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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為數頗多的轉型領導理論中，「教學領導」特別適宜作為今日校長領導分

析的理論依據。本研究以教學領導理論為核心，剖析辦學優秀校長的領導行為，

以深度訪談與文件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討校長於學校現場推動教學領導作為之

實況。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一、深入分析教學領導理論內容，作為校長領導

分析之完整架構。二、以質性研究取徑細膩描繪成功校長的領導實務與作法。

三、剖析校長教學領導落實之道。本研究之發現，曹校長之教學領導以「教育

愛」為核心理念，以促進「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與「五育均衡發展」為核

心，以「教學領導」、「學習型組織」為最重要的實踐方法，透過「各科教學研

究會」、「教育實驗」、「行動研究」、「學術交流活動」、「研習進修」、「學習領導」

等方式與途徑實現學習型組織之運作，其中更以「溫和柔性的領導」以及「細

膩反覆的溝通」為其特色，成就教學領導，其作法頗值得學校領導者以為借鏡。

本研究對後續研究提出三項建議：一、未來研究對於成功校長如何針對不同對

象彈性選擇溝通與領導方式，宜深入探討。二、柔性領導校長領導領域最需深

入研究的範疇。三、校長領導研究在使用轉型領導派典時，應該引入複數理論

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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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當代時興之領導理論派別頗多，例如教學領導、教導型領導、學習型組織、

願景領導、道德領導、柔性領導、服務型領導、魅力領導等（Leithwood, 2006)，

而其中「教學領導」則是以學校環境為核心，發展而出的領導理論，故特別適

宜作為校長領導分析的理論依據。Leithwood、Louis、Anderson 與 Wahlstrom

（2004）的校長領導研究即指出，校長教學領導是影響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之

一，有效能的教學領導者對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均有相當大的助益。本研

究即以教學領導理論為核心，對於辦學優秀的校長進行深入的領導行為剖析。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一、深入分析教學領導理論內容，作為校長領導

分析之完整架構。二、以質性研究取徑細膩描繪成功校長的領導實務與作法。

三、剖析校長教學領導落實之道。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一、教學領導理論如何解釋校長成功領導並作為

分析的有效路徑？二、成功校長的實際領導作為為何？ 三、教學領導理論在成

功校長領導實務中如何展現？四、教學領導理論於臺灣學校場域與文化脈絡中

如何進行調整與呈現？

貳、文獻分析

一、教學領導的定義

校長教學領導的概念最早起源於美國的有效能教學運動，而有效能教學運

動則緣起於於美國 Coleman 報告書，此報告書指出美國國民平均教育素質低落

且情況極為嚴重，促使聯邦政府不得不為了提升國民基本能力，積極致力於學

校課程以及學校教育，大刀闊斧的改革（林家蓉，2005）。Coleman（1968）認

為，有效能學校普遍具有如下特色：（一）校長能夠擬定學校明確的發展目標；

（二）校長能夠主動積極參與課程與教學的相關活動；（三）校長對於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具有高度期望；（四）校長能展現高度的行政與教學領導知能，明白

揭示對於校長「教學領導」之職務功能的期待，因此校長角色逐漸由行政管理

擴展至教學領導者的角色。而美國的教育改革特重學校效能之提升，希望學校

教育能回到其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的本務，因此教與學這兩個元素成為美國

教改的核心焦點，而強調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果的校長教學領導概

念逐漸發展與成熟。李安明（1999）分析 1984～1999 年期間各種教學領導的定

義後，認為教學領導的定義是十分「效能取向」的，其主要目的在於提升教師

的教學效能，進而改善學生的學習表現。在秦夢群、吳勁甫（2011）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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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校長教學領導、學校知識管理與教師教學效能彼此間具有正向的關聯。

游進年、曾增福（2015）的研究發現，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各層面與「學

校效能」各層面有極顯著正相關，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對「學校效

能」各層面有顯著預測力。

關於教學領導的定義，可分為廣義與狹義二者。早期的教學領導定義偏向

校長教學視導部分，即校長利用各種領導行為「監督」教師教學品質，但隨著

對於校長角色認知改變以及校長領導行為影響層面及影響力的重視，教學領導

逐漸從教學視導的概念擴及其他學校教育面向。Reitzug（1997）即指出，校長

教學領導不應侷限於教學視導，應該還包括同儕教練、專業讀書團體、行動研

究方案、以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專業發展活動，以朝向更授權、更合作、更

問題導向的教學與專業發展。林俊杰（2006）亦指出廣義的教學領導不侷限於

教室的教學層面，而應以校長角色為出發點，涵蓋校長所有行政作為，界定在

校內所有與教學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事宜上，包含所有能提升教師教學成效與學

生學習成果的相關活動與作法。林俊杰亦認為，舉凡教學品質之監督與促進、

課程安排、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學習、環境安排、塑造合作的學校文化以及支

持教學與學習的各項措施等皆屬於校長教學領導的範疇。吳雨錫（2002）則認

為校長教學領導是：校長為提昇教師教學效能，藉由發展學校教學目標、提供

教師教學環境的支持與資源，同時鼓勵教師在教學上的專業成長，並引導學生

提昇學習效果，以完成學校教育目標之歷程。李安明（2010）指出校長教學領

導是學校校長透過直接的教學領導、影響、參與、示範或授權他人從事與學校

教學相關之各項改進措施，以落實發展學校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品質、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氣氛以及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等領導作為之

歷程。本研究認為教學領導之定義宜精簡並採廣義之定義，故將教學領導定義

為：「以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為核心之校長領導模式及其一切領導行為」。

本研究重點即為發掘校長之教學領導行為，並深研其相互關係與結構。

二、教學領導行為內涵

    在校長教學領導所包含的行為層面方面，Murphy（1990）認為可分為如下

以下四個層面：（一）發展使命與目標；（二）管理教育生產之功能；（三）提升

學校學習風氣；（四）培養支持性的工作環境。Blasé 與 Blasé（1998）在探討有

效影響教師教室教學的校長教學領導特質與行為的研究中，曾提及許多校長教

學領導的作為，包括提出建議、給予回饋、示範、探索詢問、誘導教師發表意

見、在態度上強調教與學、支持教師彼此合作、發展彼此的教導關係、採用行

動研究以解決問題、提供資源、觀察教師教學、對話、鼓勵讚美、提供進修機

會等。李安明（1999）整合教育專家和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將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分為六大層面：（一）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二）確保課程品質；（三）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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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品質；（四）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五）促進學習進步；（六）發展支持環境。

林明地（2000）則透過實地觀察，指出其研究對象校長教學領導的具體作為包

括：（一）巡視教室與校園；（二）協助教師在職進修與專業成長；（三）表達較

高期望，提升師生表現的標準；（四）瞭解學生學習情形；（五）實踐行政支持

教學的理念；（六）建立良好的教學環境；（七）塑造英雄，建立楷模。 

    賴文琪（2003）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看法，歸納教學領導行為內涵為教學目

標的訂定與傳達、校園環境的支持與建構、課程與教學創新與改進、專業團隊

的提昇與善用及社區公關的維持與經營等五項。吳明珠（2005）則將校長教學

領導分為六大層面：（一）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校長能與教師充分溝通，帶領

教師發展並達成學校任務和目標。（二）確保課程品質：校長能重視課程研發，

成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學習領域小組，並積極帶領學校成員發展本位課

程。（三）確保教學品質：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無關的活動對於教師的干擾，鼓勵

教師進行教學研究，並全力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以確保教學品質。（四）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校長能提供並鼓勵教師參與多元的進修活動，重視教師對於進修

的需求，作為規劃學校本位進修活動的參考。（五）增進學生學習氣氛：透過各

項獎勵措施或是學習環境的營造，來增進學生的學習氣氛，進而加強其學習動

機，提高學習成就。（六）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校長能支持教師個性創新的教

學作為，鼓勵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研發，合理分配及運用教學資源，並積極爭

取家長與社區的支援，提供更充足的教學設備，以利各項教學活動的進行。林

福貹與劉曼麗（2007）之研究則指出，教學領導者應對其行為就以下面向進行

反思：（一）教學領導者是否經常巡視教室，並與教師討論教學理念和實際的教

學情況或問題？（二）是否從旁觀者立場提出正面的回饋和支持，並協助教師

專業成長？（三）是否形塑學校互助合作的溫馨氣氛？是否協助教師將教學所

需要的各類資源整合起來？（四）是否提供教師所需之教學資源？（五）是否

已和教師一起彙整來自不同領域、不同年級之教師、家長、社區及行政人員等

對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之意見？（六）是否與教師溝通重建學校願景或進行組織

變革？（七）是否已鼓勵教師和相關人員共同投入改進教學效能？藉由上項分

析，教學領導面向含括：提升教學、發展課程、促進學習、支持性環境、專業

成長、共同參與諸面向。本研究即綜合上項的教學領導行為層面，剖析辦學優

秀之校長如何實際運用教學領導行為於學校領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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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徵的研究，重視如何（How）

與為什麼（Why）的特質與策略，即兼重描述與分析兩種優質質性研究所需兼

備的要素，如此可使研究者在無法操控變項或需要真實情境的脈絡中得到顯著

的效果（Yin, 1994）。郭生玉（1998）指出，個案研究即為採用各種方法，針對

單一的人或社會單位，蒐集有效及完整的資料，作縝密且深入研究的一種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資料蒐集方式，兼採「訪談法」與「文件分析法」，分述如下：

（一）訪談法

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於成功校長在不同情境、也就是歷任學校成功領導的方

法與實務，重點在於校長如何感知外在條件與情境、如何做決策、如何推行決

策、如何監督與進行社交等等，因此本研究之參與對象以校長本人及其領導行

為關係人為主，以訪談法為主軸，採用 Patton 所提出的「一般性訪談導引法」

（general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事先列出「訪談導引」（interview guide），

根據研究目的將所欲探討的主題列出，作為訪談時的依據（吳芝儀、李奉儒譯，

1995）。但在訪談過程中，問題呈現的順序，以及用以引發問題的話語仍保有相

當的彈性。在訪談進行上，本研究雖有訪談導引，但訪談實施時採低度結構式

的訪談，對於校長的訪談部分，研究者僅以「請談談○○學校的辦學經驗」這樣

的簡單句子作為問題，而後校長依此問題自由表述。校長陳述過程中，訪談者

不予打斷也不予引導，這樣的訪談設計，其特性在於透過最少的限制引導以及

最自由的陳述，使受訪者在回答中不自覺的將話題聚焦於自己所最重視的議題

之上，而非提問者所預設與重視的問題與答案。此外，本研究同時兼採正式訪

談與非正式訪談方法，以利蒐集更完整的資料。

（二）文件分析

    文件有助於增加資料的豐富性，根據 Lincoln 與 Guba（1985）的論著，檔

案文件與紀錄具有可廉價取得、時間脈絡的穩定性、可再現豐富的脈絡、正式

性、無反作用性等五大優點。因此，文件分析可說是眾多研究當中重要的輔助

研究方法。在本研究中，文件的主要功能有二：第一、驗證校長領導的有效性

與成功；第二、檢核訪談中校長陳述的真確性。在驗證校長的有效性與成功方

面，蒐集的文件資料包括記功嘉獎、獲獎紀錄、學校升學率等等；檢核校長訪

談內容方面蒐集之文件包括校史、校刊、新聞媒體報導、會議記錄、有關該校

行政事項之檔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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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研究個案的選擇會受到研究者本身哲學態度與研究取向的影響，但最重要

的原則是，選擇能從中得到最多資訊的個案進行研究（Merriam, 1998）。本研究

的基本設定是尋找資深而優秀的成功校長為研究對象，作為與領導理論互相應

證與對話的發聲主體；因此，在研究對象選取上務求符合資深優良的要件。至

於鎖定資深校長的理由，是為了研究這位校長在不斷的轉換領導環境時，如何

因應環境的改變，持續保持其高度的領導品質。為確實界定研究對象選擇條件

以符合研究的需求，本研究採以下數項標準，列為研究參與者選取的必要條件： 

（一）服務學校穩定提升的學校升學率：學校效能表現的客觀指標。 

（二）教師、學生、家長、社區的正面評價：學校氣氛以及學校與社區互動之

指標。 

（三）師鐸獎或特殊優良教師獎的肯定：具有公信力的教育肯定指標。 

（四）記功嘉獎等敘獎記錄：校長任內優秀表現的敘獎積累。 

（五）豐富的獲獎紀錄：其他關於教育以及學校領導的特殊獎勵。 

（六）全國性、縣市業務承辦：體現教育部或教育廳（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對

此校長能力的信任。 

（七）新任校長遴選委員資格：校長領導表現優異足以評選未來校長。 

（八）校長育成班執教資歷：校長領導表現優異足以成為師傅校長。 

（九）其他特殊表現等等。 

    依此研究對象選擇標準，進行相關文件蒐集分析，本研究選取曹校長（化

名）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曹校長為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雖是理工

背景，但曹校長對於作育英才抱持高度之興趣與使命感，碩士畢業之初即投身

於教育。曹校長的校長之路開始於 1976 年，曹校長奉派至奇萊高工（1976-1980）

擔任校長，任期四年，復轉往雲峰高工（1980-1987）擔任校長七年之久，此後

其校長領導能力深受肯定，奉派至當時學校效能表現欠佳的南華高中

（1987-1997）擔任校長，進行大刀闊斧的革新，留校任職達 10 年之久，由於

卓有勳勞，於是奉派至頗具聲望的劍山高工（1997-2001）擔任校長。2001 年

申請退休後，私立學校趨之若鶩，曹校長基於對土地的感情，選擇當時經營狀

態困頓的私立磐石中學（2001-2007）繼續為教育奉獻。 

    曹校長由於教育專業表現優良以及承辦教育業務頗多，記功嘉獎獲獎無

數，在此不再贅述。本研究之受訪者除校長本人之外，尚旁及其舊部行政團隊、

教師及學生，端視其領導風格以及資料蒐集之需要決定。因曹校長教學領導特

色極為突出，故增加訪談兩位主任（皆已成為高中校長），一位教師以及一位學

生，以深究其教學領導之實踐內涵。以下分別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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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曹校長領導研究訪談對象化名暨簡介表（人名部分） 

受訪者化名 受訪者身份 訪談

次數 
曹校長 教學領導成功校長研究對象 8 
方主任（校長） 曹校長雲峰高工任內實習教師、衛生組長，後任總務主任。並追隨曹

校長至南華高中擔任教務主任與學務主任。方主任現已成為高中校長 1 

賀主任（校長） 曹校長劍山高工任內秘書、總務主任。賀主任現已成為高職校長 1 
童老師 曹校長南華高中任內教師 1 
葉同學 曹校長南華高中任內畢業學生，現為高中教師 1 

三、研究實施與資料處理 

    Janesick（1998）以「舞蹈」來比喻質性研究的設計過程，頗適合本研究當

中對於研究程序的架構陳述，本研究採借 Janesick 的分類方式，將研究實施分

為熱身、活動，舒緩三個階段：（一）熱身階段：閱讀國內外文獻、撰寫研究計

畫、選定研究對象、進行前導研究。（二）活動階段：進行深度訪談。（三）舒

緩階段：資料處理與分析、研究分析與結論撰寫、進行發表。 

    在資料處理與分析方面，本研究屬質性研究，在質的研究過程中，資料的

蒐集和分析必須同時持續地進行，研究者必須由資料的分析去了解已進行研究

不足之處，並且找出應予深入探究的問題。因此資料分析與研究是雙向並進的。 

    本研究的訪談錄音所得的資料，於四十八小時之內便將其鍵入電腦轉譯為

逐字稿。研究者在詳細並反覆閱讀逐字稿的過程中與文件資料的過程中，將饒

富意味與分析價值的字句以紅藍色筆劃記，加註自己的初步分析與靈感、以及

可能涉及的理論，並將其歸類於研究主題各分項中。待所有資料都分類至各主

題之後，開始參酌領導相關理論進行分析與解釋，完成研究分析之撰寫，並發

現資料蒐集未竟之處，立刻補充。 

四、研究信實度的確保 

    本研究在信實度的確保上，採取以下做法：（一）使用三角檢定：本研究採

訪談、文件分析、觀察等多元方法相互佐證。其次，在來源的三角檢定方面，

透過蒐集校長、主任、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等人的觀點，了解校長領導作為

不同對象的差異感知。在分析者的三角檢定方面，係透過教育行政領域學者同

儕之間的共同討論，澄清研究者個人的主觀與偏見。（二）澄清研究者的背景與

立場：研究者個人與研究相關的經驗背景、理論觀點預設等，都會影響與主導

研究的進行，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時時反省自己的立場，檢視自己是否以

個人偏見引導研究與訪談的進行。（三）採用同儕審視：同儕審視的作法頗似量

化研究所談的評分者信度，主要是邀請未參與研究的外部人員、通常是研究對

象的同儕，針對研究提出問題詰問，讓研究者得以誠實的面對自己、面對研究

（潘慧玲，2003）。本研究經常性與教育行政領域學者專家交換意見，以同儕審

視的方式提高本研究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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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 

本研究針對曹校長領導共進行了12人次的訪談，其中曹校長訪談8次、方

主任訪談1次、賀主任訪談1次、童老師訪談1次、葉同學訪談1次。其中方主任

與賀主任訪談時皆已成為高工或高中校長，惟訪談逐字稿與研究分析呈現時，

基於方便閱讀與理解，皆以當時之職稱稱呼之，特此說明。在曹校長訪談部分，

每次訪談時間平均約1.5小時。校長的陳述幾乎都圍繞在學生的學習問題與教師

教學問題上，鮮少提及行政團隊領導部分，直到後期訪談時研究者直接提問行

政領導部分始出現，可見其領導風格上對於教學領導的特色與偏重性。曹校長

提及的領導行為中，大部分與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直接相關，與教師及學生有

大量直接與深入的接觸，這是一般校長領導所少見的情形，也體現其教學領導

特色。 

一、曹校長領導實務分析：教學領導的絕佳案例 

    作為曹校長領導分析的一個開端，在此研究者引用葉同學的一段訪談陳

述，勾勒出曹校長辦學與領導的獨特性以及其人格特質的展現。葉同學為曹校

長於南華高中任內的畢業生，就學三年期間學校皆是由曹校長帶領，而葉同學

本身目前已成為高中（職）教師： 
 

一般人很難想像曹校長的領導啦……你大概很難找到第二個校長跟

學生那麼親的學校了，曹校長跟一般我們印象中的校長是完全不一

樣的啦！你去哪裡找一個校長親自教學生怎麼讀書、親自陪學生讀

書，學生只要有困難，都可以直接去校長室找他，他會幫你解決。

你有物理化學數學問題不會，就直接去找校長解給你看。校長在學

校整個是風靡的，外人很難想像那種程度，像我們學校（南華高中），

從升學率10幾被帶到快90，十幾年前喔！不是現在大學錄取率那麼

高。學生對校長的向心力，那時候剛開學，週會時間新生坐在最後

面搞不清楚狀況，校長上去講話的時候，新生在嘰嘰喳喳的，前面

高二高三會集體轉過去瞪他們耶，你在學校也別想找校長麻煩，因

為學生跟家長會先跳出來把你宰了吧（笑）……（葉同學訪談，

2009/3/29） 
 

    由不同受訪者訪談逐字稿綜合分析曹校長的領導行為，可分析出如下的教

學領導結構－曹校長領導以「教育愛」為前提（理念先行），以促進「學生學

習」、「教師教學」與「五育均衡發展」為核心，以「教學領導」、「學習型組織」

為最重要的實踐方法，透過「各科教學研究會」、「教育實驗」、「行動研究」、「學

術交流活動」、「研習進修」、「學習領導」等方式與途徑實現學習型組織之運作，

其中更以「溫和柔性的領導」以及「細膩反覆的溝通」為其特色，其領導的系

統化展現，如下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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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曹校長教學領導系統示意圖     

     
    如圖，在曹校長的學校領導中，一切核心都是由「相信學生能學、希望學

生能夠迎向美好未來」這樣的教育愛理念作出發，逐漸衍生出其教學領導模

式。在曹校長教學領導中，學習型組織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具體作法：各

科教學研究會、教育實驗、行動研究、學術交流活動、研習進修、學生學習領

導，其精神與作法都融貫於教學領導以及學習型組織之中，故在圖示中以橫跨

兩種概念的小圓表達。以下便以此圖為基準，針對其概念分項進行後續的分析。 

（一）理念先於一切：滿溢的教育愛 

    「相信學生能學」是教學領導的先決條件（黃乃熒，1996）。曹校長的教

育愛可分為「對學生」與「對教師」兩方面，作為一個教學領導與學習型組織，

組織中的任何一個成員都是廣義的學生，對於學生來說，每個學生都努力在掌

握讀書方法，增加知識；對教師而言，老師們也在努力增進自己的教學實力，

提升其教學效能，因此也一樣在進行「學習」，也都一樣是「學習如何教」的

 

透過柔性溝通凝

聚共識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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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因此，老師跟學生，都在教育愛的包含範圍之內。在此，先就曹校長對

於學生的教育愛進行討論，而後再呈現教師的部分。

1.對學生的教育愛：沒有學生不能學

在曹校長所執掌的五所學校中，部分學校辦學成效在其接任之前並不是那

麼突出，在接任之初，曹校長往往會很快的展現出對學生的高度期待以及對其

學習潛力的肯定，有時學校老師對於這位新校長的衝勁會感到困惑，由這些老

師與校長的言談中最可以明顯看見曹校長充滿教育愛的教育理念展現：

我剛剛到學校的時候，有時候老師會說：「校長你這樣拚沒有用的

啦，好學生留的住才有用啦」，當時學校入學分數很低，那他們（老

師）認為要好學生，我就跟他們講說，什麼叫好學生？入學讓你教

了之後教的變成績好這算不算好學生？……另外一個老師說：「校長

啊！現在的學生又笨又懶啊，以前教一遍考狀元，現在教三遍也不

行，不是我不教，是教了也沒用。」我就會跟他說學生就是因為不

會才需要教啊，如果他不喜歡讀書，被你教成喜歡讀書，你就真的

是第一流的老師啊！我相信我們可以一起做到啊。（曹校長訪談，

2008/11/22） 

曹校長滿溢教育愛理念的領導風格，讓他擁有許多其他學校領導所沒有經

歷過的獨特的經驗。曹校長經常與學生直接且深入的互動，基於出自教育愛的

那種關懷，曹校長對於學生的狀況也非常的敏感。曹校長的教育愛表現在各種

方面，對於學生的支持與協助是全面性的，學生可以直接跟校長互動，有任何

問題都可以直接跟校長討論：

我會做到讓每個學生都很清楚他任何情況我都不會嫌煩，任何問題

都可以來找我，讓他們知道我一定關心他。（曹校長訪談，2009/3/20） 

曹校長的校長室也開放給學生來問問題啊，甚至有學生要唸書，校

長室也都是完全開放，學生夜間可以來自習。(賀主任訪談，2009/4/30) 

關於曹校長對於學生的關愛，葉同學也有其身為學生的體驗：

校長他的校長室是開放的，我自己晚上也會在那邊讀書，很多學習

上遇到瓶頸的學生也會去找校長，所以他校長室的書櫃滿滿的一整

面就是教科書，學生來問問題他就直接拿下來參考回答。其實你會

聽到很多很多的小故事，校長雖然很忙每天工作到很晚，常常要開

會，可是學生還是可以找到他，被他幫助過的學生當然就非常的佩

服他，簡直可以用「死心塌地」來形容，這也就是為什麼曹校長這

麼受學生歡迎。（葉同學訪談，2009/3/29） 

在訪談過程中，方主任與賀主任都不約而同提到了「教育之道無他，愛與

榜樣而已」這句話來形容曹校長的領導風格，可以說是曹校長教育愛領導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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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註腳，而用「愛」來形容一位校長的領導風格，更可顯現出校長本身以學生

與學習為中心的領導特質。 

2. 對老師的教育愛：相信老師能教 

    將教育愛擴及組織中的所有成員，尤其是教師，這是曹校長領導中的一個

獨特之處。曹校長在訪談當中提到許多對於教師的協助與尊重表現，依校長自

己的理解，乃是來自於本身待人處事的個性與習慣，習於柔性與關懷形式，或

是認為對於老師的關懷與尊重乃是人之常理。在其訪談陳述中，有不少段落提

及校長本人對於教師的態度與人際處理： 
 

其實三十年前那個時候教不好我可以解聘，但是我不忍心解聘，我

為的是什麼？因為我隨便解聘其他老師看在眼裡會不安，所以我必

須要給老師很自在很愉快的氣氛在教學上。啊稍微有點缺點我們協

助他就是。（曹校長訪談，2009/3/19） 
老師你不照顧他你不尊重他，你就要他認真去教去照顧學生，那也

不大可能。所以老師你一定要尊重，但是老師本身可能也會有一些

問題或困難，這裡頭就要很技巧的去領導。（曹校長訪談，2009/3/19） 
 

    曹校長自我分析其對教師的態度，主要歸因於維持團隊氣氛以及習於對人

尊重，但事實上曹校長面對老師的心情，其實與面對學生頗有其相似之處，都

是以「相信教師能教」、「不放棄任何一位老師」這樣的心情在協助老師處理各

項問題，在南華高中童老師的訪談陳述中，可略見端倪： 
 

校長他對老師很好，我覺得其實感覺很像他對學生的態度，那就是

只要有任何問題任何困難，他都會想辦法幫忙解決。像那時候有老

師在教學上出了一些狀況，造成很大的危機事件，甚至嚴重到可能

影響這個老師的教學生涯，聽說校長也是運用了各種方法協助解決

這樣的危機，其實我覺得校長心裡也是為了不放棄任何一個老師，

他不忍心……（童老師訪談，2009/3/28） 

 

   相信學生能學，所以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相信教師能教，相信教師能學著

教的更好，所以也不放棄任何一位老師，這也是教學領導的先決條件，因此相

互結合而形成了學校中教育愛的本質。就如同曹校長自己所說：「教師群體其實

就像一個社會一樣，所以你要包容各式各樣的人，儘量去設法鼓勵，讓全部的

人升上來。（曹校長訪談，2009/3/19）」理念先行，具有愛心與正確的教育理念，

才有實踐教學領導的可能，教育愛是教學領導的核心與基礎，在進行教育理念—

教育愛的討論之後，進行曹校長教育領導的討論分析時，能夠得到更深入的掌

握，瞭解「教學領導哲學」與堅持，其實是為實踐其所堅信的教育理念。 

（二）以學習型組織為核心與實踐方式的教學領導 

基於提升與改善教學這樣的核心目標，教學領導可以成功將學習型組織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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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含融在內，讓學習型組織成為提升教學的主要目標達成途徑。事實上，教育領

域提到教學領導理論時，學習型組織往往明列於其基本精神或作法之中（江滿

堂，2003）。張信務與賴國忠（2007）將校長教學領導策略分為六大類15分項，

每一項都另外牽涉複雜細膩的實際作法，執行上有其難度，故校長欲實施教學領

導，必須能夠抓住要領，提綱挈領的進行，而曹校長的教學領導，即以學習型組

織為核心而開展。如圖4-1所示，透過「各科教學研究會」、「教育實驗」、「行動

研究」、「學術交流活動」、「研習進修」、「學習領導」等作法，提升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事實上，曹校長在初任學校奇萊高工（1976-1980）任內即開始推行教

學領導與學習型組織相關概念的作法，當時教學領導與學習型組織理論皆尚未出

現或引入，許多如今成為法規措施的教育政策內容，曹校長早在奇萊農工任內就

已施行，在理論傳入臺灣前，曹校長已經於學校進行教學領導與學習型組織的建

構，而當學習型組織理論正式引入臺灣，曹校長發現後也覺得如獲至寶，深有同

感，因此還在學校推行「學習型組織」一書的讀書會活動，希望老師與學生都能

夠瞭解與分享這樣的觀念，共同建構學習型組織： 
 
學習型組織，我為了學習型組織哦，我帶動，第一個帶動老師來研

讀學習型組織這本書，連班級學生都推動哦，塑造學習型的學校這

方面我們做的滿多的。（曹校長訪談，2009/4/1） 
 

    關於以學習型組織作為核心的教學領導，在此先舉出曹校長於劍山高工推

行強化英語教學的完整實例，這是賀主任提及曹校長於劍山高工推動的英文提

升計畫，透過這一整個英文成績提升計畫的呈現，更可看出曹校長教學領導與

學習型組織的實際展現步驟、流程與方法： 
 

他發覺到啊高職的學生，英文能力比較欠缺，數學能力也比較欠缺，

尤其是英文。......校長就去請○○師大那時候的外文系系主任，賴教授

來做這個行動研究的主持人，那麼從教育部裡面就申請了一個小的

經費，這就是目標，有任務哦！配合目標管理，那麼定期的來做一

個學習型的組織，以學習型組織的運作方式，定期的由計畫主持人、

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英文科老師一起來定期來研討。來研

討教學的內容、教學的方式、評量的內容等等，後來就研擬了很多

很多的方法……(賀主任訪談，2009/4/30) 
 

    以下便根據本研究中圖1的曹校長「以學習型組織為核心的教學領導」一

圖，分為「各科教學研究會」、「教育實驗」、「行動研究」、「學術交流活動」、「研

習進修」、「柔性溝通」、「針對學生的『學習領導』」進行類別式的深研。值得

注意的是，一般「教學領導」的定義聚焦於校長以有效的方式支援與提升教師

教學效能，進而促進學生學習的進步與成功，而曹校長由於與學生經常性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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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互動，有許多機會對於學生進行直接的指導，因此曹校長教學領導不但是透

過教師提升來影響學生，甚至是直接經由互動對學生進行協助與提升的動作，

因此擴增了教學領導的定義範疇，此部分將置於「針對學生的『學習領導』」

分項進行討論。

1. 各科教學研究會：掌握與改善教學品質的捷徑

    在傳統的觀念中，教師並不期待校長扮演一個教學領導者的身份（Rallias & 

Highsmith, 1987），教師習慣將校長視為一位行政的管理者，認為教學為教師專

業的範疇，校長並無法提供教學專業上的知識和技術。並將教學定位為教師專

業自主權，形同不可侵犯的人格權（黃乃熒，1996），這樣的觀念臺灣與美國

如出一轍，因此教師往往傾向排斥校長對於教師教學的干預與介入。臺灣現行

的教育制度，校長權力縮減，過往威權式的領導已不符合現行學校體制之需

要，因此校長在處理教學領導上必須特別小心，不要讓教師有受到干預或專業

權受到侵犯的感覺，而善用各科教學研究會的會議時間，遂成為校長教學領導

的一個可行作法。

綜合曹校長的陳述與分析，可知善用各科教學研究會進行教學領導的優點

如下：首先，教學研究會提供單科教師群集的機會，便於校長向該科所有成員

傳達訊息。其次，教學研究會職能牽涉課程與教材選擇編製，方便校長與教師

群就課程進行溝通。第三，校長參加教學研究會，遠較校長直接進入教室觀察

或指導教學，易為教師所接受。曹校長對於學校的各科教學研究會，除了會議

等外務時間衝突之外，都儘可能列席參加。他談到將教學研究會作為促進學校

教學表現的重要管道，其中應謹守的原則：

你參加教學研究會喔，不能讓老師覺得有壓力，你如果有些意見，

都要是非常和緩非常禮貌的建議這樣。（曹校長訪談，2009/3/23） 

研究會有的時候老師會提到一些想做的事情跟要做這是目前欠缺的

條件跟困難嘛，那我們因為列席知道了，我們就幫老師立刻去克服

這些條件限制嘛，看是需要設備還是軟體硬體等等，讓老師有子彈

可以上戰場去拼嘛。你幫他把問題解決了，他以後就會覺得其實校

長來參加也不錯。（曹校長訪談，2009/3/23） 

教學研究會還可以成為教學領導成效的試劑，由教學研究會的頻率與內容

可以看出該科教師是否已逐漸接受校長的教學領導以及形成學習型組織文

化。校長善用教學研究會的機會則可使教學研究會成為掌握與改善教學品質的

捷徑。它可針對課程結構作討論、篩選或編纂教材、瞭解教師教學上遭遇的困

難給予支持協助、藉由教師的討論瞭解學生學習上的困難，此外教學研究會也

成為校長傳達於形塑願景、特別是該科教學願景的良好舞台。Calik、Sez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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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vgaci與Cagatay（2012）的研究指出，教學領導可促進教師的群體效能，曹

校長的教育愛、學習型組織與教學研究會諸作法，正符合此研究中教學領導與

教師集體效能的正向關係。 

2. 鼓勵進修：教師程度的不斷提升 

鼓勵進修、提供進修機會，是學者專家們對於校長教學領導最常提及的期望

之一（張碧娟，1999；Snyder, 1983；Blasé & Blasé, 1998）。一般教師投考研究所

這樣的情形，常被學校行政視為燙手山芋，因為教師進修可能牽涉到必須重新排

課、處理留職停薪問題、聘請代課老師等情形。曹校長對此則完全反其道而行，

積極為教師爭取取得更高學歷的機會，而且學校教務排課等等一切作為，都在協

助教師安心進修，沒有後顧之憂： 
 
那這種報考研究所等的進修名額，教育廳有規定，不能超過教師員

額的5％，但是去報考的5％，可能實際錄取的1％都不到啊，那4％
不是浪費了嗎？所以我懇請教育廳同意我，報名的時候不限比例，

但是我要老師們先填切結書，就是依序前5％可以去進修，這樣也就

不違反教育廳的規定限制。教育廳同意啊，所以其他學校報名5％，

我們學校報名的百分之十幾二十都有啊，所以考上了以後我就開始

分配白天的課調晚上晚上的課調白天，協助他們能夠完成學業。（曹

校長訪談，2009/3/23） 

 

    因為不斷的鼓勵，因此曹校長的學校教師進修的風氣興盛。賀主任在談到

曹校長的領導時也提到這樣的情形： 
 

他就是會鼓舞同仁能夠積極向上，能夠以學術研究為導向，那麼鼓

勵呢同仁進修更上一層的學位，所以在與他共事期間，鼓舞了很多

人念碩士班念博士班。（賀主任訪談，2009/4/30） 
 

    基於人盡其才的領導，對於這些能夠自我精進，努力求知的老師，校長也

應該在學校內安排其展現長才與成果的機會，讓學位取得不只是有提升薪等的

作用而已，而是讓教師的所學能夠真正的運用在學校教育之中： 

 
我們也必須讓有修比較高學位的老師呢，也發揮一些應有的功能，

比如說經常舉辦一些研討會啦，演講啦，或是協助一些任務啦，做

專題研究等等。所以劍山高工還有一個東西叫作○區高職的技術服務

中心，他的設備超過一般高職水準，所以這些精密的設備需要高級

的人才來操作使用，那這些進修過的老師正好可以發揮長才。（曹校

長訪談，2009/3/23） 
 

    事前的鼓勵報考與鼓勵進修；教師取得進修資格後，進修期間給予的方便

與支持；與取得進修成果後，對於教師專才的利用，共同結合成為一個教學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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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學習型組織中的「組織成員進修正向影響」流程，教師進修後不但可以增

益其教學能力，回到學校中相互間的分享與指導，也是學習型組織精神與作法

的實際展現。 

3. 行動研究 

曹校長的教學領導，於學習型學校之中對於教學與學習問題的處理，強烈

信賴與倚重學術研究的進行，特別是行動研究的部分。曹校長本身具有高等教

育教師資格，並堅信教育問題的解決需要透過嚴謹的研究始能達成。曹校長除

了本身承接教育部研究案，從事教改工作外，並透過合作研究以及鼓勵教師進

行行動研究的作法，提升學校的教學表現與學生學習效能，而曹校長進一步將

行動研究、國際交流、學術研討會、教育實驗相結合，讓學校儼然成為一個學

術研究的機構，實踐Dewey「由做中學」、「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的教育精神，

曹校長表示： 
 
我有幾個研究，其實中學生會遭遇的困擾喔，還有解決策略，都是

透過研究喔，還有教學科技方面，要讓老師教學更有效能，要建立

教學檔案，把學生不懂的地方特別補充資料，像這些都是透過研究。

（曹校長訪談，2009/3/20） 
 
我光是承辦教育部的研究案就至少做二三十件喔，我那研究案從學

制的改變哪、社區化、多元入學，那些都是從我們開始做的，全國

這些研究我們做最早，而且我們學校也是第一所試辦的啊，而且申

請教育實驗。（曹校長訪談，2008/11/22） 
 

    行動研究於學校所造成的正向效應頗多，教師藉由研究學習新的教學方法

技術，學生是直接的受益者，教師的教學不但有效，而且更輕鬆，減輕了教師

的教學負擔。行動研究同時為教師帶來良性的心理效應，透過與高等教育界及

教授的互動，老師們自信心增加，更能夠自我肯定，也更覺得自己也有著濃濃

的學術味。Cheng（2012）對教學領導發展進行反省時指出，順應世界與社會

趨勢改變，教學領導應從改善教學進一步走向「創造知識」，也就是透過行動

研究創造解決學校問題的知識與作法，而曹校長早於十餘年前就採取這樣的教

學領導方式。 

4.教育實驗  

Senge（1990）認為學習型組織的特徵包括：持續不斷的學習、親密合作的

關係、彼此聯繫的網路、集體共享的觀念、創新發展的精神、系統存取的方法；

建立能力的目的，其中諸多觀念頗有與前項行動研究的討論相互呼應之處。而

在「創新發展的精神」上，最具積極性的作法，要屬曹校長歷任學校所推行的

教育實驗部分。在先前引文中曹校長已提及，包括學制、社區化、多元入學等

等制度，曹校長都曾經帶領學校進行教育實驗。 



教育科學期刊 14(1) 

138 

5. 學術交流活動

行動研究與教育實驗，是尚能夠在初等與中等教育階段中常可聽見的名

詞，但是高中職階段辦理學術交流或學術研討會，則不多見，而曹校長正是其

中的少數實踐者：

我就是帶動校內的一些風氣喔，譬如說變成跟外界學術界變成有很

多的交流，我也邀請了上百個專家學者到奇萊高工，跟老師啊碰碰

面，就是我們有個活動，學者專家到學校來，變成我們有互動交流。

（曹校長訪談，2009/3/23） 

由於曹校長本身具大專與高中職教師資格與教學經驗，因此在教育界與學

術界都有極廣的人脈，曹校長也樂於扮演校園與學術界之間橋樑的角色，他希

望把學校轉化為學術結點，學者的來訪不但對教師的專業有所幫助，也可以讓

學生看見自己努力追求的未來：

我記得我還是南華學生的時候，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還有到

我們南華高中參觀，在那個年代，他才得了諾貝爾獎剛從國外回來，

能到高中校園來，是不得了的事，我印象很深刻，當時全校集合到

操場聆聽李遠哲院長「訓示」，所有學生完全是靜悄悄，你就知道「連

一根針掉在地上也聽的見」是什麼意思。（葉同學訪談，2009/3/29） 

學校辦很多學術活動，當時在校園裡會常常看見西裝筆挺的學者在

學校裡穿梭……（葉同學訪談，2009/3/29） 

學校辦理學術交流活動或學術研討會具有許多好處，首先，如前所述，學

生在讀書之餘，有機會親眼目睹致力於求學的成功者樣貌，也就是學者的風

範，尤其這些學術的「大學長」對這些未來學術的生力軍勉勵幾句，能夠收到

更大的激勵作用。其次，教師與學者接觸也可以從中獲得提升，並且藉由討論

讓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交融。就學習型組織的觀點觀之，學術交流活動也可以

促進學校組織的活化，讓外界資訊能夠進入學校，避免學校在思維上的僵化閉

鎖，同時也是一個讓外界看見學校的機會。

6. 柔性溝通：教學領導共識凝聚的關鍵

先前已經提及，教師對於校長介入教學是有著很大的防衛心的（黃乃熒，

1996；Rallias & Highsmith , 1987），因此先前已經提到的教學領導實例與作法

如何能夠為老師所接受，其中的關鍵便在於—「溝通」。曹校長帶領學校以教

學領導作主軸，以學習型組織為實踐方法，常需與老師討論教學事項，因此其

與教師或行政同仁的溝通機會多且觸及的話題細微，溝通是經常性的，而且在

領導行為中佔了很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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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校長溝通的重點技巧，是讓對方覺得自己並不是被教、被說服，反而覺

得：「其實所有的好方法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比如說我在引導老師，我怎麼敢說我在引導老師啊，但是我在做成

變成就算我有意見也要變成他們的意見，做的決定才敢去做吶，那

怎麼去變成他們的決定，就是平常去跟他們聊，平常透過教學研究

會，或著是透過一些平常的小型計畫，引導他們來參與教學研究……
（曹校長訪談，2008/11/22） 
 

    校長進行教學領導，許多時候必須親自參與教學事物的討論，但是校長不

能讓教師們感受到校長在「教」教師教學，這是除了校長本身的教學專業素養

之外，教學領導成功的最大關鍵。溝通的過程之中，曹校長讓老師們無形中轉

變其觀念與價值，而且覺得是自己的功勞。在進行團隊討論與決策之前，曹校

長會與這些成員私下進行輕鬆的、非正式的溝通，逐漸讓越來越多的成員認同

他的想法，覺得與校長「心有戚戚焉」，在最後決策時，老師自然會表達出與

校長相同的立場，這些意見成為多數人的意見之時，正確的決策就容易形成： 
 
而且我們要做得很委婉，不傷到老師。我那時候就是平常就去找老

師溝通就像這樣聊天哦，那麼就是把觀念慢慢談妥了結果他的觀念

就跟我一樣了，然後我們就開會。……慢慢談談談這個觀念變成多

數人支持的了，慢慢就變的跟我們一樣了，所以這個就是好辛苦的

一件事，這樣的作法今天也可行。（曹校長訪談，2009/3/19） 
 

    柔性溝通具有無可取代的優點，它可以避免抗拒行為的產生，並可有效化

解成員已出現的抗拒行為（Yukl & Lepsinger, 2004），溝通立場上的彈性與溝通

方法上的柔性，對於學校場域具有更好的促進作用，只有透過溝通取得共識，

校長領導才能有所效果，嘗試以優位或威權的領導溝通方式，曹校長深知如今

已難有實際效果，而且必須避免，以免帶來後續的抗拒效應，導致學校領導的

失敗。 

二、教學領導意義的擴展：針對學生的「學習領導」  

    一般教學領導的定義集中於校長如何透過有效的領導，以各種直接或間接

的方式提升教師的教學，以促成學生學習上的進步與提升。而研究曹校長的教

學領導行為，可以發現曹校長的教學領導其範圍較教學領導的廣義定義還廣

泛，這其中最重要也最特別的部分就是曹校長與學生的密切互動。曹校長會直

接教導學生如何學習，甚至教導學生如何與老師相處，如何以學生身份「激勵」

老師提升其教學，這樣的作為，可說是教學領導定義的一種提升與擴大。曹校

長提到自己指導學生與教師互動的經驗： 
 
我甚至會帶學生去讚賞老師，我有時候跟學生聊就會去告訴他們說

你們怎麼樣告訴老師說老師的教法你們都很喜歡，或者說老師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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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變得很愛唸書，等等的啦。……我會教學生怎麼樣多肯定多讚美

老師啊，其實學生對老師的肯定跟感謝的效果，比我們去稱讚老師

說哦你教的很好，會有效好幾倍啊。（曹校長訪談，2009/3/23） 

關於曹校長的學習領導，透過教師與學生的觀點能夠獲得最真確的觀察。

童老師與葉同學在訪談中提及了他們所知悉的，校長對於學生學習上的輔導與

協助：

我聽過自己的學生說過他晚上會到校長室晚自習，我也有好幾個學

生會跑去問校長功課上的問題，對學生來說，曹校長不僅是校長也

是個可以親近的老師，而且我覺得學生從他身上感受到的那種衝

勁，可能比從自己的老師身上看到的更多。（童老師訪談，2009/3/28） 

我自己就是會去校長室自習的學生啊，常跑校長室你就會看到很多

學生在校長室進進出出啊，有來問課業問題的，有來問生活上觀念

上的問題的，反正是什麼樣的問題來找校長都可以啦！校長對學生

也是沒有架子的，跟對老師一樣，你絕對感受不到一絲說他覺得：「我

是校長我很忙，你們學生還跑來找我」這樣的感覺，總之學生是川

流不息的啦！平常若是遇到校長校長也是不斷的鼓勵，不斷的問你

有沒有任何問題，然後會一直聊怎麼把書讀得更好，有什麼方法啦

等等。就因為這樣你很難想像一個學校學生們看到校長會那麼開心

的，那是由衷的哦……感覺上他是我們南華高中最認真的一個學

生，然後我們跟他是同一個讀書會的（笑），他是讀書會的

leader……(葉同學訪談，2009/3/29) 

在學校當中，老師需要不斷提升其教學能力，而學生必須不斷提升學習的

能力，學習方法（讀書方法）非常重要，但卻不是每一個老師都懂得從這樣的

角度切入去指導學生學習，而曹校長在這方面的努力，正可補其不足，童老師

與葉同學也提到了關於此部分的觀察：

其實有時候學生成績不好，是因為讀書的方法不對，這部分其實很

少老師會教。我只能說這是很反諷的……其實這是今天我們老師教

學上的一個大問題，那麼曹校長他就很重視這部分，從學生跟我講

到的親身經驗就知道，學生會說校長教我們怎麼讀書、怎麼答題、

怎麼規劃複習進度，跟他們分享很多自己的讀書經驗跟訣竅，這對

於學生的學習，其實是抓住了核心的重點。（童老師訪談，2009/3/28） 

很少有老師會教學生怎麼讀書的，這很奇怪，那校長他就非常重視

這點，以前在學校的時候聽他講了很多，也聽別的學生跟校長討論

很多，他站上司令台也是跟全校同學談要怎麼讀書才會快啊，才會

有效啊，他非常重視讀書方法的傳達……（葉同學訪談，2009/3/29） 

歸納曹校長指導學生學習的重點在於，校長對其專擅學科有所掌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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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對於非專精學科，不要為了維護形象與面子而勉強指導，但是可以

與學生分享自己的學習方法。曹校長過去是成績極好的學生，因此在讀書方法

上可以作為後進很好的楷模，他的學習經驗對於學生來說，具有很好的參考價

值。且教師每日進行教學，例行性工作較容易讓自己麻痺，維持適當距離的曹

校長，有時更容易發覺教學以及學生學習上的盲點。同時，藉由對學生的陪伴，

校長更可以瞭解學生所遭遇的學習困難，這對於校長要進行教學領導時所進行

的決策，可大為提高其正確性，因此也可說是為精確的教學領導所必須。 

伍、結論與建議 

    曹校長的領導以教學領導為主軸，以學習型組織為主要方法，以「學生皆

能學」、「不放棄任何學生」與「教育愛」為所抱持的理念，形成巨大的驅動力，

透過「各科教學研究會」、「教育實驗」、「行動研究」、「學術交流活動」、「研習

進修」、「柔性溝通」、「學習領導」等方式與途徑實現教學領導以及學習型組織

之運作。 

教學領導者必須具備正確的教育信念，即相信學生能學、相信學生向上提升的

可能與能力，曹校長在其教育理念上所體現的，是其濃濃的教育愛，這樣的教

育愛不僅是對學生的，即使是對待老師，曹校長依然稟持教育愛的理念。以學

習型組織實現教學領導，教師必須融入學習型學校環境，不斷提升教學，因此，

曹校長相信教師能夠學習如何教，能夠學習如何教的更好，不但以服務型領導

給予老師關懷與支持，同時透過不斷的鼓勵與激勵，提升學校的學習風氣，老

師與學生都樂於求知，形成學習型組織的氛圍。 

    曹校長領導的學校，教學研究會的功能能夠彰顯，質與量皆有顯著提升，

教學研究會不再只是形式化的例行會議，而成為討論與調整課程結構、挑選與

編纂教材、以及分享教學方法與經驗的園地。學校中教師圈瀰漫興盛的進修風

氣，投考研究所者眾，學校內，也有行動研究的推行，並進行教育實驗與學術

交流活動，學術的推行，連學術研討會與國際交流都包含在內。曹校長並擴展

了教學領導的意義範圍，透過與學生的直接互動，曹校長指導學生學習，為學

生解決疑難，分享讀書經驗與方法，使曹校長的教學領導，還包含有針對學生

的「學習領導」的意義層面，讓教學領導，不只在提升教師的教學方法，同時

還直接改良學生的學習方法與習慣。 

    曹校長教學領導既然包含學術活動、行動研究等等多項提升教學與學習的

活動，學習型組織的運作也需學校成員的用心配合，因此曹校長領導的學校充

滿活力，在此同時，學校成員也較過去付出更多的心力與時間。那麼如何讓學

校成員能夠接受這樣增加的工作量以及學習量，曹校長使用的是一種柔性的溝

通方式，透過正式與非正式溝通機會，細緻而反覆的就教育理念以及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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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與教師及同仁溝通，透過潛移默化的溝通技巧，讓老師在不知不覺之中在

教育理念上與校長同步，教師不但支持校長的方法，甚至覺得這些方法是自己

發現與主張的，而這些意見成為多數時，新的教育措施與教學方法就能順利推

行，也與校長共同成就了成功的教學領導。可見曹校長領導行為極符合

Townsend、Acker-Hocevar、Ballenger與Place（2013）所提出的教學領導三大課

題：確定學校任務、管理教學計畫、積極推動學校學習氣氛，其推動方式更為

細緻與完整。

綜上所述，曹校長教學領導之作法與原則可歸納如下：

一、 以經常性的溝通以及潛移默化的方式，傳佈與分享教育愛的精神與正確的

教育理念，作為實踐教學領導的心理與態度基礎。

二、 透過與教師與同仁間的溝通凝聚與塑造願景，並經常進行願景的傳佈。

三、 提升校風與學風，撤除學校進步的阻礙因素，曹校長領導以強調心理與態

度層面為其特色。

四、 積極參與各科教學研究會，透過教學研究會針對課程結構、教材教法、行

政支援等議題交換意見，瞭解教師教學上所遇到的障礙以及所需要的協

助，有效處理解決之。

五、 鼓勵進修，積極舉辦校內的進修與成長活動，以學習型組織的方式建構教

師成為提升教學方法的學習群，並鼓勵教師取得研究所碩、博士學位，參

加各項校外進修活動。

六、 支持鼓勵並共同參與學校行動研究，以研究找出學校教育問題解決的方

法。

七、 爭取學術交流機會，讓校園充滿學術氣息。

八、 推動教育實驗，改良學校相關教育規定，讓學校無論在制度以及教師教學

上，都走在學校教育的尖端。

九、 主導或協助學校解決所有阻礙教學與學習的問題。

十、 對學生進行「學習領導」。

十一、 對組織成員進行「柔性溝通」。

本研究對後續研究之建議如下：一、「領導的彈性」是研究中最難以呈現

的部分，未來研究對於成功校長如何保持領導彈性，與針對不同對象彈性選擇

溝通與領導方式，宜深入探討。二、曹校長之教學領導含有Yukl（2004）所提

出之柔性領導特質，柔性領導符合臺灣教育現場所需，為校長領導領域最需深

入研究的範疇。三、校長領導研究在使用轉型領導派典時，應該引入複數理論

進行分析，而非僅使用單一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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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the numerous theorie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is the most suitable form in analyzing the school principal’s leadership.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leadership behaviors of an effective principal, the current 
study uses in-depth interview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with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core theme. Several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as follows: 1) to 
analyze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with respect to the principal’s leadership 
structure, 2) to use a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in describing the strategies of an 
effective school principal, 3) to describe how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is effectively 
accomplished.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school principal uses the core emphasis of 
Education Love 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teachers’ teaching, and 
cultivate the five ways of life. In addition,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was visualized through the use of various subject teaching studies, 
experimental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ers, academic exchanges, workshops, learning 
leadership and many other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In essence, the school principal 
uses the flexible leadership and practice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Finally,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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