構國民小學校長之知識領導模式。

其研究發現：1.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模式之內涵可包含情境分析（context）、角

色任務（role & task）、促動要素（enabler）、行動策略（action strategy）、轉化執

行（transformation）、效能（effectiveness）和反思（reflection） 等七大層面；2.

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模式中各層面內容具適切性；3. 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

模式之建構具周延性和創新性。 

林新發等人（2006）以臺北市、臺北縣與桃園縣的公立國民小學的現職校長

與主任、組長和教師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與訪談法來探討臺灣北部三縣市之

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知識延續管理對學校創新經營影響，其研究發現：1.國

民小學創新經營屬於中高度表現程度；2.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創新經營

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3.國民小學知識延續管理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間呈現高度正

相關；4.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知識延續管理之間呈現中度正相關；5.國民小

學知識延續管理對學校創新經營具高度預測力。 

吳清山和賴協志（2007）以臺北市 141 所公立國民小學之現任校長為研究

對象，採問卷調查法來探討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之研究─角色知覺與踐行，其

研究發現：1.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最應扮演角色為「知識分享者」，而實際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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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角色最多者為「知識激勵者」；2.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應該扮演角色與實際

扮演角色具有落差存在；3.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踐行最主要的困境為校內缺乏

合作分享氣氛；4.解決校長知識領導踐行困境的策略中，「創新典範策略」、「知

識分享策略」、「成效評估策略」、「人力資源策略」、「資訊設施策略」和「制度規

範策略」均屬有效策略，其中以「創新典範策略」最重要。 

黃瓊香(2007) 以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的主任、組長、級任與科任教師為對象， 

採用問卷調查法及訪談法來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關係，其研究發現：1.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屬於「中度知識領導表

現」；2.桃園縣國民小學，不同校長性別、學校規模、學校歷史在知識領導上有

顯著差異；3.桃園縣國民小學整體知識領導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高度預

測力，其中又以「分享交流平臺」為主要預測變項。 

徐昌男(2007)以全省 259 所公私立國民小學 2072 位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

採用問卷調查法來探討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知識管理效能之研究，其研

究發現：1.台灣地區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個人知識管理效能之現況均屬

良好；2.不同性別、服務年資、年齡與學歷等個人背景變項，對教師知覺校長知

識領導與教師個人知識管理效能皆無顯著差異；3. 不同學校地區、歷史與規模

等學校環境變項，對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個人知識管理效能皆無顯著差

異；4.台灣地區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知識管理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5.台灣地區

校長知識領導對教師知識管理效能具有高度預測力。 

薛淑芬(2008)以臺北縣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來

探討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創新教學效能關係。其研究發現：1.

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為中等程度；2.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

創新教學效能為中等表現；3.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在不同性別、服務年資、職

務、學校歷史、學校規模、學校地區與校長性別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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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在不同年齡、學歷、畢業學校類別、職務、學校歷史與

學校地區創新教學效能達顯著差異；5.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創

新教學效能具有中度正相關；6.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對教師創新教學

效能具有中度預測力。 

高淑真（2008）以臺北縣公立國民小學學校主任、組長、級任教師與科任教

師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來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及交易領與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差異與關係。其研究發現：1.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領

導取向之現況為中上程度；2.臺北縣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為中上程

度；3.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背景變項中，不同任教年資與擔任不同職務之教師知

覺校長領導取向有顯著差異；4.臺北縣國民小學環境變項中，不同性別校長之教

師知覺校長領導取向有顯著差異；5. 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背景變項中，不同職

務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有顯著差異；6.臺北縣國民小學環境變項中，不

同學校規模及不同學歷校長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有顯著差異；7.校長領

導取向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顯著的正相關；8.校長領導取向對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高度的預測力；9.高創新經營效能的學校校長具有轉型領導與

交易領導的取向，校長領導取向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有其適用性與應用的價

值。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可以發現：透過組織中的領導人或團隊進行的知識管理，

將有助於提升個人專業成長與組織創新經營效能。 

 

依據上述國內外有關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研究，茲進一步從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等方面加以論述： 

（一）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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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國內外相關論文，「知識領導」之研究主題其少，在教育行政領域的相

關研究，只有吳清山等人（2006，2007）、吳清山和賴協志（2007）、林新發和黃

秋鑾 ( 2007 )、徐昌男（2007）、黃瓊香（2007）、薛淑芬 ( 2008 )等人的研究；

而「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其研究主題不外乎圍繞在組織創新氣氛、組織創新

能力、及學校效能等方面研究，對於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效能的研究，目前惟見

於林新發等人 ( 2007 )、高淑真（2008）和謝傳崇 ( 2007) 的研究文獻中。 

（二）研究對象 

「知識領導」之研究目前僅見於針對國民小學所做的校長知識領導之探討，

對於高中(職)與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仍缺乏；但「學校創新經營」或「學校效

能」之研究，從幼稚園到高中(職)，甚至大學院校皆有人在進行研究。 

（三）研究內容  

目前「知識領導」之研究大部分包括 「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

任關係」、「整合壆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及「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等層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研究大部分包括「行政管理創新效能」、「課程

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

能」等層面。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領導者的領導行為必須隨情境有所調整；而

「創新」是知識社會核心的競爭力，也是「學校創新經營」的核心與關鍵，學生

是教育的主體，學校必須發揮「行政」、「教師」與「家長」的力量，使學生潛能

充分發揮，成為二十一世紀優秀的公民。 

（四）研究方法 

    就中外文獻來看，「知識領導」之研究較偏向個案研究，如 Lakshman

（2005）的個案研究；而不論是「學校創新經營」或「學校效能」之研究則大部

分係以問卷調查為主，訪談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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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 

    關於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相關研究，目前仍屬少數，歸結其

研究結果，大致如下：知識管理與學校辦學績效、學校創新經營能具有正相關；

校長知識領導現況仍屬良好，校長個人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與教師知識管理

效能仍屬一致性。而目前國民中學的生態環境中，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究竟有何種關聯性，值得進一步探究驗證。 

 

貳貳貳貳、、、、    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研究 

學校經營的最終目的，在於提升學校之效能與教育品質，而組織學習與組織

創新，即為創造高效能與高品質的重要策略。以下就國內相關研究結果分述說明

之： 

李瑞娥（2004）以台灣省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學校終

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學習型學校模型之建

構」，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有效樣本為 1,002 位教師。其研究指出：（一）

目前國小以共享資訊價 值最能呈現組織學習效果；以組織氣氛創新最能呈現組

織創新效果；（二）學校終身學習文化之任務導向文化，最能引導學校的組織學

習、組織創新，進而提升學校效能；而且終身學習文化與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具

有因果關係；（三）組織學習之「共享資訊價值」最能促進組織創新，而且組織

學習與組織創新具有交互影響關係；而組織學習、組織創新交互作用之中，以組

織氣氛創新最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對行政績效表現與課程教學發展之學校效能

最具影響力；（四）整體而言，學校組織創新最能有效提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其次是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 

劉姵君（2005）以台中縣市立案之公私立幼稚園為研究對象，進行「市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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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幼稚園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

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兩兩變項間皆有顯著正向關係；（二）

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對幼稚園學校效能皆具有預測力；（三）市場導

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皆為幼稚園學校效能之影響因素。 

彭永裕（2007）以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組織學習、知識

分享、 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關聯性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嘉義縣國小組

織學習與知識分享、組織創新及學校效能均具有顯著之正相關，其中以組織學習

之「分享願景」對「人際關係知識」、「行政運作創新」、「行政服務績效」最具解

釋力；（二）嘉義縣國小組織創新對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關係有正面干擾效果。 

校長領導亦可預測學校效能，亦即校長領導可直接影響學校效能，或是透過

中介變項（如學校環境、學校組織文化、人際關係等）間接影響學校效能（王博

弘、林清達，2006）。由於目前探討知識領導直接影響學校效能，或是透過組織

學習間接影響學校效能的實徵研究甚少，故採用與知識領導相關較高的變項，包

括：領導與管理、領導行為、領導角色、知識管理、知識制度等；與組織學習相

關較高的變項，包括：組織學習能力、組織學習型態等；以及與學校效能相關較

高的變項，包括：組織效能、組織績效等，來進行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組織學

習與學校效能、知識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的探析。 

 ㄧ、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相關研究 

Bates 與 Khasawneh (2005) 指出，組織若具學習的文化，則有利於組織創

新的進行。組織為了生存與發展，必須隨周遭變化而有所創新，才能適應新的環

境，而創新即意謂需要學習 (Swieringa & Wierdsma, 1992)。因此，透過組織學習

可讓學校成員理解創新的原因及結果，並使其具備組織創新的正確認知及能力。

諸多實證研究指出，學校的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具有密切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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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瓊容（2004）以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

進行「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相關研究」。其研究指出：（一）服務年資 

21-30 年、擁有研究所學歷及擔任行政工作的學校教職員，知覺組織學習的情況

較為良好；（二） 在規模 46 班以上與 24 班以下、位處都會地區與創校 10 年

以下的學校，知覺組織學習的情況較為良好；（三）服務年資 21-30 年、擁有研

究所學歷及擔任主任或組長的教師，知覺組織創新的情況較為良好；（四）規模 46 

班以上、位處都會地區、創校 10 年以下與創校 21-30 年的學校，組織創新的

情況較為良好；（五）學校的組織學習情況愈好，則組織創新的情況也愈佳；學

校的組織創新情況愈好，則組織學習的情況也愈佳。 

張妙琳（2006）以雲嘉南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小學組織學

習與創新經營之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寄發 137 所學校共 724 份問卷，回收

有效問卷 510 份 進行分析。其研究指出：（一）教師對於學校組織學習認知程

度整體情況良好，其中以經驗與文化層面之認知程度相對較高，而對於資訊與結

構認知程度相對較低；（二）教師對於學校組織學習認知程度會因服務年資、教

育程度、擔任職務、學校規模之不同有顯著差異存在，以年資 21 年以上、師專

教育程度、兼任行政工作、小型規模學校之教師認知程度較高；（三）教師對於

學校創新經營認知程度良好，其中以教學專業層面最高，行政運作層面最低；（四）

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及各層面有顯著正相關；（五）學校組織學習

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具有解釋力，其中，資訊層面對於學校創新經營之行政運作、

教學專業、設備資源等層面，皆具有最高之解釋力。而結構層面，對於學校創新

經營中的文化氣氛有最高的解釋力。 

王世璋（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小校長轉型

領導、 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以採用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

法為主，總計 施測 1,375 人。其研究指出：（一）國小在學校組織學習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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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運用」最高，而「資訊共享」最低；（二）國小在學校組織創新各層面，

以「組織氣氛」最高，而「行政管理」最低；（三）國小校長轉型領導透過學校

組織學習而影響學校組織創新。 

 二、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學校經營的最終目的，在於提升學校之效能與教育品質，而組織學習與組織

創新， 即為創造高效能與高品質的重要策略。以下就國內相關研究結果分述說

明之： 

李瑞娥（2004）以台灣省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學校終

身學習 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學習型學校模型之

建構」，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有效樣本為 1,002 位教師。其研究指出：（一）

目前國小以共享資訊價值最能呈現組織學習效果；以組織氣氛創新最能呈現組織

創新效果；（二）學校終身學習文化之任務導向文化，最能引導學校的組織學習、

組織創新，進而提升學校效能；而且終身學習文化與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具有因

果關係；（三）組織學習之「共享資訊價值」最能促進組織創新，而且組織學習

與組織創新具有交互影響關係；而組織學習、組織創新交互作用之中，以組織氣

氛創新最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對行政績效表現與課程教學發展之學校效能最具

影響力；（四）整體而言，學校組織創新最能有效提升學校效能，其次是終身學

習文化、組織學習。 

劉姵君（2005）以台中縣市立案之公私立幼稚園為研究對象，進行「市場導

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幼稚園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

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兩兩變項間皆有顯著正向關係；（二）

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對幼稚園學校效能皆具有預測力；（三）市場導

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皆為幼稚園學校效能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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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永裕（2007）以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組織學習、知識

分享、 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關聯性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嘉義縣國小組

織學習與知識分享、組織創新及學校效能均具有顯著之正相關，其中以組織學習

之「分享願景」對「人際關係知識」、「行政運作創新」、「行政服務績效」最具解

釋力；（二）嘉義縣國小組織創新對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關係有正面干擾效果。 

三、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可發現，學校的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三者間具有密

切的關係。針對上述三者間關係，國內相關研究以採相關分析、迴歸分析進行統

計分析者居多， 結構方程模式的方法雖已逐漸受到重視，但應用上則以單一模

式進行分析為主。 

參參參參、、、、    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的關係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的關係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的關係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的關係 

領導者積極推展知識管理，對組織學習有正向的助益，亦能藉此建立學習社

會，增進成員知識與能力。 

一、 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 

Bennis和 Nanus（1985）以 90個領導者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有效能的領

導者能促進組織學習；並建立一個資訊網來獲得策略性規劃的訊息，且鼓勵實驗

與創新，認為錯誤是學習和發展的機會，以促進成員的學習及技能的發展。 

Sadler（2001）歸納領導與組織學習之相關研究指出，領導角色成為組織學

習研究的主要趨勢有二個主因：1.要能察覺及因應組織環境的急速變遷，領導角

色居於關鍵地位；2.逐漸了解到以鼓勵學習、強調團隊工作及參與的領導新型態，

比傳統英雄式或魅力式的領導型態更能創造組織績效。 

謝琇玲和蘇國禎（2005）的研究發現知識管理對組織學習能力有顯著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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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組織知識制度對組織學習能力亦有顯著直接影響，而知識管理亦透過組織知

識制度的中介作用影響組織學習能力，具有間接效果。郭祥益和吳明隆（2006）

的研究發現越落實的知識管理機制，會使組織效能表現較佳；而知識管理機制中

的「知識獲取」、「知識創新」對於組織效能最有區別力，以及「知識獲取」、「知

識流通」對於組織效能最有預測力；故組織應落實「知識獲取」、「知識流通」、「知

識創新」機制，不斷促進發現新知與發表新產品，進而提升組織效能。組織效能

最有預測力；故組織應落實「知識獲取」、「知識流通」、「知識創新」機制，不斷

促進發現新知與發表新產品，進而提升組織效能。 

二、 關於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二者的關係關於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二者的關係關於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二者的關係關於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二者的關係，，，， 

黃國峰、李金鈴和林清芳（2003）指出在知識領導過程中，知識領導者透過

知識轉化模式、知識遠景的建立、資本的評估與再界定、共同合力（synergy）、

適應力、進展、學習、練習等方式，用以建立學習社罵；其責任包括：1.建立知

識遠景；2.評估及界定知識資本；3.提供適應力、進展、學習及練習；4.使社會

化（socialization）或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外化（ externalization ）、結合

化（combination）、內化（internalization）等四種知識轉化模式能夠產生；5.建構

學習社會。 

楊國德（2002）認為知識社會需要組織管理，也需要組織學習，強調組織成

員可以不斷擴展能力，創造其所期望的結果，同時可以培養創新思考的方式，使

靈感自由發揮，成為大家可以一起學習如何學習的組織，並且將社會各種學習資

源做有效的整合，塑造有利於學習的環境，使社會到處都能進行各種有意義、有

價值的組織學習活動，讓社會成為一個以學習為中心的組織。知識經濟時代必須

強調研究知識、學校組織學習、知識管理，而塑造合作、分享、信任、創新、接

受變革、追求高度表現（而非平庸）、強調實踐等文化，有利於組織學習與知識

管理的進行（林明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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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洲（2002）指出以人為導向的知識管理，主要是從組織學習演化而來，

強調知識管理必須由主管帶領組織學習，透過學習來建構知識、分享知識；而由

人主導的知識管理大致就是組織學習，它透過參與、願景規劃、體驗與實踐，不

斷與組織其他成員分享經驗，互動反省，改變人的認知與感覺，逐漸將新的價值

內化為每個人的態度與信念，以改變人的心智模式，形成持續性的深層學習循環，

此即 Senge 的學習型組織，它使組織的專長累積、擴充，同時也是知識的創造

與分享。 

盧偉斯（2002）結合核心能力與組織學習的概念，提出推動知識管理的行動

構想，建議從個體的創造性學習、知識管理的流程機制、到學習取向的組織結構

設計三條行動路線來推展，達到管理的實效。  

簡慧茹和邱玉芬（2003）指出經由將知識資產化，才能有效呈現學習的效益，

學習型組織的實現須利用知識管理的推行來達成，所以才有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

連接的方案產生；而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組織學習是行

動方案的理論依據，知識管理是實際的行動，如圖 2-2 所示，二者缺一不可。 

 

理論依據 

組織學習 知識管理 

 

行動方案 

圖2-2 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之相互關係 

 

資 料 來 源： 簡 慧茹 、 邱玉 芬 （ 2003 ）。組 織學 習 與 知識 管 理的 整 合連 結 

（KMOL）。品質，39393939（5），頁 46。 

 

王如哲等人（1999）認為領導與組織學習是相關的，而未來學校成為學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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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理想想要達成，校長必須承擔的新工作有：1.必須協助教師熟悉學校運作

與改革的過程，並參與改革實質內容的擬定；2.必須肩負設計者的工作，與全校

教職員，甚至是整個社區成員，一起塑造學校未來的希望與願景，這種集體夢想

是學校社區共同學習，合作追求的目標；3.必須扮演教師的角色，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師角色，協助學校社區所有人員（包括自己）接受新的知識與技能，追求新

的價值與理想；4.在心態上應追求服務的心態，服務於組織有關的所有人員及所

追求的任務。 

張志明（2002）認為學校的領導者除了需要熟悉知識管理的各種途徑與設施

外，亦需要有良好的領導行為，方能降低政治行為在管理革新中所出現的頻率，

更要了解本土文化的特色，掌握其優缺點並加以因勢利導，才能避免表面現象的

管理改革，進而將知識管理的精神方法，融入學校成員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其成

為學校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而且領導者必須透過意義創造的活動，促動組織成

員參與意見的討論、知識的交流及意義的分享，達到知識的創新，並將此模式融

入為生活的方式，使成員習慣接受外來訊息，在組織內進行討論交流分享的過程，

進一步成為學習型的組織；而此一機制的建立，需要領導者有計畫的推動。 

魏惠娟（2007）指出校長是學校組織的領導者，更是推動組織學習最關鍵的

人物，校長的行政哲學、治校理念、領導風格、專業素養等都是影響學校績效的

重大因素，校長（及老師）對於學生學習與成長之影響至深且鉅，因此，校長是

學校能否轉型成為學習型學校的關鍵；而成功的組織全員學習，在領導方面會展

現不同的特色，例如：1.校長常常閱讀教育新知；2.校長對學生期望很高；3.校

長鼓勵大家 閱讀教育專業雜誌；4.校長成為師生的榜樣；5.校長常與老師交換重 

要訊息與資料；6.校長能自我批判與反省；7.校長能讓老師參與學校整體政策規

劃；8.校長對師生的期望與需求有足夠的敏感度；9.校長能為教師與職員提供專

業成長的協助。由此可知，知識領導與管理是促進組織學習的動能與推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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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提供知識領導與管理有利的要件及情境；在學校中，校長若能順利推展知識

領導與管理，對於組織學習將有正面提升作用，且能養成學校成員的專業知識與

能力，追求新的價值與理想，進而成為一所學習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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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和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之影響。透過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研究設計與實施。包含第一節研究

架構、第二節研究方法、第三節研究對象、第四節研究工具、第五節研究流程以

及第六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變項研究架構與變項研究架構與變項研究架構與變項 

壹壹壹壹、、、、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等結果提出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校長知識領導 

1.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2.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3.整合學校知識資源 

4.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5.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1.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2.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3.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4.環境設備創新效能 

5.資源運用創新效能 
B 

教師背景變項 

1.性別 
2.職別 
3.任教年資 
4.最高學歷 

學校背景變項 

1.學校地區 
2.學校規模 
3.學校歷史 
4.校長性別 
5校長年齡 
6.校長該校年資 
7.校長總年資 
8.校長最高學歷 

組織學習 

1.團隊學習 
2.資訊運用 
3.系統思考 
4.溝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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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 

由圖 3-1 可知，本研究變項包含背景變項、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分述如

下： 

一、背景變項：包含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包含

性別、職別、任教年資、最高學歷等四項；學校背景變項包含學校地區、學校規

模、學校歷史、校長性別、校長年齡、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擔任校長總年資與

校長最高學歷等八項。 

二、預測變項：係指校長知識領導及組織學習，校長知識領導包含「充實專業領

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

現知識創新行動」等五個層面；組織學習包含「團隊學習」、「資訊運用」、「系統

思考」「溝通交流」等四個層面。  

三、效標變項：係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包含「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

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

等五個層面。 

 

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調查之對象，係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公布之九十八學年度國中名冊。

選擇桃園、新竹縣、市及苗栗縣市之公立國中學校共 45所為母群體，研究者擬

先抽取 12所學校教育人員為預試對象。 

壹壹壹壹、、、、    預試預試預試預試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本研究所抽取之預試樣本，係以母群體（桃園縣、新竹縣、市及苗栗縣公立

國民中學）為範圍，預試之抽樣依各不同規模學校之校數，抽取預試之樣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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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在「12班以下」之學校，隨機抽取 5 所，每校取 10人，計 50人；「13~48 班」

之學校，隨機抽取 5 所，每校取 10人，計 50人；「49班以上」之學校，隨機抽

取 5 所，每校取 10 人，計 50 人，共計抽取 15 所學校，150名教師作為預試

之對象。其抽取學校數及每校取樣人數如表 3-1、表 3-2所示：但因各校協助填

寫問卷數目不一，以致回收問卷 124份，回收率 83%。 

 

表表表表    3333----1111        預試問卷調查樣本分配表預試問卷調查樣本分配表預試問卷調查樣本分配表預試問卷調查樣本分配表  

學校規模    抽樣學校數     抽樣各職務類別教師數      

                                 主任 組長 導師專任教師       

     12班以下        5  2    2    4    2  

     13─48班        5  2    2    4    2  

     49班以上        5  2    2    4    2  

合  計           15   30   30    60   30 150 

    

表表表表    3333----2222        預試樣本所在地與學校規模抽樣分配表預試樣本所在地與學校規模抽樣分配表預試樣本所在地與學校規模抽樣分配表預試樣本所在地與學校規模抽樣分配表    

地區 學校規模 抽取校數 每校人數 合計人數 

桃園縣 

12 班（含）以下 1 10 

30 13 至 48 班 1 10 

49 班（含）以上 1 10 

新竹縣 

12 班（含）以下 1 10 

30 13 至 48 班 1 10 

49 班（含）以上 1 10 

新竹市 

12 班（含）以下 1 10 

30 13 至 48 班 1 10 

49 班（含）以上 1 10 

苗栗縣 

12 班（含）以下 1 10 

30 13 至 48 班 1 10 

49 班（含）以上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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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問卷研究問卷研究問卷研究問卷研究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本研究樣本之母群體正式問卷施測則以桃園、新竹縣、市及苗栗四縣市之公

立國中的教師為主，抽樣原則採分層抽樣。第一階段以「區域位置」做為分層的

標準，以學校為單位，分為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等區域，隨機抽取 10

所學校。第二階段以「學校規模」做為分層的標準，依班級數將「學校規模」區

分為「12班(含)以下」、「13-48班」、「49班以上」三個層次進行抽樣施測並委請

各校聯絡者隨機抽取 2位主任、2位組長、4位導師、2位專任教師做為樣本，

原則上每校以 10人為主，共抽取 450名教師進行施測，回收 445份，剔除作答

不完整超過 5 題，有效問卷回收 398份，有效回收率 88.4% ，如表 3-3。 

表表表表    3333----3333        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分布及回收情形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分布及回收情形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分布及回收情形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分布及回收情形    

學校規模 問卷發出數 有效問卷回收數 有效問卷回收率 

12 班以下 120 102 85.0% 

13~24班 230 210 91.3% 

25-48班 100 86 86.0% 

總計 450 398 88.4% 

 

 

 

 

 

 

 

參參參參、、、、    有效樣本背景變項分析有效樣本背景變項分析有效樣本背景變項分析有效樣本背景變項分析 

正式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樣本之分析工作，首先對398份有效樣本之基本資

料個別進行次數與百分比分析，其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如表3-4 所示： 

 

表表表表    3333----4444正式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表正式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表正式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表正式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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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校長性別 
男 176 41.1% 

女 222 58.9% 

校長年齡 

30-49 歲 93 23% 

50-59 歲 

60 歲以上 

218 

 87 

55% 

  26% 

校長總年資 

4 年以下 

5-8 年 

9-12 年 

13-16 年 

16 年以上 

66 

48 

94 

9 

181 

17% 

12% 

24% 

2% 

45% 

最高學歷 

碩士、博士畢業 295 74% 

研究所（40 學分）以上 64 16%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3% 

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7% 

學校地區 

桃園縣 119 30% 

新竹縣 90 23% 

新竹市 36 9% 

苗栗縣 153 38% 

學校歷史 

10 年以下 14 4% 

11-20 年 95 24% 

31 年以上                
 

289 73% 

學校規模 
12班以下 102 26% 
13-48班 210 53% 
49班以上 86 22% 

校長擔任貴校 
校長年資 

2年以下 123 31% 
3-4年 96 24% 
5-6年 75 19% 
7-8年 104 26% 

教師性別 
男 154 39% 
女 244 61% 

教師職別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 189 47% 
教師未兼任行政職務 209 53% 

任教年資 

5年以下 97 24% 
6-10年 88 22% 
11-15年 90 23% 
16-20年 123 31% 

最高學歷 

碩士、博士畢業 108 27% 
研究所（40 學分）以上 57 14%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4% 
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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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探討國民中學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關係，經

文獻整理與分析後，編製「國民中學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

關係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內容包含四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為「基本資料」

包含第一「校長的基本資料」與第二「教師的基本資料」，第二個部份為「國民

中學知識領導調查問卷」， 第三個部份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調查問卷」，第四

個部份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調查問卷」。 茲就問卷初稿、專家效度審

查、編製預試問卷、填答與計分方式，分別敘述如下： 

壹壹壹壹、、、、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問卷問卷問卷問卷初稿初稿初稿初稿編製編製編製編製 

依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及相關文獻探討結果，研究者先擬定初稿，並與指

導教授討論後修正完成。本問卷初稿共分四部份： 

一、 基本資料調查表基本資料調查表基本資料調查表基本資料調查表 

    第一部分是基本題分兩大項：第一項校長的基本資料共 8 題，包括人口變

項：性別、年齡、年資、學歷、校長擔任該校校長的年資及環境變項：學校地區、

學校規模、學校歷史。第二項為教師的基本資料共 7題。 

二、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量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量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量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量表 

第二部分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本量表乃參酌吳清山、賴協志

等人(2007)「知識領導研究」量表及黃秋鑾（2009）的「知識領導問卷」、張雅妮

（2008）的「校長知識領導量表」等編製而成。量表內容包含「充實專業領導知

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

知識創新行動」等五個層面綜合有關文獻探討結果，最後歸納形成自編的「國民

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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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是在瞭解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的現況，本研究依文獻探討結果，將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分為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

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等五個層面。問卷初稿共計

30題，採用李克特氏五點量表，從「完全符合」至「全不符合」，分別計分為 5

分、4分、3分、2分、1分，若為反向題則反向計分。得分愈高，表示教師對校

長知識領導方式與能力愈肯定。問卷題號分配如表 3-5。 

表表表表    3333----5  5  5  5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題號分配表    

層層層層        面面面面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1.2.3.4.5.6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7.8.9.10.11.12 

整合學校知識資源 13.14.15.16.17.18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19.2021.22.23.24.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25.26.27.28.29.30 

 

 

三、 國民中學組織創新量表國民中學組織創新量表國民中學組織創新量表國民中學組織創新量表 

第三部分為「國民中學組織創新量表」，本量表參考李瑞娥（2004）的「組

織創新量表」、王世璋（2006）的「國民小學學校狀況調查問卷」 及柯嚴賀（2007）

的「組織創新量表」等編製而成。其目的在藉以了解學校是否透過持續而有效的

個人學習、團隊學習進而帶動組織全員學習。不僅培養成員系統思考、資訊運用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更透過溝通交流與深度匯談，了解彼此的需求與想法，以促

進組織整體進步與發展。 

本研究依文獻探討結果，將組織學習分為系統思考、資訊運用、團隊學習、

溝通交流等四個層面。採用李克特氏五點量表，從「完全符合」至「全不符合」，

分別計分為 5分、4 分、3分、2分、1 分，若為反向題則反向計分。此量表得分

愈高，表示學校對組織學習的整合、領導與發展力量越強。此部份問卷初稿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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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題，題號分配如表 3-6。 

表表表表    3333----6  6  6  6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問卷題號分配表    

層層層層        面面面面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系統思考 1.2.3.4.5 

資訊運用 6.7.8.9.10 

團隊學習 11.12.13.14.15 

溝通交流 16.17.18.19.20 

 

四、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量表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量表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量表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量表 

第四部分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本量表參考侯世昌（2001）

的「國民小學家長教育期望、參與學校教育及學校效能調查問卷」、李瑞娥（2004）

的「組織效能量表」及 柯嚴賀（2007）的「學校效能量表」、謝傳崇（2007）的

「學校創新經營調查問卷」等編製而成，內容包含「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

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及「資源運用創新

效能」等五個向度。採用李克特氏五點量表，從「完全符合」至「全不符合」，

分別計分為 5分、4 分、3分、2分、1 分，若為反向題則反向計分。藉此了解在

校長領導下，學校運用創新的經營策略，整合各項資源，提昇學校效能，促進學

校永續發展的能力。此部份問卷初稿共計 30題，題號分配如表 3-7。 

表表表表    3333----7 7 7 7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問卷題號分配表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問卷題號分配表    

層層層層        面面面面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行政服務創新經營效能 1.2.3.4.5.6 

課程教學創新經營效能 7.8.9.10.11.12. 

學生表現創新經營效能 13.14.15.16.17.18 

環境設備創新經營效能 19.20.21.22.23.24 

資源運用創新經營效能 25.26.27.28.29.30 

 

本研究調查問卷各量表之各向度與題數如表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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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8 8 8 8     調查問卷之各層面及題數調查問卷之各層面及題數調查問卷之各層面及題數調查問卷之各層面及題數    

 

 

  

量表名稱量表名稱量表名稱量表名稱    層層層層    面面面面    題題題題

數數數數    

總題數總題數總題數總題數    

國民中學校長 

知識領導調查問卷 

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領導知能 

6 

30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6 

整合學校知識資源 6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6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6 

國民中學 

組織學習調查問卷 

系統思考 5 

20 

資訊運用 5 

團隊學習 5 

溝通對話 5 

國民中學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調查問卷 

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6 

30 

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6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6 

環境設備創新效能 6 

資源運用創新效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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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專家內容效度審查專家內容效度審查專家內容效度審查專家內容效度審查 

研究者依據文獻及相關研究，編擬「國民中學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調查問卷」（見附錄），寄發給十位專家學者(如表 3-9)，針對題目內

容及文字敘述加上評析修正，回收問卷後依專家意見進行內容效度分析（如表

3-10、表 3-11、表 3-12），最後由指導教授審閱問卷內容，編修正式問卷內容。 

 

表表表表    3333----9999 專家學者內容效度諮詢名單專家學者內容效度諮詢名單專家學者內容效度諮詢名單專家學者內容效度諮詢名單    

姓  名 現      職 專  長 

湯志民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育行政與政策所教授 教育與學校行政 

陳木金 國立政治大學師培中心教授 教育與學校行政 

鄧鈞文 逢甲大學教育學程 鄧鈞文教授 教育與學校行政 

莊秀蓮 苗栗縣頭份鎮文英國中校長 學校行政 

李萬源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國中校長 學校行政 

吳雲道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國中校長 教育與學校行政 

蘇國忠 苗栗縣退休校長 學校行政 

吳嘉彰 苗栗縣退休校長 學校行政 

王如杏 台北縣龍埔國中主任 學校行政 

羅玉琴 苗栗縣明仁國中教學組長 學校行政 

製表時間：201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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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10 10 10 10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 

層  面 題號 

意見統計 

結果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N % N % N % 

充實專業 

領導知能 

1 9 90% 1 10% 0 0% 保留 

2 8 80% 2 20% 0 0% 保留 

3 6 60% 4 40% 0 0% 保留 

4 8 80% 2 20% 0 0% 保留 

5 8 80％ 2 20％ 0 0% 保留 

6 8 80％ 2 20％ 0 0% 保留 

建立合作 

信任關係 

7 9 90% 1 10% 0 0% 保留 

8 8 80% 2 20% 0 0% 保留 

9 8 80% 2 20% 0 0% 保留 

10 6 60% 4 40% 0 0% 保留 

11 6 60％ 4 40％ 0 0% 保留 

12 7 70％ 3 30％ 0 0% 保留 

整合學校 

知識資源 

13 8 80% 2 20% 0 0% 保留 

14 9 90% 1 10% 0 0% 保留 

15 8 80% 2 20% 0 0% 保留 

16 9 90% 1 10% 0 0% 保留 

17 9 90% 1 10% 0 0% 保留 

18 8 80% 2 20% 0 0% 保留 

激勵學校 

成員學習 

19 8 80% 2 20% 0 0% 保留 

20 9 90% 1 10% 0 0% 保留 

21 8 80% 2 20% 0 0% 保留 

22 8 80% 2 20% 0 0% 保留 

 
23 8 80% 2 20% 0 0% 保留 

24 8 80% 2 20% 0 0% 保留 

展現知識 

創新行動 

25 7 70% 3 30% 0 0% 保留 

26 9 90% 1 10% 0 0% 保留 

27 9 90% 1 10% 0 0% 保留 

28 8 80% 2 20% 0 0% 保留 

29 7 70% 3 30% 0 0% 保留 

30 9 90% 1 10% 0 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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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11 11 11 11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    

層面 
題號 

意見統計 

結果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N % N % N % 

系統思考 

1 8 80% 2 20% 0 0% 保留 

2 9 90% 1 10% 0 0% 保留 

3 9 90% 1 10% 0 0% 保留 

4 9 90% 1 10% 0 0% 保留 

5 9 90％ 1 10％ 0 0% 保留 

資訊運用 

6 7 70％ 3 30％ 0 0% 保留 

7 9 90% 1 10% 0 0% 保留 

8 8 80% 2 20% 0 0% 保留 

9 9 90% 1 10% 0 0% 保留 

10 8 80% 2 20% 0 0% 保留 

團隊學習 

11 7 70% 3 30% 0 0% 保留 

12 8 80％ 2 20％ 0 0% 保留 

13 9 90％ 1 10％ 0 0% 保留 

14 9 90％ 1 10％ 0 0% 保留 

15 9 90％ 1 10％ 0 0% 保留 

溝通交流 

16 9 90％ 1 10％ 0 0% 保留 

17 9 90％ 1 10％ 0 0% 保留 

18 8 80% 2 20% 0 0% 保留 

19 9 90％ 1 10％ 0 0% 保留 

20 9 90％ 1 10％ 0 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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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12 12 12 12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分析    

層面 題號 

意見統計 

結果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N % N % N % 

行政服務 

創新效能 
1 9 90% 1 10% 0 0% 保留 

 

2 7 70% 3 30% 0 0% 保留 

3 9 90% 1 10% 0 0% 保留 

4 10 100% 0 0% 0 0% 保留 

5 10 100％ 0 0％ 0 0% 保留 

6 8 80％ 2 20％ 0 0% 保留 

課程教學 

創新效能 

7 8 80% 2 20% 0 0% 保留 

8 10 100% 0 0％ 0 0% 保留 

9 9 90% 1 10% 0 0% 保留 

10 8 80% 2 20% 0 0% 保留 

11 9 90% 1 10% 0 0% 保留 

12 10 100％ 0 0％ 0 0% 保留 

學生表現 

創新效能 

13 9 90％ 1 10％ 0 0% 保留 

14 9 90% 1 10% 0 0% 保留 

15 8 80% 2 20% 0 0% 保留 

16 10 100% 0 0% 0 0% 保留 

17 9 90% 1 10% 0 0% 保留 

18 8 80% 2 20% 0 0% 保留 

環境設備 

創新效能 

19 9 90% 1 10% 0 0% 保留 

20 8 80％ 2 20％ 0 0% 保留 

21 9 90％ 1 10％ 0 0% 保留 

22 9 90％ 1 10％ 0 0% 保留 

23 10 100% 0 0% 0 0% 保留 

24 10 100% 0 0% 0 0% 保留 

資源運用 

創新效能 

25 9 90％ 1 10％ 0 0% 保留 

26 8 80％ 2 20% 0 0% 保留 

27 9 90％ 1 10％ 0 0% 保留 

28 9 90％ 1 10％ 0 0% 保留 

29 7 70% 3 30% 0 0% 保留 

30 6 60% 4 40% 0 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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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預試實施與預試實施與預試實施與預試實施與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 預試實施預試實施預試實施預試實施 

本研究編定之預試問卷經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後，進行問卷施測與回收。為避

免預試資料來源不均，研究者依各不同規模學校之校數，抽取預試之樣本，共計

抽取 15 所學校，150名教師作為預試之對象。其抽取學校數及每校取樣人數如

表 3-1、表 3-2所示。研究者依據回收之有效問卷輸入電腦後，進行項目分析、

因素分析與內部一致性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效度與信度，以作為編製正式問

卷之依據。 

二、 預試結果分析預試結果分析預試結果分析預試結果分析 

（（（（一一一一））））    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旨在針對預試問卷的題目進行鑑別度適切性評估（林邦傑，1987）。

本研究採「題項與總分相關」以判斷同一層面題項之間的相關性與方向一致性。 

1.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預試問卷共 30題，分別進行各層面的項目相關

分析，五個層面的「修正的項目總相關」係數分別為「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導」

(.845~.921)、「建立合作信任關係」(.876~.894)、「整合學校知識資源」(.817~.913)、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866~.920)及「展現知識創新行動」(.837~.923)，預試問

卷項目分析摘要如表 3-13。量表題項間有高相關均可保留。 

2.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預試問卷共 20題，分別進行各層面的項目相關

分析，四個層面的「修正的項目總相關」係數分別為「團隊學習」(.706~.794)、「資

訊運用」(.798~.849)、「系統思考」(.728~.856)及「溝通交流」(.831~.864)，預試

問卷項目分析摘要如表 3-13。量表題項間有高相關均可保留。 

3. 國民中學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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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預試問卷共 30題，分別進行各層 

面的項目相關分析，五個層面的「修正的項目總相關」係數分別為「行政服務創

新效能」(.709~.873)、「課程教學創新效能」(.760~.846)、「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822~.850)、「環境設備創新效能」(.707~.867)、「資源運用創新效能」(.714~.867)，

預試問卷項目分析摘要如表 3-13。量表題項間有高相關均可保留。 

（（（（二二二二））））    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進行效度考驗，主要目的在考驗問卷內在結構與建構效本

研究以因素分析進行效度考驗，主要目的在考驗問卷內在結構與建構效度，以瞭

解問卷題目之潛藏因素，從這些因素來解釋、分析問卷編製的分類。將所有試題

分群，使同一群內各試題同質性高，不同群試題異質性大（林邦傑 1987）。本研

究經過「專家效度」檢核及項目分析後，繼續進行量表的因素分析，  

1.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的 KMO 值為.961，Bartlett的球型檢定值達

顯著(p<.001)，表示樣本的選取適當且問卷題目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

分析。以主成分法進行因素負荷量參數估計，捨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在.50以下

的的題目，並以最大變異法萃取五個因子，解說總變異量為 86.743﹪。因素分析

結果如表 3-13，題項 30題都保留，五個因素名稱分別仍命名為「充實專業領導

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

現知識創新行動」。 

2.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的 KMO 值為.943，Bartlett的球型檢定值達

顯著(p<.001)，表示樣本的選取適當且問卷題目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

分析。以主成分法進行因素負荷量參數估計，捨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在.50以下

的的題目，並以最大變異法萃取四個因子，解說總變異量為 81.753﹪。因素分析

結果如表 3-13，題項 20題都保留，四個因素名稱分別仍命名為「團隊學習」、「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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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運用」、「系統思考」、「溝通交流」。 

3. 國民中學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的 KMO 值為為.953，Bartlett的球型檢定值

達顯著(p<.001)，表示樣本的選取適當且問卷題目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以主成分法進行因素負荷量參數估計，捨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在.50以

下的的題目，並以最大變異法萃取五個因子，解說總變異量為 79.043﹪。因素分

析結果如表 3-13，題項 30題都保留，五個因素名稱分別仍命名為「行政服務創

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

源運用創新效能」。 

 

（（（（三三三三））））    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 

預試問卷經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後，保留所有題席，以下進行內不一致性分

析以考驗問卷的信度。 

1.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分為五個層面，各層面「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

創新行動」的 Cronbach α係數如表 3-13，分別為.961、.965、.961、.968、.965，

顯示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2.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量表」分為四個層面，各層面「團隊學習」、「資訊

運用」、「系統思考」、「溝通交流」的 Cronbach α係數如表 3-13，分別

為.869、.935、.913、.943，顯示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3. 國民中學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 

「國民中學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分為五個層面，各層面「行政服務創

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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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運用創新效能」的 Cronbach α係數如表 3-13，分別為.930、.932、.945、.942、.936，

顯示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表表表表 3333----13 13 13 13 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    

部分 因素 
預試問

卷題號 

題目與分量

表總分之相

關 

因素負

荷量 

Alpha係

數 

刪除或

保留 

正式問

卷題號 

 

 

國 

中 

校 

長 

知 

識 

領 

導 

 

充實 

領導 

專業 

知能 

 

1 .845 .956 .961 保留 1 

2 .851 .956 保留 2 

3 .886 .952 保留 3 

4 .912 .949 保留 4 

5 .883 .953 保留 5 

6 .876 .953 保留 6 

 

建立 

合作 

信任 

環境 

7 .876 .959 .965 保留 7 

8 .896 .957 保留 8 

9 .887 .958 保留 9 

10 .885 .958 保留 10 

11 .883 .958 保留 11 

12 .894 .957 保留 12 

 

整合 

學校 

知識 

資源 

 

13 .873 .954 .961 

 

保留 13 

14 .888 .952 保留 14 

15 .898 .951 保留 15 

16 .867 .954 保留 16 

17 .913 .949 保留 17 

18 .817 .959 保留 18 

 

激勵 

學校 

成員 

學習 

 

19 .885 .962 .968 保留 19 

20 .901 .961 保留 20 

21 .907 .960 保留 21 

22 .920 .959 保留 22 

23 .892 .962 保留 23 

24 .866 .964 保留 24 

展現 

知識 

創新 

行動 

25 .902 .958 .965 保留 25 

26 .899 .958 保留 26 

27 .889 .959 保留 27 

28 .837 .964 保留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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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續表續表續表 3333----13 13 13 13 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   

部分 因素 
預試問

卷題號 

題目與分量

表總分之相

關 

因素負

荷量 

Alpha係

數 

刪除或

保留 

正式問

卷題號 

  29 .923 .955  保留 29 

30 .892 .958 保留 30 

組 

織 

學 

習 

團隊 

學習 

1 .759 .875 .869 保留 31 

2 .706 .878 保留 32 

3 .736 .871 保留 33 

4 .794 .858 保留 34 

5 .743 .870 保留 35 

資訊 

運用 

6 .825 .920 .935 保留 36 

7 .808 .923 保留 37 

8 .798 .925 保留 38 

9 .847 .916 保留 39 

10 .849 .915 保留 40 

 

系統 

思考 

11 .732 .903 .913 保留 41 

12 .728 .904 保留 42 

13 .817 ..887 保留 43 

14 .770 .897 保留 44 

15 .856 .878 保留 45 

 

溝通 

交流 

16 .864 .926 .943 保留 46 

17 .831 .933 保留 47 

18 .844 .930 保留 48 

19 .863 .926 保留 49 

20 .828 .933 保留 50 

學校

創新

經營

效能 

 

 

行政服

務創新

效能 

1 .873 .907 .930 保留 51 

2 .804 .916 保留 52 

3 .757 .922 保留 53 

4 .823 .913 保留 54 

5 .709 .930 保留 55 

6 .829 .913 保留 56 

 
7 .782 .921  保留 57 

8 .760 .924 保留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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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續表續表續表 3333----13 13 13 13 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預試統計結果 
    

部分 因素 
預試問

卷題號 

題目與分量

表總分之相

關 

因素負

荷量 

Alpha係

數 

刪除或

保留 

正式問

卷題號 

學校

創新

經營

效能 

課程教

學創新

效能 

9 .846 .914 .932 保留 59 

10 .813 .917 保留 60 

11 .831 .916 保留 61 

12 .780 .922 保留 62 

 

學生表

現創新

效能 

13 .825 .936 .945 保留 63 

14 .822 .936 保留 64 

15 .834 .935 保留 65 

16 .831 .936 保留 66 

17 .850 .933 保留 67 

18 .846 .933 保留 68 

 

環境設

備創新

效能 

19 .860 .927 .942 保留 69 

20 .839 .931 保留 70 

21 .834 .930 保留 71 

22 .860 .926 保留 72 

23 .867 .926 保留 73 

24 .707 .944 保留 74 

資源運

用創新 

效能 

25 .809 .924 .936 保留 75 

26 .867 .916 保留 76 

27 .823 .922 保留 77 

28 .822 .922 保留 78 

29 .714 .937 保留 79 

30 .831 .921 保留 8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肆肆肆、、、、    編製正式問卷編製正式問卷編製正式問卷編製正式問卷 

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理論並參考相關實證研究信效度良好之問卷，以編製成

預試問卷。預試問卷經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後，進行問卷預試施測後之項目分析、

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然而，因題目總數過多，恐影響填答者之意願，經與指導

教授討論後，決定採兩層次淘汰部份題目：第一層「知識領導量表」部份將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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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分析完成後之試題從每層面 7、5、6、6、12提刪減成 6、6、6、6、6題。「組

織學習量表」部份每層面 5、5、5、5題數不變。「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部份

從每層面 9、7、8、7、9刪減成 6、6、6、6、6題。第二層次再將各量表題項適

合度 60%以下 之題目先刪除。結果與第一層刪除後之題數不變。 

保留具有信效度的題項編製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量表」，正式問卷詳如附錄二，正式問卷之各量表題項如表 3-13。資

料處理與分析 

茲將本研究所用之資料處理方法說明如下：調查問卷回收後，進行問卷篩選

及剔除基本資料未盡完整、量表中重複勾選或大量漏填等不合適問卷，再將回收

之有效問卷逐一編碼並鍵入電腦中，以方便進行後續資料處理。並使用 SPSS統

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各項資料統計分析與處理，考驗本研究各項假設。本研究

所使用的統計方法說明如下： 

 

 

壹壹壹壹、、、、背景變項部分背景變項部分背景變項部分背景變項部分 

本研究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統計」的方法計算基本資料的分配情形，

以瞭解基本資料的分佈與差異情形。 

貳貳貳貳、、、、問卷內容部分問卷內容部分問卷內容部分問卷內容部分 

一、 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 

 以相關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和內部一致性效標法(criterion of internal 

consistency)來進行題目的篩選。 

二、 信度分析信度分析信度分析信度分析 

 採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計算「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組織學習

量表」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量表」三種調查問卷之總量表以及各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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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係數」，檢驗問卷題項間的一致性。 

三、 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 

根據國民中學教師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量表」「組織學習量表」與「學

校創新經營效能表」等三種調查問卷上的得分，求出各層面及總量表之平均數與

標準差，以瞭解國民中學校長使用「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的情形。 

四、 獨立樣本獨立樣本獨立樣本獨立樣本 t 考驗考驗考驗考驗 

以 t考驗瞭解國中校長性別與教師職別等變項不同對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知覺程度之差異情形。 

五、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與事後多重比較之薛費法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與事後多重比較之薛費法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與事後多重比較之薛費法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與事後多重比較之薛費法

(Scheffe’Method)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考驗校長性別與教師職別

變項以外，其他不同背景變項在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知覺程度之差異情

形。若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薛費法(Scheffe’Method)進行事後比較，以考驗

各組平均數之間的差異性。 

六、 皮爾遜積差相關皮爾遜積差相關皮爾遜積差相關皮爾遜積差相關  

 利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之間的相關情形。 

七、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運用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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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研究程序研究程序研究程序 

本研究實施步驟說明如下：  

一、準備階段  

(一) 閱讀文獻並確認研究主題：自研究初期即探索性的廣泛閱讀國內外相關

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論確認主題後，接著進行文獻的綜合整理與分析以

做為研究的基礎。接著閱讀相關文獻，以界定研究問題之性質與範圍，

進而擬定研究計畫。 

(二) 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在確立研究主題及範圍後，蒐集相關文獻進行歸

納與統整，並根據文獻整理的結果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擬定本研究的

目的、問題、假設與研究架構。 

(三) 選擇研究工具：依據文獻探討歸納研究層面所得之研究架構及假設採用

及修改相關量表，並草擬預試問卷初稿並依專家意見進行內容效度分

析。 

(四) 論文計畫審查：完成論文計畫初步架構後，延請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進

行論文計畫審查。並根據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之建議修改內容。 

二、實施階段  

(五) 進行問卷預試：預試問卷施測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以建

立本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再依據分析結果編擬成「正式問卷」。 

(六) 正式施測與分析：採分層隨機抽樣實施調查，問卷回收整理後進行統計

分析，並依據分析結果歸納數據，以進一步討論。 

三、完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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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料討論與撰寫論文：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進行討論，綜合歸納研究成

果，並與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分析比較，再提出具體結論與建議，完成論

文初稿。 

(八) 學位論文審查：論文初稿完成後，延請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進行學位論

文審查，並提供建議。 

(九) 完成論文：依據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之意見修正內容，完成本研究論文。 





 

123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係依據問卷調查資料，針對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共分為八節

探討之。 

第一節 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

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取得變項層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據以說明國中教

師對於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由於三個分量

表皆為 1 到 5之五點量表，其平均值為 3，其結果以此平均值相對高低分述

如下： 

壹壹壹壹、、、、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知識領導知識領導知識領導知識領導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    

校長知識領導之整體及各層面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1。本研究工具為

1到 5之五點量表，其平均值為 3，由表 4-1可得知校長知識領導之整體平

均數為 3.58，屬於中等程度。就各層面而言，皆高於平均值，依每題平均得

分之高低排序，以「充實專業領導知能」的平均得分最高，次第為「整合學

校知識資源」、「建立合作信任關係」、「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激勵學校成員

學習」。 

表表表表    4444----1111 校長知識領導現況分析摘要表校長知識領導現況分析摘要表校長知識領導現況分析摘要表校長知識領導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398 3.65 0.94 1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398 3.57 1.04 3 
整合學校知識資源 398 3.62 1.08 2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398 3.50 1.00 5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398 3.55 0.99 4 
整體校長知識領導 398 3.58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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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    

組織學習之整體及各層面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2。由表 4-2可得知組

織學習之整體平均數為 3.75，顯示國中組織學習現況高於平均值 3，屬於中

等程度，顯示組織學習介於「沒意見」與「同意」之間。就各層面而言，皆

高於平均值，依每題平均得分之高低排序，以「資訊運用」的平均得分最高，

次第為「溝通交流」、「系統思考」、「團隊學習」。 

表表表表    4444----2222 國中組織學習現況分析摘要表國中組織學習現況分析摘要表國中組織學習現況分析摘要表國中組織學習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團隊學習 398 3.64 0.73 4 
資訊運用 398 3.83 0.80 1 
系統思考 398 3.71 0.76 3 

   溝通交流 398 3.82 0.82 2 

整體組織學習 398 3.75 0.69  

參參參參、、、、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    

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及各層面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3。本研究工具為

1到 5的五點量表，其平均值為 3，由表 4-3可得知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平

均數為 3.74，顯示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現況高於平均值，屬於中等程度，顯示

學校創新經營介於「有時如此」與「時常如此」之間。就各層面而言，均高

於平均值，依每題平均得分之高低排序，以「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的平均得

分最高，次第為「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

新效能」、「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表表表表    4444----3  3  3  3  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摘要表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摘要表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摘要表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398 3.64 0.78 5 
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398 3.74 0.73 3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398 3.50 0.73 1 
環境設備創新效能 398 3.80 0.78 2 
資源運用創新效能 398 3.65 0.81 4 
整體學校創新經營 398 3.74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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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

知識領導知識領導知識領導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

差異分析差異分析差異分析差異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教師，對校

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知覺程度之差異。本研究教師背

景變項包含教師之性別、職別、任教年資、最高學歷等四項，學校背景變項

包含學校地區、學校規模、學校歷史、校長性別、校長年齡、校長在該校服

務年資、擔任校長總年資及校長學歷等八項。在比較教師及校長不同性別變

項對於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差異性認知

部份，係採獨立樣本 t 檢定，並將結果以平均數、標準差及 t 值呈現；在

比較其他背景變項之差異性認知部份，則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並將分析結果以平均數、標準差、F值、差異結果呈現。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

與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析摘要表參見附錄六表 1~表 36。 

壹壹壹壹、、、、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

領導的差異情形領導的差異情形領導的差異情形領導的差異情形    

    

一一一一、、、、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    

(一)教師性別、職別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之差異情形，就

整體及各層面之考驗而言皆未達顯著差異。 

 (二)教師不同任教年資與最高學歷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之

差異情形，整體的得分表現上屬良好程度，而變異數分析結果達顯著差異，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不同服務總年資教師方面，整體「知識領導」並無顯著

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不會因為服務總年資不同而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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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整合學校知識資源、展現知

識創新行動方面並無顯著差異。而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方面達到顯著差異，

表示6-10年的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在此層面高於服務總年資16-20

年以下的教師。激勵學校成員學習方面11-15年的教師高於服務總年資

16-20年的教師。在最高學歷的教師方面，整體知識領導經事後分析比較發

現碩士、博士畢業之教師高於一般大學院校畢業之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

領導，就各分層面而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展現知識

創新行動方面皆無顯著差異。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兩

項層面則碩士、博士畢業之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一般大學院校

畢業之教師。 

綜合上述，將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之差異

情形整理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4 所示。從校長知識領導整體表現分析，

僅在教師任教年資與最高學歷上有顯著差異。在教師任教年資之建立合作信

任關係方面，6-10年以上的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高於服務總年資

16-20年以上的教師。在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層面 11-15年以上的教師高於服

務總年資 16-20年以上的教師。其餘變項無顯著差異。在最高學歷的教師方

面，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兩項層面碩士、博士畢業之教師

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一般大學院校畢業之教師。其餘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方面皆無顯著差異。以下附表 4-4-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整理自

（附錄三 ）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分析摘要表：表 1-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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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 4444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師師師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充實專業充實專業充實專業充實專業        
領導知能領導知能領導知能領導知能    

建立合作建立合作建立合作建立合作    
信任關係信任關係信任關係信任關係    

整合學校整合學校整合學校整合學校    
知識資源知識資源知識資源知識資源    

激勵學校激勵學校激勵學校激勵學校    
成員學習成員學習成員學習成員學習    

展現知識展現知識展現知識展現知識    
創新行動創新行動創新行動創新行動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性性性性別別別別    

1.男性 

      

2.女性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職別職別職別職別    

1.未兼行政 

      

2.兼行政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任教任教任教任教            
年資年資年資年資    

1.5年以下 

         
2>4 

  3>4   

2.6-10年 

3.11-15年 

4.16-20年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碩士、博士畢業 

ns ns 1>4 1>4 ns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3.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二二二二、、、、    不同學校背景變不同學校背景變不同學校背景變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項之項之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    

（一） 學校地區   

不同學校地區之教師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之差異情形整體的

得分表現上屬良好程度，而變異數分析結果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

學校地區在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方面，在整體知識領導層面教師所知覺

之校長整體知識領導，新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長。 

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在充實專業領導知能、整合學校知識資源、建立

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方面均有顯著差異。

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新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長，

可能因為竹科入駐與竹北地區文化刺激較高因此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

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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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規模 

在學校規模大的教師，在整體知識領導方面達顯著差異，經事後分析

比較12班以下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49班以上之教師。13-48班

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49班以上規模之教師。表示教師所知覺

之校長整體知識領導，會因為學校規模大小別而有顯著差異。 

就各分層面而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

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五層面達顯著水準，

經事後比較分析得知，12班以下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49班以

上之教師。13-48班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49班以上規模之教師。

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會因為學校規模大小別而有顯著差異。

可能是規模大的學校之體制與行政運作模式與規模小的學校不同，規模小

的學校容易凝聚全校共同的願景與使命感，因此校長可以清楚表達其理念，

也能鼓勵教師提出興革建言，與教師的互動良好，而教師也願意與校長有

更多良性的互動。 

（三） 學校歷史 

在國中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方面，在整體知識領導達顯著差異。經事

後分析比較發現學校歷史31年以上之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學校歷

史11-20年以上之教師，表示教師會因為學校歷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就各分層面而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

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各層面皆達顯著差異。經事後分析比較發現學

校歷史31年以上之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學校歷史11-20年以上之

教師，表示教師會因為學校歷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整合學校知識資源層

面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不會因其所屬學校歷史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本研究發現教師所屬的學校歷史不同在整體校長知識領導以及充實專

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經營

行動等層面方面均達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會因為

所屬學校歷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其中以學校歷史31年以上之教師所知覺

校長知識領導最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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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長性別 

為瞭解教師所知覺之不同性別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性，發現整體校長

知識領導及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皆

未達顯著水準，經比較平均數得知，男、女校長對整體校長知識領導、充

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

學習的知覺程度皆未達顯著差異。僅充實專業領導知能一項，男性校長與

女性校長達顯著差異。 

（五） 校長年齡 

就整體層面而言在不同年齡校長方面，整體知識領導達到顯著差異，

經事後比較發現，50-59歲的校長高於60歲以上的校長、50-59歲的校長亦高

於30-49歲以上的校長。 

就各分層面而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

員學習、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50-59歲的校長高於60歲以上的

校長。50-59歲的校長亦高於30-49歲以上的校長。整合學校知識資源、展現

知識創新行動方面雖然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50-59歲的校長高

於60歲以上的校長。 

（六） 校長服務年資 

就整體層面而言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知覺整體知識領導達

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服務2年以下之

校長高於服務3-4年的校長。 

就各分層面而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方面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

現，本校服務年資2年以下的校長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3-4年的校長。建立

合作信任關係方面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本校服務年資2年以下、

5-6年、7-8年的校長均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3-4年的校長。 

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方面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本校服務年

資2年以下的校長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3-4年的校長。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方面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本校服務年

資2年以下、5-6年、7-8年的校長均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3-4年的校長。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方面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本校服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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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2年以下的校長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3-4年的校長。 

（七） 校長服務總年資 

就整體表現而言，校長服務總年資不同之教師知覺整體知識領導達顯

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服務4年以下之校

長高於服務9-12年以及16年以上之的校長。 

就各分層面而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顯著差異、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顯著差異、展現知識創新行動顯著差異方面皆達到顯著

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服務年資4年以下以及5-8年的校長均高於服務總

年資9-12年級16年以上的校長。服務年資16年以上的校長又高於9-12年的校

長。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方面經事後比較發現，服務年資5-8年以上的校長高

於服務年資9-12年及16年以上的校長的校長。 

（八）校長學歷 

就整體層面而言，不同校長學歷的教師方面，整體「知識領導」達顯

著差異。經事後分析比較發現，校長學歷「碩士、博士畢業」、「研究所(40

學分)以上」、「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均高於「一

般大學院校畢業」。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會因為校長學歷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各分層面而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方面達顯著差異、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方面達顯著差異、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方面達顯著差異、激勵學校成員學習方

面達顯著差異、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方面達顯著差異。經事後分析比較發現，

上述各層面校長學歷「碩士、博士畢業」、「研究所(40學分)以上」、「師大、

師院或教育系畢」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均高於「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會因為校長學歷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以下

附表 4-5-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

表整理自（附錄三 ）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分析摘要表：表 5-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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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 5555     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師師師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充實專業充實專業充實專業充實專業        
領導知能領導知能領導知能領導知能    

建立合作建立合作建立合作建立合作
信任關係信任關係信任關係信任關係    

整合學校整合學校整合學校整合學校
知識資源知識資源知識資源知識資源    

激勵學校激勵學校激勵學校激勵學校
成員學習成員學習成員學習成員學習    

展現知識展現知識展現知識展現知識
創新行動創新行動創新行動創新行動    

整體情整體情整體情整體情
形形形形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桃園縣 

2>1 
 

2>4 

2>1 
 

2>4 

2>1 
 

2>4 

2>1 
 

2>4 

2>1 
 

2>4 

2>1 
 

2>4 

2.新竹縣 

3.新竹市 

4.苗栗縣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1.12班(含)以下 
1>3 
 

2>3 

1>2 
 

1>3 
1>3 

1>3 
 

2>3 

1>3 
 

2>3 

1>3 
 

2>3 
2.13-48班 

3.49班(含)以上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1.10年(含)以下 

3>2 3>2  3>2 3>2 3>2 2.11-20年 

3.31年(含)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1.男性 

      
2.女性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1.30-49歲 

2>3 
 

2>1 

2>3 
 

2>1 
2>1 

2>3 
 

2>1 
2>1 

2>3 
 

2>1 
2.50-59歲 

3.60歲(含)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在該校在該校在該校在該校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年資年資年資年資    

1.2年以下 

1>2 

1>2 
 

3>2 
 

4>2 

1>2 

1>2 
 

3>2 
 

4>2 

1>2 1>2 
2.3-4年 

3.5-6年 

4.7-8年以上 

擔任擔任擔任擔任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總年資總年資總年資總年資    

1.4年以下 1>3 
 

1>5 
 

2>3 
 

2>5 
 

5>3 

1>3 
 

1>5 
 

2>3 
 

2>5 

2>3 
 

2>5 

1>3 
 

2>3 
 

2>5 

1>3 
 

2>3 
 

2>5 

1>3 
 

1>5 
 

2>3 
 

2>5 

2.5-8年 

3.9-12年 

4.13-16年 

5.16年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碩士、博士畢業 
1>4 
 

2>4 
 

3>4 

1>4 
 

2>4 
 

3>4 

1>4 
 

2>4 
 

3>4 

1>4 
 

2>4 
 

3>4 

1>4 
 

2>4 
 

3>4 

1>4 
 

2>4 
 

3>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3.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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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

學習的差異情形學習的差異情形學習的差異情形學習的差異情形    

一一一一、、、、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    

    (一)教師性別 

    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之差異情形，就整體及各層面之考驗

而言皆未達顯著差異。 

    (二)教師職別 

     在學校組織學習之差異情形，在整體組織學習的表現上教師兼行政

與未兼行政達顯著差異。就各分層而言僅資訊運用層面上教師兼行政與未

兼行政達顯著差異。 

  （三）教師不同任教年資 

    在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之差異情形，整體的得分表現上屬良

好程度，而變異數分析結果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不同服務總

年資教師方面，整體「知識領導」並無顯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團

隊學習、資訊運用、系統思考、溝通交流、皆未達到顯著差異。 

   （四）教師最高學歷 

    整體「組織學習」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碩士、博士畢業

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高於研究所(40學分)、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一般大學院校畢業的校長。 

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系統思考、溝通交流等方面達顯著差異，

經事後比較發現碩士、博士畢業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高於研究所(40

學分)、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一般大學院校畢業的校長。資訊運用部

分亦達顯著差異、經事後分析比較，除碩士、博士畢業的教師知覺整體

組織學習高於研究所(40學分)、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一般大學院校

畢業的校長外，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業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相對

顯著於研究所(40學分)之教師。 

綜合上述，將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組織學習之差

異情形整理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4 所示。從學校組織學習整體表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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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僅在教師職別與最高學歷上有顯著差異。在教師性別與任教年資上未

達顯著差異。以下附表 4-6-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國民中學校長組織學

習差異分析摘要表整理自（附錄三 ）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

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析摘要表：表 13-表 16 

 

表表表表    4444 ---- 6666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師師師師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團隊學習團隊學習團隊學習團隊學習    資訊運用資訊運用資訊運用資訊運用    系統思考系統思考系統思考系統思考    溝通交流溝通交流溝通交流溝通交流    整體情形整體情形整體情形整體情形    

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性性性性別別別別    

1.男性 

     

2.女性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職別職別職別職別    

1.未兼行政 

     

2.兼行政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任教任教任教任教        
年資年資年資年資    

1.5年以下 

 ns  ns  

2.6-10年 

3.11-15年 

4.16-20年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碩士、博士畢業 

1>2 
 

1>3 

1>2 
 

1>3 
 

1>4 
 

3>2 

1>2 
 

1>3 
 

1>4 

1>2 
 

3>2 
 

1>4 

1>2 
 

1>3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3.師大、師院或教育系

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二二二二、、、、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    

（一） 學校地區   

    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方面，整體「組織學習」達顯著差異。經事

後比較發現，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整體組織學習，新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

縣和苗栗縣的校長。就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方面經事後比較發現，

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組織學習，新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長。

資訊運用、溝通交流經事後比較發現，新竹縣之校長亦高於桃園縣和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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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縣的校長。系統思考方面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組織學

習，不會因其地區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二） 學校規模 

就整體層面而言，在不同學校規模方面，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

未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不會因為學校規模大小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資訊運用、系統思考、溝

通交流等方面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不會學校規模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三） 學校歷史 

就整體層面而言，在國中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方面，整體「組織學

習」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組織學習，不會因為學校歷

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資訊運用、系統思

考、溝通交流各層面皆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組織學習，

不會因其所屬學校歷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四） 校長性別 

為瞭解不同校長性別的組織學習差異性，研究發現整體組織學習及

各層面團隊學習、系統思考、資訊運用、溝通交流方面皆無顯著差異。 

（五） 校長年齡 

就整體層面而言，在不同年齡校長方面，教師知覺學校整體組織學

習並無顯著差異。顯示教師知覺學校整體組織學習方面，不會因校長年

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資訊運用、系統思

考、溝通交流等方面皆未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

不因校長年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六） 校長服務年資 

就整體層面而言，在校長擔任該校服務年資方面，「整體組織學習」

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服務年資7-8年以上的校長教師知覺整

體組織學習高於服務年資5-6年以下的校長。就各分層面而言，資訊運用

方面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該校服務年資3-4年的校長高於年

資5-6年的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7-8年的校長高於5-6年的校長。系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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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方面，經事後比較發現，在該校服務年資7-8年的校長高於年資5-6年

的校長。團隊學習方面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不會因

為校長服務年資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七） 校長服務總年資 

就整體層面而言，校長服務總年資方面「整體組織學習」達到顯著

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服務總年資5-8年的校長高於服務總年資9-12年

及16年以上的校長。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溝通交流方面經事後

比較發現，服務總年資5-8年的校長高於服務總年資9-12年及16年以上的

校長。資訊運用與系統思考等方面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知覺校長對

於資訊運用的必要性不會因為校長服務年資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八） 校長學歷 

就整體層面而言，不同教育背景的校長在整體「組織學習」並無顯

著差異。表示整體組織學習，不會因為教育背景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

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資訊運用、系統思考、溝通交流方面皆無顯

著差異。表示組織學習各層面不會因為校長教育背景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以下附表 4-7-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

摘要表整理自（附錄三 ）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析摘要表：表 17-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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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 7777 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師師師師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    
                交流交流交流交流    

整體情形整體情形整體情形整體情形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桃園縣 

2>4 2>4 n.s. 2>4 2>4 
2.新竹縣 

3.新竹市 

4.苗栗縣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1.12班(含)以下 

     2.13-48班 

3.49班(含)以上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1.10年(含)以下 

     2.11-20年 

4. 31年(含)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1.男性 

     
2.女性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1.30-49歲 

     2.50-59歲 

4.60歲(含)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在該校在該校在該校在該校    
服務年資服務年資服務年資服務年資    

1.2年以下 

ns 

2>3 
 

4>3 
4>3 ns 4>3 

2.3-4年 

3.5-6年 

3.7-8年以上 

擔任擔任擔任擔任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總年資總年資總年資總年資    

1.4年以下 

2>3 
 

2>5 
ns ns 

2>3 
 

2>5 

2>3 
 

2>5 

2.5-8年 

3.9-12年 

4.13-16年 

4.16年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碩士、博士畢業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3.師大、師院或教育系

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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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的差異情形經營效能的差異情形經營效能的差異情形經營效能的差異情形    

三、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的創新經營效能差異情形 

(一) 教師性別 

在整體創新經營效能層面及各分層之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

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方面

皆未達顯著差異。 

（二）教師職別 

其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等方面皆未

達顯著差異。表示學校創新經營，不會因為職務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三）教師服務年資 

就整體層面而言，不同教師服務年資之學校教師知覺校長「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服務年資6-10年的教師

高於服務年資16-20年的教師。就各分層面而言，行政服務創新效能、環

境設備創新經營效能、資源運用創新經營效能皆達顯著差異。以上三項層

面，服務年資6-10年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校能均高於服務年資16-20

年的教師。 

（四）教師最高學歷 

就整體層面而言，不同學歷的教師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達顯著差

異。經事後分析比較發現教師「碩士、博士畢業」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

營效能顯著高於「研究所(40學分)以上」、「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及

「一般大學院校畢業」之教師。顯示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會因為教師學

歷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行政服務創新經營效能、課程教

學創新經營效能、學生表現創新經營效能、環境設備創新經營效能達顯著

差異、資源運用創新經營效能達顯著差異。經事後分析比較發現教師「碩

士、博士畢業」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均顯著高於「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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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學分)以上」、「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及「一般大學院校畢業」之

教師。顯示教師不同學歷知覺上述層面之學校創新經營會因為教師學歷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學生表現創新效能則無顯著差異。表示刺激學生表現創

新效能各層面，不會因為教師學歷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以下附表 4-8-不同

教師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整理自

（附錄三 ）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分析摘要表：表 25-表 28 

 

表表表表4444 ---- 8888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不同教師背景變項教師師師師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行政服務行政服務行政服務行政服務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課程教學課程教學課程教學課程教學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資源運用資源運用資源運用資源運用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整體情形整體情形整體情形整體情形    

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性性性性別別別別    

1.男性 

      

2.女性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職別職別職別職別    

1.未兼行政 

      

2.兼行政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任教任教任教任教    
年資年資年資年資    

1.5年以下 

2>4   2>4 2>4 2>4 

2.6-10年 

3.11-15年 

4.16-20年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碩士、博士畢業 

1>2 
 

1>4 

1>2 
 

1>3 
 

1>4 

1>2 
 

1>3 
 

1>4 

1>2 
 

1>3 
 

1>4 

1>2 
 

1>4 

1>2 
 

1>3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3.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四四四四、、、、    不同學校背景變相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相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相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相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情形    

（一） 學校地區 

就整體層面而言，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方面，整體「創新經營效能」

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整體創新經營效能，新



 

139 

 

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長。 

就各分層面而言，行政服務創新經營效能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

現，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整體創新經營效能，桃園縣之校長高於苗栗縣的校

長，新竹縣之校長亦高於苗栗縣的校長。課程教學創新經營效能、環境設

備創新經營效能、資源運用創新經營效能達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

校長知識領導，會因為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而有顯著差異。 

（二） 學校規模 

就整體層面而言，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不會因為學校規模大小別而

有顯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行政服務創新經營效能、資源運用創新經

營效能皆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規模13-48班的學校顯著於49班

以上的學校。課程教學創新經營效能、學生表現創新經營效能、環境設備

創新經營效能方面均無顯著差異，表示以上二層面之創新經營效能，不會

因為其所屬學校規模大小而有顯著差異。 

（三） 學校歷史 

在整體創新經營效能及就各分層面而言，行政服務創新經營、課程教

學創新經營、學生表現創新經營、環境設備創新經營、資源運用創新經營

效能各層面皆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創新經營校能領導，不

會因其所屬學校歷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四） 校長性別 

整體校長創新經營效能及其層面行政服務創新經營、課程教學創新經

營、學生表現創新經營、環境設備創新經營，t值達顯著水準，經比較平

均數得知，男性校長對整體校長創新經營效能領導、行政服務創新經營效

能、課程教學創新經營效能、學生表現創新經營效能、環境設備創新經營

效能、資源運用創新經營效能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五） 校長年齡 

就整體層面而言，不同「校長年齡」的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上未達顯著差異，表示教師知覺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不會因為「校

長年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學生表現創新效能方面經

事後比較發現，30-49歲之校長顯著於50-59歲之校長；30-49歲之校長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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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於60歲以上之校長。但在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環境

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等方面均未達到顯著差異。 

（六） 校長服務年資 

就整體層面而言，校長在該校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方面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校長在本校服務年資7-8

年的教師知覺度顯著於在本校服務年資2年以下的教師；校長在本校服務

年資7-8年的教師也高於5-6年的教師。就各分層面而言，課程教學創新效

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經營效能方面達到顯著差異。上述

3層面經事後比較發現，校長在本校服務年資7-8年的教師高於2年以下的

教師。校長在本校服務年資7-8年的教師顯著於服務年資5-6年的教師。 

（七） 校長服務總年資 

就整體層面而言，校長在該校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創新經

營效能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校長服務總年資5-8年的教師高

於校長服務年資9-12年的教師。就各分層面而言，行政服務創新效能方面

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校長服務總年資5-8年的教師高於校長

服務年資4年以下、9-12年以及16年以上的教師。資源運用創新效能方面

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校長服務總年資5-8年的教師高於校長

服務年資9-12年的教師。課程教學創新效能方面達到顯著差異，經事後比

較發現，校長服務總年資5-8年的教師高於校長服務年資9-12年的教師。

學生表現創新經營效能與環境設備創新經營方面均無顯著差異。 

（八） 校長學歷 

    在不同學歷的校長方面，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並無顯著差異。

表示學校創新經營，不會因為校長學歷背景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各分層

面而言，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方面皆未達到顯著差異表

示此2層面之學校創新經營，不會因為校長學歷背景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層面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分析得知，一般大學

畢業校長顯著高於碩士、博士畢業與研究所(40學分)結業之校長。環境設

備創新經營效能層面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分析得知，一般大學畢業校

長顯著高於研究所(40學分)結業之校長。可能是一般大學畢業校長在師資



 

141 

 

培育的進路選擇上具有強烈的意願，並求學過程接受多元與豐富學習刺激，

較具創意經營所致。 

表表表表 4444 ---- 9999 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不同學校背景變項教師師師師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行政服務行政服務行政服務行政服務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課程教學課程教學課程教學課程教學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資源運用資源運用資源運用資源運用
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創新效能    

整體情形整體情形整體情形整體情形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1.桃園縣 

1>4 
 

2>4 
2>4  2>4 2>4 2>4 

2.新竹縣 

3.新竹市 

4.苗栗縣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1.12班(含)以下 

2>3    2>3  2.13-48班 

3.49班(含)以上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1.10年(含)以下 

                           2.11-20年 

4. 31年(含)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1.男性 

1>2 1>2 1>2 1>2 1>2 1>2 
2.女性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1.30-49歲 

  
1>2 
 

1>3 
   2.50-59歲 

4.60歲(含)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在該校在該校在該校在該校                                                    
服務年資服務年資服務年資服務年資    

1.2年以下 

 
4>1 
 

4>3 

4>1 
 

4>2 
 

4>3 

4>1 
 

4>3 
 

4>1 
 

4>3 

2.3-4年 

3.5-6年 

3.7-8年以上 

擔任校長擔任校長擔任校長擔任校長    
總年資總年資總年資總年資    

1.4年以下 

2>1 
 

2>3 
 

2>5 

2>3   ns 2>3 2>3 

2.5-8年 

3.9-12年 

4.13-16年 

4.16年以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1.碩士、博士畢業 

ns  
4>1 
 

4>2 
4>2 ns ns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3.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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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之相關分析效能之相關分析效能之相關分析效能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相關性 

 

壹壹壹壹、、、、    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    

一、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知識知識知識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相關情形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相關情形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相關情形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相關情形 

校長整體知識領導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由表 4-10 可知達

顯著正向相關，相關係數 r 為.463（p＜.001），即校長知識領導表現愈佳者，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情況愈好。 

二、 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相關情形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相關情形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相關情形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相關情形 

本研究之校長知識領導共包含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等五個層面，對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

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等五個層面，均達到顯著正向

相關，相關係數 r介於.200〜.599（p＜.001）。就校長知識領導各層面來看，

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兩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

相關最高；就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來看，以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資源運

用創新效能兩層面與整體校長知識領導之相關最高。  

綜上所述，校長知識領導各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間具有顯著正向

相關，顯示兩者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後續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以瞭解

其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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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0 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摘要表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摘要表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摘要表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知識領導 

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 

充實專業 

領導知能 

建立合作 
信任關係 

整合學校 
知識資源 

激勵學校 
成員學習 

展現知識 
創新行動 

整體 

知識領導 

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531
***

 .471
***

 .501
***

 .599
***

 .581
***

 .568
***

 

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310
***

 .255
***

 .338
***

 .412
***

 .396
***

 .362
***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239
***

 .200
***

 .269
***

 .359
***

 .312
***

 .292
***

 

環境設備創新效能 .309
***

 .218
***

 .304
***

 .400
***

 .381
***

 .341
***

 

資源運用創新效能 .492
***

 .447
***

 .485
***

 .567
***

 .574
***

 .544
***

 

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414
***

 .350
***

 .416
***

 .513
***

 .493
***

 .463
***

 

**p<.001   

 

貳貳貳貳、、、、    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    

一、 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相關情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相關情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相關情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相關情形 

整體組織學習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由表 4-11 可知達顯著

正向相關，相關係數 r 為.881（p＜.001），即組織學習表現愈佳者，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的情況愈好。 

二、 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與與與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相關情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相關情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相關情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相關情形 

本研究之組織學習共包含團隊學習、資訊運用、系統思考、溝通交流等

四個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等五個層面，均

達到顯著正向相關，相關係數 r介於.631〜.813（p＜.001）。就組織學習各

層面來看，以系統思考、團隊學習兩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最

高；就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來看，以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層面與整體組織

學習之相關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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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組織學習各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間具有顯著正向相關，

顯示兩者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後續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以瞭解其預測

力。 

 

表表表表 4-11 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摘要表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摘要表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摘要表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組織學習 

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 

團隊學習 資訊運用 系統思考 溝通交流 
整體 

組織學習 

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779*** .679*** .728*** .713*** .813*** 

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746*** .703*** .813*** .718*** .836***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682*** .677*** .784*** .733*** .808*** 

環境設備創新效能 .714*** .686*** .774*** .734*** .817*** 

資源運用創新效能 .712*** .631*** .705*** .686*** .767*** 

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793*** .736*** .828*** .781*** .881*** 

**p<.001  

 

第四節 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學校創新經學校創新經學校創新經

營效能之營效能之營效能之營效能之聯合預測分析聯合預測分析聯合預測分析聯合預測分析 

本節旨在以校長知識領導五個層面和組織學習四個層面為自變項，以學

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為依變項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以了解 9個自變項

對學校創新經營的聯合預測力。多元迴歸預測分析結果摘要表，如表 4-12。 

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方面，共有系統思考、團隊學習、資訊運

用、溝通交流、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建立合作信任關係等六個層面具最佳聯

合預測力，總解釋變異量為 79.5％，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系統

思考」的預測力較佳，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303和.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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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服務創新效能」方面，共有團隊學習、資訊運用、激勵學校成

員學習、溝通交流等四個層面具有最佳聯合預測，總解釋變異量為 71.3％，

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團隊學習和溝通交流的預測力較佳，其標準化

迴歸係數分別為.298和.254。 

在「課程教學創新效能」方面，共有系統思考、資訊運用、團隊學習、

溝通交流等四個層面具有最佳聯合預測力，總解釋變異量為 71.2％，就個

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系統思考的預測力最佳，其標準化迴歸係數

為.439。 

在「學生表現創新效能」方面，共有系統思考、溝通交流、資訊運用等

三個層面具有最佳的聯合預測力，總解釋變異量為 66.5％，就個別變項的

預測力來看，以系統思考的預測力最佳，其標準化迴歸係數為.428。 

在「環境設備創新效能」方面，共系統思考、溝通交流、資訊運用、團

隊學習、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員學習等六個層面具有最佳的聯合

預測，總解釋變異量為 69.9％，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激勵學校成

員學習和系統思考的預測力最佳，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390和.296。 

在「資源運用創新效能」方面，共有團隊學習、溝通交流、展現知識創

新行動、資訊運用、系統思考等五個層面具有最佳的聯合預測力，總解釋變

異量為 64.1％，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展現知識創新行動和溝通交

流的預測力最佳，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276和.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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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2 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之逐步多元迴歸之逐步多元迴歸之逐步多元迴歸

分析摘要分析表分析摘要分析表分析摘要分析表分析摘要分析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標準化迴歸 

係數β 

增加解釋量 

△R 百分比 

解釋變異量 

百分比 

行政服務 

創新效能 

團隊學習     

資訊運用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溝通交流 

.298 

.231 

.239 

.254 

60.6% 

4.6% 

3.3% 

2.7% 

71.3% 

課程教學 

創新效能 

系統思考 

資訊運用 

團隊學習     

溝通交流 

.439 

.193 

.198 

.099 

66.2% 

2.9% 

1.8% 

0.3% 

71.2% 

學生表現 

創新效能 

系統思考 

溝通交流 

資訊運用 

.428 

.260 

.206 

61.4% 

3.1% 

2.0% 

66.5% 

環境設備 

創新效能 

系統思考 

溝通交流 

資訊運用 

團隊學習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296 

.219 

.173 

.171 

-.404 

.390 

59.9% 

3.6% 

2.7% 

0.8% 

0.5% 

2.4% 

69.9% 

資源運用 

創新效能 

團隊學習     

溝通交流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資訊運用 

系統思考 

.108 

.252 

.276 

.150 

.196 

50.7% 

5.7% 

4.8% 

2.0% 

0.9% 

64.1% 

整體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 

系統思考 

團隊學習     

資訊運用 

溝通交流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303 

.187 

.191 

.214 

.326 

-.227 

68.6% 

5.1% 

2.4% 

1.6% 

0.9% 

0.9%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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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本節根據前三節之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共分五個部份：第ㄧ部份為國民

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的討論；第二部份為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學習的討論；第三

部份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討論；第四部份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

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的討論；第五部份為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

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聯合預測力之分析。 

壹壹壹壹、、、、    國民中學國民中學國民中學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之討論    

    有關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之討論，先就本研究之資料分

析與相關研究之現況、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進行討論，最後進行

總結性討論。 

一、 校長知識領導現況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現況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現況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現況之討論 

研究中顯示桃竹苗四縣市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現況高於平

均值，屬於中等程度，顯示校長知識領導之現況尚佳，各層面中以「充實專

業領導知能」的平均得分最高，次為「整合學校知識資源」、「建立合作信任

關係」、「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在校長知識領導上的

表現屬於良好程度，且各層面的分數差距均相去不遠。此與吳清山、黃旭鈞、

賴協志等人（2007）之研究結果：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之表現，屬「良好」

程度，呈現大致相符之情形；另外，徐昌男（2007）之碩士論文研究結果發

現：臺灣地區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表現上堪稱程度良好，且各層面所

得之分數亦差距不遠等結果相一致。 

二、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不同教師背景變項 

在知識領導整體及各層面知覺程度差異比較結果，彙整如表 69，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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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性別、教師職別無顯著差異。僅在教師任教年資與最高學歷上有顯著差

異。在教師任教年資之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方面，6-10年以上的教師所知覺

之校長知識領導高於服務總年資 16-20年以上的教師。在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層面 11-15年以上的教師高於服務總年資 16-20年以上的教師。其餘變項無

顯著差異。究其原因，服務年資 6-10的教師，教學經驗日趨成熟，教學熱

忱正達高峰，對於自我教育理念的實踐與環境氛圍的敏覺度正值最佳狀態。

因此對於工作團隊有較多的合作信任關係。至於激勵學校成員方面 11-15

年之教師資歷豐富又長期參與學校重要活動，對於工作尚未進入平原期，又

能成為經驗較淺同仁的典範人物。因此，在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層面 11-15

年以上的教師高於服務總年資 16-20年以上的教師 

    在最高學歷的教師方面，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兩項層

面碩士、博士畢業之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一般大學院校畢業之教師。

其餘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方面皆無顯

著差異。研究顯示，教育程度對於知覺校長知識領導有顯著差異，此與吳清

山、黃旭鈞、賴協志等人（2007）、徐昌男（2007）張雅妮（2008）之研究

結果發現：不同服務年資之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上並無顯著差

異存在，三者結果不相符。 

三、 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上之差異討論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上之差異討論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上之差異討論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上之差異討論 

（一） 學校地區方面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得知，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在充實專業領導知能、整

合學校知識資源、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

動方面均有顯著差異。此與吳清山、黃旭鈞、賴協志等人（2007）、徐昌男

（2007）及張雅妮（2008）之研究結果發現：校長知識領導不會因學校所在

地區之不同而有差異，其研究結果不一致。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新

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長，可能因為竹科入駐與竹北地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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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較高因此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上有顯著差異。 

（二）學校規模方面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得知，在整體知識領導方面達顯著差異，12 班以下

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 49 班以上之教師。13-48 班規模之教師

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 49 班以上規模之教師。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整體

知識領導，會因為學校規模大小別而有顯著差異。在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

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

動、五層面達顯著水準， 12 班以下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 49

班以上之教師。13-48 班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 49 班以上規模

之教師。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會因為學校規模大小別而有顯著

差異。可能是規模大的學校之體制與行政運作模式與規模小的學校不同，規

模小的學校容易凝聚全校共同的願景與使命感，因此校長可以清楚表達其理

念，也能鼓勵教師提出興革建言，與教師的互動良好，而教師也願意與校長

有更多良性的互動。校園內較亦建立起合作信任之環境。 

至於學校規模在 49 班（含）以上係屬於較大型之學校，校長在領導及

管理上需付出更多之心力與時間，因此在自我專業知識上之充實便更顯迫切，

且校內教師眾多，相關之活動表現機會便相對提高，校長對於教師精神上或

物質上的鼓舞與激勵便增加，而校長與校內多數教師間在各個議題上的諸多

互動和集思廣益，更助長了知識創新行動的展現，以至於有此般結果之呈現。

然 吳清山、黃旭鈞、賴協志等人（2007）、徐昌男（2007）及張雅妮（2008）

之研究結果卻顯示校長知識領導不會因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差異，三者結果

大異其趣。 

（三）學校歷史 

本研究發現教師所屬的學校歷史不同在整體校長知識領導以及充實專

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經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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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層面方面均達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會因為所屬

學校歷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其中以學校歷史 31年以上之教師所知覺校長

知識領導最顯著。此與吳清山、黃旭鈞、賴協志等人（2007）、徐昌男（2007）

及張雅妮（2008）之研究結果發現：校長知識領導不會因學校校齡之不同而

有差異，三者結果不一致。 

（四）校長性別 

為瞭解教師所知覺之不同性別校長知識領導的差異性，發現男、女校長

對整體校長知識領導、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

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的知覺程度皆未達顯著差異。僅充實專業領導知

能一項，男性校長與女性校長達顯著差異。究其原因，男性校長與女性校長

學養俱豐，一旦掌舵學校均無分軒輊，但因女性校長或許因工作與家庭需均

顧及，所以在進修與充實專業不分或有時間與精力上的限制。此與吳清山、

黃旭鈞、賴協志等人（2007）、徐昌男（2007）及張雅妮（2008）之研究結

果發現：校長知識領導不會因學校校齡之不同而有差異，三者結果不一致。 

（五）校長年齡 

研究顯示，整體層面而言在不同年齡校長方面，整體知識領導達到顯著

差異與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員學習等方面相

同 50-59 歲的校長高於 60 歲以上的校長、50-59 歲的校長亦高於 30-49 歲

以上的校長。在整合學校知識資源、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方面 50-59 歲的校長

高於 60歲以上的校長。50-59歲的校長已具又豐富的校長資歷與治校經驗，

也是人生最成熟穩健而體力仍充沛的年齡，相較於 60 歲以上年齡較高的校

長或 30-49 歲以下年齡較輕的校長，50-59 歲的校長能展現較佳的領導魄力

與績效。此與吳清山、黃旭鈞、賴協志等人（2007）、徐昌男（2007）、林新

發（2008）賴協志（2008）及張雅妮（2008）之研究結果發現：校長知識領

導不會因校長年齡之不同而有差異，結果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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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長服務年資 

研究中顯示，不同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就整體

表現，均屬良好程度，達顯著差異，在校長知識領導整體表現上，服務 2

年以下之校長高於服務 3-4年的校長。在充實專業領導知能方面達到顯著差

異，研究顯示在本校服務年資 2年以下的校長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 3-4年的

校長。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方面在本校服務年資 2年以下、5-6年、7-8年的

校長均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 3-4年的校長。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方面，服務年

資 2年以下的校長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 3-4年的校長。激勵學校成員學習方

面，服務年資 2年以下、5-6年、7-8年的校長均高於在本校服務年資 3-4

年的校長。展現知識創新行動方面，服務年資 2年以下的校長高於在本校服

務年資 3-4年的校長。 

    究其原因，在該校服務年資 2年以下的校長初到該學校，新人新氣象必

定會推動學校之變革引領知識領導，帶動學校組織學習。3-4年之後學校漸

趨穩定，加上囿於連任壓力，不適合做過多的改變，因此各項改變與學習趨

於停滯。 

此與吳清山、黃旭鈞、賴協志等人（2007）、徐昌男（2007）、林新發（2008）

賴協志（2008）及張雅妮（2008）之研究結果發現：校長知識領導會因校長

服務年資不同而有差異，結果一致。 

    （七）校長服務總年資 

研究中顯示，不同校長擔任校長總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整體表

現上，均屬良好程度，達顯著差異，此與吳清山、黃旭鈞、賴協志等人（2007）、

徐昌男（2007）、林新發（2008）賴協志（2008）及張雅妮（2008）之研究

結果發現：校長知識領導會因校長服務年資不同而有差異，結果一致。 

就整體表現而言，校長服務總年資不同之教師知覺整體知識領導達顯著

差異。服務 4年以下之校長高於服務 9-12年以及 16年以上之的校長。在充

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顯著差異、激勵學校成員學習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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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知識創新行動顯著差異方面，服務年資 4年以下以及 5-8年的校長均高

於服務總年資 9-12年級 16年以上的校長。服務年資 16年以上的校長又高

於 9-12年的校長。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方面，服務年資 5-8年以上的校長高

於服務年資 9-12年及 16年以上的校長的校長。 

究其原因，服務 4年以下的新科校長，其學術理論正達吸收之巔峰期，

初任校長滿腔抱負與理想，加上教育熱忱正熾，欲透過知識領導帶動組織學

習推出新的知識領導風格。 

（八）校長學歷 

研究顯示，不同校長學歷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整體表現上，均屬良

好程度達顯著差異。校長學歷「碩士、博士畢業」、「研究所(40學分)以上」、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均高於「一般大學院校畢

業」。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會因為校長學歷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在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

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等方面達均達顯著差異。上述各層面校長學歷「碩

士、博士畢業」、「研究所(40學分)以上」、「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之教

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均高於「一般大學院校畢業」。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

知識領導，會因為校長學歷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此與吳清山、黃旭鈞、賴協

志等人（2007）、徐昌男（2007）、林新發（2008）賴協志（2008）及張雅妮

（2008）之研究結果發現：校長知識領導會因校長學歷不同而有差異，結果

一致。 

究其原因，知識領導與校長進修之學歷有一定的正相關，校長學歷越高，

對於學理的吸收更多元，發揮在於教育現場，會有更直接明顯的表現。 

綜合上述，桃竹苗地區國民中學校長在因應教育變革及學校間競爭下，

校長都能充分感受到校長知識領導的重要性，能不斷吸收新知，營造校園團

隊氛圍並執行各項創新方案。從資料分析中可看出，學歷越高的教師對校長

知識領導的知覺較高，可以成為校長在推動知識領導的過程中，行政運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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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配置上的助力。 

以學校條件而言，班級數在 13-48 班以上之中型學校，學校教師知覺校

長知識領導有較深刻的覺知，這個現象也透露了規模小的學校容易凝聚全校

共同的願景與使命感，因此校長可以清楚表達其理念，也能鼓勵教師提出興

革建言，與教師的互動良好，而教師也願意與校長有更多良性的互動。校園

內較亦建立起合作信任之環境。 

    另外，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新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

的校長，可能因為竹科入駐與竹北地區文化刺激較高因此教師在知覺校長知

識領導上有顯著差異。在校長的個人背景方面， 50-59 歲、在各校服務 2

年以下及 5-6、7-8年以上， 以及擔任校長總年資為 4年以下的校長最能展

現知識領導的績效。據此，校長知識領導角色的扮演，各校教師所期待的，

是個人的專業熱忱與教育理念帶 

動全校進行組織學習進而成為使校園成為優質創新經營氛圍的校長。 

學校是知識傳承的場域，新時代的知識學習以知識的分享為重要關鍵之

一。校長宜營造有利的情境氛圍，如規劃整合學校行政網站、教師教學網站

平台及教學資源庫，以有效的資訊管理系統提供分享平台，以便利的傳輸方

式促進互動分享，以積極的作為協助達成知識領導目標，透過知識分享環境

的改變、使用介面的多元、對話機制的增強，促進成員形成學習型組織與發

展分享的文化。 

貳貳貳貳、、、、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國民中學組織學習之討論之討論之討論之討論    

有關桃竹苗地區國民中學組織學習之討論，先就本研究之資料分析與

相關研究之現況、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進行討論，最後進行總結

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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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組織學習現況之討論教師組織學習現況之討論教師組織學習現況之討論教師組織學習現況之討論 

桃竹苗區國中組織學習現況高於平均值，屬於中等程度，知組織學習之

整體平均數為 3.75，顯示國中組織學習現況高於平均值 3，屬於中等程度，

顯示組織學習介於「沒意見」與「同意」之間。就各層面而言，皆高於平均

值，依每題平均得分之高低排序，以「資訊運用」的平均得分最高，次第為

「溝通交流」、「系統思考」、「團隊學習」。 

研究中顯示，桃竹苗地區國民中學教師知覺組織學習之現況，屬良好

程度， 此研究結果與多篇相關研究結果相符：羅國城（2006）、黃昱瑋

（2006）、吳采穎（2008）、孫協志（2008）等。究其原因，多數教師願意

在教學專業成長、透過校長知識領導，凝聚團隊組織學習氛圍，精進努力，

對學校創新經營有加乘的助益。 

二、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的差異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的差異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的差異情形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的差異情形 

(一) 教師性別、任教年資方面 

研究中顯示，教師不同性別、任教年資方面在知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的

得分表現上，均屬良好程度，但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黃昱瑋（2006）

的研究相同。但與余錦漳（2001）、楊志雄（2007）、賴協志（2008）、吳采穎

（2008）等人的研究結果；教師背景變項中的性別、服務年資及教師職務會影響

組織學習之知覺不同 

    （二）教師職別 

在學校組織學習之差異情形，在整體組織學習的表現上教師兼行政與

未兼行政達顯著差異。就各分層而言僅資訊運用層面上教師兼行政與未兼

行政達顯著差異。余錦漳（2001）、楊志雄（2007）、吳采穎（2008）、賴協

志（2008）等人的研究結果；教師背景變項中的性別、服務年資及教師職務會影

響組織學習之知覺相同。究其原因，兼任行政之教師對於資訊資源之掌握較

優；為了推動行政業務必須具備 360度領導能力，強化溝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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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學歷 

研究中顯示整體組織學習在國民中學組織學習的得分表現上，均屬良

好程度，達顯著差異。碩士、博士畢業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高於研

究所(40學分)、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一般大學院校畢業的教師。 

    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系統思考、溝通交流等方面達顯著差異：

碩士、博士畢業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高於研究所(40學分)、師大、

師院或教育系畢、一般大學院校畢業的校長。資訊運用部分亦達顯著差

異：除碩士、博士畢業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高於研究所(40學分)、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一般大學院校畢業的校長外，師大、師院或教

育系畢業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相對顯著於研究所(40學分)之教師。

此研究與黃昱瑋（2006）在組織學習分層面或整體層面上不會因性別、學歷、

擔任職務、創校歷史的不同而有所差異的結果不符。 

 

三、 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的差異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的差異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的差異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的差異情形 

（一）學校地區 

研究發現，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達顯著差異。

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整體組織學習，新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

長。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方面，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組織學習，新竹

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長。資訊運用、溝通交流經事後比較發

現，新竹縣之校長亦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長。系統思考方面無顯著差

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組織學習，會因其地區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此

研究與黃昱瑋（2006）、吳采穎（2008）、賴協志（2008）之研究結果相同。

究其原因，可能因為竹科入駐與竹北地區文化刺激較高，家長與社區的資

源與支援均高，相對對學校之期待也高，因此，教師在知覺學校組織學習

上有顯著差異。 

（二）學規規模、學校歷史、校長性別、校長年齡、校長學歷 

研究發現，在不同學校規模、學校歷史、校長性別、校長年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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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學歷方面，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未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教師知

覺學校組織學習不會因為學校規模大小、學校歷史、校長性別、校長年

齡、校長學歷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資訊運用、

系統思考、溝通交流等方面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

在上項條件上均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結論與余錦漳（2001）、蔡志隆（2005）、

黃昱瑋（2006）、吳采穎（2008）之研究結果不同。 

規模小的學校容易凝聚全校共同的願景與使命感，因此校長可以清

楚表達其理念，也能鼓勵教師提出興革建言，與教師的互動良好，而教

師也願意與校長有更多良性的互動。規模大的學校行政組織流暢，雖然

人多動員較不易，但資源與制度較健全各有優劣勢。 

  （三）校長服務年資 

研究發現，在校長擔任該校服務年資方面，「整體組織學習」達到

顯著差異。校長服務年資7-8年以上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高於服務年

資5-6年以下的校長。就各分層面而言，資訊運用方面達顯著差異，在該

校服務年資3-4年的校長高於年資5-6年的校長。服務7-8年的校長高於

5-6年的校長。系統思考方面，服務年資7-8年的校長高於年資5-6年的校

長。團隊學習方面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魏惠娟、林怡禮、潘慧玲、

張明輝、陳嘉彌（2003）、黃昱瑋（2006）楊志雄（2007）不相符。 

（四）校長服務總年資 

就整體層面而言，校長服務總年資方面「整體組織學習」達到顯著

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服務總年資5-8年的校長高於服務總年資9-12年

及16年以上的校長。就各分層面而言，團隊學習、溝通交流方面經事後

比較發現，服務總年資5-8年的校長高於服務總年資9-12年及16年以上的

校長。資訊運用與系統思考等方面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知覺校長對

於資訊運用的必要性不會因為校長服務年資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以上

研究結果與余錦漳（2001）、楊志雄（2007）、黃昱瑋（2006）之結論不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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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討論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討論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討論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討論    

    有關桃竹苗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討論，先就本研究之資料分析

與相關研究之現況、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進行討論，最後進行總結

性討論。  

一、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 

    桃竹苗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屬良好程度，此研究結果與

陳佳秀(2007)在中部三縣市國民中學之研究ㄧ致(吳明雅，2008；高淑真，2007；

陳建銘，2008；黃秋鑾，2008；黃智偉，2008；賴振權，2007；謝明昇，2007；

劉富明，2007）。 

在各層面中，以「學生活動創新效能」知覺程度最好。此研究結果與賴 

振權 (2007)、陳建銘(2008)之研究結果ㄧ致；其他研究則分佈於各個不同層 

面，有研究發現是「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層面 (蔡孟芳，2007)；有「創新 

經營效能」層面最高 (吳明雅，2008)。另外，在各層面中，教師之知覺程 

度最低者以「行政服務創新效能」程度最差。在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中， 

有研究發現是「行政服務創新創新」層面最低 (賴振權，2007；劉富明，2007)；

幾年來，學校因應外在環境的競爭力，無不應用各種創新點子在教學活動上，

「學生活動」可謂是教學活動之後的成效與產品，在不斷追求創新與變化的 

過程中，對於「學生活動創新效能」的展現很容易就可覺知到，然而在「課

程教學創新效能」部份，教師面對多元評量、資訊融入教學、創新教學模式、

教學資源的取得等等多重壓力，再加上專業成長的自我要求，可能使得自我

滿意度降低。 

二、 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不同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 

 (一)  教師性別方面  

    教師不同性別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得分表現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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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良好程度，但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陳佳秀(2006)、陳建銘(2008)、

黃智偉(2008) 、謝明昇(2007)的研究發現不同性別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

營效能上有顯著差異不符。究其原因，桃竹苗四縣市擔任行政工作與導師工

作的教師並無太過偏重男性或女性的現象，而學校致力於創新經營之各項措

施時，宣導與實際執行面皆兼顧所有的教師，無論男教師或女教師皆須共同

合作完成任務；因此，在教師性別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教師服務年資 

    教師不同服務年資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得分表現

上屬良好程度，達顯著差異。其中「整體學校創新效能」「行政服務創新效

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等部份，6-10年之教師

顯著高於16-20年之教師。其原因可能是服務年資6-10年之教師其經驗漸趨

成熟，敏知度與教育熱誠都在，因此各項知覺表現都較服務年資16-20年之

教師接收創新與敏覺創新之顯著性更高。     

   （三） 教師最高學歷 

教師不同最高學歷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表現上，達顯著差

異，就各層面而言，在「行政服務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

源運用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層面皆達

顯著差異，教師最高學歷為博、碩士組對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知

覺高於研究所（40學分）以上與ㄧ般大學組；此研究結果與謝明昇(2007)

及劉富明 (2007)之研究中發現達顯著差異相同。究其原因，教師進修意願

較高者，推論應為較積極注重自身的專業形象與教學績效，而學校的發展

與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學歷越高的教師越會注意組織發展的目標與自身

發展的目標是否相結合，因此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關注越高。 

(二) 教師擔任職別方面  

    教師不同擔任職別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表現上，

未達顯著差異，教師兼主任高於兼任導師者。此研究結果與高淑真(2007)、

賴振權(2007)、蔡孟芳(2007) 、謝明昇(2007)、劉富明(2007)之研究不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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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層面而言，教師在各不同擔任職別間皆未達顯著差異。究其原因，主

任是校長的核尚幕僚，最清楚校長的創新經營理念與校務領導內涵，亦是

規劃知識領導策略與實際推動的關鍵人物，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知

覺較組長與導師為高，自不難理解。而未兼行政之導師與專任教師職務上

需要於課後留下來處理班級事務或提早進教室、在課間傾聽學生協助學生

各項學習。因此教師兼任主任、組長或導師在此二層面上無顯著差異，很

容易理解。 

三、 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 

(一)學校規模方面 

    不同規模學校之教師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得分表

現上，均屬良好程度，但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黃智偉(2008)針對臺

北市國中及南京市初中之研究發現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並不因學校規模而有

所差異之結果不相同。與吳明雅(2008)、高淑真(2007)、陳建銘(2008) 、黃

秋鑾(2008)的研究相符。究其原因，本研究發現在整體校長創新經營效能、

課程教學創新經營效能、學生表現創新經營效能、環境設備創新經營效能

等層面均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不會因為其

所屬學校規模大小而有顯著差異。13-48班規模的學校大小適中，容易整合

行政資源，所以在行政服務創新經營效能與資源運用創新經營等方面有顯

著性的差異。 

    (二)學校歷史方面  

    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表現上，

未達顯著差異。本研究發現教師所屬的學校歷史不同在整體校長創新經營

校能領導以及行政服務創新經營效能、課程教學創新經營效能、學生表現

創新經營效能、環境設備創新經營效能、資源運用創新經營效能等層面方

面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創新經營校能領導，不會因為所

屬學校歷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吳明雅(2008)、黃智偉(2008) 、

賴振權(2007)之研究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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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長性別方面 

校長不同性別學校之教師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得

分表現上，均屬良好程度，並達顯著差異。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行政

服務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課程教學

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各層面而言，皆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

果與相關研究中，陳佳秀(2006)發現教師知覺女性校長在學校創新經營效

能優於男性校長不同；與黃智偉(2008)的研究發現臺北市教師知覺男性國

中校長優於女性校長之研究結果相符。究其原因，男性校長與女性校長在

領導風格上或許有側重擬定大方向或偏重注意小細節的差異，但在整體創

新經營之特色與績效上，不分軒輊 

     (四)校長年齡方面 

    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得分表

現上，未達顯著差異，與吳明雅(2008)之研究發現不相符。就各層面而言，

僅在「學生表現創新效能」層面上，校長年齡在 30-49 歲組顯著高於50-59

歲組，其他組別皆未達顯著差異；30-49 歲組顯著高於60歲以上組。究其

原因，年齡在30-49 歲的校長在學生表現創新經營部分表現突出，因為正

處創意高峰，且行政包袱較少的衝刺期，加上多元社會文化的刺激與接收

程度較高，所以會有顯著於其他組的表現 

    (五)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方面 

    不同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之教師在知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

體的得分表現上屬良好程度，並達顯著差異。校長在本校服務年資7-8年的

教師知覺度顯著於在本校服務年資2年以下的教師；校長在本校服務年資

7-8年的教師也高於5-6年的教師。就各層面而言，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資源

運用創新效能等方面未達到顯著差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表現創新、環

境設備創新方面達到顯著差異。研究發現，上述3層面之校長在本校服務年

資7-8年的教師知覺高於2年以下的校長。服務7-8年的校長顯著於服務年資

5-6年的校長。此研究結果與黃智偉(2008)之研究部不相符。究其原因，不

同在該校服務年資的校長在處理學校事務上縱使有各種不同的風格與方式，

但是校長在任期的最後一階段，對於校務的推展經驗達最好狀態，在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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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連任壓力，但表現可能是下次遴選的績效，因此倡導不同的創新作為。 

    (六)擔任校長總年資方面 

本研究發現校長在服務年資不同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行政服務

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方面皆達到顯著差異。校

長服務總年資 5-8年的教師高於校長服務年資 4年以下、9-12年以及 16年

以上的教師。學生表現創新經營效能與環境設備創新經營方面均無顯著差異。

究其原因，第 2任校長在經驗與智慧及整合學校各項創新經營效能方面達顯

著水準。此研究結果與吳明雅(2008)、黃秋鑾(2008) 、劉富明 (2007)之研究

結果不符。 

    (七)校長學歷方面 

    不同校長學歷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的得分表現上，皆

屬良好程度，但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表現上未達顯著差異。就各層面而言，

在「行政服務創新」、「資源運用創新」等方面雖表現達水準，但沒有顯著

差異。「課程教學與創新」部分亦未達顯著差異。「學生活動創新效能」、「環

境設備創新」層面上，校長學歷為一般大學院校畢業組顯著高於博士、碩

士組與研究所40學分以上之校長。此研究結果與高淑真(2007)之研究結果不

同。這樣的結果耐人尋味，究其原因，擁有碩士學位的校長在教育相關理

論與研究上學識淵博、研究能力強，但是在實際的校務推動 與運作上不見

得具備足夠的治校經驗、強勢的魄力與精準的執行力，亦即顯現出校長治

校效能之良窳，取決於校長之治校資歷與經驗而非學歷之高低。因此在學

校創新經營效能上的表現並不因學歷較高而讓教師有較好的知覺表現。 

    綜合上述，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普遍良好，學校

因應外在環境的競爭力，應用各種創新點子在教學活動上，尒其在學生活

動上更是追求創新與變化，並不斷鼓勵學生參與、規劃與展演，「學生活動

創新效能」的展現獲得教師的肯定。在學校條件方面，各校因應不同學校

規模，各有其不同的經營方式，而展現出不同的經營效能與特色。在校長

個人背景變項方面，年齡在 30至 49 歲、擔任校長總年資在 5-8年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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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肯定。而在學校服務7-8年的校長經驗與效能最受肯定。 

 

肆肆肆肆、、、、    國民中學國民中學國民中學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的討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的討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的討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的討論 

一、 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關係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關係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關係之討論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關係之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r=.463，P＜.001）。無論就整體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

層面，或校長知識領導各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均達顯著正相關。

相關係數r介於.200~ 

.599（P＜.001）之間。就校長知識領導各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

面而言，校長知識領導的五個層面：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建立合作信任關

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識創新行動與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五個層面：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

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亦均達顯著正相關。

此研究結果與林佳慧(2000) 對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廖進安(2002)對國

小校長知識經濟策略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林信志(2006)對國中知識分

享與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吳清山(2006)對國小校長知識領導模式之研究、

林新發(2006)對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國公立國小校長領導行為與知識

延續管理對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吳清山和賴協志(2007)對國民小學校長

知識領導之研究、黃瓊香(2007)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整體知識領導對整體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研究、高淑真（2008）台北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知識

領導對教師創新經營效能之研究相同。亦即，校長知識領導表現程度越佳

者，其學校創新越好經營效能之表現越好。相關研究指出充實專業領導之

能、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展現知

識創新校能各層面，是校長知識領導的關鍵層面，面對知識經濟時代，領

導者的領導行為必須隨情境有所調整，則能創造優異學校經營績效。 

綜合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結果，可以顯見校長的知識領導作為，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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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提升學校創新經營的成效，因此在因應教育趨勢與教育生幠鉅大變

化之際，校長亟須善用專業領導之能，提升組織成員的合作信任關係，

透過學校的願景的形塑，整合各項資源，活化團隊的組織運作，靈活調

整既有的領導策略，形塑出嶄新創意的校園文化；然而，除此五層面外，

尚須顧及其他因素，這些並未屬本研究涵蓋討論之範圍，有待後續研究

探討之。 

二、 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關係之討論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關係之討論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關係之討論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關係之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r=.881（P＜.001）。及組織學習表現愈佳者，學校創新經營的效能也愈

好。本研究之組織學習包含團隊學習、資訊運用、系統思考、溝通交流等

四個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五個層面：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

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亦

均達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r介於.631~.831（P＜.001）之間。此研究結

果與李瑞娥（2004）以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彭永裕（2007）以嘉義縣國民

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呈高度正相關相符合：與黃瓊

容（2004）、張妙琳（2006）以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國民教師、

王世璋（2006）台灣地區國民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

創新經營整體及各層面有顯著正相關之研究相符。 

    綜合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結果，知識領導與管理是促進組織學習的動能

與推手；組織學習提供知識領導與管理有利的要件及情境；在學校中校長若

能順利推展知識領導，對於組織學習將有正面提升作用，且能養成學校成員

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追求新的價值與理想，對於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更具

高度的提升力。因此，如何形塑學校成為一所學習型學校，高度考驗校長知

識領導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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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聯合預測分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聯合預測分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聯合預測分析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聯合預測分析    

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方面，共有系統思考、團隊學習、資訊

運用、溝通交流、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建立合作信任關係等六層面具最佳

聯合預測力。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系統思考」層面（β=.303）

的預測力最佳。此研究與吳清山等人（2006）、林新發等人（2006）、吳清

山和賴協志（2007）、黃瓊香（2007）、徐昌男（2007）、薛淑芬（2008）、

高淑真（2008）等人之研究結果相符。 

在「行政服務創新效能」方面，共有團隊學習、資訊運用、激勵學校成

員學習、溝通交流等四個層面具有最佳聯合預測，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

以團隊學習（β=.298）和溝通交流（β=.254）的預測力較佳。此研究結

果與彭永裕（2007）、林信志（2006）之研究相符。 

在「課程教學創新效能」方面，共有系統思考、資訊運用、團隊學習、

溝通交流等四個層面具有最佳聯合預測力，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系

統思考（β=.439）的預測力最佳。此研究結果與李瑞娥（2007）、薛淑芬

（2008）之研究相符。 

在「學生表現創新效能」方面，共有系統思考、溝通交流、資訊運用等

三個層面具有最佳的聯合預測力，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系統思考的

（β=.428）預測力最佳。 

在「環境設備創新效能」方面，共系統思考、溝通交流、資訊運用、團

隊學習、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激勵學校成員學習等六個層面具有最佳的聯合

預測，就個別變項的預測力來看，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β=.390）和系統

思考（β=.296）的預測力最佳。此研究與張妙琳（2006）之研究相符。 

在「資源運用創新效能」方面，共有團隊學習、溝通交流、展現知識創

新行動、資訊運用、系統思考等五個層面具有最佳的聯合預測力，就個別變

項的預測力來看，以展現知識創新行動（β=.276）和溝通交流（β=.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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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測力最佳。此研究與張妙琳（2006）、吳清山和賴協志（2007）等人之

研究相符。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學習中系統思考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最具

預測力。 校長知識領導個層面則以激勵成員學習最能帶動學校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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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領導、組織學習

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據此，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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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之

參考。茲將結論與建議說明如下。 

第一節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本節根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分析，歸納出下列結論。 

壹壹壹壹、、、、    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的現況    

ㄧ、整體校長知識領導屬良好程度，以「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層面

知覺程度最好，而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層面程度最差。  

二、不同「教師任教年資」及「教師最高學歷」教師背景變項之教

師對於校長知識領導的知覺具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6-10的教師，教學

經驗日趨成熟，教學熱忱正達高峰，對於自我教育理念的實踐與環境氛

圍的敏覺度正值最佳狀態。擁有博碩士學歷的教師對校長知識領導的知

覺較高。 

三、不同「學校地區」、「學校規模」、「學校歷史」、「校長年

齡」、「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擔任校長總年資」及「校長學歷」

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校長變革領導的知覺具有顯著差異。 

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知識領導，新竹縣之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

校長；整體知識領導方面達顯著差異，12班以下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

識領導高於49班以上之教師。13-48班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高於

49班以上規模之教師。規模小的學校容易凝聚全校共同的願景與使命感；

學校歷史31年以上之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最顯著。另外，在校長的

個人背景方面，校長年齡50-59歲、在該校服務年資2年以下及5-6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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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長已具有豐富的校長資歷與治校經驗，能展現較佳的領導魄力與績

效。另外，校長服務總年資4年以下之校長，亦展現良好的衝勁與魄力，

並獲得肯定。 

貳貳貳貳、、、、    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組織學習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組織學習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組織學習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組織學習的現況        

ㄧ、整體教師組織學習之現況，屬良好程度；以「資訊運用」層面

知覺程度最好，而以「團隊學習」程度最差。 

二、不同「教師職別」、「最高學歷」教師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組織

學習的知覺具有顯著差異，兼任行政之教師對於資訊資源之掌握較優；

碩士、博士畢業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高於研究所(40學分)、師大、

師院或教育系畢、一般大學院校畢業的教師。 

三、不同「學校地區」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整體組織學習，新竹縣之

校長高於桃園縣和苗栗縣的校長。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不會因為「學

校規模」、「學校歷史」、「校長性別」「校長年齡」「校長學歷」而

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與「擔任校長總年資」背景變項

之教師校長服務年資7-8年以上的教師知覺整體組織學習高於服務年資

5-6年以下的校長。服務總年資5-8年的校長教師知覺組織學習高於服務

總年資9-12年及16年以上的校長。 

參參參參、、、、    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現況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現況    

ㄧ、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屬良好程度；以「學生活動創

新效能」層面 知覺程度最好，而以「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層面程度最差。 

二、不同「教師服務年資」、「教師最高學歷」教師背景變項之教

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知覺具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16-20年之教師

接收創新與敏覺創新之顯著性最高；教師最高學歷為博、碩士組對國民

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知覺高於研究所（40學分）以上與ㄧ般大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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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修意願較高者，推論應為較積極注重自身的專業形象與教學績效，

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關注越高。 

三、不同「學校規模」、「校長年齡」、「校長在該校服務年資」、

「擔任校長總年資」等學校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知

覺具有顯著差異。在學校條件方面，各校因應不同學校規模，各有其不

同的經營方式，而展現出不同的經營效能與特色，13-48班規模的學校大

小適中，容易整合行政資源，表現亮眼。在校長個人背景變項方面，年

齡在 30至 49 歲、擔任校長總年資在 5-8年的校長最受肯定。而在學校

服務7-8年的校長經驗與效能最受肯定。 

肆肆肆肆、、、、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之關係之關係之關係之關係    

ㄧ、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間具有正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間呈現顯著的正

相關，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程度較佳的國民中學，其學校創新經營效

能表現也愈好。就校長知識領導各層面而言，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與「展現知識創新行動」兩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最高；

就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來看，以「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

學創新效能」層面與整體校長知識領導之相關最高。 

二、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間具有正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間呈現顯著的正

相關，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程度較佳的國民中學，其學校創新經營效

能表現也愈好。就學校組織學習各層面而言，以「系統思考」層面與整

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最高；就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而言，以

「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層面與整體組織學習之相關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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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國民中學校長知識國民中學校長知識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之預測力之預測力之預測力之預測力    

一、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知識知識知識知識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所知覺校長知識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

預測力，校長知識領導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

營效能的影響力最大。 就各層面而言，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層面對

「行政服務創新效能」、「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及「環境設備創新效能」的預測力最大；以「展現知識創新行動」層面

對「資源運用創新效能」的預測力最大。  

二、 組織學習各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組織學習各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組織學習各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組織學習各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所知覺學校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

預測力，組織學習以「系統思考」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影響

力最大。就各層面而言，以「團隊學習」層面對「行政管理創新效能」

層面的預測力最大；以「系統思考」層面對「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

生表現創新效能」與「環境設備創新效能」的預測力最大；以「團隊學

習」層面對「資源運用創新效能」層面的預測力最大。 

三、 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聯合預測力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聯合預測力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聯合預測力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聯合預測力 

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聯合預

測力，以「系統思考」、「團隊學習」、「資訊運用」、「溝通交流」、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及「建立合作信任關係」等六個層面對整體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其中以「系統思考」 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的影響力最大。就各層面而言，以「團隊學習」、「資訊運用」、「激

勵學校成員學習」、「溝通交流」 層面對「行政服務創新效能」預測力

較佳；「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

效能」方面以「系統思考」的預測力最佳；「資源運用創新效能」方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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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學習」和「溝通交流」的預測力最佳，  

綜上所述，校長知識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程度較佳的國民中學，其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表現也

愈好。就校長知識領導各層面而言，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與「展現知

識創新行動」兩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最高；教師組織學習

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程度較

佳的國民中學，其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表現也愈好。就學校組織學習各層面

而言，以「系統思考」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最高；教師所

知覺校長知識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校長知識領導以「激

勵學校成員學習」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影響力最大。教師所知

覺學校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組織學習以「系統思考」

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影響力最大。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聯合預測力，其中以「系統思考」 層面對整體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的影響力最大。 

所謂系統思考是指在面對複雜問題或事件時，應對問題或事件作整體

考量，擺脫思考的隱蔽，摒除片段的思考，觀照整體，看到事件背後的結

構、因素，及其間的互動關係，進而尋求一種平衡的能力。他是組織學習

的軸心，它可協助學校導向為一個有學習能力的組織。 

隨著資訊社會及知識時代的來臨，學校將面對很多的挑戰與競爭，因

此追求卓越成為我們教育改革的目標之一，學校組織必須促進成員心靈的

成長、思考模式的轉變、運作方式的調整，鼓勵集體學習，建立知識管理

機制，發展成學習型組織，徹底革新，才能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讓成員與

組織同步成長，保持優勢的競爭力，朝永續生存成長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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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壹壹壹壹、、、、    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 規劃知識領導相關課程及訓練規劃知識領導相關課程及訓練規劃知識領導相關課程及訓練規劃知識領導相關課程及訓練，，，，加強校長知識領導能力加強校長知識領導能力加強校長知識領導能力加強校長知識領導能力 

本研究發現，善用校長知識領導行為可提升組織學習程度，進而提高

學校創新經營。因為當前校長知識領導現況屬於中等程度，且在「激勵學

校成員學習」方面表現最弱，但在「激勵學校成員學習」上預測力卻最好，

所以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挹注經費辦理知識領導研習，透過職前的培

育及不斷的在職進修，輔以個別化設計之專業發展計畫，增強校長激勵學

校成員學習能力，提升知識領導及相關知能，使參與的學校領導人透過培

訓、進修的過程得以增能。 

二、 遴選知識領導特質之校長遴選知識領導特質之校長遴選知識領導特質之校長遴選知識領導特質之校長 

本研究發現，校長知識領導與組織學習對學校創新經營具有正向影響

力，且「建立合作信任關係」與「充實專業領導知能」對組織學習與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顯著預測效果，因為領導能力的培養非一蹴可幾，所以

建議在校長遴選筆試、口試等項目中納入此二項知識領導能力，以選用具

有知識領導特質的校長，提供其得以施展正向心理資本的揮灑平台。 

三、 實質鼓勵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實質鼓勵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實質鼓勵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實質鼓勵教師兼任行政人員 

本研究發現，知識領導個層面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部分有較佳之預測

力。但因為在當前教育行政工作繁重，致使國中兼任行政職務者更迭頻繁，

所以建議獎勵兼職行政人員，除了校內提高校長知識領導的相關能力外，

透過教育行政機關提高兼職津貼或降低兼行政職務教師每週基本任課節

數之班級數標準，亦是直接的行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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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降低班級學生人數政策辦理降低班級學生人數政策辦理降低班級學生人數政策辦理降低班級學生人數政策，，，，有效紓解都會區學校壓力有效紓解都會區學校壓力有效紓解都會區學校壓力有效紓解都會區學校壓力 

從本研究中發現，「12 班以下」之國民中學，在校長知識領導之 

得分高於「13 至 48 班」、「49 班以上」之國民小學。目前都會區國

民 中學的學校規模仍大，校長與教師需花費大部分時間來處理行政事務 

或學生問題，學習與彼此互動的機會較少，影響學校氣氛與領導成效；因

此，教育行政機關宜針對班級學生人數偏高之縣市，尤其是都會區，採行

追蹤管制，並要求於期限內達成降低班級學生人數，有效紓解都會區學校

壓力。處在人口少子化的今天，學生入學人數日趨減少，降低學生班級人

數應非難事，可從班級人數偏高縣市或都會區著手，將學生人數持續調降，

並藉由12年國教調整國、高中職社區化，藉由教育政策翻轉，舒緩明星國

中之班級數壓力。 

五、 提供校長更多進修與研習機會提供校長更多進修與研習機會提供校長更多進修與研習機會提供校長更多進修與研習機會，，，，持續增進校長領導知能持續增進校長領導知能持續增進校長領導知能持續增進校長領導知能 

從本研究中發現，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整體

及各層面的表現良好，趨向於中上程度，足見校長具備一定的知識領導素

養，且能鼓勵成員致力於個人學習及組織學習，使學校效能得以全面提升，

這是可喜的現象。為讓校長有持續追求領導或管理之新契機，教育行政機

關應主動規劃課程，定期辦理「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的研習或活動，讓校長能持續學習，以具備豐富的領導知能，並有

效運用到實務工作上；此外，亦可將進修與研習情形納入校長遴選或校長

考核中，讓校長更願意主動學習與成長。 

 

貳貳貳貳、、、、    對國中校長之建議對國中校長之建議對國中校長之建議對國中校長之建議    

一、 建立組織學習的觀念及推動共識建立組織學習的觀念及推動共識建立組織學習的觀念及推動共識建立組織學習的觀念及推動共識 

本研究發現，「系統思考」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最高；

「系統思考」 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預測力也最大。因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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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組織學習需掌握由上而下全員參與的原則，建立正確的學習觀念，凝聚

組織成員的共識與承諾。學校校長必須主動表現對學習的重視，肯定學習

的價值，讓成員了解組織學習代表組織型態的變革，不僅止於知識或技能

的獲取與補充，而是從觀念、工作流程、制度、決策等方面徹底改變，組

織由傳統轉變為靈活、局部片面導向系統思考，是工作方式的全面性改變。

因此，規劃辦理「共同願景」研討課程，透過對話討論，激發組織成員的

熱誠，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機會，分享個人願景，了解組織的迫切需

求，塑造團體願景圖像，建立共識與承諾，凝聚學校願景的焦點與能量是

校長掌舵學校最重要的法門 

二、 營造良好的學習型學校環境營造良好的學習型學校環境營造良好的學習型學校環境營造良好的學習型學校環境 

從本研究中發現，在國民中學組織學習現況分析各層面中，以「資訊

運用」表現最佳，可見學校成員具有某種程度的資訊運用能力；其中電腦

（資訊）相關課程的開設、資訊科技設施的運用與更新對資訊運用及組織

學習的幫助頗多；而學校知識庫的有效建立、網站內容的悉心維護對校長

知識領導的推展有所助益。因此，學校資訊設施的編配充實，對組織學習

及校長知識領導的有效推動助益匪淺；另外，包含物理環境，如軟硬體設

備，校園學習空間的規劃；心理環境，如提供學習的支持性環境、暢通溝

通討論的管道，建立回饋機制等。亦是校長透過組織學習，帶動學校創新

經營的重要基石。 

三、 激勵新進激勵新進激勵新進激勵新進、、、、年輕年輕年輕年輕新血輪加入行政行列新血輪加入行政行列新血輪加入行政行列新血輪加入行政行列；；；；培育學習型領導人培育學習型領導人培育學習型領導人培育學習型領導人    

才才才才，，，，建立新的領導力建立新的領導力建立新的領導力建立新的領導力 

本研究發現，服務6-10年之教師在知識領導知覺、組織學習、學校創

新經營效能表現相對顯著。而碩、博士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知覺、

組織學習、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表現也同樣顯著。所以建議校長廣納年輕教

師參與相關研習、或安排資深教師協助輔導以增進其教學效能、班級經營

等相關知能，進而提升組織學習；同時，健全學校學習系統，增進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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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專業成長的管道，可以學校為單位成立組織學習推行委員會，進行任務

編組，培育種子教師，組成行動學習小組，將學習活擴展至每位老師，必

要時可進行校際聯盟，增加交流分享的機會。此外，亦應透過非正式管道

或活動，增進情感聯誼、暢通交流訊息，有效傳遞及溝通校務相關資訊，

使教師體認學校現況並瞭解學校經營的不同面向，教師在參與中激盪其創

意並激發其認同感與凝聚向心力。校長必須跳脫傳統的領導觀念，因此，

校長需率先領導學習，具備自我改造的能力，以身作則，並擔任催化者的

角色，營造集體學習的氣氛與意識。 

四、 發展學校特色發展學校特色發展學校特色發展學校特色 

本研究發現，就校長知識領導各層面而言，以「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與「展現知識創新行動」兩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相關最高。因

此，鼓勵校長帶領團隊發展學校特色，藉此，可激發學校教育同仁的創意，

強化學校同仁對學校的承諾。發展學校特色的過程，應透過溝通討論→選

擇並確定發展的項目→掌握發展的效標，強調獨特、優質、公平、效能及

教育目標→構思發展的方案。此一過程需發揮系統思考的能力，統觀學校

教育環境與活動的每一層面，學校特色代表獨特的學校文化，可塑造學校

自我的形象，強化學校的競爭力。透過學校特色的發展，展現學校創新經

營效能的豐富性。 

參參參參、、、、    對進一步研究之建議對進一步研究之建議對進一步研究之建議對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對象可納入不同層級研究對象可納入不同層級研究對象可納入不同層級研究對象可納入不同層級 

本研究之知識領導以個人層級設定校長為知識領導者且調查對象為

教師，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團隊、組織等層級為研究對象。此外，本

研究之組織學習僅以整體對象為研究對象，未來研究者可納入團隊層級。 

二、 納入其他研究變項納入其他研究變項納入其他研究變項納入其他研究變項 

本研究變項依據國外相關理論與研究，驗證組織學習的預測效果。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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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研究者可納入組織文化、工作滿意等變項，瞭解其中介、調節效果，使

研究架構更為完整。此外，校長知識領導是否因校長的性別、年齡而有差

異亦是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析之方向。 

三、 在研究內容方面在研究內容方面在研究內容方面在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以受試者背景變項切入，試圖探討影響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

習及創新經營之相關因素，經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服務年資、現任職務、

學校區域之受試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創新經營上確實有差異性

存在。除了受試者背景變項之外，影響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的前因變

項是否尚有其他因素，如校長人格特質、學校文化等，有待後續研究進一

步分析探討。另一方面，本研究目的在於建立一套具全面性、廣泛性的校

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及創新經營關係之模式，因此納入校長創新經營的

類型與作法以做完整的探討，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就校長創新經營的某一類

型做為研究焦點，如特色學校、小型學校、遊學學校、主題學校等，以更

深入理解校長創新經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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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經營效能經營效能經營效能」」」」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專家審查用專家審查用專家審查用專家審查用))))    

 

 

指導教授：林邦傑博士 編 製 者：湯秀琴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

況及關係。本研究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填答者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第三部分為「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調查

問卷」，第四部分為「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調查問卷」。 

為提升本調查問卷的內容效度，茲將本調查問卷所依據之各向度與題目臚列

說明如後，煩請您就每一題項是否能測量出該層面所要測量的內容，並在該

題適當位置的□內打「ˇ」。若有修正意見，亦懇請您不吝賜教，將意見書

寫於該題之下或直接修改，俾供修正之參考。 

您的意見甚為寶貴，如蒙惠允，煩請修改後之問卷，擲入已附之回郵信封，

寄至「367」「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11鄰122號三義國中」湯秀琴收，再次，

感謝您的指導與協助！ 

 敬頌 

 

勛绥 

           

 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班  

 碩士研究生 湯秀琴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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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填答者基本資料 

 

一、校長的基本資料 

1.校長性別：□（1）男  □（2）女 

 

2.校長年齡：□（1）39 歲以下 □（2）40~49 歲 □（3）50 歲以上 

 

3.校長總年資：□（1）4 年以下 □（2）5~8 年 

             □（3）9~12 年 □（4）13 年以上 

 

4.最高學歷：□（1）碩士、博士畢業 

            □（2）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 

          □（3）師大、師院或大學教育系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5.學校地區：□（1）桃園縣      □ (2 )新竹縣 

            □ (3 )新竹市      □ (4 )苗栗縣 

 

6.學校歷史：□（1）10 年以下 □（2）11~20 年 

           □（3）21~30 年 □（4）31 年以上 

 

7.學校規模：□（1）12 班以下 □（2）13~48 班 □（3）49 班以上 

 

8.校長擔任貴校校長的年資：□（1）2  年以下     □（2）3-4 年 

                       □（3）5-6 年     □（4）7-8 年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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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的基本資料 

1.教師性別：□（1）男  □（2）女 

 

2.教師職別：□（1）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含主任、組長等） 

 

            □（2）教師未兼任行政職務（含導師、科任教師） 

 

3.任教年資：□（1）5 年以下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4.最高學歷：□（1）碩士、博士畢業 

            □（2）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 

            □（3）師大、師院或大學教育系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5.學校地區：□（1）桃園縣 

            □ (2 )新竹縣 

            □ (3 )新竹市 

            □ (4 )苗栗縣 

 

6.學校歷史：□（1）10 年以下 □（2）11~20 年 

           □（3）21~30 年 □（4）31 年以上 

 

7.學校規模：□（1）12 班以下 □（2）13~48 班 □（3）49 班以上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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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 

 

 

 

 說明： 

壹、校長知識領導定義：係指校長為因應學校內外在環境變革，發揮領導的 

    影響力，扮演專家典範角色、並提供適切信賴支持之環境、文化和組織 

    結構，以利於知識的建構、分享、發展和創新的過程與行為，俾達成學 

    校創新經營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 

貳、「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係由「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整合學校知識資源」、「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五個層面編製而成，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作答 

，分為「非常符合」、「大部分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不符 

合」、「非常不符合」五個 選項，分別給予 5、4、3、2、1 分。 

 

 

一、充實專業領導知能：係指校長發揮個人影響力，協助並指引全校教職員工學習 

   與所實施之領導，其包括：形塑學習型學校的願景與目標、鼓勵教師專業 成長、 

   激勵學生努力學習和創新等。 

（一）校長常與大家談論有關學校未來的學習計畫。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校長常與教職員工討論學生的需求並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校長常與教職員工討論學校未來發展所需的相關知識與技能。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校長能具體說明本校的願景、目標與成果。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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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五）校長對於推動本校校務計畫與辦學理念有具體的策略與方法。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六）校長能領導本校各處室行政團隊，共同推動師生各項學習進修活動。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七）校長能有效地促使教職員工努力參與各項進修活動。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二、激勵學校成員學習：係指校長以身作則，其扮演引導成員學習和獲取知識的標 

竿，並將熱愛工作的態度影響有關成員，且實踐變革的承諾。 

 

（一）校長會以身作則，並引導教職員工學習工作所需之知能。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校長會幫助教職員工發展其專業知識與技能。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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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長熱衷於追求新知，並積極充實最新資訊。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校長常扮演教學導師或同儕教練的角色，以引導成員學習。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校長是學校獲取知識的標竿，其熱愛工作的態度會影響學校成員。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三、建立合作信任關係：係指校長形塑知識型文化，給予全校教職員工信賴與支持 

的感覺，並營造舒適、安全、信任的環境和氣氛。 

（一）校長常以建設性方式來鼓勵同仁解決工作上的問題與缺失。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校長常致力於改善教職員工的工作環境氣氛。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校長常支援教職員工公開表達自己想法與意見，以建立起工作環境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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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文化。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校長常增添學校硬軟體設施，以營造教職員工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校長會傾聽與接納教職員工的意見。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六）校長能尊重、信任教職員工，並充分授權。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四、整合學校知識資源：係指校長藉由人員、流程、資訊系統的整合，發展知識行 

動策略，以及知識的處理與應用，使學校教職員工熱愛學習、主動追求新 

知的一種管理方向。 

 

（一）校長會關心教職員工知識的獲得與技能的提升。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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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瞭解如何取得本校未來發展所需之整合性知識與策略。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校長會藉由學校人員、流程、資訊系統的整合，進而發展知識行動策略。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校長會注意教職員工良好的成果表現，並給予正面的鼓勵。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校長鼓勵教職員工熱愛學習、主動追求新知，並適時安排相關研習課程。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六）校長會鼓勵教師運用知識管理策略，處理有關教學知識和檔案。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五、展現知識創新行動：係指學校建置資訊基礎設施，使教職員工能溝通互動，分 

享彼此工作經驗和新知，並針對知識領導成效加以測量和形成有效的評估 機制。 

（一）校長樂意將網路上所得的資源與教職員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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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校長樂意將進修或研習所取得的資料、文件或手冊與教職員工分享。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校長會爭取經費建置學校各項資訊設施，以提供資訊分享平臺。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校長樂意將自己所蒐集的專業知識利用各項平台或電子郵件寄給教職員     工

分享。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校長對於不容易說明的隱性知識，很樂意親身示範分享給教職員工。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六）當教職員工遇到問題時，校長很樂意分享相關知識與資源幫助成員解決 

困難。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七）校長若無法幫助教職員工解決困難，他（她）願意指引成員尋求其他方 

式解決。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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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長會鼓勵教職員工間彼此分享工作或教學與學習心得。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九）校長會與教職員工一起規劃工作品質的評估方式。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十）校長會與教職員工一起規劃績效回饋的方式。（例如：績效評估和品質指 

標）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十一）校長會與教職員工討論活動的內容與工作執行成果的品質。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十二）校長會推動知識的轉化與分享。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197

第三部分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調查問卷 

 

 

 說明： 

壹、 組織學習定義：組織學習：係指學校透過持續而有效的個人學習、團隊

學習與組織全 員學習，培養成員系統思考、資訊運用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

透過溝 通交流與深度匯談，了解彼此的需求與想法，以促進組織整體進步與 

發展的歷程。 

 

貳、「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調查問卷」，係由「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隊

學習」、「溝通對話」、四個層面編製而成，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作答，分為「非

常符合」、「大部分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五個選項，分別給予 5、4、3、2、1 分。 

 

一、系統思考：係指透過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思維，規劃各項學校事務與計畫願景， 

建立有效且周延的運作及發展模式。 

（一）學校主管能有系統的整合各方意見，順利推展各項工作    。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學校主管能敏銳覺察且有效因應內部與外部環境變化。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學校教師會透過學習來建立整體性思考的架構與能力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學校教師能利用系統性的思考來規劃、執行與評估相關工作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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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教師能找出問題背後的真正成因，並有效加以解決。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二、資訊運用：係指學校成員能依教學實務或專業發展之需求，有效的蒐集資訊與吸取

知識。 

（一）學校會設置e化資訊環境，並開設課程，讓成員進行各項資訊研習。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學校會定期更新資訊科技設施，以利成員操作與學習。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學校教師會透過適當方式或管道，取得並善用學習資訊。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學校教師會積極參加資訊研習，以具備資訊科技素養與能力。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學校教師會運用資訊科技設施，協助處理各項校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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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團隊學習：係指學校成員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結合，透過合作與分工的方式

進行學習。 

 

（一）學校會積極成立學習團隊，並營造學習情境與文化。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學校辦理研習活動時，會邀請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參加。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學校教師會主動參與團隊學習，共同從事學習與研討。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學校教師願意相互合作，進行協同教學。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學校教師會一起從事課程設計與研發，豐富教學內容。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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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溝通交流：係指學校成員能有效的進行溝通，促進資訊、知識與經驗的交流

及分享。  

 

（一）學校能營造良好的情境與氛圍，讓成員樂於學習與分享。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學校會運用各種機會與場合，讓成員進行溝通與對話。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學校教師樂意分享學習經驗與心得，共同成長與進步。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學校教師能真心誠意進行溝通討論，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學校教師能了解彼此的觀點與想法，並能感同身受。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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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調查問卷 

 

 

 

 說明： 

壹、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係指學校在校長的領導下，運用創新的經營策略， 

整合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的資源和努力，以達成學校教 

育目標、發展學校特色，進而提升學校效能，和促進學校永續發展。 

貳、「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調查問卷」，係由「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課程教學創新效能」、「學生表現創新效能」、「環境設備創新效 

能」、「資源運用創新效能」五個層面編製而成，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 

作答，分為「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不 

符合」、「完全不符合」五個選項，分別給予 5、4、3、2、1 分。 

 

一、行政服務創新效能：係指學校運用行政革新方法、技術，提升行政效率與 

服務品質，以達到提升學校組織效能。 

 

（一）本校行政各項規劃具前瞻性，能考量及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本校能藉由行政與教學團隊的建置，以提升學校創新活動的成效。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學校能因應變革需要，彈性調整學校組織編制。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學校行政人員能鼓勵同仁提出創意或構想。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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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能依據需要，晉用具有創意的人才。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六）校長能引用成功的創新楷模或具體案例來推動學校創新。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七）學校行政能主動參與各種教育實驗方案。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八）學校能建置校務行政 e 化管理系統。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九）學校能積極嘗試新的方法以簡化工作流程。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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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教學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激勵教師運用創意，去蒐集、研發新教材、教法與評量，

並建構有利於課程與教學之知識平臺，以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與學生學習成就。 

（一）本校教師能運用創意，蒐集、研發與編選教材。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本校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與網路融入教學。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本校教師能運用多樣的教學與評量方式以引導學生學習。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本校教師能建立課程與教學自我評鑑與改進機制。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本校教師能積極參與校內外創意觀摩與競賽。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六）本校教師能鼓勵學生提出不同的解題方法或觀念。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七）本校教師願意把自己的教學內容放在學校網站上，以利學生自動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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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三、學生表現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運用新思維與新技術，規劃多元創新的學生課內、外

表現活動，以提高學生的能力和表現水準。 

 

（一）學校能突破傳統，辦理多元創意的學生社團活動。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學校能積極引導學生發揮創造力。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本校學生樂意參加校內外有關創意思考或創新的競賽或活動。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         本校學生參與校內外有關創新的競賽或活動（例如科學、語文、資訊等）， 

其表現獲得外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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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本校學生能經由典禮、儀式與校內外活動中展現創意與活力。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六）本校學生與教師的互動良好，且能積極提高學習成效。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七）本校學生的創意表現，能贏得家長或社區人士的肯定。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八）本校學生具有合作學習風氣，同儕間樂於彼此分享創意點子。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 其他（增加部分） 

 

 

 

四、環境設備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因應教育發展需要，規劃設計出創意的校園環境，及

提供妥善的教學環境設施，進而營造優質的學校情境，以達到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

習成就。 

（一）本校能因應教育發展趨勢，佈置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學習環境。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206 

 

 

修正意見：   

 

（二）本校能運用校徽與 logo 圖騰賦予校園設施形象化。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本校能建置 e 化的校園網路。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本校能運用巧思，規劃出優質且安全的活動空間。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本校能持續更新軟硬體設施，輔助各項活動順利進行。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六）本校能考量師生多樣的需求，規劃出優質的活動空間。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七）本校空間的規劃能融入永續經營理念，以提升環境品質。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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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增加部分） 

 

 

 

 

五、資源運用創新效能：係指學校能運用新思維與新技術，建立社區與學校良好的關係，

並引入社區與家長資源，以改善學生學習環境，提升辦學績效。 

（一）本校能運用創意開發家長及社區資源。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本校能引進社區人士或家長的專業技術，以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本校能與其他學校或機構進行策略聯盟。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本校能建立家長和社區分享互動的機制。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  本校能以創意思維來推展親師合作。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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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能善用各種募款策略，吸引社會資源挹注。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七）學區家長能了解並支持學校的辦學理念，願意將孩子送到本校就讀。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八）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能全力支持校務推動，幫助學校達成整體經營目標。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九）本校能引進新的資訊科技，以充實教學資源。 

審查意見：□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修正意見：   

 

 

◎其他（增加部分）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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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效

能調查能調查能調查能調查問卷問卷問卷問卷」」」」預預預預試試試試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指導教授：林邦傑博士  
   

敬愛的教育先進： 

您好！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之現況及關係，請依據您任教學校當前的情況，在適當的「□」內打「ˇ」，

所填的資料僅供研究之用，我們將絕對保密，請您放心作答，謝謝您的協助與配

合。 

本問卷第一部分「校長的基本資料」每校只需由教務主任填寫，其餘填寫者

請由「教師的基本資料」處起填。您所提供的意見甚為寶貴，請您撥冗填答，並

煩請於 2010 年6月30 日之前將問卷填妥，寄至「360 苗栗市福星里中華東街62

號2樓」(回郵信封已備妥)。非常感謝您的幫忙！敬頌 

教祺 

           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班  

碩士研究生 湯秀琴 敬啟 

                                                  2010年6月15日 

 

第一部分 貴校基本資料 
 

一、校長的基本資料 
 

1.校長性別：□（1）男  □（2）女 

2.校長年齡：□（1）39 歲以下□（2）40~49 歲 

        □（3）50~59 歲 □（4）60 歲以上 

3.校長總年資： □（1）4 年以下 □（2）5~8 年 

 □（3）9~12 年 □（4）13~16  □（5）16年以上 

4.最高學歷：□（1）碩士、博士畢業  □（2）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 

 □（3）師大、師院或大學教育系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5.學校地區： □（1）桃園縣 □ (2 )新竹縣 

             □ (3 )新竹市 □ (4 )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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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校歷史：□（1）10 年以下  □（2）11~20 年 

 □（3）21~30 年   □（4）31 年以上 

7.學校規模：□（1）12 班以下□（2）13~48 班 □（3）49 班以上 

8.校長擔任貴校校長的年資：□（1）2 年以下□（2）3-4 年 

 □（3）5-6 年 □（4）7-8 年 

 

二、教師的基本資料 

1.教師性別：□（1）男  □（2）女 

2.教師職別：□（1）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含主任、組長等） 

□（2）教師未兼任行政職務（含導師、科任教師） 

3.任教年資：□（1）5 年以下 □（2）6~10 年 

 □（3）11~15 年  □（4）16~20年以上。 

4.最高學歷：□（1）碩士、博士畢業     □（2）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 

 □（3）師大、師院或大學教育系畢業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5.學校地區：□（1）桃園縣 □ (2 )新竹縣 

 □ (3 )新竹市 □ (4 )苗栗縣 

6.學校歷史：□（1）10 年以下 □（2）11~20 年  

□（3）21~30 年 □（4）31 年以上 

7.學校規模：□（1）12 班以下 □（2）13~48 班 □（3）49 班以上 
 

 

第二部分 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調查問卷 
 

壹壹壹壹、、、、填填填填答答答答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一、本問卷共分為三大部分，茲將各部分的重要名詞定義如下： 

（一）校長知識領導定義：係指校長為因應學校內外在環境變革，發揮領導的
影響力，扮演專家典範角色、並提供適切信賴支持之環境、文化和組織結構，以利
於知識的建構、分享、發展和創新的過程與行為，俾達成學校創新經營與永續發展
之目標 。 

（二）組織學習定義：係指學校透過持續而有效的個人學習、團隊學習與組織
全員學習，培養成員系統思考、資訊運用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透過溝通交流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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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匯談，了解彼此的需求與想法，以促進組織整體進步與發展的歷程。 
（三）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係指學校在校長的領導下，運用創新的經營策略，

整合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的資源和努力，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發
展學校特色，進而提升學校效能，和促進學校永續發展。 

 
二、 本問卷共有80 個題目，請就您的看法，在適當的「□」內打「ˇ」。 

 

參參參參、、、、    問問問問卷卷卷卷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一、校長知識領導部分： 

                                                        完 相 大 很 全 

                                                     全 當 致 少 不  

                                                    符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合                                                

  

                                                 5  4  3  2  1  

（一） 校長能以身作則，不斷進修學習。       ……………… □ □ □ □ □ 

（二）校長能時時吸收新知，樹立知識學習典範        ……… □ □ □ □ □ 

（三）校長會主動參加相關研習，增加領導效能。    ………… □ □ □ □ □ 

（四）校長會參與教育專業學習社群，提升領導專業知能。…… □ □ □ □ □ 

（五）校長會運用他自己的專業能力，進行合理正確的決定。… □ □ □ □ □ 

（六）校長能充分展現領導專業，引領我們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 □ □ □ 

 

（一）校長會主動關心我，並給予我應有的尊重。    ………… □ □ □ □ □ 

（二）校長和我們能彼此支持，共同解決所遭遇的困難。    … □ □ □ □ □ 

（三）校長會建立彼此間信任、相互合作的學校氣氛。      … □ □ □ □ □   

（四）校長能尊重我們，並充分授權。     ………………………□ □ □ □ □ 

（五）校長會支持我們知識的分享與運用。    ………………… □ □ □ □ □ 

（六）校長能鼓勵我們營造知識分享的文化。      …………… □ □ □ □ □ 

 

 

（一）校長能主動了解學校可用的知識資源圖書資料、設施）   □ □ □ □ □ 

（二）校長能整合行政、教學與社區資源，共同推動知識管理   □ □ □ □ □

（三）校長會指派我們建立系統性知識庫，豐富校內學習資源   □ □ □ □ □ 

（四）校長會了解教師、學生與家長的需求和期望，主動提供 

我們所需的資訊。    ……………………………………… □ □ □ □ □ 

（五）校長會善用經費、人力、設備等資源，提升知識管理效能。□ □ □ □ □ 

（六）校長會指定專人建置並維護學校網站內容整合並促進訊 

息流通。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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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能了解我的工作情形與表現，適時給予肯定。………□ □ □ □ □ 

（二）校長會激勵教師進修學習、主動追求新知並適時安排 

相關研習課程提升專業知能。              …………… □ □ □ □ □                                                    

（三）校長會鼓勵教師成立知識討論社群，形塑學校讀書風氣。 □ □ □ □ □ 

（四）校長會鼓勵教師運用知識管理策略，處理有關教學 

知識和檔案。              …………………………… □ □ □ □ □ 

（五）校長會建立專業成長獎勵制度，促進我與團隊間的學習。 □ □ □ □ □ 

（六）校長能接受我們從事知識學習時所犯的錯誤。  ………… □ □ □ □ □ 

 

（一）校長能展現革新作為，積極推動創新經營。      ……… □ □ □ □ □ 

（二）校長會建立知識創新團隊，創造校內知識。      ……… □ □ □ □ □ 

（三）校長會爭取經費建置學校各項資訊分享平臺 

 ，方便我們從事知識創新活動。    ……………………… □ □ □ □ □ 

（四）校長會邀請學者專家蒞校，強化我們創新技能。    …… □ □ □ □ □ 

（五）校長會鼓勵我們創新作為，從事知識研發工作。    …… □ □ □ □ □ 

（六）校長會推動知識的轉化與分享。    ……………………… □ □ □ □ □ 

 

 
二、組織學習部分 

                                                    完 相 大 很 全 

                                                    全 當 致 少 不  

                                                    符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合                                          

                                                     5  4  3  2  1 

（一）學校主管能有系統的整合各方意見，順利推展各項工作。  □ □ □ □ □ 

（二）學校主管能敏銳覺察且有效因應內部與外部環境變化。    □ □ □ □ □ 

（三）學校教師會透過學習來建立整體性思考的架構與能力。    □ □ □ □ □

（四）學校教師能利用系統性的思考來規劃、執行與評估相關 

工作。  …………………………………………………    □ □ □ □ □ 

（五）學校教師能找出問題背後的真正成因，並有效加以解決。  □ □ □ □ □ 

 

（一）學校會設置e化資訊環境，並開設課程，讓成員進行各項 

資訊研習。  ……………………………………… □ □ □ □ □

（二）學校會定期更新資訊科技設施，以利成員操作與學習。 … □ □ □ □ □ 

（三）學校教師能透過適當方式或管道，取得並善用學習資訊。  □ □ □ □ □ 

（四）學校教師能積極參加資訊研習 

  ，以具備資訊科技素養與能力。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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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設施，協助處理各項校務工作。  □ □ □ □ □ 

 

（一）學校會積極成立學習團隊，並營造學習情境與文化。   … □ □ □ □ □ 

（二）學校辦理研習活動時，會邀請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參加。…□ □ □ □ □ 

（三）學校教師會主動參與團隊學習，共同從事學習與研討。……□ □ □ □ □ 

（四）學校教師願意相互合作，進行協同教學。     …………… □ □ □ □ □ 

（五）學校教師會一起從事課程設計與研發，豐富教學內容。  …□ □ □ □ □ 

  

（一）學校能營造良好的情境與氛圍，讓成員樂於學習與分享。…□ □ □ □ □ 

（二）學校會運用各種機會與場合，讓成員進行溝通與對話。 … □ □ □ □ □ 

（三）學校教師樂意分享學習經驗與心得，共同成長與進步。 … □ □ □ □ □ 

（四）學校教師能真心誠意進行溝通討論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  □ □ □ □ □ 

（五）學校教師能了解彼此的觀點與想法，並能感同身受。 …… □ □ □ □ □ 

三、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部分： 

                                                     完 相 大 很 全 

                                                      全 當 致 少 不  

                                                     符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合                                        

                                                      5  4  3  2  1

（一）本校行政各項規劃具前瞻性，能考量及適應 

未來發展的需要。     ……………………………………  □ □ □ □ □ 

（二）本校能藉由行政與教學團隊的建置 

 ，提升學校創新活動的成效。  ……………………………  □ □ □ □ □

（三）學校能建置校務行政 e 化管理系統 

  ，並積極嘗試簡化工作流程。 ……………………………  □ □ □ □ □ 

（四）學校能晉用具有創意的人才並能鼓勵同仁 

     提出創意或構想。  ……………………………………  □ □ □ □ □ 

（五）校長能引用成功的創新楷模或具體案例來推動學校創新。 □ □ □ □ □ 

（六）學校行政能主動參與各種教育實驗方案。 ………………  □ □ □ □ □ 

 

（一）本校教師能運用創意，蒐集、研發與編選教材。   ……  □ □ □ □ □ 

（二）本校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與網路融入教學。   …………  □ □ □ □ □ 

（三）本校教師能運用多樣的教學與評量方式以引導學生學習。 □ □ □ □ □ 

（四）本校教師能進行課程與教師的自我評鑑與改進。 ………  □ □ □ □ □ 

（五）本校教師能積極參與校內外創意觀摩與競賽。   ………  □ □ □ □ □ 

（六）本校教師願意把自己的教學內容放在學校網站上 

  ，以利學生自動地學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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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能積極引導學生發揮創造力。………………………  □ □ □ □ □ 

（二）本校學生樂意參加校內外有關創意思考 

 或創新的競賽或活動。   …………………………………  □ □ □ □ □ 

（三）本校學生能經由典禮、儀式、學生社團與校內外活動中 

  展現創意與活力。  ………………………………………  □ □ □ □ □ 

（四）本校學生與教師的互動良好，且能積極提高學習成效。  □ □ □ □ □ 

（五）本校學生的創意表現，能贏得家長或社區人士的肯定。  □ □ □ □ □ 

（六）本校學生具有合作學習風氣，同儕間樂於 

  彼此分享創意點子。 ……………………………………… □ □ □ □ □ 

 

（一）本校能因應教育發展趨勢，佈置優質的學習環境。……  □ □ □ □ □ 

（二）本校能運用校徽與 logo 圖騰賦予校園設施形象化。…  □ □ □ □ □ 

（三）本校能建置 e 化的校園網路，並能引進新的資訊科技 

  ，以充實教學資源。………………………………………  □ □ □ □ □ 

（四）本校能運用巧思考量師生多樣的需求，規劃出優質且 

  安全的活動空間。  ………………………………………  □ □ □ □ □ 

（五）本校能持續更新軟硬體設施，輔助各項活動順利進行。  □ □ □ □ □ 

（六）本校空間的規劃能融入永續經營理念，以提升環境品質。□ □ □ □ □ 

 

（一）本校能運用創意開發家長及社區資源。  ………………  □ □ □ □ □ 

（二）本校能引進社區人士或家長的專業技術  

  ，以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  □ □ □ □ □ 

（三）本校能與其他學校或機構進行策略聯盟。  ……………  □ □ □ □ □ 

（四）本校能建立家長和社區分享互動的機制 

  ，並以創意思維來推展親師合作。 ……………………… □ □ □ □ □ 

（五）本校能善用各種募款策略，吸引社會資源挹注。 ……… □ □ □ □ □ 

（六）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能全力支持校務推動 

  ，幫助學校達成整體經營目標。 …………………………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215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    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不同校長人口變項在校長知識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

創新經營效能創新經營效能創新經營效能創新經營效能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    

表表表表 1 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男 153 22.44 5.589 1.53 
女 244 21.55 5.664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男 153 21.90 6.084 1.27 
女 244 21.08 6.372  

整合學校知識資源 
男 153 22.01 5.746 0.70 
女 244 21.55 6.894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男 153 21.55 6.062 0.64 
女 244 20.86 5.986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男 153 21.81 6.001 1.31 
女 244 21.00 5.913  

整體校長知識領導 
男 153 109.41 27.939 1.14 
女 244 106.04 29.001  

 

 

表表表表 2 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職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未兼行政 209 21.56 6.22 -1.25 
兼行政 188 22.26 4.92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未兼行政 209 20.82 6.73 -1.93 
兼行政 188 22.03 5.66  

整合學校知識資源 
未兼行政 209 21.67 7.40 -0.20 
兼行政 188 21.79 5.27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未兼行政 209 20.80 6.31 -0.75 
兼行政 188 21.25 5.66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未兼行政 209 21.09 6.33 -0.80 
兼行政 188 21.56 5.51  

整體校長知識領導 
未兼行政 209 105.94 31.27 -1.04 
兼行政 188 108.89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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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任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充實專業領導 

知能 

1.5 年以下 97 20.98 5.81 3.22*  

2.6-10 年 88 22.69 5.77   

3.11-15 年 90 22.99 5.31   

4.16-20 年 123 21.21 5.49   

建立合作信任 

關係 

1.5 年以下 97 20.60 6.19 3.79*  

2.6-10 年 88 22.85 5.99  2>4 

3.11-15 年 90 22.22 5.85   

4.16-20 年 123 20.38 6.58   

整合學校知識 

資源 

1.5 年以下 97 21.47 8.48 2.93*  

2.6-10 年 88 22.91 5.47   

3.11-15 年 90 22.47 5.40   

4.16-20 年 123 20.50 5.82   

激勵學校成員 

學習 

1.5 年以下 97 20.10 5.75 4.63**  

2.6-10 年 88 22.18 5.89   

3.11-15 年 90 22.28 5.80  3>4 

4.16-20 年 123 19.93 6.17   

展現知識創新 

行動 

1.5 年以下 97 20.52 6.14 3.20*  

2.6-10 年 88 22.42 6.14   

3.11-15 年 90 22.21 5.40   

4.16-20 年 123 20.45 5.90   

整體校長知識 

領導 

1.5 年以下 97 103.67 30.04 3.83*  

2.6-10 年 88 113.06 28.05   

3.11-15 年 90 112.17 26.08   

4.16-20 年 123 102.48 28.56   

*p<.05.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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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

較 

充實

專業

領導

知能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2.52 6.13 2.71* ns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2.40 5.19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2.52 5.3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20.64 5.50    

建立

合作

信任

關係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2.34 6.73 2.98* ns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2.18 5.61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1.83 5.63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9.95 6.40    

整合

學校

知識

資源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2.63 6.38 28.97***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2.16 4.9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2.07 5.19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9.95 5.82    

激勵

學校

成員

學習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2.24 6.43 2.89*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1.37 5.9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0.94 5.49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9.83 5.89    

展現

知識

創新

行動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2.38 6.36 2.71* ns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1.21 5.99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1.63 5.85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20.16 5.54    

整體

校長

知識

領導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112.11 30.96 5.13***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109.32 26.16   5>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108.99 26.17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00.53 27.63    

       

註：ns 代表達到 F值達顯著水準，但經 Scheffe法比較，無顯著差異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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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充實專業領導知

能 

1.桃園縣 119 21.34 6.15 5.98** 2>1 
2.新竹縣 90 23.92 4.18  2>4 

3.新竹市 36 22.47 5.73   

4.苗栗縣 153 20.97 5.69   

建立合作信任關

係 

1.桃園縣 119 20.52 7.00 4.40** 2>1 

2.新竹縣 90 23.38 4.70  2>4 

3.新竹市 36 21.83 6.58   

4.苗栗縣 153 20.81 6.18   

整合學校知識資

源 

1.桃園縣 119 20.78 6.64 7.63***  2>1 

2.新竹縣 90 24.40 7.20  2>4 

3.新竹市 36 22.28 5.58   

4.苗栗縣 153 20.73 5.62   

激勵學校成員學

習 

1.桃園縣 119 20.26 6.64 6.03** 2>1 
2.新竹縣 90 23.00 4.64  2>4 

3.新竹市 36 22.42 5.86   

4.苗栗縣 153 20.07 5.95   

展現知識創新行 

動 

1.桃園縣 119 20.68 6.70 8.21***  2>1 

2.新竹縣 90 23.77 4.21  2>4 

3.新竹市 36 22.14 5.97   

4.苗栗縣 153 20.13 5.81   

 

 

整體知識領導 

 

1.桃園縣 119 103.59 32.03 7.10***  2>1 

2.新竹縣 90 118.47 21.97  2>4 

3.新竹市 36 111.14 28.74   

4.苗栗縣 153 102.71 27.48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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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充實專業 

領導知能 

1. 12 班以下 102 23.61 4.488    6.18***  1>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2.16 

19.16 

5.462 

6.326 

 

 

2>3 

 

建立合作 

信任關係 

1. 12 班以下  102   23.17  5.009  8.24***  1>2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1.30 

  19.52   

 6.248 

7.066 

   1>3 

整合學校 

知識資源 

1. 12 班以下 102 22.70 4.692    4.35* 1>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1.94 

20.01   

7.073 

6.476 

  

激勵學校 

成員學習 

1. 12 班以下 102 22.17 5.235    7.30**  1>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1.27 

18.97 

5.924 

6.607 

 2>3 

展現知識 

創新行動 

1. 12 班以下 102 22.38 4.707    9.21***  1>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1.73 

18.97 

5.832 

6.943 

 2>3 

 整體 

 知識 

 領導 

1. 12 班以下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102 

210 

86 

114.02 

108.40 

96.63 

22.571 

28.690 

31.844 

   9.35***  1>3 

2>3 

*p<.05 ** p<.01.*** p<.001. 



 

220 

 

表表表表 7 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充實 

專業領 

知能 

1.10 年以下 14 20.71 2.199    5.60**     3>2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20.32 

22.46 

5.702 

5.640 

 

 

 

 

建立 

合作信 

關係 

1.10 年以下 14 20.71  2.054   8.42***     3>2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19.19 

22.16 

6.480 

6.158 

  

整合 

學校知 

資源 

1.10 年以下 14 21.00 2.219  1.23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20.87 

22.03 

8.493 

5.790 

  

激勵 

學校成 

學習 

1.10 年以下 14 22.71 2.644  8.28***     3>2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18.88 

21.62 

6.195 

5.907 

  

展現 

知識創 

行動 

1.10 年以下 14 21.00 2.219    3.80*    3>2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19.86 

21.79 

6.270 

5.906 

  

整體     

知識 

領導 

1.10 年以下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14 

95 

289 

106.14 

99.13 

110.04 

7.873 

30.392 

28.147 

  5.34**     3>2 

*p<.05  **p<.01. ***p<.001. 

 

 

表表表表 8  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充實專業領導知能 
男 176 

 
21.20 5.70 -2.15* 

女 222 22.42 5.55  

建立合作信任關係 
男 176 21.26 6.19 -0.40 
女 222 21.51 6.33  

整合學校知識資源 
男 176 21.86 6.95 0.40 
女 222 21.60 6.07  

激勵學校成員學習 
男 176 20.51 5.94 -1.47 
女 222 21.40 6.04  

展現知識創新行動 
男 176 20.86 5.99 -1.32 
女 222 21.45 5.91  

整體校長知識領導 
 
ˋ識領導 

男 176 105.69 28.42 -1.0 
女 222 108.58 28.7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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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9 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充實 

專業領導 

知能 

1. 30-49 歲 87 20.16 6.414 10.17***  2>3 

2. 50-59 歲 93 23.84 4.241  2>1 

3. 60 歲以上 218 21.74 5.605   

建立 

合作信任 

關係 

1. 30-49 歲 87 19.67 6.983 9.88***  2>3 

2. 50-59 歲 93 23.63 4.852  2>1 

3. 60 歲以上 218 21.13 6.244   

整合 

學校知識 

資源 

1. 30-49 歲 87 19.85 6.246 7.75**  2>1 

2. 50-59 歲 93 23.58 4.717   

3. 60 歲以上 218 21.67 6.981   

激勵 

學校成員 

學習 

1. 30-49 歲 87 19.66 6.622 7.50**  2>3 

2. 50-59 歲 93 22.94 4.789  2>1 

3. 60 歲以上 218 20.72 6.041   

展現 

知識創新 

行動 

1. 30-49 歲 87 19.84 6.796 5.98**  2>1 

2. 50-59 歲 93 22.86 4.474   

3. 60 歲以上 218 21.22 6.013   

整體 

校長知識 

領導 

1. 30-49 歲 

2. 50-59 歲 

3. 60 歲以上  

87 

93 

218 

19.17 

116.85 

106.47 

31.720 

21.189    

28.970 

9.16***  

 

 

2>3 

2>1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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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0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充實 

專業 

領導 

知能 

1. 2 年以下 123 23.14 4.55 4.65** 1>2 

2. 3-4 年 96 20.32 5.91   

3. 5-6 年 75 22.04 4.65   

4. 7-8 年以上 104 21.73 6.79   

建立 

合作 

信任 

關係 

1. 2 年以下 123 23.24 4.75 11.63*** 1>2 

2. 3-4 年 96 18.47 6.90  3>2 

3. 5-6 年 75 21.93 4.70  4>2 

4. 7-8 年以上 104 21.53 7.23   

整合 

學校 

知識 

資源 

1. 2 年以下 123 23.07 4.73 4.07** 1>2 

2. 3-4 年 96 20.23 8.78   

3. 5-6 年 75 20.92 4.55   

4. 7-8 年以上 104 22.06 6.63   

激勵 

學校 

成員 

學習 

1. 2 年以下 123 22.33 4.94 7.55***  1>2 

2. 3-4 年 96 18.64 6.40  3>2 

3. 5-6 年 75 21.36 5.14  4>2 

4. 7-8 年以上 104 21.36 6.78   

展現 

知識 

創新 

行動 

1. 2 年以下 123 22.41 4.85 3.88** 1>2 

2. 3-4 年 96 19.72 6.43   

3. 5-6 年 75 21.11 4.60   

4. 7-8 年以上 104 21.58 7.17   

 整體     

知識 

領導 

1. 2 年以下 123 114.20 21.98 6.55*** 1>2 

2. 3-4 年 96 97.38 32.09   

3. 5-6 年 75 107.36 22.114   

4. 7-8 年以上 104 108.25 33.554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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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校長校長校長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總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充實 

專業 

領導 

知能 

1. 4 年以下 66 23.76 4.581 19.02***   1>3  1>5 

2. 5-8 年 48 26.52 3.464   2>3  2>5 

3. 9-12 年 94 19.09 5.852   

4. 13-16 年 9 22.56 3.206   

5.16 年以上 181 21.39 5.469  5>3 

建立 

合作 

信任 

關係 

1. 4 年以下 66 23.35 5.328 15.25***   1>3  1>5 

2. 5-8 年 48 26.27 3.413   2>3  2>5 

3. 9-12 年 94 28.99 6.468   

4. 13-16 年 9 23.11 3.018   

5.16 年以上 181 20.56 6.286   

整合 

學校 

知識 

資源 

1. 4 年以下 66 23.24 5.032 10.06***   2>3  2>5 

2. 5-8 年 48 26.23 3.827   

3. 9-12 年 94 20.19 8.368   

4. 13-16 年 9 22.67 2.449   

5.16 年以上 181 20.71 5.853   

激勵 

學校 

成員 

學習 

1. 4 年以下 66 22.89 5.030 13.10***  1>3 

2. 5-8 年 48 25.19 4.301   2>3  2>5 

3. 9-12 年 94 18.63 6.178   

4. 13-16 年 9 22.00 3.162   

5.16 年以上 181 20.39 6.007   

展現 

知識 

創新 

行動 

1. 4 年以下 66 22.89 4.912 10.78***  1>3 

2. 5-8 年 48 25.21 4.429   2>3  2>5 

3. 9-12 年 94 19.17 6.543   

4. 13-16 年 9 22.22 2.333   

5.16 年以上 181 20.74 5.852   

整體 

校長 

知識 

領導 

1. 4 年以下 66 116.14 23.052 15.01***   1>3  1>5 

2. 5-8 年 48 129.42 18.172  2>3  2>5 

3. 9-12 年 94 96.06 30.483   

4. 13-16 年 9 112.56 12.581   

5.16 年以上 181 103.78 28.246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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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2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

較 

充實

專業

領導

知能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2.41 5.19 28.23***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2.75 5.22  2>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4.36 4.01  3>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3.36 4.69   

建立

合作

信任

關係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1.71 5.78 25.60***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3.13 5.68  2>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5.36 3.61  3>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2.64 6.21   

整合

學校

知識

資源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2.00 6.43 13.53***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3.00 5.10  2>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4.36 3.96  3>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4.79 6.40   

激勵

學校

成員

學習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1.45 5.67 15.44***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1.48 5.76  2>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3.82 4.29  3>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4.07 6.32   

展現

知識

創新

行動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1.81 5.49 19.07***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1.78 5.62  2>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4.00 4.47  3>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3.71 6.77   

整體

校長

知識

領導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109.38 26.69 22.32***  1>4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112.14 25.88  2>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121.91 19.20  3>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68.57 28.46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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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3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組織學習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組織學習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組織學習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組織學習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團隊學習 男 153 18.39 3.598 0.86 
女 244 18.06 3.711  

系統思考 男 153 19.36 4.579 0.76 
女 244 19.05 3.553  

資訊運用 男 153 18.35 3.753 -0.92 
女 244 18.70 3.824  

溝通交流 男 153 18.85 3.962 -1.06 
女 244 19.29 4.165  

整體組織學習 
 

男 153 74.94 14.054 -0.11 
女 244 75.10 13.696  

 

 

 

 

 

表表表表 14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組織學習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組織學習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組織學習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組織學習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職別 個數 平均

 
標準差 t值 

團隊學習 1. 教師兼行政 188 17.84 3.531 -1.82 
2. 教師未兼行政 209 18.50 3.765  

資訊運用 
1. 教師兼行政 188 18.51 3.785 -3.16* 
2. 教師未兼行政 209 19.76 4.061  

系統思考 
1. 教師兼行政 188 18.21 3.724 -1.79 
2. 教師未兼行政 209 18.89 3.840  

溝通交流 
1. 教師兼行政 188 18.63 3.839 -2.26* 
2. 教師未兼行政 209 19.56 4.263  

 整體組織學習 
1. 教師兼行政 188 73.19 13.784 -2.55* 
2. 教師未兼行政 209 76.71 13.66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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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5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任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團隊學習 

1.5 年以下 97 18.36 3.106 0.930  

2.6-10 年 88 18.26 3.700   

3.11-15 年 90 18.51 3.973   

4.16-20 年 123 17.74 3.809   

資訊運用 

1.5 年以下 97 19.20 3.573 2.822* ns 
2.6-10 年 88 19.85 4.975   

3.11-15 年 90 19.51 3.254   

4.16-20 年 123 18.36 3.892   

系統思考 

1.5 年以下 97 18.71 3.730 1.119  

2.6-10 年 88 18.55 3.880   

3.11-15 年 90 19.01 3.870   

4.16-20 年 123 18.08 3.771   

溝通交流 

1.5 年以下 97 19.60 3.716 2.983* ns 
2.6-10 年 88 19.41 3.792   

3.11-15 年 90 19.52 3.636   

4.16-20 年 123 18.20 4.736   

整體組織 

學習 

 

1.5 年以下 97 75.87 12.596 2.167  

2.6-10 年 88 76.07 13.866   

3.11-15 年 90 76.56 13.715   

4.16-20 年 123 72.38 14.618   

註：ns 代表達到 F值達顯著水準，但經 Scheffe法比較，無顯著差異 

*p<.05.   

 

 



 

227 

 

表表表表 16 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

較 

團隊

學習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19.44 3.641 6.14***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17.14 4.357  1>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18.19 3.680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7.56 3.051   

資訊

運用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0.59 3.643 8.19***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17.12 4.027  1>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18.88 3.669  1>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9.01 4.061  3>2 

系統

思考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0.32 3.891 10.05**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17.14 3.782  1>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18.29 3.750  1>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7.87 3.314   

溝通

交流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0.52 3.849 7.65***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17.12 4.571  3>2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19.21 3.850  1>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8.70 3.858   

整體

組織

學習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80.87 13.986   9.79***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68.53 15.982  1>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74.56 13.578  1>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73.14 11.053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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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7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團隊學習 

1.桃園縣 119 18.24 3.68 5.52* 2>4 

2.新竹縣 90 19.30 3.53   

3.新竹市 36 18.56 4.10   

4.苗栗縣 153 17.39 3.46   

資訊運用 

1.桃園縣 119 19.00 3.62 5.36* 2>4 

2.新竹縣 90 20.47 4.77   

3.新竹市 36 19.53 3.75   

4.苗栗縣 153 18.41 3.62   

系統思考 

1.桃園縣 119 18.39 3.91 2.96* ns 
2.新竹縣 90 19.28 3.42   

3.新竹市 36 19.50 4.31   

4.苗栗縣 153 18.01 3.76   

溝通交流 

1.桃園縣 119 18.98 4.06 3.25* 2>4 

2.新竹縣 90 20.21 4.22   

3.新竹市 36 19.17 4.33   

4.苗栗縣 153 18.54 3.88   

整體組織 

學習 

1.桃園縣 119 74.62 13.86 5.08* 2>4 

2.新竹縣 90 79.26 12.61   

3.新竹市 36 76.75 15.80   

4.苗栗縣 153 72.35 13.49   

註：ns 代表達到 F值達顯著水準，但經 Scheffe法比較，無顯著差異 

*p<.05.   



 

229 

 

表表表表 18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團隊 

學習 

1. 12 班以下 102 18.19 3.85 1.68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18.43 

17.57 

3.40 

4.04 

 

 

 

 

資訊 

運用 

1. 12 班以下  102 18.67 3.54 1.27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19.42 

19.07 

4.06 

4.26 

   

     

     
         

系統 

思考 

 

1. 12 班以下 102 18.25 3.70 1.1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18.82 

18.24 

3.68 

4.22 

 

 

 

溝通 

交流 

 

1. 12 班以下 102 19.61 4.32 1.2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19.03 

18.70 

3.67 

4.73 

 

 

 

整體 

組織 

學習 

1. 12 班以下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102 

210 

86 

74.71 

75.70 

73.58 

13.74 

13.06 

15.73 

0.75  

 

表表表表 19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團隊 

 學習 

1.10 年以下 14 18.86 1.51 1.88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17.57 

18.35 

3.24 

3.85 

  

資訊 
運用 

1.10 年以下 14 19.14 1.88 0.06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19.12 

 19.17  

5.01 

3.68 

  

 

系統 
思考 

1.10 年以下 14 19.71 2.64 1.09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18.20 

18.61 

3.45 

3.95 

  

 

溝通 
交流 

1.10 年以下 14 19.71 1.64 2.06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95 

289 

18.38 

19.32 

4.03 

4.17 

  

 

整體 
組織 
學習 

1.10 年以下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14 

95 

289 

77.43 

73.26 

75.44 

7.06 

13.38 

14.2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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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0 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知識領導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團隊學習 男 176 
 

17.88 3.721 -1.49 
女 222 18.42 3.608  

系統思考 男 176 18.76 4.466 -1.75 
女 222 19.46 3.536  

資訊運用 男 176 18.26 3.740 -1.34 
女 222 18.77 3.858  

溝通交流 男 176 18.81 4.444 -1.29 
女 222 19.34 3.777  

整體組織學習 
 

男 176 73.70 13.985 -1.65 
女 222 76.00 13.664  

 
 
 
表表表表 21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團隊學習 

1. 30-49 歲 87 17.97 3.64 0.48  

2. 50-59 歲 93 18.48 3.37   

3. 60 歲以上 218 18.14 3.80   

資訊運用 

1. 30-49 歲 87 19.44 3.46 0.56  

2. 50-59 歲 93 19.33 3.00   

3. 60 歲以上 218 18.96 4.52   

系統思考 

1. 30-49 歲 87 19.11 3.83 1.35  

2. 50-59 歲 93 18.55 3.36   

3. 60 歲以上 218 18.32 3.97   

溝通交流 

1. 30-49 歲 87 19.54 3.92 0.85  

2. 50-59 歲 93 19.23 3.35   

3. 60 歲以上 218 18.89 4.43   

整體組織學

習 

1. 30-49 歲 

2. 50-59 歲 

3. 60 歲以上  

87 

93 

218 

76.06 

75.59 

74.31 

13.53 

11.86 

14.73 

0.6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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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校長擔任該校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擔任該校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擔任該校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擔任該校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團隊 

學習 

1. 2 年以下 123 18.46 3.52 2.953* ns 
2. 3-4 年 96 17.48 3.48   

3. 5-6 年 75 17.72 3.39   

4. 7-8 年以上 104 18.84 4.06   

資訊 

運用 

1. 2 年以下 123 19.01 3.67 8.002***  2>3 

2. 3-4 年 96 19.23 4.91  4>3 

3. 5-6 年 75 17.55 3.02   

4. 7-8 年以上 104 20.41 3.59   

系統 

思考 

1. 2 年以下 123 18.41 3.64 3.745* 4>3 

2. 3-4 年 96 18.38 3.75   

3. 5-6 年 75 17.67 3.53   

4. 7-8 年以上 104 19.51 4.09   

溝通 

交流 

1. 2 年以下 123 19.03 3.73 1.917 ns 
2. 3-4 年 96 19.08 4.70   

3. 5-6 年 75 18.32 3.24   

4. 7-8 年以上 104 19.79 4.37   

整體 

組織 

學習 

1. 2 年以下 123 74.90 13.28 4.337**  4>3 

2. 3-4 年 96 74.17 13.86   

3. 5-6 年 75 71.25 12.17   

4. 7-8 年以上 104 78.55 14.90   

註：ns 代表達到 F值達顯著水準，但經 Scheffe法比較，無顯著差異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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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組織學習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總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1. 4 年以下 66 18.58 3.52 5.24***  2>3 

團隊 

學習 

2. 5-8 年 48 20.15 3.92  2>5 

3. 9-12 年 94 17.37 3.72   

4. 13-16 年 9 17.44 2.46   

5. 16 年以上 181 17.97 3.49   

資訊 

運用 

1. 4 年以下 66 19.58 2.91 2.90* ns 
2. 5-8 年 48 20.77 3.78   

3. 9-12 年 94 18.79 5.47   

4. 13-16 年 9 18.11 2.47   

5. 16 年以上 181 18.81 3.39   

系統 

思考 

1. 4 年以下 66 19.02 3.43 2.51* ns 

2. 5-8 年 48 19.79 4.31   

3. 9-12 年 94 18.27 4.09   

4. 13-16 年 9 16.56 2.79   

5. 16 年以上 181 18.29 3.62   

溝通 

交流 

1. 4 年以下 66 19.45 3.42 2.94* 2>3 

2. 5-8 年 48 20.73 3.96  2>5 

3. 9-12 年 94 18.43 4.23   

4. 13-16 年 9 18.00 2.55   

5. 16 年以上 181 18.96 4.24   

整體 

組織 

學習 

1. 4 年以下 66 76.62 11.95 4.01* 2>3 

2. 5-8 年 48 81.44 15.13  2>5 

3. 9-12 年 94 72.85 15.05   

4. 13-16 年 9 70.11 9.40   

5. 16 年以上 181 74.04 13.17   

註：ns 代表達到 F值達顯著水準，但經 Scheffe法比較，無顯著差異 

*p<.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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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4  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

較 

團隊

學習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18.32 3.45 1.87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18.03 4.35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19.00 3.66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6.71 3.97   

資訊

運用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19.25 3.86  2.36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18.31 4.59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18.09 3.59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20.50 3.61   

系統

思考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18.47 3.60 1.57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18.22 4.39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18.73 3.7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20.00 4.42   

溝通

交流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19.15 3.88   1.58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18.38 4.6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19.00 3.90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20.36 4.86   

整體

組織

學習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75.20 12.85   0.8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72.94 17.05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74.82 14.41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77.57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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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教師性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男 153 21.89 4.62 0.14 
女 244 21.82 4.70  

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男 153 22.20 4.58 -0.88 

女 244 22.59 4.28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男 153 23.18 4.28 -0.80 

女 244 23.55 4.47  

環境設備創新效能 
男 153 22.87 4.51 0.24 

女 244 22.75 4.79  

資源運用創新效能 
男 153 21.96 4.73 0.20 

女 244 21.86 4.93  

整體學校創新效能 
男 153 112.10 21.11 -0.22 

女 244 112.57 21.09  
 

 

 

 

 

表表表表 26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教師職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職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行政服務創新效能 
未兼行政 209 21.65 4.72 -0.80 
兼行政 188 22.02 4.62  

課程教學創新效能 
未兼行政 209 22.14 4.65 -1.28 
兼行政 188 22.71 4.15  

學生表現創新效能 
未兼行政 209 23.23 4.37 -0.76 
兼行政 188 23.56 4.43  

環境設備創新效能 
未兼行政 209 22.44 4.91 -1.44 
兼行政 188 23.12 4.45  

資源運用創新效能 
未兼行政 209 21.69 4.98 -0.83 
兼行政 188 22.09 4.73  

整體學校創新效能 
未兼行政 209 111.15 22.00 -1.14 
兼行政 188 113.5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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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7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不同教師任教年資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表表表 

層面 任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

較 

行政服務 

創新經營 

效能 

1.5 年以下 97 21.87 4.30 3.024* 2>4 

2.6-10 年 88 22.86 4.53   

3.11-15 年 90 22.02 4.67   

4.16-20 年 123 20.94 4.90   

課程教學 

創新經營 

效能 

1.5 年以下 97 23.06 4.02 2.277  

2.6-10 年 88 22.72 4.25   

3.11-15 年 90 22.59 4.47   

4.16-20 年 123 21.61 4.67   

學生表現 

創新經營 

效能 

1.5 年以下 97 23.79 4.26 2.330  

2.6-10 年 88 23.91 4.60   

3.11-15 年 90 23.62 3.93   

4.16-20 年 123 22.54 4.61   

環境設備 

創新經營 

效能 

1.5 年以下 97 23.28 4.34 3.468* 2>4 

2.6-10 年 88 23.77 4.36   

3.11-15 年 90 22.56 4.67   

4.16-20 年 123 21.84 5.04   

資源運用 

創新經營 

效能 

1.5 年以下 97 22.20 4.52 3.767* 2>4 

2.6-10 年 88 22.90 4.72   

3.11-15 年 90 22.08 4.77   

4.16-20 年 123 20.75 5.13   

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 

效能 

1.5 年以下 97 114.20 18.95 3.289* 2>4 

2.6-10 年 88 116.16 20.78   

3.11-15 年 90 112.87 20.60   

4.16-20 年 123 107.67 22.6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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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8 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教師不同學歷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

較 

行政 

服務 

創新 

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3.14 4.86 5.37***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0.02 5.52  1>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2.19 4.53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21.27 3.86   

課程 

教學 

創新 

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4.49 4.21 11.20***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0.46 4.87  1>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2.03 4.22  1>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21.83 3.84   

學生 

表現 

創新 

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5.23 4.05 8.78***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1.51 5.28  1>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3.21 4.20  1>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22.81 3.93   

環境 

設備 

創新 

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4.58 4.34 8.05***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0.74 5.63  1>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2.54 4.57  1>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22.30 4.14 
  

資源 

運用 

創新 

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23.39 4.76 5.44***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20.07 5.87  1>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21.76 4.4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21.45 4.47   

整體 

學校 

創新 

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108 120.83 20.42 8.90***  1>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57 102.79 26.04  1>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96 111.73 19.83  1>4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137 109.66 17.74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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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9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地區學校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服務

創新 
經營效能 

1.桃園縣 119 22.18 4.54 7.04***  1>4 

2.新竹縣 90 23.24 4.19  2>4 

3.新竹市 36 22.44 5.14   

4.苗栗縣 153 20.60 4.64   

課程教學

創新 
經營效能 

1.桃園縣 119 22.76 4.37 5.55** 2>4 

2.新竹縣 90 23.53 3.91   

3.新竹市 36 23.08 4.5   

4.苗栗縣 153 21.37 4.48   

學生表現

創新 
經營效能 

1.桃園縣 119 23.39 4.49 1.81  

2.新竹縣 90 23.96 3.96   

3.新竹市 36 24.31 4.70   

4.苗栗縣 153 22.84 4.47   

環境設備

創新 
經營效能 

1.桃園縣 119 23.04 4.41 4.91** 2>4 

2.新竹縣 90 23.9 3.91   

3.新竹市 36 23.58 5.08   

4.苗栗縣 153 21.73 5.04   

資源運用

創新 
經營效能 

1.桃園縣 119 22 4.91 5.04**  2>4 

2.新竹縣 90 23.23 3.77   

3.新竹市 36 22.5 5.22   

4.苗栗縣 153 20.84 5.12   

整體創新 

經營效能 

1.桃園縣 119 113.38 20.72 5.50**  2>4 

2.新竹縣 90 117.87 18.59   

3.新竹市 36 115.92 23.22   

4.苗栗縣 153 107.37 21.36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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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0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服務

創新經營 
效能 

1. 12 班以下  102 21.83 4.31  5.19*   2>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2.39 

20.49 

4.35 

5.51 

  

課程教學

創新經營

效能 

1. 12 班以下  102 21.76 4.17 4.54*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3.05 

21.70 

4.28 

4.76 

 

 

 

 

學生表現

創新經營

效能 

1. 12 班以下 102 22.76 4.00  1.4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3.65 

23.50 

4.21 

5.21 

  

環境設備

創新經營

效能 

1. 12 班以下 102 21.98 4.38   3.59*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3.36 

22.30 

4.28 

5.75 

  

資源運用

創新經營   
效能 

1. 12 班以下 102 21.92 4.55   5.55*   2>3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210 

86 

22.46 

20.41 

4.62 

5.51 

  

整體學校

創新     
經營效能 

1. 12 班以下    

2. 13-48 班      

3. 49 班以上        

102 

210 

86 

110.26 

114.91 

108.40 

19.95 

20.12 

23.98 

 

  3.6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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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1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校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校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校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學校歷史之教師在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校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服務

創新經營

效能 

1.10 年以下 14 23.14 1.17 0.738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4.總    和 

95 

289 

398 

21.55 

21.87 

21.84 

4.94 

4.67 

4.66 

課程教學

創新經營

效能 

1.10 年以下 14 23.14      1.73 0.370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4.總    和 

95 

289 

398 

22.17      4.28 

22.48      4.53 

22.43      4.40 

 

學生表現

創新經營

效能 

1.10 年以下 14 23.43 1.45 0.470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4.總    和 

95 

289 

398 

23.01 

23.52 

23.39 

4.24 

4.55 

4.40 

環境設備

創新經營

校能 

1.10 年以下 14 24.43 1.55 1.296 

2.11-20 年 

3.31 年以上     

4.總    和 

95 

289 

398 

22.35 

22.84 

22.78 

4.94 

4.70 

4.69 

 

資源運用

創新經營

效能 

1.10 年以下  14 23.29 1.64 0.662      

2.11-20 年       95 

3.31 年以上     289 

4.總    和      398 

21.97 

21.78 

21.88 

4.80 

4.99 

4.86 

 

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  
效能 

1.10 年以下      14 

2.11-20 年       95 

3.31 年以上     289  

4.總    和      398 

117.43 

111.04 

112.48 

112.31 

5.08 

21.36 

21.50 

21.10 

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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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不同校長性別在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行政服務創新經營
效能 

男 176 
 

20.78 4.58 -409***  
女 222 22.67 4.57  

課程教學創新經營
效能 

男 176 21.63 4.23 -3.27** 
女 222 23.06 4.44  

學生表現創新經營
效能 

男 176 22.78 4.57 -2.47* 
女 222 23.87 4.21  

環境設備創新經營
效能 

男 176 22.13 4.77 -2.49* 
女 222 23.30 4.57  

資源運用創新經營
效能 

男 176 21.10 4.85 -2.85** 
女 222 22.49 4.80  

整體校長創新經營 
      效能 
 

男 176 108.43 20.75 -3.31** 
女 222 115.40 20.92  

*p<.05.  **P<.01.  ***p<.001. 
 
 

表表表表 33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不同校長年齡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服務 

創新經營 

效能 

1. 30-49 歲 87 21.67 3.98 0.118  

2. 50-59 歲 93 21.76 4.98   

3. 60 歲以上 218 21.94 4.55   

課程教學 

創新經營 

效能 

1. 30-49 歲 87 22.90 4.45 0.628  

2. 50-59 歲 93 22.32 4.30   

3. 60 歲以上 218 22.29 4.43   

學生表現 

創新經營 

效能 

1. 30-49 歲 87 24.72 4.62 5.214** 1>2 

2. 50-59 歲 93 23.04 3.81  1>3 

3. 60 歲以上 218 23.01 4.46   

環境設備 

創新經營 

效能 

1. 30-49 歲 87 23.32 5.18 0.778  

2. 50-59 歲 93 22.73 3.82   

3. 60 歲以上 218 22.58 4.82   

資源運用 

創新經營 

效能 

1. 30-49 歲 87 21.21 4.80 1.200  

2. 50-59 歲 93 22.29 4.75   

3. 60 歲以上 218 21.97 4.93   

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 

效能 

1. 30-49 歲 

2. 50-59 歲 

3. 60 歲以上  

87 

93 

218 

113.82 

113.82 

111.78 

20.09   

21.11 

22.09 

0.291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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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4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校長在本校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服務 

創新經營 

效能 

1. 2 年以下 123 21.46 4.64 2.56  

2. 3-4 年 96 21.66 4.79   

3. 5-6 年 75 21.23 3.80   

4. 7-8 年以上 104 22.89 5.01   

課程教學 

創新經營 

效能 

1. 2 年以下 123 21.96 4.57 7.75*** 4>1 

2. 3-4 年 96 22.46 4.53  4>3 

3. 5-6 年 75 21.01 3.32   

4. 7-8 年以上 104 23.98 4.34   

學生表現 

創新經營 

效能 

1. 2 年以下 123 23.19 4.27 7.89*** 4>1 

2. 3-4 年 96 23.09 4.44  4>2 

3. 5-6 年 75 21.92 3.36  4>3 

4. 7-8 年以上 104 24.97 4.74   

環境設備 

創新經營 

效能 

1. 2 年以下 123 22.19 4.72 8.30*** 4>1 

2. 3-4 年 96 22.75 4.62  4>3 

3. 5-6 年 75 21.35 3.97   

4. 7-8 年以上 104 24.54 4.73   

資源運用 

創新經營 

效能 

1. 2 年以下 123 21.93 5.30 2.50  

2. 3-4 年 96 22.09 4.47   

3. 5-6 年 75 20.59 4.13   

4. 7-8 年以上 104 22.54 5.06   

 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 

效能 

1. 2 年以下 123 110.72 21.87 6.03** 4>1 

2. 3-4 年 96 112.05 21.04  4>3 

3. 5-6 年 75 106.09 16.99   

4. 7-8 年以上 104 118.92 21.42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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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服務總年資的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總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服務 

創新經營 

效能 

1. 4 年以下 66 21.80 4.02 7.953***  2>1 

2. 5-8 年 48 24.65 4.61  2>3 

3. 9-12 年 94 20.23 4.99  2>5 

4. 13-16 年 9 20.33 2.50   

5.16 年以上 181 22.01 4.45   

課程教學 

創新經營 

效能 

1. 4 年以下 66 22.76 4.66 4.120**  2>3 

2. 5-8 年 48 24.35 4.35   

3. 9-12 年 94 21.60 4.67   

4. 13-16 年 9 19.89 2.89   

5.16 年以上 181 22.36 4.07   

學生表現 

創新經營 

效能 

1. 4 年以下 66 23.79 4.21 1.616  

2. 5-8 年 48 24.42 4.37   

3. 9-12 年 94 22.93 5.13   

4. 13-16 年 9 21.22 2.33   

5.16 年以上 181 23.33 4.09   

環境設備 

創新經營 

效能 

1. 4 年以下 66 22.95 4.15 2.633* ns 

2. 5-8 年 48 24.56 4.39   

3. 9-12 年 94 22.07 5.54   

4. 13-16 年 9 21.11 2.26   

5.16 年以上 181 22.69 4.46   

資源運用 

創新經營 

效能 

1. 4 年以下 66 22.61 5.08 5.318*** 2>3 

2. 5-8 年 48 23.98 4.84   

3. 9-12 年 94 20.32 5.33   

4. 13-16 年 9 21.00 3.43   

5.16 年以上 181 21.91 4.34   

 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 

效能 

1. 4 年以下 66 113.91 20.22 4.553** 2>3 

2. 5-8 年 48 121.96 21.47   

3. 9-12 年 94 107.15 23.20   

4. 13-16 年 9 103.56 12.15   

5.16 年以上 181 112.29 19.65   

註：ns 代表達到 F值達顯著水準，但經 Scheffe法比較，無顯著差異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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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6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校長不同學歷之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效能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比較 

行政服務 

創新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2.21 4.23 3.73* ns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0.88 6.01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2.91 3.51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9.71 5.17   

課程教學 

創新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2.50 4.20 1.60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1.52 4.93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3.36 3.29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23.43 5.36   

學生表現 

創新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3.23 4.05 5.21** 4>1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2.70 5.02  4>2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4.27 3.32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26.36 5.69   

環境設備 

創新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2.85 4.21 4.15** 4>2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1.34 5.89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4.18 3.43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24.79 5.95   

資源運用 

創新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22.16 4.42 3.61* ns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21.27 6.24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23.91 4.09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9.50 5.40   

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 

效能 

1.碩士、博士畢業 295 112.94 19.43  1.49 ns 

2.研究所(40學分)以上 64 107.70 26.77   

3. 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畢 11 118.64 16.01   

4.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28 113.79 24.44   

*p<.05.  **P<.01 
 

註：ns 代表達到 F值達顯著水準，但經 Scheffe法比較，無顯著差異 

*p<.05.  **P<.01.  ***p<.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