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價值觀、自我效能感、重要

他人支持對其工作選擇的影響研究 

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要在針對待答問題說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研究範圍。

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待答問題，第

三節為重要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方法與實施流程，第五節為研究

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校長是教育改革之關鍵者，攸關學校經營之成敗，故西諺有云：

「有什麼樣的校長，就有什麼樣的學校」(As is principal, so is the 

school)。可見校長一職之重要性，不但關係著整體教育生態開展；更

直接地影響著學校願景發展與學校辦學績效優劣。林明地（2000）分

析發現校長的領導行為會顯著地影響教師的工作滿足、學生的學業成

就、家長對學校的態度和學校的組織效能…等。但是對於美國教育界

而言，這句話其實代表著重大的危機，隨著教師擔任校長的意願低

落，目前校長的延攬與甄選成為美國學校行政的核心議題和學區教育

委員會的重要任務之一（Bates, 2003；Battle, 2005；Dituri, 2004；

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98；Farr, 2004；Howley, Andrianaivo, & 

Perry, 2005；Malone, 2002；Moore, 1999；Pounder & Merrill, 2001；

Richter, 2001；Roza, 2003；Winter & Morgenthal, 2002），連美國勞工

部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05）都認為未來十年內教育行

政領域將會「充滿著就業機會」。但是在探討校長的延攬、甄選、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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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領導行為相關議題之前，存在一個值得探討的先決問題，學校的

領導者究竟是從何而來？許多人小時候的志願是當老師，但相當奇特

的是，長大以後想當校長的夢想在教學現場並不多見，甚至有校長戲

稱自己因為什麼都不會，所以才來當校長（黃萬成，2002），雖是自

謙之詞，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多數的校長並非是一開始就有意擔任校長

工作，尤其是在師資培育的過程和實際教學現場中並未強調培養教師

的領導技能，加上缺乏有系統的校長延攬方案，導致校長通常是教師

自我選擇（self-select）的結果（林明地，2002；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98；Fullan, 1997；Sarason, 1996）。一旦確定自己要朝校長

之路邁進，教師必需經過多年的努力，歷練相關學校行政工作，充實

自身學識能力，並通過激烈考試才能如願以償。因此，對教師個人而

言，選擇學校行政工作是相當重大的生涯轉折；而對於校長們，更應

深切省思自己為何而來、為何而戰；而對於學校行政而言是則是屬於

校長培育和校長甄選制度設計的先決問題，非常值得學者深入探究，

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但是現有文獻中對於影響教師從事校長工作的原因，未能提出適

當的解釋。許多學者（李惠茹、唐文慧，2004；武曉霞，2001；郭喬

心，2002；游美惠、柯伯昇，2004；馮秋桂，2003；翟智怡，2000；

鄭茱月，2002；Eckman, 2004；Rhodes, 2001；Shakeshaft, 1989；Schmidt, 

2002；Syvertson, 2002；Young & McLeod, 2001）則從性別研究的角

度進行論述，關切的焦點是女校長為何比較少？哪些原因造成女校長

比較少？男女校長是否有差異？…等等，無法有系統地解釋為何教師

會脫離教學工作進入迥然不同的學校行政部門，是基於何種動機？當

教師離開教室成為校長之後，雖然會有待遇和社會地位的提昇，但是

接踵而來的是更多的責任、工作時數和專業挑戰，而且還要面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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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的壓力。我們雖然不認為學校行政工作一定是教師的最佳選擇，

但是本研究關切焦點是為何有人會對校長工作興趣缺缺的同時，卻有

人興緻勃勃呢報考候用校長甄試呢？因此是有必要探究影響選擇校

長工作的背後因素究竟為何？尤其當有學者（Farr, 2004；Shumate, 

2003；Winter & Morgenthal, 2002）不斷撰文呼籲各界能針對如何延攬

校長議題多加研究時，如果我們愈瞭解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因

子，也才能設計出更合適的校長培育和校長甄選制度，以吸引更多有

志學校行政的教師加入。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校長的角色隨著教育改革的推動而愈來愈複雜。如今國民中小學

校長角色早已不止於扮演好管理者的角色，還有擔負教學領導、課程

領導者、變革領導、公共關係、道德領導、科技領導…等，社會大眾

對於校長角色有愈來愈多的期望與要求（李宏才，2001；林明地，

2002；張清濱，1997；羅月華，2003；Scott, 2003），美國小學校長

協會主席V. L. Ferrandino甚至以超人來比喻校長的工作（Ferrandino & 

Tirozzi, 2001），而國內校長們在校長經驗談的徵文中也認為校長是

高折舊率的行業，甚至於只有考上校長那天最快樂，從此就與痛苦結

緣（徐藝華，2006；陳翠娟，2002；黃麗紅，2002）。校長工作愈來

愈令人唯之卻步，使得校長的工作壓力日益沈重，或許此為造成教師

拒絕擔任校長和校長早早掛冠求去的原因之一。而且探討校長工作選

擇的議題，並不是就業市場上單純的供給和需求問題而已，國家培育

校長十分不易，尤其是校長必須經歷教師、組長、主任等十年以上的

歷練，如果那些五十餘歲還處於人生巔峰的校長輕言求去，對於國

家、對教育界及對個人而言都是一項損失，所以我們希望能持續一方

面不斷地吸引優秀人才投身校長行列，另一方面又能留住具有經驗且

辦學績優的校長。因此分析校長的工作選擇，應可以瞭解阻礙教師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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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校長之路和造成校長掛冠求去的原因，將可以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和

校長培育機構有用的資訊。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校長待遇、福利、退撫制度、遴選機制…等對於校長工作選擇具

有相當的影響力（陳朝豐，2005；陳靜嵐，2001），我們無意否認這

些客觀因素的影響力，但是更重要的是在同樣的客觀條件下，卻有不

同的選擇結果出現。人類的行為應該是個體的知覺與外在環境之間的

函數（Bandura, 1997），個體其實是將外在的客觀因素透過自己主觀

的知覺、判斷來影響自身的選擇，也就是說外在客觀變項會影響內在

心理歷程，而內在變項才是真正預測與解釋個體最好的指標（Ajzen & 

Fishbein, 1980；Ajzen, 1988、1991），尤其是雖然處於相同客觀環境

之中，但是知覺卻是因人而異，也更具學術探討的意義。特別是近年

來隨著統計技術的進步，使得原本隱藏在後具有影響力，卻又無法直

接測量的潛在變項，得以透過結構方程式加以分析（余民寧，2006；

黃芳銘，2004）。而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因素涉及到個人的工作價值

觀、社會期望和自我效能感等，皆為心理學上所稱之構念，如果透過

結構方程式的運用即可呈現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各項因素之間的關

係模式，回應前述研究動機。耑此，本研究擬探討校長的工作價值觀、

校長的自我效能感、重要他人支持對於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等攸關

國民中小校長選擇擔任校長職務的問題，其具體目的臚陳如下： 

一、 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因素。 

二、 探討校長的工作價值觀為何。 

三、 分析校長工作價值觀對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 

四、 分析重要他人的支持對於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 

五、 瞭解校長自我效能感對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 

六、 探討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與校長自我效能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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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 

七、 依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

關、校長培育機構及現職校長作為校長培育、校長甄

選時之參考。 

 

第二節 待答問題 

    為達成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具以下待答問題，以作為設計研

究架構及蒐集資料之依據： 

 

一、 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因素為何？ 

(一) 校長工作價值觀對校長的工作選擇的影響為何？ 

(二) 重要他人的支持對於校長的工作選擇的影響為何？ 

(三) 校長的自我效能感對於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為何？ 

(四) 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與校長自我效能感對於校長工

作選擇的影響為何？ 

 

二、 影響校長工作價值觀的因素為何？ 

(一) 校長工作價值觀的現況為何？ 

(二) 重要他人支持對校長工作價值觀的關係為何？ 

(三) 校長自我效能感與校長工作價值觀的關係為何？ 

 

三、 影響校長的自我效能感的因素為何？ 

(一) 校長自我效能感的現況為何？ 

(二) 工作價值觀與校長自我效能感的關係為何？ 

(三) 重要他人支持與校長自我效能感的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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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他人支持的影響為何？  

(一) 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重要他人為誰？ 

(二) 重要他人支持對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為何？ 

 

六、 教育行政機關及校長培育機構應如何因應？ 

(一) 如何鼓勵更多教師投入校長工作？ 

(二) 如何留住更多現職校長？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包括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

我效能感和工作選擇等五個重要概念，以下分別詮釋其意義： 

 

一、 校長 

本研究所指的校長係指依國民教育法所產生之公立國民中、小學

的現職校長，不包括附設國中部的完全中學、私立學校和師資培育大

學附屬實驗學校。 

 

二、 工作價值觀 

工作價值觀（work value）就是一種理想、目的、可達到的目標，

並可在工作中實現，甚至是工作後的結果。本研究將工作價值觀定義

為：校長在從事工作選擇的過程中，對所期望之工作條件重視與偏好

的程度，並據以支持或導引其工作行為與表現之動向，亦即為校長在

工作價值觀量表的得分情況，包括成長發展與成就聲望兩個層面，得

分愈高代表校長的工作價值觀愈正面。 

 

三、 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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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就是在生涯選擇過程中印象最深的

人，或者是過去的生涯歷程中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重要他人有可能

是父親、母親、兄弟、姊妹、祖父母、親戚長輩、朋友、老師、戀人，

或是工作地方的長輩前輩等。本研究中的重要他人係指在工作選擇的

過程中，支持或鼓勵校長繼續留在崗位的人。亦即為校長在重要他人

支持量表的得分情況，包括家人支持與職場支持兩個層面，得分愈高

代表重要他人對校長的支持度愈高。 

 

四、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一特殊情境的構念，是指個人對於自

己能夠獲致成功所具有的信念，而此信念乃是對自己完成某種行動的

一種能力判斷，而自我效能的判斷與知覺會影響個人的選擇及思考方

式、動機、情緒及行為表現，而個體行為、所處環境與個體認知三者

存在著交互影響的關係。而本研究將自我效能界定為：校長在學校的

情境中，對個人行為與表現能力的主觀性知覺判斷，是一種未來導向

的信念，影響個人的行為，也是個人行為的動力來源。亦即為校長在

自我效能感量表的得分情況，包括個人領導自我效能與一般領導自我

效能兩個層面，得分愈高代表校長的自我效能感愈高。 

 

五、 工作選擇 

工作選擇（job choice）不同於職業選擇或生涯選擇，而是個體選

擇對工作的接受與否，即在校長甄試和遴選結果公布之前，個體心中

早已經先作出決定。本研究參酌國民教育法，擬將校長工作選擇界定

個體選擇接受校長工作與否，也就是現職校長任期屆滿後選擇繼續擔

任校長的行為。亦即為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的得分情況，包括內在滿

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與留職承諾四個層面，得分愈高代表校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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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繼續擔任校長的意願愈高。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實施流程 

本研究分別採用問卷調查及半結構式訪談，茲分述如下： 

壹、研究方法 

一、 問卷調查法 

依文獻探討結果，編製問卷初稿，經進行小規模預試後形成正式

問卷，將問卷郵寄各縣市公立國民中小學的現職校長，以建構出影響

校長工作選擇的理論模式。 

 

二、 半結構式訪談 

由問卷分析結果，再參酌文獻探討的結果，擬定訪談大綱，針對

國民中小學現職校長進行訪談，瞭解個人當初選擇擔任校長的原因和

選擇繼續留任校長的理由，以分析影響校長工作選擇的因素，並且做

為研究結果分析和撰寫研究建議的參考。 

 

貳、實施流程 

茲依前揭研究方法之說明，歸納本研究實施流程，如圖 1-1 所

示。先突顯研究校長從何而來問題的重要性，再探討工作價值觀、工

作滿足、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及工作選擇等相關文獻資料，以形

成問卷。 

以問卷資料處理與分析結果配合訪談資料，以釐清影響校長工作

選擇的因子，綜合其發現做為撰寫結論與建議之基礎，以期提出可解

釋校長工作選擇之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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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編製製預預試試問問卷卷 

 
 

進進行行預預試試 

完完成成正正式式問問卷卷 

進進行行訪訪談談  

撰撰寫寫結結論論與與建建議議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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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擬以校長的工作價值觀、校長的自我效能感、重要他人支

持對於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等攸關校長工作選擇的問題為研究主要

範圍。在實際實施時，於研究內容及資料蒐集兩方面，其範圍如下： 

一、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公立國民中、小學的現職校長，不包括附

設國中部的完全中學、私立學校和師資培育大學附屬實驗學校。 

 

二、 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以解釋校長工作選擇為研究內容，故包含人口變項探討之

外，更論及校長的工作價值觀（包括成長發展與成就聲望）、重要他

人的支持（包括家人支持與職場支持）、校長的自我效能感（個人領

導自我效能、一般領導自我效能）對於校長工作選擇（包括內在滿足、

外在滿足、工作投入及留職承諾）的影響，等攸關校長工作選擇等問

題。 

 

三、 資料蒐集方面 

本研究旨在建構與驗證校長工作選擇的理論模型，為對校長有通

盤瞭解，除就既有文獻加以分析，及進行問卷調查之外，並訪談現職

國民中小學校長十人，分析其當初擔任校長的原始動機、影響校長留

任的相關因素，同時作為撰寫研究結論與建議的參考資料，以這些校

長們的實務經驗，希望能對未來國內校長的招募和留任提供具體可行

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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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力求研究結果趨

於完整與客觀，但受限於國內相關研究資料不足，人文現象之複雜，

因此仍有下列之限制。 

一、 研究範圍方面 

本研究以台灣全體公立國民中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無

法推論到上述以外的各公私立學校，因此所得的研究結果，在推論「廣

度」上必然有一定的限制。 

 

二、 研究方法方面 

欲透徹了解一個教育現況，最好的方法必須透過多種研究方法

相互驗證比較。本研究主要的方法是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及訪談

分析，有一定的研究「廣度」。然而因為研究者是一位國小現職主任，

受限於工作時間，無法長期進一步觀察及進行個案研究，以深入剖析

研究問題，因此所得到之結果在「深度」上必然有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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