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校務評鑑的理論與相關研究分析，第二節探

討有關領導的相關內涵，第三節探討績效好的校長之領導特性。 

 
 

第一節   校務評鑑的理論與相關研究分析 

 

壹、評鑑的定義 

評鑑（evaluation）並非一種新觀念，亦非舶來品，《禮記‧學記》：「比

年入學，中年考校，一年視離經辨志，三年視敬業樂群，五年視博習親師，

七年視論學取友，謂之『小成』。九年知類通達，強立而不反，謂之『大成』。」

由此可知評鑑在我們教育活動中早已佔有不可忽視的地位。美國教育評鑑

專家 Dubois、Popham、Worthen 和 Sandors 等人亦認為正式的評鑑活動或概

念，實源於中國的科舉制度（黃炳煌，1983），或更早的周代鄉遂之治中的

邦比之法，即「三年大比」（每三年考查百官）（盧增緒，1995）。我國自民

國 64 年起，教育部、廳、局對大學、工專、師專、公私立高中、國民中小

學、幼稚園等各類學校進行一連串的校務、課程、輔導、學校建築、道德

教育等教育評鑑活動，使評鑑的觀念普遍引起社會及教育界人士的關切與

重視。就行政三聯制──計畫、執行和考核而言，評鑑的推展，實居於行

政成效發揮的關鍵地位，其重要性不言而喻。教育發展需要評鑑的機制，

以發揮檢視的功能；客觀的教育評鑑制度尚未確立，學校的績效考核，常

流於主觀及表面層次，無法深入探究教育問題，發揮評鑑的應有功能，因

此有必要建立各級學校之校務及教學評鑑制度。基本上，評鑑是一種描述

和價值判斷的歷程，其目的誠如（Stufflebeam 等人 1991）所言：「評鑑的目

的不在證明什麼，而在改進。」對學校而言，評鑑的目的在改進學校教育，

提升教育績效，促進學校發展，使之更臻完美（湯志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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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資料可知評鑑的定義，依專家學者的學養背景、欲評鑑的對象

及評鑑發展的趨勢，而有不同的陳述與主張。評鑑具有引領組織領導者自

動自發、努力向上的經營動力，是借助內省與外證，使自己邊反省、邊學

習、邊成長，以達自我改進的功能。自動自發是評鑑的起點，自我改進是

評鑑的本質，自我管理是評鑑的精神，激勵成長是評鑑的目的，自我研究

則是評鑑的核心。簡言之，評鑑就是評審鑑定，它是一種經瞭解、評績效、

明得失、找原因、尋改進、再出發的循環歷程。 

 

貳、校務評鑑的界定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為因應教育改革、提升學校效能及校長遴選之需，

特研訂臺北市國民中學校務評鑑。在評鑑範疇上，是「學校整體評鑑」，兼

融學校校務評鑑及學校效能評鑑。在評鑑類型上，就目標情形言是「基於

目標的評鑑」，就評鑑的內容言是「綜合的評鑑」，就評鑑時機言是「總結

性評鑑」，就實施重點言是「成果評鑑」，就評鑑人員言兼顧「內部的評鑑」

和「外部的評鑑」，有校內人員辦理的「自我評鑑」，也有學者專家組成的

「評鑑小組評鑑」，就評鑑取向言是「準評鑑」，就評鑑目的言兼顧「績效

的評鑑」和「發展的評鑑」；在評鑑的發展上，以第二代評鑑「描述」、第

三代評鑑「判斷」為基礎，柔融第四代評鑑相關政策關係人的協商和共同

解決問題；在評鑑模式上，屬於 Stufflebeam 的 CIPP 模式，亦即評鑑旨在描

述、取得及提供資料，供做判斷或決定方案之用（湯志民，2002；Chelimsky，

1997；Nevo，1995；Stufflebeam，1994）。 

 
參、校務評鑑的目的 

校務評鑑存在的價值，在於它對學校發展能夠發揮引導功能，讓學校

發展更有方向。所以，校務評鑑的目的可以歸納如下（吳清山，2002）： 

 

一、建立學校基本資料 

校務評鑑在協助學校建立基本資料，瞭解學校人員、設備、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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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狀況，分析其內部優點、弱點，以及外部的機會、威脅，以作為學

校規畫永續發展的參照基礎。同時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家長也可以客觀

瞭解學校的基本發展現況，並加以有效的評估與運作。 

 

二、診斷學校運作缺失 

校務評鑑猶如個人的身體健康檢查，可以幫助了解校務運作過程或

實行結果，在校長領導、教務、訓導、總務、輔導、人事、經費運用、

學校氣氛、專業成長、家長參與……等產生了哪些問題，亟待加以解決。 

 

三、提升校務運作的品質 

學校校務運作團隊是由全體行政人員、教師、家長、學生所組成，

行政人員負責協調與服務，教師負責課程與教學的運作，家長負責參與

學校事物的決定、諮詢與支援事項，而學生負責生活學業學習事宜。校

務評鑑旨在針對整體校務發展提出可行的改善方案，以供全體行政人

員、教師、家長、學生參考，期能提升各層面校務運作的品質。 

 

四、永續發展學校的特色 

校務評鑑在檢視學校校務發展計畫，規劃與執行的情形，協助學校

自我改進，並向上級爭取合理的協助，使學校能在既有的基礎之上，持

續發揮本身的優勢，建立特色。校務評鑑在促使學校自我檢視校務發展

計畫的合理性與可行性，再透過外部人員的客觀檢視與建議，有效發展

特色。 

 
肆、校務評鑑的作法 

為落實校務評鑑的理念，在準備與實際實施評鑑時，教育局、評鑑委

員、學校等三方面必須有相關的作法配合(林天祐，2002)。 

 

一、教育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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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為教育行政之主管機關，在校務評鑑方面，除必須扮演規劃

者角色之外，還需： 

（一）辦理評鑑說明會，使學校明確瞭解評鑑的理念、內容與過程。 

（二）辦理評鑑委員研習，建立評鑑委員正確的態度與相關知能。 

（三）證實評鑑之前，受理迴避申請，避免評鑑委員因與受評學校理念

不同，而影響評鑑的公平性。 

（四）評鑑結果追蹤輔導 

 

二、評鑑委員方面 

評鑑委員在於透過專業的方法，提供學校專業的建議，使受評學校

在自我評鑑之後，能做專業的提升，評鑑委員在這方面需要： 

（一）採用深度訪視評鑑過程，在為期較長的時間之內，去深入體察學

校的氣氛與整體的運作情形。 

（二）採用資料驗證方式，從學校的自我評鑑資料中，發現學校的特點

以及可以進一步改進的空間。 

（三）採用質性分析方式，描述自我評鑑不做等第與分數等量化方面的

分析，提供學校實質性的建議內容。 

（四）接受學校意見回饋的機會，使評鑑資料更加周延，提出的建議也

比較能接近學校的實況與需求。 

（五）嚴守尊重、客觀、嚴謹等評鑑倫理，給予學校自然、公正的感受，

建立訪視評鑑的專業形象。 

 

三、受評學校方面 

學校能否正確準備自我評鑑以及接受評鑑事宜，是校務評鑑成功與

否的關鍵，學校在準備與接受評鑑時需要： 

（一）行政、教師、家長、甚或學生，成立學校自我評鑑小組，逐一檢

視學校校務運作狀況，並加以自我分析，使學校因評鑑而獲益。 

（二）學校必須針對自評小組實施講習，讓小組成員認清評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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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的內容以及自我評鑑的方法，以便有效發現學校的特色與

問題。 

（三）自我評鑑的重點在於檢視本身的校務發展計畫，並一一檢視校務

發展計畫當前的實施重點落實在行政、課程、訓輔、家長等方

面的情形。 

（四）學校在自我評鑑之後，自評小組必須加以分析，提出改進方案，

再經訪視評鑑小組確認後，提出校務改進計畫，並在年度計畫

中落實執行。 

 
伍、校務評鑑的執行情形 

臺北市國中校務評鑑（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1）的評鑑實施方式、

評鑑指標內容和評鑑結果運用，要述如下： 

 

一、評鑑實施方式 

(一) 評鑑時間：九十學年度至九十二學年度，計三年時間。 

(二) 評鑑校數：臺北市所有公私立國中全部接受評鑑。 

(三) 評鑑委員：成立評鑑委會，由教育局聘請教育行政、學校環境、

訓輔、課程和教學之學者專家、資深校長和家長協會

理事長等九人組成。 

(四) 評鑑編組：三人一組，共分三組： 

1.第一組「組織與行政」、「環境與設備」。 

2.第二組「課程與教學」、「教師與專業」。 

3.第三組「訓導與輔導」、「家長與社區」。 

(五) 評鑑方式： 

1.學校自評 

2.委員評鑑 

(六) 評鑑步驟：學校先自評，再由委員評鑑。委員評鑑步驟為： 

1.人員介紹及學校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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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組參觀、參閱資料及晤談。 

3.評鑑委員交換意見。 

4.綜合座談。 

(七) 評鑑方法：採用檔分析、觀察、座談和評量表等方式評鑑。 

(八) 評鑑結果：依據評鑑指標計分，並以文字概述，做質化描述。 

 

二、評鑑指標內容 

臺北市國民中學校務評鑑，評鑑項目計六項，評鑑內容和評鑑指標

數如下： 

(一) 組織與行政：評鑑內容分為「理念與目標」、「計畫與推動」、「組

織與運作」、「領導與溝通」、「人事與會計」、「革新

與發展」、「其他」等七目，計 20 個評鑑指標。 

(二) 課程與教學：評鑑內容分為「執行與推動」、「課程發展與設計」、

「教學活動」、「教學評量」、「圖書與資訊」、「其他」

等六目，計 20 個評鑑指標。  

(三) 訓導與輔導：評鑑內容分為「推動與執行」、「生活教育」、「民主

與自治」、「衛生與體育」、「資料建立應用」、「輔導

與諮商」、「親職教育」、「其他」等八目，計 20 個評

鑑指標。 

(四) 環境與設備：評鑑內容分為「推動與執行」、「校舍與設備」、「環

境與佈置」、「營建與購置」、「管理與維護」、「其他」

等六目，計 20 個評鑑指標。 

(五) 教師與專業：評鑑內容分為「理念與態度」、「進修與研究」、「專

業與創新」、「其他」等四目，計 10 個評鑑指標。 

(六) 家長與社區：評鑑內容分為「家長會組織與功能」、「支援校務與

親師合作」、「學校與社區互動」、「其他」等四目，

計 10 個評鑑指標。 

上述評鑑指標內容詳如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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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結果公佈 

(一) 依據指標內容，分別呈現六項評鑑結果之等第，每項並附上文字

說明，分項陳列成績，不做加總。 

(二) 計分方式，每一評鑑指標滿分 5 分，個別計分，各項評鑑指標分

數，「組織與行政」、「課程與教學」、「訓導與輔導」、「環境與設

備」每項總分 100 分，「教師與專業」、「家長與社區」兩項各 50

分。 

(三) 量化等第，每項總分 100 分者，以 90 分以上為「特優」，80～89

分為「優」，70～79 分為「甲」，60～69 分為「乙」，60 分以下為

「丙」。每項總分 50 分者，折半計算。 

(四) 評鑑結果，對學校給每一大項量化等第及描述性評鑑結果說明（含

建議），並上網公告。 

 
陸、校務評鑑是大勢所趨 

過去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於中小學辦學的成效，並未實施全面

性、整體性、系統性及持續性的評鑑，最多僅止於年終考績或專業考績，

或專業辦理校務評鑑，對認真努力、有為有守的校長，無法適時給予鼓

勵與表揚；對辦學不力或不適任的校長，亦無法及時予以處理，以促其

檢討及改進（王保進，2001）。  

 

學校與企業一樣，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此刻，充滿多變與挑戰，觀念、

科技及管理革命的交互影響，已經徹底改變學校原有的經營理念與策

略，而績效評估、提升品質及追求卓越，更成為校長經營學校的重要課

題。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競爭的世紀，亦是品質的世紀。在未來的時代裡，

任何行業，都需要有品質，才不會為社會所淘汰（吳清山、吳美芳和徐

緯平，2002）。加上新修正公佈的國民教育法，明定國民中小學校長改

為遴選制，並採任期制，在同一學校得連任一次，任期屆滿得回任教師。

因此，未來國民中小學校長能否連任？遴選委員會將要檢視校長辦學優

劣資料，而校長辦學優劣資料，勢必要經由評鑑才能較為客觀而具體的

取得。多能持續且穩定地提升校長辦學的績效與品質，並提供校長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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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劣的具體資料，校務評鑑制度的建構、實施及修正，不但是一種趨勢，

而且有其必要。 

 

校務評鑑是確保績效責任、提升教育品質和促進校務發展的重要手

段，為了追求卓越的教育與均等的教育，校務評鑑是一股擋不住的時代

潮流（吳清山，2002）。當前國內如火如荼的展開校務評鑑，正式符應

這股時代潮流和社會需求，雖然國內校務評鑑的實施要比歐美國家為

晚，但是我們只要能夠循序漸進，按部就班規劃與實施，仍可發揮校務

評鑑的功能，何況我們中小學本身具有高素質的教育人才，這也是我們

最大的優勢。 

 

校務評鑑之功能在確保學校教育之品質，在規劃校務評鑑時，評鑑

者首先應先確認所要評鑑之教育品質內涵為何，才不致影響評鑑模式之

可行性。正如王保進（2001）所言:「校務評鑑應是評鑑者在確認教育

品質之內涵下，決定評鑑內容，並擬定客觀之標準，利用自我評鑑及專

家訪視之方式，以瞭解學校經營品質之實況，從而達成教育品質的績效

責任或持績改善之目的。」由於校務評鑑在本市國民中學仍屬新興之議

題，學校人員較無相關之經驗。為避免校務評鑑造成各校壓力，進而影

響對評鑑之接受程度，不利於使校務評鑑納入學校行政運作之一環，在

規劃校務評鑑時，應重視評鑑目的之適切性，初期應以品質之持續改善

為最重要之目標，強調採效標參照之結果解釋，以協助本市各國民中學

獲得品質之轉化，並認知到評鑑在校務發展過程中之重要性。 

 
 

第二節   領導的相關內涵 

 
壹、領導的定義 

一九三三年出版的牛津英語字典註明：英語單字當中「領導者」

（leader）一字最先是於一三○○年出現，而「領導」（leadership）一詞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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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八○○年仍未見產生。我國的「領導」一詞何時出現未可考，至於「領

袖」一詞，「辭源」有雲：「衣之提挈，必在領袖，故以喩人能提挈其下者。

晉文帝嘗曰『魏舒堂堂，人之領袖也。』晉書。」標準辭典將領導解釋為

引導，韋氏大辭典將領導解釋為獲得他人信仰、尊敬、忠誠及合作之行為。

社會學辭典從廣義的角度解釋領導，認為領導者係指以聲望、影響力、或

地位啟發社會行為、組織和控制社會行為之人。簡言之，領導者是在社會

行為上能激發有效刺激之人，亦即對他人的行為具有影響作用之人（羅虞

村,1999）。 

 

「領導」一詞對不同人有不同的定義。它取自普通字彙而來，經精確地

重新界定就編入專門術語中，因此，它夾帶了許多晦澀不明的內涵意義

（Janda,1960）。再加上用其他諸如權力（power）、權威（authority）、管理

（management）、行政管理（ administration）、控制（ control）及監督

（supervision）等與亦不精確的術語描述同一現象，更進一步造成混淆。班

尼士（Bennis 1959）曾綜覽了領導的文獻而結論道：「『領導』此概念似乎

總是讓我們困惑，它不斷呈現新的形式，以其不穩定及複雜性來嘲弄我們。

由此可見，我們創造了一個語意不斷翻新的術語，卻仍未充分界定此概念」

（Gary A.Yukl 洪光遠譯，1992）。 

 

學者們通常根據個人的觀點及最令他們感興趣的現象面來界定領

導。史都迪（Stogdill,1974）對領導文獻做了廣泛的整理後，指出「領導的

定義見仁見智，幾乎是有多少人企圖界定它，就可能得到多少個定義。」

學者曾經以個人特質、行為、對他人的影響力、互動模式、角色關係、所

擔任的管理職位、被他人視為合法的影響力等來定義領導。超過四分之一

世紀以來，下列為一些較具代表性的定義：  

 

一、領導是指「他在指導團體朝一共同目標行動的個人行為」。（Hemphill & 

Coons，1957） 

二、領導是指「一種特殊的權力關係，每一成員在此關係中均認為另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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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有權規定團體組成分子的行動模式，藉以接納對方成為團體得一

員」。（Janda，1960） 

三、領導是指「在某種情境中的人際互動影響，透過溝通歷程可引導團體

行動，達成某些特定目標」。（Tannenbaum, Weschler, & Massarik，1961） 

四、領導是指「人際間的互動，在此互動歷程中，某人以某種方式提供某

種訊息，而使其他人相信，只要依照該人士的建議或期望行事，其行為

結果將獲得改善」。（Jacobs，1970） 

五、領導是指「在期望與互動的歷程中，創建並維持組織結構」。（Stogdill，

1974） 

六、領導是指「影響力的增長，不僅在於使成員對組織的例行指導表現出

機械式的順從而已」。（Katz & Kahn，1978） 

七、領導是指「影響組織的團體活動朝向目標達成的歷程」。（Roach & 

Behling，1984） 

 

國內學者對領導所下之定義如下： 

一、蔡培村（1980）分別從「過程」、「影響」、「互動關係」三個觀點來探

討領導的意義，並歸納而言：「領導乃是在團體的交互行為過程中，領

導者運用各種影響力，引發成員的智慧與能力，齊一心志，協同合作，

以實現團體的共同理想與目標的一種行為。」 

二、劉興漢（1985）認為：領導不但是誘導人類行為的技巧，同時也是管

理群眾的一種才能，它可說是一種藝術。領導者必須以率先躬行、誨人

不倦的方法，發之於至誠，出之於至公的態度，以博得部屬由衷的服從、

信賴，進而能精誠合作，竭智盡忠，以期達成組織的目標。 

三、謝文全（1985）認為：「領導是團體情境裡，藉著影響力來引導成員的

努力方向，使其同心協力，齊赴共同目標的歷程。」其要點有四：（一）

領導係存在於團體情境裡；（二）領導旨在達成團體共同目標；（三）領

導係引導團體成員合力達成目標；（四）領導是一種影響力，而影響力

的來源包括獎賞權、強制權、法職權、參照權及專家權。 

四、秦夢群（1988）認為：領導者行為的達成是一種階段性的歷程。基本

上，各階段是連續不斷，循序漸進的。從有領導概念開始，經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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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領導階段、（二）接受領導階段、（三）執行領導階段、（四）評鑑

領導階段，四個階段完備，領導行為才算完成。 

五、吳清山（1991）將領導引申到學校、行政上，而對學校行政領導界定

為：「學校行政領導乃是學校主管在學校的環境之中，試圖影響其所屬

成員的行為，以達成學校特定目標的歷程。」 

六、林金福（1991）將「領導」界定為：「領導乃是領導者於團體中，在某

種情境下，企圖影響成員的行為，以達成特定目標的動態歷程。」進而

評言之： 

(一)、從領導的本質而言：領導是一種影響力。 

（二）、從領導的要素而言：領導包括領導者、被領導者和情境三要素的

互動過程。 

（三）、就領導的目的而言：領導的目的在達成特定目標。 

（四）、就領導的歷程而言：領導行為的完成，必須經歷 1.試圖領導階段

2.接受領導階度；3.執行領導階段； 4.評鑑領導階段等四個階段

完備。 

 

研究者綜合上述中外學者文獻資料，領導可定義如下： 

一、領導是一種過程。 

二、領導即是影響。 

三、領導是發生在團體中。 

四、領導包括組織目標的達成。 

 

亦即領導是有強烈變革企圖心的領導者與被領導者之間為了反應

其共同目標所產生的相互影響關係。 

 
貳、領導理論之發展 

領導理論採科學的研究，大約可分三個時期：最早約從一九○○年到

一九四五年，是針對領導者的人格特質加以研究，稱為特質論（trai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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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一九六○年，對於領導者的行為加以研究，稱

為行為論（behavior theory）；其後約自一九六○年迄今，則轉而從事權變研

究，稱為情境論（situational theory）。 

 

一、特質論 

一九四○年至一九五○年代間，研究領導的學者大都集中在探討領

導者的特質或共同特徵上，希望能找出與領導者行為有關的，或足以解

釋其行為的生理及心理的顯著特質，其基本假設乃在於： 

(一) 成功的領導者必定具有若干異於不成功領導者之人格特質； 

(二) 有利的人格特質可利用科學方法予以發掘，以作為甄選及培訓領

導人才的依據。 

 

從事領導特質研究者，認為領導者乃是一個具有某些特質的實體。

佛羅裏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1954）的研究發現，領導者的特

質可分為「與生俱來」及「後天習得」兩類，而「後天習得」佔較大比

重。惟在天賦的特質中，以應用知識於解決實際問題的能力最為重要。 

 

史都迪（Stogdill，1948）以文獻分析的方式，分析一九 O 四年至

一九四七年間有關領導者特質取向的研究文獻，分析重點著重在領導者

的人格因素、與相關特質，其研究結果歸納為五大類： 

(一) 才能：智力機智、語言能力、原創力與決斷力等屬之。 

(二) 成熟：學養、人生觀、社會成就等屬之。 

(三) 參與：積極主動、團結、適應、幽默等能力。 

(四) 責任：有自信、堅毅果決、主動創造、能被信賴等屬之。 

(五) 地位：社會地位、經濟地位與受歡迎的程度等。 

 

在研究中有以下的發現： 

1.以上五種特質除了才能之外，其餘皆可從經驗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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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領導才能最有關係的特質為創造力、聲望、決斷力、進取心、

求勝心、幽默感、團結合作等。 

3.身高、年齡、體重等與領導才能相關甚低。 

4.情境決定領導者所需的技巧與特質（黃昆輝，1986；羅虞村，

1999）。 

 

Ivancevich,et al.（1977）亦將有關領導者特質綜合為六大類，包含

生理特徵、社會背景、智力、人格、工作相關特徵、社會人際特徵，如

表 2-1。 

表 2-1  領導者特質之研究 

種

類 

生理 
特徵 

社會背景 智力 人格 工作有關 
特徵 

社會人際

特徵 

 

因 

 

素 

1.年齡 

2.身高 

3.體重 

4.外表 

5.體能 

1.教育程度 

2.社會地位 

3.社會流動 

 

1.智力 

2.能力 

3.判斷力 

4.知識 

5.決斷力 

6.語言流利度

1.適應 

2.敏捷 

3.支配性  

4.熱誠 

5.外向 

6.獨立 

7.創造力 

8.人格統整 

9.自信 

10.容忍度 

1.成就驅力 

2.責任感  

3.主動創發 

4.堅毅  

5.負責盡職  

6.工作導向 

1.行政能力 

2.吸引力  

3.合作能力 

4.教養 

5.聲望 

6.社交技能 

7.人際技巧 

8.機智 

9.外交手腕 

 

領導者特質研究結果似乎有助於辨認某一些明顯的領導者特徵，但是這

些特質和領導間的關係，難以獲得一致之結果，甚或彼此相矛盾。此乃因

為特質論有以下之弱點〈楊煥烘，1988；Ivancevich，et.，1977〉： 

1. 結果不一致，不能區分成功和不成功的領導者。 

2. 個人特質和領導效能受到情境因素差異的影響，亦即普遍一致的

領導特質受到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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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質論忽略在領導情境領導者的實際行為，因為有能力做一件

事和實際做一件事是有很大的不同。 

 

特質論研究結果顯示個人人格特質研究之結果頗不一致，而

且發現：領導者具有何種人格特質，實取決於情境因素，因此造成

特質論式微。 

 

二、行為論 

基於特質論研究之不足，當學者在眾多領導特質中不能找出最有效

的領導者範型時，逐漸從特質的研究移往有效領導行為的探求。領導者

行為論的研究應運而生。行為論者之基本信念，認為有效能的領導者，

必定會利用某一種特定的行為方式，以領導部屬去達成目標。因此，研

究者曾嘗試利用量表、晤談及觀察等方法，以鑑別最具效能的領導型式。 

 

以行為途徑探討領導，有以下幾項重要研究： 

（一）單層面的領導方式 

1. 三分法的領導方式 

領導方式三分法最著名的是懷特和李皮特（White&Lippitt）

在愛俄華大學對四組實歲兄弟的實驗後，提出的獨裁式、放任式

及民主式三種，茲分述如下： 

(1) 獨裁式（autocratic）的領導：這種領導是指一切決策權力

集中在首長一人的手中，以權威推行工作，部屬完全處於

被動的地位。獨裁式的領導依據領導者所使用的方法來

看，又可細分為嚴厲的獨裁領導與仁慈的獨裁領導。這種

領導的特質是：○1 決策權屬於首長，部屬無參與機會，只

有奉命行事。○2 部屬在奉命行事以前，對政策或命令的內

容以及執行方法一點也不知道。○3 政策與命令的執行如有

困難，部屬根本無辯護的餘地。○4 部屬如不能貫徹執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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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首長不探尋原因，過錯歸於部屬，因此常被責難。○5

領導者很少參加團體活動，與部屬距離很遠。○6 獎懲部屬

常隨著領導者主觀意識而定，也就是隨他高興，而不看部

屬的表現。 

(2) 放任式（laissez faire）的領導：這種領導是領導者不把持

領導權力，一切運作聽其自然地發展。主管很少給予部屬

指導，平時亦很少與部屬接觸，上下隔閡很深，有的部屬

甚至連主管也不大認識。其特色為：○1 領導者對組織內的

工作不大過問，完全交由部屬自己管理。○2 領導者對部屬

們從不關心，對工作也不關心。○3 領導者對部屬的獎懲完

全是被動的、刻板的，根本無法鼓勵工作人員的工作情緒。 

(3) 民主式（democratic）的領導：這種領導是領導者在理性

指導下，使部屬在工作方面能夠有自動自發的精神。領導

者與部屬之間互相尊重，大家彼此信賴，主管與部屬距離

很近，思想容易溝通，上下呼應，指揮自如。領導者以身

作則，並關心部屬。如遇部屬有任何功績表現馬上給予獎

勵，如遇有過錯，領導人自己承擔一切。民主式的領導特

質為：○1 領導者與部屬藉討論與交談等方法作思想上的溝

通，組織內決策的訂定由大家負責，領導者只作審查。○2

決策制定後，如發現行不通之處，則部屬可立即反映請求

主管修正。○3 對部屬的獎懲完全根據客觀的立場，絕不偏

袒。○4 領導者與部屬充分合作，遇事坦誠公開，無任何隱

瞞，亦沒有心理上的障礙。○5 領導者對部屬僅作政策性的

指導，至於如何做則取決於部屬自己。○6 領導者非常關心

部屬生活，並尊重部屬的人格（劉興漢，1985）。 

2. 四分法的領導方式 

由於三分法的領導方式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世

界上並無純粹「民主式」、「獨裁式」、或「放任式」的領導方式。

因此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中心主任李克特（Likert，1967）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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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把領導方式依照程度的不同，劃分為四個連續而不同的系

統，如表 2-2 所示： 

 

表 2-2 李克特四系統的領導方式 

領導系統 系統一 系統二 系統三 系統四 

領導方式 剝削權威式 仁慈權威式 商討民主式 參與民主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組織行為，頁 211，陳義勝，1980） 

(1)剝削權威式（exploitative authoritative） 

領導者對部屬毫無信心，一切決策完全由自己作決定而命

令部屬去執行。 

(2)仁慈權威式（benevolent authoritative） 

領導者故意屈尊，以獎勵引起成員的動機。部屬對領導者

畏懼，事事小心謹慎。 

(3)商討式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tic） 

領導者與部屬互有信心，並且彼此互相信任。重要的決定

來自於領導者，次要者才由部屬決定，上下之間進行雙向

溝通。 

(4)參與式民主（participative democratic ） 

領導者對成員具有充分的信心，並且完全信任。作決定時

採高度的授權，除上下雙向溝通外，部屬之間常有平行溝

通（柯進雄，1987）。 

（二）雙層面的領導方式 

在所有雙層面的領導方式研究中，最有名的研究為密西根

大學及俄亥俄州立大學所從事的研究，茲說明如下： 

1. 密西根大學研究 

密西根調查研究中心利用訪問方法，研究導致工作績效和

成員滿足的領導方式，得到兩個基本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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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導向：強調員工的工作任務及如何完成工作的方

法，要求進度和工作績效的評核，以懲罰性態

度來對待員工，此種領導方式容易引發緊張壓

力，導致較低的滿足感。 

(2) 成員導向：領導者經常授予員工決策的權限及賦予責

任，關切成員的福利、需求、升遷和個人成長，

提供一個支援性的環境，鼓勵人際溝通。 

2. 俄亥俄州立大學研究 

強調領導行為是雙向度的概念，由兩種獨立的領導行為所

組成，及關懷和領導。 

(1) 關懷：敘述領導者與成員關係中友誼信任、尊重及發展

與部屬之間良好的人際關係，採納員工建議並鼓勵

員工參與決策。 

(2) 倡導：領導者建立組知名卻的目標，描述領導者與成員

關係領導行為，強調目標的達成及工作期限，分派

員工任務，使員工瞭解領導者對他們的期望。 

倡導與關懷兩個層面並非截然劃分，領導者所表現領導行

為中，兩種形式都會同時出現，其差別只是程度上不同而已。因

此，依照倡導和關懷程度的高低，可將領導形式分為四類： 

(1) 高關懷高倡導：領導者對工作固然重視，但對工作人員

的需要也很關心，兼重組織目標及成員需

求，鼓勵上下合作，在大家相互信任與彼

此尊重的氣氛中工作。 

(2) 高關懷低倡導：領導者注意成員的需要勝過工作的要求。 

(3) 低關懷高倡導：領導者對工作最關心，重視組織的工作

績效與效能，對部屬關懷行為很少。 

(4) 低關懷低倡導：領導者對於工作人員的績效及需求都較

不關心，這種領導容易導致組織瓦解的潛

在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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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境論 

情境領導理論是當今領導研究的主流，研究者甚多，各家學說亦有

所不同，但共同特色在於同時考慮領導者的個人特徵，領導方式與情境

變項在領導歷程中的重要性，領導效能的高低視領導者行為與情境配合

的程度而定，配合程度愈高，則領導效能愈高；反之，則愈低。 

 

情境論者認為世上並無一定的成功領導模式，必須視情境而定，以

下就該時期費德勒（Fieldor）之權變領導模式與豪斯（House）的「途

徑──目標理論」及雷頓（Reddin）的「三層面理論」為代表，扼要說

明如下： 

（一）費德勒的權變理論 

費德勒（Fiedler）的理論經歷十多年，在一九六七年正式提

出權變領導理論。此為權變理論研究的始祖。Fiedler 認為領導效

能之良窳端視領導行為是否能配合情境，也就是兩者交互作用能

產生最大的領導效能就是好的領導行為。其發展「最不喜歡與其

共事的成員量表」（least preferred coworker 簡稱 LPC），將領導行

為作二分，得分高者為「關係取向」的領導者，反之為「任務導

向」的領導者。關係取向的領導所重在於領導者與成員彼此關係

的維持，任務導向則重視成員生產力與工作成就。 

 

在情境變項上，Fiedler 剖分為「領導者與成員的關係」、「任

務結構」、「領導者權力」三個方面。情境分為八種，視其對領導

者有利與否來決定使用何種領導方式。結果發現，情境對領導者

極端有利或極端不有利時，採取任務導向最有利於效能提升。中

度有利情境中，關係導向比任務導向更能提升組織效能（Hoy & 

Miskey, 1987）。 

（二）豪斯的「途徑──目標理論」 

豪斯的「途徑──目標理論」之基本假設是：人為理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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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導向的，人們會選擇有價值目標的行為。其中心概念在強調

領導者如何影響部屬對工作目標、個人目標及達成目標途徑的知

覺；如果領導者所表現的行為，愈能澄清達成目標的途徑，以促

進部屬達成目標，則此行為愈能激勵或滿足部屬。因此，領導者

的行為，應依情境因素而改變，才能獲得最高的領導效能（House 

& Mitchell, 1974）。 

（三）雷頓的「三層面理論」 

雷頓（Reddin, 1970）將領導行為的關係層面和任務層面，

加上效能（effectiveness）層面，發展出三層面理論。他將任務取

向（task orientation）視為一位領導者指揮成員使其努力達成目標

的程度；關係取向（relationship orientation）則為領導者具有高度

信任、尊重和體恤部屬之人際關係特徵的程度；至於效能係指行

政人員達成其角色功能的程度。此一理論係採「情境」及「交互

作用」的探究途徑，探究的重點在於何種情境應配以何種領導型

式才能提高領導效能。 

 

綜合上述說明，大致可瞭解領導理論之三大取向。惟這些

理論的要旨，多侷限在技術與人際方向追求，而忽略了理念的建

立。所以在一九七五年代後，一種新的領導理念在教育界逐漸開

展出來，對傳統領導理論也形成強大的衝擊。這些概念名稱包括

轉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魅力領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夢想領導（visionary leadership），或是激發領導

（inspirational leadership）等，主要論點是強調領導者要具有遠

見、重視革新、鼓勵部屬提昇工作動機到較高層次，以共同完成

既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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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績效良好的校長之領導特性 

 
壹、校長領導 

學校是國家實施教育最重要的場所，在這個小型的社會中，孩子們

從七歲入學後，一直到成人，期間的成長及人格養成，都與學校息息相關；

於是，一個好的學校，一群有著共同計畫、共同目標的師生，大家朝夕相

處，教學相長，學校就像是孩子們的另一個家，對孩子的發展及影響，相

當深遠。 

 

如何讓學校成為孩子們快樂學習的環境？除了靠師生們的努力外，

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就是校長。校長就像船長一樣，他要發揮專業的領導能

力，綜合判斷各項影響航程的因素，激發出每一個人的專長，找出學校的

發展特色、確立學校的發展目標，並且讓全校師生，甚至是社區居民都能

夠共同參與、全心投入，如此的帶領，不但是學校之福，更將造福鄉裏。 

 

校長綜理校務，其領導行為影響全校教師，並關係整個校務之推展，

卓越的校長領導指標應包含五大面向：（鄭崇趁，2004） 

 

一、教育理念： 

一位傑出的校長，首先要有劄實的教育專業素養，對於如何教育

學生有一套完整的看法，精通教育哲學與教育科學，能夠將崇高的教

育理念與學校實務結合，並化為具體的行動，如何觀察校長的教育理

念，可採行下列幾個方法： 

（一）瞭解校長最欽佩的中外教育家或教育思想。 

（二）由校長的教育理念，分析其與教育目標及學校願景的關聯。 

（三）針對弱勢族群學生或適應困難學生教育輔導措施，檢核校長教

育理念的融合。 

（四）運用教育新興議題，如外籍配偶子女教育、親職教育等，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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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教育理念的發揮。 

 

二、經營策略： 

一位優秀的好校長對於學校整體的經營必須有一套，做好企業界

所強調的「策略管理」，所謂「策略」指的是介乎「政策」與「措施」

之間的手段或方法，也就是校長領導學校運作的重要工作點，以「建

立學生輔導新體制──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方案」為例，政

策為「建立學生輔導新體制」，或者是「三合一方案」，策略為「交互

作用，整合發展」，措施則為學校應行辦理的十七項具體工作。 

 

校長辦學的經營策略可從下列方法觀察：能否結合重點教育政

策，選用具體策略經營學校。例如推動三合一方案，能將 「交互作

用，整合發展」策略，廣泛深入到校務各個層面。 

 

三、校園氣氛： 

好而卓越的校長應善於經營學校組織文化，校園組織氣氛應呈現

積極、熱心、參與，充滿愛與希望的優質文化，觀察重點應包括： 

(一) 教師與行政人員的關係是否融洽。 

(二) 行政單位之間有否交互支援。 

(三) 全校學生行為表現是否充滿快樂與希望。 

(四) 教師對於行政服務與校務運作的滿意程度。 

 

四、辦學績效： 

卓越的校長經營學校一段時間之後，必能有具體的辦學績效。觀察

重點包括： 

(一) 教師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的提升。 

(二) 學生的學科成績及活動成績表現均在水準以上。 

(三) 部分教師的教學表現及學生的活動表現，足供他校觀察學習。 



 26

(四) 校長接任學校後在前三項指標的提升程度。 

 

五、發展特色： 

學校發展特色也是領導卓越校長的參照指標之一，觀察重點包括： 

(一) 學校特色是否為學校教育重要核心技術（課程教學）或深具教育

價值活動。 

(二) 學校特色是否普遍到學校大部分師生均有參與。 

(三) 學校特色帶給學校及社區實質影響程度。 

(四) 學校特色對於整體社會文化潛在影響作用。 

 

貳、績效良好學校的校長領導 

「優質教育」是一種紮根的教育，其作為是要提供給孩子「適性」發

展、「潛能」發揮的機會，讓學生都能人人就其資質，然後「盡」其潛能的

發展，把孩子的「潛能性」化成為「實在性」，亦即，幫孩子「知自己」，「把

每個孩子帶上來」。 

「有好的領導，組織才能發揮其效能」，這句話應能充分地反應出當今

的教育行政組織或學校組織變革中領導者的影響力與重要性。在組織變革

的過程中，組織領導者必須充分發揮其領導並融入於組織變革中，組織才

能持續創新的發展。因此，教育行政組織或學校組織的領導者必須因時、

人、事、地、利等不同情境因素，配合適切的領導方式引領組織變革，教

育發展才可能出現嶄新的面貌。在教育改革的潮流下，一些傳統的領導方

式已經不合時代所需，許多校長開始慢慢體認到自我專業成長的需求性及

急迫性，願意主動去進修，不僅能夠提升專業知能，更可作為教師的典範。

（張德銳，2003）。 

 

一、績效良好學校教育指標 

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績效即形成一所優質學校。包括校長的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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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校專業成就、學生學習技巧和策略、全體教職員之專業發展以及

學校文化和價值。教育指標之意義是作為評估教育運作之預期結果的具

體項目及描述教育系統重要特徵的具體事項。優質學校教育指標（如圖

一）從學校行政領導開始，透過學校會員參與運作，形塑學校文化，進

而達到經營優質學校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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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臺北市優質學校教育指標（引自臺北市優質學校經營手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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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學校教育指標可作為指引學校教育運作、呈現教育標竿的具體項

目，學校應將「優質學校教育指標」視為「目標」，在每個指標下，訂定學

校未來發展之長、中、短程計畫，透過引領及標竿作用，匯聚學校行政人

員、老師、家長及學生的力量，朝優質學校目標邁進。優質學校之具體作

為在提供孩子適性發展、潛能發揮的環境，提供公平與正義的教育機會，

創造豐富而多元的教育活動，提供一個純淨化的優質環。因此學校必須強

調資源使用的效益，以及教育過程的精緻，而非僅是部分教育目標的選擇

性發展。學校可作如下思考： 

（一）學校方面 

將「優質學校教育指標」視為「特色」，以展現學校教育

品質。透過道德領導、趨勢領導、專業領導與整合領導，讓學

校中每一個人、每一件事，以及每一個時間都能持續品質改善，

營造安全校園、人文校園、自然校園、科技校園、藝術校園。 

在課程研發上要系統規劃、有效執行、落實評鑑、持續研

發課程；在學校行政上透過知識管理、ｅ化管理、品質管理、

績效管理履行他們的法職權與責任；並在學校發展目標的共識

下，充分的「溝通」，建立共塑願景、全員參與、團隊合作、和

諧溫馨、持續創新及永續發展之學校文化。 

（二）教師方面 

將「優質學校教育指標」視為「標準」，訂定學生學習機

會、學習內容、以及學習成就三方面的標準，教師必須致力於

計畫專業成長、從事教育研究、建立教學檔案、參與學術活動、

評估進修成果，並依此作專業教學、創新教學、有效教學、活

力班級、良師典範，以符應所有學生的需求，深植學校教師的

教學態度，內化其教學動機，進而提升其教學效能。 

（三）學生方面 

將「優質學校教育指標」視為「進步」，精益求精、止於

至要。要讓學生學會認知、學會悅納自己、學會尊重別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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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負責做事及生涯發展，學生不懂學到知識、情意和技能，更

重要的要讓學生能夠思考，有效的建構其知識和培養具能力。

並對於學習具有高度熱誠，有高度動力願意學習更多知識的進

度與行為。 

（四）家長方面 

將「優質學校教育指標」視為「需求」，以滿足學生及家

長的教育需求。並和家長建立良好的夥伴關係，讓家長瞭解如

何支援學校活動與協助學生們的發展，家長正向參與、家長多

元參與、善用社區資源、引導社區發展以促進學生們的學習，

鼓舞學生們的成就與發展（臺北市優質學校經營手冊，民2004）。 

 

二、績效良好學校校長領導特性 

第五級領導是結合謙虛的個性和專業的堅持，將個人自我需求轉

移到組織卓越績效之遠大目標的一種領導風格。（吳清山、林天祐，

2002） 

 

在學校人員專業化日高、自主性日強的學校生態中，如何善用

教育人員的專業力量，以發展學校特色，已經成為學校組織效能的重

要課題。由於學校生態環境的改變，在表決文化中，學校運作已經有

逐漸走向「民粹」的趨勢，而專業的判斷日漸流失，學校專業特色有

褪色的跡象。 

 

在企業界，學者觀察到專業判斷的重要性，因此，提出第五級

領導的概念，認為領導者集合專業的堅持與謙沖為懷的態度，是把組

織從優良帶到卓越的重要策略，學校也可以作為參考策略。 

 

但是採用第五級領導，必須先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能，才能展現專

業的堅持，同時也要做到柔性的堅持，讓專業判斷能夠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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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Education World網站於2000年對43位辦學績效良好的校長

所做的調查結果，成功的學校領導者具備的十大特色，按其重要性依序

排列。（http://www.education-world.com/a_admin/admin190.shtml） 

(一)為學校設定一個願景，並且提出計畫來實現這個願景。 

(二)為學生、教職員工、家長，清楚地陳述目標和展望。 

(三)踏出辦公室，經常在校園中走動，掌握學校動態。 

(四)讓全體師生感受到，你（妳）是正直、可信賴的。 

(五)幫助他人發展領導技能。 

(六)培養能力強大的教師群；施行有效的教學。 

(七)整合學校環境，隨時提供支援。 

(八)有一些幽默感。 

(九)做學生和教職員工的模範。 

(十)以仁慈和榮譽心待人。 

 

Macbeath於1998和他的同事在研究Denmark、Scotland、England

及Austrlia的學校領導者時，曾問教師有關有效能的領導者之特徵為

何，研究所得的結果乃是（引自Day, Harris, Hadfied, Tolley, & 

Beresford, 2000）： 

(一)領導意味著有一個清楚的願景，此一願景是您想達成的。 

(二)好的領導者從事很多事，而且會和他的同儕一起工作。 

(三)領導意味著尊重教師的自主，不會對教師作一些無關的要求。 

(四)好的領導者會向前者，期待變革，而且會先讓部屬有所準備，不

會感到驚訝或覺得沒有被賦權。 

(五)好的領導者是務實的，他們能掌握政治及經濟脈絡之現實，亦能

進行商議及協調。 

 

Harris（1999）指出：「英國學校效能的研究顯示，獨裁和過度民

主的領導方式之效能比平衡的領導方式差。Fullan（2002）認為，強

http://www.education-world.com/a_admin/admin1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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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領導就其本身而言，在複雜的現代社會是不充分或是不足的。因

此，相對的，他主張校長在領導教師時需找尋適當的領導角色。」 

 

Sergiovanni, Burlingame, Coombs, & Thurston（1999）認為學

校經營和管理的世界是相當紛亂及複雜的。教育行政人員時常要在

「公平」、「效率」、「選擇」及「卓越」等價值做判斷及取捨。然而，

這四種價值常會處於緊張或衝突的狀況。過度強調單一價值可能會阻

礙另外三種價值的體現。因而，教育領導者必須能平衡各種主要的價

值，使教與學能順利運作。 

 

Davis & Thomas（1989）提到，研究中一再顯示成功學校中的校

長都具有如下的特性或行為： 

（一）有效能的校長擁有願景，而且可促使校內的教職員去實現它。 

（二）對於學生的成就及教職員的表現有很高的期望。 

（三）會觀察班級內教師，並且針對問題的解決及改善教學給予正

向、富建設性的回饋。 

（四）鼓勵人善用教學時間及設計程式來使分裂或混亂的情形盡量減

少。 

（五）創造性的運用物資及人力資源。 

（六）整控學生個人及集體的成就，並使用資訊來指導教學計畫。 

 

誰都不否認，這是個變革的年代，凡事都在變，變化的速度令

人吃驚且難以適應。學校教育雖然是培養孩子適應社會並引導社會

發展的主要力量，唯長久以來，學校處於一個較為安定封閉的狀態，

面對此波速變的社會，如何因應並加以掙脫迎向前去，實關乎學校

未來存亡的發展。而Fullan（2002）認為，有實證研究發現且證實，

有效能的學校校長是大規模教育改革推動至維續改革進行的關鍵。

因此，面對此波外在環境速變與教育改革，校長的角色更加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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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領導亦連帶受人關切。而我國教改會在成立之初，學者專家就

一致認為，如果能找到好的校長與優秀的老師，學校的經營就成功

了一大半（任東屏，2001）。此亦點出了校長領導與教育改革間的重

要關聯性；同時強調校長用人哲學的重要性。 

 

處於一個變革時代及全新的世紀，引發法令及諸多措施作法的

變革，也造成了整個教育生態的改變，連帶的也影響了大家對校長

角色的期望，讓校長角色內涵、地位與實踐都起了劇烈的變化，此

也影響著校長未來領導的取向。 

 

基本上，當前是一個資訊科技的社會、後現代的社會、知識經

濟的社會。在一個這樣的世代裡，教育情境的走向必然更多變、開放、

多元、批判，且要對自我發展歷程與生存狀態做深刻反思（張文軍，

1998）。的確，不同的歷史發展時期，會對學校領導者提出不同的需

求，學校領導者只有審時度勢，不斷察覺，才跟得上時代步伐（李志

興、馮忠漢、吳金昌，2001）。有關學校行政領導部分，廖春文（2003）

曾從因應全球化知識經濟時代的角度，建構健全的學校行政領導模式

思維如下：即一個健全的學校行政領導者，必須擁有健康的身體、充

沛的活力（PQ）；快樂的心理、愉悅的態度（MQ）；敏銳的覺察、靈活

的思維（SQ）；以上三Q僅係健全個體的基本素養，惟如欲有效領導組

織團體，尚須具備聰明智慧。做事能力（IQ）；情緒管理、人際溝通

（EQ）；領導變革，開創新局（CQ），惟其如此，才能迎接全球化時代

的來臨與知織經濟的挑戰。而Murphy（2002）則更以未來發展的觀點

論述，在建構教育領導專業的新藍圖中，臚列出三個應扮演的角色及

使命任務，分別為：教育家（學校改善）、民主社群者（共同體的建

立）、道德服務者（社會正義）。凡此種種，皆可讓我們重新省思校長

的角色與定位，並探究對領導的衝擊與取向。 

 

 

 

 



綜合上述領導文獻資料，彙整績效良好校長的領導特性如下表： 

   表2-3 績效良好校長的領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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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領導特性 

Education

Word網站 

Mabeath Davis& 

Thomas 

有明確願景，且積極實現 ˇ ˇ ˇ 

清楚陳述目標和展望 ˇ ˇ ˇ 

走動式管理 ˇ   

正直、可信賴的 ˇ   

培育領導人才 ˇ   

重視教師專業知能 ˇ ˇ ˇ 

整合資源、支援教學 ˇ  ˇ 

具幽默感 ˇ   

以身作則 ˇ ˇ  

誠懇務實 ˇ ˇ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根據彙整學者的文獻資料，一位績效良好的校長領導具有以下

特性: 

(一)能訂定明確學校願景，且積極努力達成目標。 

(二)能清楚陳述治校理念，並落實推展執行。 

(三)重視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除了行政領導知能外，亦具備教學領

導知能。 

(四)以身作則、誠懇務實、整合資源、支援教學。 

(五)走動式管理，並積極培育領導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