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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長對學校經營的成敗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而其所採用的領導型式往往關

乎學校績效之良窳。在教育行政研究的範疇中，多數人也直覺地認為校長領導與

學校效能兩者有密切的關係，甚至會影響學校效能。轉型領導是今時教育領導之

顯學，相關研究亦不斷推出，以目前博碩士論文數量而言，已累積不少的研究成

果。本研究以 1996 年至 2010 年間，臺灣地區有關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博

碩士論文，做為分析探討的對象，旨在透過該議題之研究發現與結果，釐清目前

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研究情形及其關係為何，並探討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

效能研究的走向，提出建議做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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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全球化時代與知識經濟時代隨之來臨，使得知識

成為先進國家最重要的資源，而學校是知識傳播與共享的重要場所，東西方學者

均認為教育是二十一世紀的希望工程，「教育決定人才，人才決定世界的未 來」，

期望藉由教育提升人力素質，厚植國家競爭力。因此世界各國紛紛進行教育改革

以營造符合現代需求的優良的師資、課程結構、教材教法及教學設備，好讓學生

習得最豐沛的知識。我國在1996年由行政院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行
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其中因有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

帶來了「課程教學創新」的新紀元，從「學校本位課程」及「課程與教材之改革」

中可看出中央之教育權力下放，基層學校擁有更多的彈性自主空間，但相對的也

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換言之，一方面得因應全球化潮流，教育要適時反映出人

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國際化的層面，鞏固並提升教育品質及其學校

競爭力；另一方面，教改雖有「小班小校」及「提高師生比」的策略，但面對國

內「少子化」的趨勢，而造成班級數銳減、學生流失的現象，要如何經營出學校

特色，讓學校能永續經營，儼然已成為學校領導者首應負起之重責大任。 
    校長是學校的總領導者，西諺有云：「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有

怎樣的學校，就有怎樣的老師；有怎樣的老師，就有怎樣的學生。」( As is the 
principal, so is the school. As is the school, so is the teacher. As is the teacher, so is 
the student.)這句話道出了校長的領導對一所學校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領導者必

須具備強而有力的領導能力才能帶領成員，面臨挑戰，一位能力強的校長奉派經

營一所尚未上軌道的學校，而無法於短期間內展現其行政效能，但若無一位好校

長，則不可能創造出好的學校(張德銳，1995：185)。質言之，校長對學校經營

的成敗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而其所採用的領導型式往往關乎學校績效之良窳

(秦夢群，吳勁甫，濮世緯，2007)。對於實務工作者而言，尤其是扮演「領導者」

而言，對於背景脈絡的分析、人力資源的運用、組織運作的方式，以及經費資源

的分配等，因個人的領導方式、特質、風格與作為等因素，會自然而然形成一套

獨有的「行政領導模式」，當然也會產生不一樣的效能(吳財順，2003)。而在迎

接教改及變革的同時，學校組織領導者不僅需調整本身的價值與態度，還需選擇

適當的領導策略，以便運籌帷幄於多舛的校園生態(張毓芳，2002)。西方學者

Pounder、Ogawa 與Adams(1995)亦指出：「 領導一直是研究教育行政的核心領

域，原因之一乃是領導者會影響學校組織的效能或績效。」因此，在教育行政研

究的範疇中，多數人也直覺認為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兩者有密切的關係，甚至會

影響學校效能。在相關的學術領域中，許多學者均認為轉型領導是今時教育領導

之顯學(秦夢群，吳勁甫，濮世緯，2007)，相關研究亦不斷推出，然而，目前針

對臺灣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關聯進行通盤分析者，仍付之闕如。故本研究希冀

透過分析博碩士論文的相關資料，瞭解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研究情形。而

校長轉型領導和學校效能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何，亦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探討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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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研究之首要動機。 
    由於博碩士論文研究所能提供的資訊較其他形式的文獻詳實，故本研究以

「國家圖書館—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之博碩士論文為對象，以「校長轉型領

導」和「學校效能」有關之關鍵詞進行查詢，發現我國學者自1996年起陸續進行

「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相關實徵研究，至2010年六月為止，博碩士

學位論文已達46篇(博士7篇，碩士39篇)，然其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範圍、

研究觀點等層面為何？如能進一步深入探討、剖析，除能瞭解相關實徵研究外，

更能加以探討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研究的走向，期能提供後續研究者參酌，

亦是本研究探討之重點。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重點置於「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實徵研究」的

部分，先對轉型 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與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
的涵義加以界定，探討兩者在研究領域上的發展，並整理「轉型領導」及「學校

效能」之內涵層面，做為本研究分析臺灣有關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議題

博碩士論文研究狀況的基礎；其次，瞭解並分析臺灣有關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

能博碩士論文的研究狀況及趨勢；最後，衡酌上述研究成果及學理，提出國內校

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及展望。 
 

貳、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意涵與行為層面 

一、領導理論概述 
    國內教育行政學者黃昆輝(1988)認為領導的優劣會影響著組織的發展；教育

行政領導的巧拙亦關係著教育行政機關的效能。領導不佳，組織不會安定發展，

但教育行政領導不良，教育行政機關便難以和諧發展。因此，領導理論之探討，

一直是教育行政研究的主流。領導存在於團體中，藉著領導者影響力的發揮，充

分運用人力、物力，而有效地達成組織目標的一種歷程或行為。 
    從文獻探討中發現領導理論大致可分為特質論、行為論、情境論(權變論)、
新領導取向(轉型領導理論)等四個時期的發展順序。以下分別簡述之：(張德銳，

1994；蔡進雄，2000；Bryman, 1992) 
1. 特質論時期：特質論的重點乃在尋找成功領導者的特質，並與追隨者做人格

上的比較。特質論旨在研究成功領導者與他人特質的不同，強調領導者天生的一

些特質是促成組織成功管理的原因。 
2. 行為論時期：行為論的基本觀點在於，優異的領導者能夠表現出領導的有效

作為，主張透過領導者外顯行為的觀察，獲得更為客觀而有效的觀點以區分領導

者的優異與拙劣。 
3. 情境論(權變論)時期：情境研究之基本主張為世上並無單一的最佳領導模式，

須視情境而定，因此特別強調情境因素的重要。簡而言之，就是成功的領導依情

境之相異而有不同的策略，要探討領導行為必須要研究領導者的動機取向，及情

境對完成目標的有利程度(秦夢群，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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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領導理論時期-轉型領導與互易領導：從特質論到行為論時期，其理論重心

都放在決定領導行為的各種因素，直到1970年代情境論(權變論)出現，才開始進

入重視情境影響力的範疇。張潤書(1998：425-426)認為特質論、行為論及權變論

的理論內涵，仍有下列缺失： 
(1) 過去的領導理論皆將重點放在影響領導效能的各種因素，而未能關注領導者

在組織變革活動中所應扮演的積極角色。 
(2) 過去的領導理論奠基於「領導者」與「被領導者」的二分角色，忽略了組織

成員自我導引、自我要求的可能性。 
(3) 過去的領導理論常將領導者與管理者混為一談，而未能辨明管理者的主要任

務在於控制，而領導者的任務在於創造，是引導組織整體的變革方向。 
針對上述的缺失，就有了1990年代「轉型領導」的提出，希望能將領導理論 

更確實的運用在領導行為上，以提昇組織的行政效能。 
    各期領導理論雖經過許多轉換的歷程而有所不同，但卻非一無可取，也非可

相互取代與互斥的，而是後期的領導理論在既有的領導理論之上，蘊育產生新的

觀點，並豐富了領導理論研究的內容(蔡進雄，2000)。當然，領導者正確的因應

情境變化，運用領導智慧去交互使用各期的領導理論本質，才是真正的領導目標

(李明來，2001)。 

二、轉型領導的涵義 
    “transformational”在韋氏大辭典的定義是「性質、結構完全或根本地改變」。

因此，任何領導發生了這樣的效果，常被冠上轉型，不管採用什麼策略或所作的

動作是否為想望的。國內外學者對轉型領導的界定，在理念上雖然相近，但在用

字遣詞上不盡相同，茲整理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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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領導之定義 
學者年代 轉型領導之定義 

Burns 
(1978) 

轉型領導能確認並發展部屬現存的需要或要求。轉型領導尋找部屬潛在性

動機，尋求滿足較高的需求，使部屬能全 力的投入；轉變部屬成為領導者，

領導者成為推動改變的關鍵人物(agent)。 

Bass 
(1985) 

 

以領導者對屬員的影響來界定，有兩方面： 
1.屬員對領導者懷有信賴、仰慕、忠誠及尊敬等感覺，同時他們有動機多

做一些超出原先預期要做的事。 
2.魅力(charisma)是轉型領導的必要成分，它本身卻不足以說明轉型的歷

程。                                                              

Yukl 
(1994) 

轉型領導能影響成員在態度及假設上產生改變，建立對組織使命或目標之

承諾。它強調要賦予成員自主力量，改變組織文化與結構，配合管理策略，

進而完成組織目標。 

張慶勳 

(1996) 

轉型領導是領導者以前瞻性的願景及個人的魅力，運用各種激勵的策略，

激發部屬提昇工作動機與滿足感，使部屬更加努力工作的一種領導。 

秦夢群 

(1997) 

轉型領導是指領導者希望將部屬之工作動機提升到自我實現的境界，而非

僅限於利益之交換，以求自保。 

蔡進雄 

(2000) 

轉型領導是指領導者藉其個人魅力與建立遠景，運用激勵策略，提昇部屬

工作態度，激發部屬對工作更加努力的一種領導。 

林明地 

(2002) 

轉型領導是指領導者能使組織或成員顯著地改變其結構、性質功能、條件

者，並能通過道德和倫理的考驗。 

吳清山 

(2003) 

轉型領導是指組織領導人應用其過人的影響力，轉化組織成員的觀念與態

度，使其齊心一致，願意為組織的最大利益付出心力，進而促進追求組織

的轉型與革新。轉型領導者通常在組織面臨重大變革壓力，眾人對於未來

茫然不知所以的情境下出現。透過領導者獨到的眼光、群眾的魅力以及過

人的毅力，所有組織成員得以有所遵循，戮力向前。這種領導能力與風格

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分別是洞察力、親和力與毅力。洞察力指出未來的

方向， 親和力集結組織成員的力量，毅力維繫眾人追求成功的動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轉型領導可定義為：「在一動態的學校組織環境中，校

長以其過人的魅力、智力、親和力、洞察力及影響力，能瞭解、滿足組織成員的

行為與態度，進而提昇教師的需求與動機，使教師願意為實現學校共同願景而努

力，以獲得組織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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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型領導的行為層面 
    轉型領導的層面不僅是轉型領導的重要內涵，更是編制轉型領導問卷的重要

依據，故研究轉型領導的行為，應先確定其層面，但基於研究之需求，各學者所

提出的行為層面不盡相同，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將其行為層面綜合整理如表2。 

表 2  轉型領導的行為層面 
   學者 

 
行為層面

項目        

Bass& 
Avolio 
(1990) 

Jantzi& 
Leithwood 

(1996) 

張慶勳 

(1996) 

廖裕月 

(1998) 

蔡進雄

(2000) 

次數 
總計 

魅力或理

想化影響 
V  V V V 4 

激發鼓舞 V  V  V 3 

啟發才智 V V V V V 5 

個別關懷 V  V V V 4 

激發共同

願 景 
 V V V  3 

提昇對團

體目標的

接 受 
 V    1 

提供個別

的 支 持 
 V    1 

提供適切

的 典 範 
 V    1 

高度的成

就 期 望 
 V    1 

建立願景     V  

層 面 數 4 6 5 4 5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文獻整理之。   

從表 2 可以發現，學者們所提出的轉型領導行為層面數界於四至六個層面，

雖然說法略有不同，但是意義層面上大同小異，可以看出共通的層面，而較常為

各學者所述之行為層面，如激發共同願景、鼓舞激勵、歸因魅力、個別關懷與激

發潛能等。本研究參酌上述各學者的看法及轉型領導行為層面指標的次數，且衡

量目前校長領導情況，將「提昇對團體目標的接受」、「建立願景」併入「塑造願

景」；將「魅力或理想化影響」、「提供適切的典範」併入「魅力影響」；將「激發

鼓舞」、「高度的成就期望」併入「激勵士氣」；將「提供個別的支持」、併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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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關懷」。因此本研究將校長轉型領導的層面分類為「塑造願景」、「魅力影響」、

「激勵士氣」、「智能激發」、「個別關懷」等五個層面進行研究。以下逐一說明，

茲分述如下：    
(一) 塑造願景 
    校長透過真誠的溝通，表達他或她規劃其學校的未來願景， 領導者具有高瞻

的眼光與洞察力，並善於傳達及營造組織共同願景，使願景化為激勵方針並將願

景傳遞給教師，以喚起教師的支持，激發教師工作的原動力，使教師將決心轉化

為行動。 
(二) 魅力影響 
    校長透過自信、理念、態度，及情緒上的表現，而令教師尊重與信任，並使 
教師能感受到校長具有教育的使命感、有理念、做事有擔當、有魄力等特質，令 
教師心悅誠服。 
(三) 激勵士氣 
    校長以振奮人心的言語、傳遞高度期望來激勵教師，流暢而且有自信地傳達 
其動人的遠景給教師，強調合作及共同參與的精神，尊重教師，使教師感覺自己 
是重要並且是有能力的人，校長視教師為專家，充分授權並賦予整體目標的認 
知，使教師對組織有隸屬感，讓對遠景變得更樂觀、更具有熱誠。  
(四) 智能啟發 
    校長營造有創意的環境，培養教師的創造力，提供問題導向的指針，積極鼓 
勵教師以新的觀點來看待問題，讓教師發揮想像力，重新思考工作的問題並以新 
的方式來處理舊的問題。 
(五) 個別關懷 
    校長能體恤教師的辛勞，主動聆聽教師的心聲，注意到每位教師的需求，以

教師的立場為教師著想，熱心幫助教師解決困難，關心新進教師的切身問題，必

要時提供教師個別的協助。 

四、學校效能的涵義 
    學校本身是一種頗為複雜的組織，得知效能乃達成目標的程度，但學校教育

成效不易立竿見影，吳清山(1992)指出學校教育所訂的目標比一般企業所訂的目

標抽象、籠統，因此，學校本身的目標很難具體化和量化，也很難給予一個明確

的定義。早期對學校效能的看法是以智育成績為評量依據，這種單一向度的評量

不免過於狹隘。爾後自然系統的學者們(natural systems theorists)提出不同的觀

點，認為有效能的學校不僅要有較高的智育成績，還應包括成員的適應能力以及

工作滿足等方面(吳清山，2004)。由此可知學校效能定義的複雜性與困難度，因

此，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學校效能之定義或理論。茲將國內

外學者專家對學校效能的看法整理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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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之定義 
學者年代 學校效能之定義 

Purkey&Smith 
(1983) 

有效能的學校不單是有較高智育成績之單一特徵，而是具有普遍而

共同的多元特性；學校效能應是由很多如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氣氛、

課程與教學、學校文化和價值等方面。 

Levine&Lezotte 
(l990) 

學校在學校氣氛和文化、學生重要學習技巧的獲得、適切地監視學

生的進步、實用取向的教職員發展、傑出的領導、家長積極參與、

有效教學的安排與實施、學生高度的期望與要求等各方面都能達成

目標。 

Cheng 
(1996) 

學校效能是指當學校輸入在固定的情況下，一個學校可能發展學校

功能到最大極限的程度。 

張慶勳  

(1996) 

學校組織效能是學校領導者運用領導策略，及各種有效途徑，從學

校外在環境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並整合學校組織靜態、心態、動態、

生態的層面，再經由學校組織的運作，俾達成學校目標與滿足教職

員需求，及增進學校組織發展。 

Young 
 (1998) 

學校效能是學校運用現有的教育資源，表現於提振教師工作士氣及

學生學業成就的程度。 

吳清山  

(2003) 

學校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良好的績效，包括學生學習成

就、校長領導、學校氣氛、學校文化和價值、教學技巧和策略、教

師事業成長，以及社區家長支持等，因而能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文獻整理之。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學校效能可定義為：「學校成員包含校長、行政人員、

教師、學生、家長以及社區人士等建立共識，依學校所設定的目標而努力，有計

畫、有系統地透過內、外在教育資源的結合與運作，使學校在各方面展現良好的

成效，有效達成教育目標的程度。」 

五、學校效能的指標 
    研究學校效能必須建立評量指標，但由於學校效能的觀點分歧，建立學校效

能指標也就相對困難。吳清山(2002)曾指出學校是一個複雜組織系統，學校效能

也是一個多層面問題，因此，學校效能評量指標的建立，並非如企業中以利潤生

產力或投資報酬率等即可明白呈現，它是複雜而多元的。表4整理國內外幾位學

者對學校效能評量指標的觀點，希冀找出多數學者對學校效能的共同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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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內外學者評量學校效能之層面 

      學者 
評量 
層面項目        

Reid, 
Hopkins 
&Holly 
(1987) 

Wiebe 
(1992) 

林金福

(1992) 

張慶勳 

(1996) 

吳清山 

(1998) 

蔡進雄 

(2000) 

次

數

總

計 

學校運作與管理 V  
V 

(溝通協調) 

V 
(溝通) 

V 
(溝通協調) 

V 
(行政溝通) 

5 

學校校風與氣氛 V   
V(組織 

與權責) 
  2 

校長領導 V V   V  3 

紀律 
(學生行為表現) 

V  V  V V 4 

教師與教學品質 V  V  V V 4 

課程安排 V V V  V  4 

學生的學習行為 V V V  V V 5 

閱讀 V      1 

教師對學生 
的照顧 

V  
V 

(師生關係) 
 

V 
(師生關係) 

 3 

學校建築設備、 
環境規劃 

V V V  V V 5 

學校規模 V      1 

家庭(家長) 
和學校的關係 

 V  V V V 4 

教師工作滿意   V V V V 4 

教師同事互動   V   V 2 

層面數 11 5 9 4 10 8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文獻整理之。 

    從表4可以發現，學者們所提出的學校效能評量指標範圍很廣，大體分為行

政、教師、學生及家長四個面向，但層面數從四至十一個層面都有，不過仍有交

集較多的層面，本研究根據文獻整理出的表格，將學校效能的評量指標訂定有：

行政面向的行政溝通與協調、環境規劃與設備；教師面向的教師工作滿意、教師

教學品質；學生面向的學生行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以及家長面向的家長與學校

參與等七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一) 行政溝通與協調 

校長、教師、行政人員之間具備良好的溝通管道，相互溝通協調，幫助學校

整體行政決策的運作，使校務能夠運作順暢，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之情形。 
(二) 環境規劃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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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學校有優美校園環境，包含校內建築、園藝、軟硬體設備等，學校能將校

內環境設備妥善規劃、佈置，有充足的資源支援教學及提供學生舒適、安全的學

習環境，並給教師、行政人員良好的辦公環境。 
(三) 教師工作滿意         

教師對其教學工作、工作環境、教學工作報酬及工作變動性等各層面之需求

有所期望，且實際獲得多於需求即為滿足。 
(四) 教師教學品質         

教師能發揮教學能力，參與進修，以提升自我專業成長，對於專業科目的教

學品質把關，並與學生互動良好。 
(五) 學生行為表現 

學生與師長、同儕之間的言談舉止表現。 
(六) 學生學習表現 
    指學生在各學習領域的成績表現。 
(七) 家長與社區參與 
    指學區家長及地方仕紳對學校活動的參與度，如：家長 參與學校活動以及社

區對學校的協助與關懷。 

   
圖 1  學校效能的評量指標 

註：       框為行政面向；          框為教師面向；           框為學生面向以及         
            

為家長面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基於以上所言，歸納出學校效能所含括的七大指標(如圖1所示)：行政溝通

與協調、環境規劃與設備、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學生行為表現、學生

學習表現及家長與社區參與。總括來說，學校效能即為學校為達到預定之教育目

   學校效能 

行政溝通與協調 教師工作滿意 

家長與社區參與 

學生學習表現 學生行為表現 

教師教學品質 

 

環境規劃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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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透過行政溝通與協調、學校環境規劃與軟硬體設備、教師教學及家長和社區

的協助，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與教學品質，使得學生行為和學習方面表現良好。 
 

參、國內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博碩士論文實徵研究之分析 

    為了瞭解臺灣近年來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研究之情形，本研究乃針對國

內博碩士論文進行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研究論文之現況分析，透過「國家圖書

館—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的資料庫，以「轉型領導」、「轉化領導」、「學校效

能」、「學校組織績效」、「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school effectiveness」一次

一個關鍵字進行搜尋反覆比對，蒐集相關標題之博碩士論文為研究對象。研究論

文的搜尋時間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共計有 46 篇論文符合檢索條件，其中，

博士論文 7 篇、碩士論文 39 篇。為了進一步探討有關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

研究論文的研究趨勢，茲針對近年來相關論文之現況，探討其在研究年代與數

量、研究組織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敘述之。 

一、研究年代與數量之分析 
    分析所蒐集的 46 篇論文，自 1996 年起，國內研究者開始注意到校長轉型領

導與學校效能的重要性，從 2000 年以來迄今，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研究

結果陸續提出，相關研究依據年度整理如表 5。綜觀臺灣地區校長轉型領導與學

校效能各年度博碩士論文之研究數量分析，可歸納下列特徵： 
(一) 整體論文研究數量有逐年增加之趨勢，我國第一篇以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

效能為主題的論文，係由張慶勳(1996)所提出探討校長轉化、互易領導影響學校

組織文化特性及效能的研究。從統計數字發現，自 2001-2002 年研究數量開始明

顯增加，2007-2008 年達到高峰 17 篇，2009-2010 年六月底蒐集資料達 7 篇，可

能因為學年七月才結束，部份論文尚未上傳，實際研究數字或許會再增加，這有

待未來進一步蒐集資料加以研究。 
(二) 就博、碩士論文加以分類檢視時發現，各學年度碩士論文數量和整體論文

數量增加趨勢一致，從 2001 年大致呈現逐年段遞增的趨勢，2007-2008 年達到高

峰；博士論文則是從 1999-2000 年開始出現，且每一年段固定一篇的數量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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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年度統計分析 

分項 
1995 

│ 
1996 

1997 
│ 

1998 

1999 
│ 

2000 

2001 
│ 

2002 

2003 
│ 

2004 

2005 
│ 

2006 

2007 
│ 

2008 

2009 
│ 

2010 

合計 

博士論文 
篇 數 

1 0 1 1 1 1 1 1 7(15.22%) 

分 類 
百 分 比 

14.29 0 14.29 14.29 14.29 14.29 14.29 14.29 100 

碩士論文 
篇 數 

0 1 0 4 4 8 16 6 39(84.78%) 

分 類 
百 分 比 

0 2.56 0 10.26 10.26 20.51 41.03 15.38 100 

博 碩 士 
論文篇數 

1 1 1 5 5 9 17 7 46(100%) 

佔 總 
百 分 比 

2.17 2.17 2.17 10.87 10.87 19.57 36.96 15.22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1.分類百分比分別以博士、碩士及論文總篇數三類，分項顯示之數字表示該研究年度佔分類 

 研究數量之百分比。 

 2.本表格之區分年段係因分析統計方便，故以兩年為一區間(如：1995-1996，為 1995 年初至 

 1996 年底)。 

二、研究組織對象之分析 
    分析臺灣地區「國家圖書館—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有關校長轉型領導與

學校效能的 46 篇論文中，依據研究組織對象的不同，整理如表 6。綜觀臺灣地

區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各年度博碩士論文之研究組織對象分析，可歸納下列

特徵： 
(一) 整體博碩士論文而言，研究組織對象以「國民小學」為主，總篇數達 25 篇，

佔全部論文的 56.41%，以超過五成的優勢，成為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研究

的主要對象；其後的「國民中學」10 篇(21.74%)、「高中職」5 篇(10.87%)及「中

小學」3 篇(6.52%)合計也佔 18 篇(39.13%)，也約佔四成，其餘的則居於相對少

數。 
(二) 就博、碩士論文加以分類檢視，發現博士論文研究對象則集中在「高中職」

(3 篇；佔 42.86%)、「國民小學」(3 篇；佔 42.86%)以及「國民中學」(1 篇；佔

14.28%)。博士論文以「高中職」和「國民小學」為主要研究對象和整體論文研

究偏重「國民小學」為對象大略相同。碩士論文因數量和整體論文相當接近，所

以研究組織對象和整體論文除了「中小學」和「高中職」順序交換外，其餘分部

情況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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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組織對象統計分析 

分項 
國民

小學 
國民

中學 
中 小

學 
高 中

職 
特殊

學校 
大專

院校 
其他 合計 

博 士 論 文 
篇 數 

3 1 0 3 0 0 0 7(15.22%) 

分類百分比 42.86 14.28 0 42.86 0 0 0 100 

碩 士 論 文 
篇 數 

22 9 3 2 1 1 1 39(84.78%) 

分類百分比 56.41 23.08 7.69 5.13 2.56 2.56 2.56 100 

博 碩 士 
論 文 篇 數 

25 10 3 5 1 1 1 46(100%) 

佔總百分比 54.35 21.74 6.52 10.87 2.17 2.17 2.17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1.”其他”指該研究以通過臺北市 2006 優質學校競賽之學校，共有八所公立國民小學、三所 

公立國民中學、二所公立高級中學，外加唯一入選的私立國民中小學，沒有特別針對某一 

學制為研究對象，因此將此研究歸為其他。 

2. 分類百分比分有以博士、碩士及論文總篇數三類，分項顯示之數字表示該研究組織對象 

佔分類研究數量之百分比。 

三、研究方法之分析 
綜觀臺灣地區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碩博士論文，由於其研究目的大多

著眼於瞭解不同教育組織中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分析校長

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及探討校長的領導風格是否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等，屬於實徵性的研究，因此大多數的研究者會先以文獻探討所得之分析，以自

編之問卷調查法為主體，佔整體研究約八成(79.17%)。近年來，我國的教育研究

逐漸走向「質量並重」(吳清山、高家斌，2009)。因此，一些研究者於問卷調查

外，還輔以訪談法的方式，更深入探討問卷調查之結果，例如：王金香(2003)、
林金福(2003)、范熾文(2002)、張慶勳(1996)、張宏毅(2002)、張賜光(2004)、陳

怡如(2005)、陳紫開(2008)、蔡進雄(2000)等人所進行的研究，乃是先採用問卷調

查，對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做一廣泛性瞭解，再選定幾位校長或教師

進行深入訪談。綜上所述，茲將臺灣地區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碩博士論

文，依據研究方法使用情形，整理如表 7，並歸納其特徵如後： 
(一) 就整體博碩士論文而言，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為主體，佔整體研究的 80.43
％。 
(二) 就博、碩士論文加以分類檢視時發現，博士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雖以問

卷調查與訪談為主(4篇，佔 57.14%)，但和單獨以問卷調查為方法(3篇，佔 42.86%)
的比例相差不大。碩士論文因數量和整體論文相當接近，所採用的方法和整體論

文的採用方法分布情況大致相似。 



教育科學期刊 10(1) 

138 

表 7  研究方法統計分析 
分項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與訪談 合計 

博士論文篇數 3 4 7(15.22%) 

分類百分比 42.86 57.14 100 

碩士論文篇數 34 5 39(84.78%) 

分類百分比 87.18 12.82 100 

博碩士論文篇數 37 9 46(100%) 

佔總百分比 80.43 19.57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1.分類百分比分有以博士、碩士及論文總篇數三類，分項顯示之數字表示該研究方法佔分類 

研究數量之百分比。 

 

肆、分析近年來相關博碩士論文之結果發現 

    本研究透過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論文分析，茲加以歸納為以下

三項：「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實徵研究情形」、「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

之差異情形」和「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關聯性」等三個部份進行探討： 

一、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教學效能之實徵研究情形 
(一) 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程度 
    多數的研究(王秀燕，2004；石國嬪，2007；吳育綺，2007；李勝億，2009；
林文平，2008；周裕隆，2008；郝靜宜，2009；張宏毅，2002；張賜光，2004；
張能發，2007；陳怡如，2005；陳順良，2007；許朝欽，2006；黃杏花，2006；
蔡進雄，2000)發現，教師對整體校長轉型領導和學校效能的知覺在中間偏上的

程度，表示大致上能感受到校長轉型領導及學校效能表現尚稱良好。如以各分層

面來看，校長轉型領導又以「建立願景」程度最高(王金香，2003；吳育綺，2007；
柯景煌，2009；陳紫開，2008；黃杏花，2006)。在學校效能方面，一些研究者(吳
明雄，2001；黃杏花，2006；蔡宗興，2004)提出「課程教學安排」此分層面最

為顯著，但也有研究者(張能發，2007)提出「親師與教學」最為顯著，分析其原

因發現該研究是以臺東縣為研究範圍，該區域地方小、重人際，強調親師互動及

家長參與，故此分層面知覺度最高。 
(二) 校長知覺其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程度 
    蔡進雄(2000)選取在其「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調查問卷」平均數得分偏高

的三所學校校長進行訪談，受訪者皆能回答出各層面之具體作法，表示能印證該

校教師對該校校長轉型領導的知覺；而王金香(2003)選取總量表得分高、低各兩

位及中間值一位的校長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得分高的校長的確比得分低的校長出

現較多的轉型領導行為，由此可看出校長與老師的知覺情形頗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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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中所比較之差異情形以校長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與服務年資

等；學校環境變項，包括學校規模與學校所在地區；教師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

服務年資與擔任職務等，針對校長教學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上的差異情形做探

討。 
(一) 校長轉型領導方面 
1. 校長的背景變項 

 根據這四十六篇博碩士論文研究結果顯示，有部份的校長背景變項對於校長

轉型領導有顯著的差異情形，但各研究者所獲得之結果並無一定論。 
(1) 性別 

 王金香(2003)、林金福(2004)與吳佩樺(2008)指出男校長在轉型領導的整體行

為層面上，顯著高於女校長；不過林珈夙(1997)指出女校長在「遠景與吸引力」

與「智識啟發」上顯著多於男校長；然而王秀燕(2004)、林蕙質(2002)、范熾文

(2002)和陳德慶(2007)則認為校長之性別在轉型領導沒達到顯著差異。 
(2) 年齡與服務年資 

 王金香(2003)、陳德慶(2007)和蔡進雄(2000)的研究顯示校長的年齡對於校長

的轉型領導有顯著的影響，且蔡進雄亦指出 40-49 歲的校長顯著高於 30-39 歲的

校長及 60 歲以上的校長；亦有研究者提出校長服務年資不同在轉型領導上有顯

著差異，許朝欽(2006)的研究則指出不同學校校長年資之行政人員所知覺的校長

轉型領導有顯著差異，而邱茂城(2005)提出校長任期 4~6 年的領導者轉型領導最

低，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因校長已有一任經驗且通過連任，為了推展自己理念，相

對採取較強勢的領導作風，故教師知覺其轉型領導程度低。 
2. 學校環境變項 
    在學校規模方面，多數研究者(王秀燕，2004；辛玉蓉，2009；吳佩樺，2008；
李勝億，2009；周裕隆，2008；林蕙質，2002；祁樹華，2009；柯景煌，2009；
陳怡如，2005；陳瑞堂，2007；張賜光，2004；黃杏花，2006；盧美文，2006)
認為學校規模對校長轉型領導的表現有顯著的差異情形，以規模較小的學校，校

長轉型領導的表現較佳，祁樹華(2009)推論原因在於學校規模小，成員間互動機

會大且多，部屬能感受到的轉型領導也會更強烈。但郝靜宜(2009)針對國立高中

職校長之研究雖提出學校規模對校長轉型領導的表現有顯著差異，但是以「大型

學校」教育人員較「中大型學校」教育人員有較高的校長轉型領導知覺。而邱茂

城(2005)與陳德慶(2007)認為學校規模在校長轉型領導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在學校所在地區的學校環境變項上，朱嘉芳(2008)、吳佩樺(2008)、邱茂城

(2005)、周裕隆(2008)、林蕙質(2002)、陳順良(2007)、陳瑞堂(2007)與黃建峯(2008)
發現學校地區別對校長轉型領導有顯著差異，偏遠地區明顯高於一般地區學校，

研究者認為原因可能是因為偏遠地區的老師限於編制名額，大都得兼任行政，加

上班級數與人數較少，凝聚力較強，校長較容易認識老師、有較多機會跟老師面

對面溝通，因此老師較能在第一時間感受校長轉型領導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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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的背景變項 
    本研究所分析的研究論文中，顯示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校長轉型領導的知

覺程度亦有不同，以下茲分別以教師的性別、服務年資與擔任職務以敘述之。 
(1) 性別 
    多數研究者(辛玉蓉，2009；吳明雄，2010；吳佩樺，2008；李勝億，2009；
周裕隆，2008；柯景煌，2009；陳怡如，2005；曾秀招，2005；張賜光，2004；
黃柏創，2008；黃建峯，2008；彭祥瑀，2005；蔣奎雨，2006)的研究均支持教

師的性別在對於校長轉型領導的知覺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其中，就校長轉型領導

各層面來看，吳明雄(2010)和吳佩樺(2008)的研究發現男性教師對校長運用轉型

領導行為「個別關懷」知覺顯著高於女性教師，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男 女在認知

上的差異，男女教師認知關懷的感受會有所不同所致。亦有可能是目前國民小學

男性教師從事行政的機會多，額外加班的機會增多，因此與校長有比較多相處的

時間，校長對於個別關懷的運用時機也相對增加，因此男性教師對校長個別關懷

的感受較深，較能知覺校長個別關懷的領導行為。若以整體校長轉型領導層面來

看，同樣是以男性教育人員的平均得分最高且達到顯著差異水準。進一步分析其

差異情形，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兼學校行政人員多為男性，且男性教師對於學校事

務參與度較高，平時與校長接觸時間較頻繁，較清楚瞭解校長辦學理念，也更能

知覺校長的關懷與尊重，因此，不同性別之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之校長轉型領導

有顯著差異且男性教師對於校長轉型領導的知覺度較高。 
(2) 服務年資 
    在此教師背景變項方面，多數研究者(王秀燕，2004；辛玉蓉，2009；吳明

雄，2010；李勝億，2009；周裕隆，2008；柯景煌，2009；許朝欽，2006；陳瑞

堂，2007；陳德慶，2007；張賜光，2004)認為服務年資在知覺校長轉型領導程

度上達到顯著差異，亦有研究者(吳明雄，2001；林文平，2008；林金福，2003；
郝靜宜，2009；彭祥瑀，2005；黃種斌，2005；蔡宗興，2004；蔡進雄，2000；
盧美文，2006)提出資深教師對校長轉型領導行為有較高的知覺，推論原因為服

務年資較深的教師和校長年齡較為接近，或是與校長接觸的機會多，對於校長的

轉型領導行為較為暸解、感受較深。但林蕙質(2002)與鄭雅庭(2006)的研究卻提

出服務年資淺的教師在知覺校長轉型領導方面明顯高於服務年資深的教師，原因

可能是因為大多新進教師對於教育工作較有熱忱及理想，而資深教育人員或許執

教已久，早已適應教職，又因年資深已習於面對人格特質、行為模式、領導方式、

教育理念不同的校長，對於校長是否善用轉型領導與學校是否有高效能，認同度

較低，故才會有此研究結論。 
(3) 擔任職務 
    擔任不同現任職務，尤其以擔任行政工作教師者，知覺校長轉型領導具顯著

差異(吳佩樺，2008；吳明雄，2010；李勝億，2009；辛玉蓉，2009；周裕隆，

2008；柯景煌，2009；張賜光，2004；陳怡如，2005；陳瑞堂，2007；陳德慶，

2007；曾秀招，2005；黃建峯，2008；黃柏創，2008；蔡炳坤，2007)。但林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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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2002)則提出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在知覺校長轉型領導上無顯著差異。 
(二) 學校效能方面 
1. 校長的背景變項 
(1) 性別 
    林蕙質(2002)的研究結果顯示，具兩性化特質的校長其學校經營效能最高，

其次依序為女性化、男性化及未分化特質者；但根據吳佩樺(2004)的研究結果顯

示，與校長性別不同的教師僅在知覺「家長與社區的支持」層面有顯著差異，整

體量表及其他層面並未有顯著差異。其推論原因可能與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委員

會，建構無性別偏見的教育環境有關，加上男女校長大都能運用轉型領導來提升

學校效能，故在學校效能其餘層面及整體量表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2) 年齡與服務年資 
    在年齡方面，僅有陳德慶(2007)的研究顯示不同校長年齡的教師在知覺學校

效能上有顯著差異，其中41-50歲組得分高於51歲以上組，推論原因在於一般年

齡較長的校長有「待退」心態，在學校效能上可能較少。許朝欽(2006)則提出校

長服務年資4年以上之行政人員所知覺的學校效能，在「推廣服務參與」層面的

知覺上，顯著高於2至4年服務年資的校長。 
2. 學校環境變項 
(1) 學校規模 
    在學校規模方面，國內研究發現各有不同，有研究發現學校效能不同影響學

校效能各層面而有所差異：部份研究者(王秀燕，2004；吳明雄，2001；吳佩樺，

2008；陳春蓮，2007；彭祥瑀，2005；黃杏花，2006)指出，學校規模小的學校

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效能優於規模大的學校；但亦有研究者(朱嘉芳，2008；吳明

雄，2010；郝靜宜，2009；陳怡如，2005；陳瑞堂，2007)的研究結論顯示，規

模較大的學校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優於規模小的學校；而周裕隆(2008)則提出

學校規模在「13-25 班」的教育人員在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層面所得平均 數均較「26 
班以上」及「12 班以下」高。 
(2) 學校所在地區 
    在學校環境變項中，一些研究者認為學校所在地區對學校效能有顯著影響，

不過呈現兩種不同結論：部份研究者(王秀燕，2004；吳佩樺，2008；周裕隆，

2008；林蕙質，2002；陳順良，2007；黃建峯，2008)的研究顯示，偏遠地區學

校的教育人員其知覺學校效能的程度較高；但吳明雄(2010)、林文平(2008)、邱

茂城(2005)、陳瑞堂(2007)及郝靜宜(2009)則提出都會區的學校的教育人員對於學

校效能的知覺大於偏遠地區的教育人員。 
3. 教師的背景變項 
(1) 性別 
    從教師性別背景變項來看，大部份研究者認為性別與學校效能有顯著差異

(吳佩樺，2008；周裕隆，2008；柯景煌，2009；郝靜宜，2009；張賜光，2004；
陳春蓮，2007；陳瑞堂，2007；陳德慶，2007；曾秀招，2005；黃建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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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種斌，2005；蔡炳坤，2007)。吳育綺(2007)和朱嘉芳(2008)也提出男性教師知

覺到較高的學校效能。不過有少數研究者研究指出性別與學校效能並無顯著差異

(王金香，2004；林蕙質，2002；鄭雅庭，2006)。 
(2) 服務年資 
    以服務年資而言，多數的研究者(辛玉蓉，2009；李勝億，2009；林文平，

2008；林蕙質，2002；吳明雄，2010；周裕隆，2008；柯景煌，2009；張能發，

2007；張賜光，2004；許朝欽，2006；陳順良，2007；陳瑞堂，2007；陳德慶，

2007；黃種斌，2005；蔡炳坤，2007)支持資深的教師對學校效能的認知顯著高

於資淺的教師。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年資較深的教師在學校服務時間長，對學校

有一定的感情與期望，對學校情形也有較深入的暸解，故較能感受學校教育的成

效。但王秀燕(2002)、鄭雅庭(2006)的研究，卻顯示認為教師服務年資對學校效

能無顯著差異。 
(3) 擔任職務 
    多數研究者認為(王秀燕，2004；朱嘉芳，2008；辛玉蓉，2009；吳佩樺，

2008；李勝億，2009；林文平，2008；祁樹華，2009；柯景煌，2009；郝靜宜，

2009；陳怡如，2005；陳瑞堂，2007；陳德慶，2007；張能發，2007；張賜光，

2004；許朝欽，2006；彭祥瑀，2005；黃柏創，2008；黃種斌，2005；蔡炳坤，

2007；蔣奎雨，2006；盧美文，2006)擔任行政工作的教師對「學校效能」的認

知顯著高於未擔任行政工作的教師。其中，吳明雄(2010)的研究更指出擔任主任

的學校行政人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顯著高於組長及教師。其原因，可能在於學

校主任平時與學校的各項事務有較多的接觸與瞭解，因此較能知覺學校效能的成

效。 

三、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關聯性 
    多數研究結果顯示(王金香，2003；王秀燕，2004；石國嬪，2007；吳明雄，

2001；吳佩樺，2008；李勝億，2009；周裕隆，2008；林金福，2003；林蕙質，

2002；邱茂城，2005；陳世聰，2001；陳怡如，2005；陳紫開，2008；陳瑞堂，

2007；曾秀招，2005；張宏毅，2002；張賜光，2004；黃柏創，2008；黃建峯，

2008；黃種斌，2005；劉創任，2008；蔡宗興，2004；蔡進雄，2000；蔣奎雨，

2006；盧美文，2006)，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具有正向關係，且達顯著正相

關，即校長表現愈多的轉型領導行為，則學校效能愈佳。 
    另外，在變項間的預測或影響的關係上，多數研究結果(朱嘉芳，2008；吳

育綺，2007；吳佩樺，2008；邱茂城，2005；周裕隆，2008；柯景煌，2009；陳

怡如，2005；陳順良，2007；陳瑞堂，2007；許朝欽，2006；張賜光，2004；彭

祥瑀，2005；黃柏創，2008；蔡炳坤，2007；蔡進雄，2000；蔣奎雨，2006；鄭

雅庭，2006)顯示校長轉型領導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亦即表示校長轉型領導對

學校效能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教育科學期刊 10(1) 

143 

四、小結 
    自 1996 年以來，臺灣地區有關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實徵研究陸

續提出。針對此議題之博碩士論文，大多數研究者採取量化的研究方式，以問卷

調查法為主，僅有少數輔以訪談方式或採取質性研究，顯示目前國內在該研究領

域仍有待努力。而從研究結果發現，在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變項中，校長

的轉型領導與學校的效能具有正向的相關，這顯示兩者之間關係密切，不僅如

此，多數研究亦支持兩變項之間具有高度的預測作用。但在背景變項的差異情形

方面，不論是針對校長轉型領導，或是學校效能，目前的研究結果並無一定論，

這方面則有待未來研究者進一步釐清。 
 

伍、結語 

綜合前述近年來關於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博碩士論文研究狀況的資

料分析與討論，未來此一領域研究的推動，研究者認為可針對下列幾個面向持續

努力與提昇： 

一、研究方法應多元並立，擺脫「問卷調查法」為主的趨勢 
    本研究分析近幾年來國內博碩士論文對於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研

究，在研究方法運用上，除 了理論論述外，大多數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

問卷調查研究對於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現況的掌握及變項關係的瞭解雖有助

益，但較難以深入明瞭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關係的全貌，事實上，本

研究在研究方法分析上已知有研究兼採個案研究、半結構訪談等質量並重研究，

雖數量上尚未能與調查研究相比，也是進步的表徵。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

應可進行深層訪談及長期實地觀察，兼用質的研究方法蒐集更深入的資料，並與

量化的統計分析研究相互補充、印證，將能使研究更嚴謹，以擺脫以問卷調查法

為主的趨勢。 

二、研究組織對象的多元化 
    綜觀現有研究的範疇，發現過度集中在中小學(表6)，達38篇(82.61%)，其他

研究對象如：高中職、大學院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等層面的研究明顯不足，且很少

探討特殊性質的學校(如原住民學校)，或是可將研究組織對象況增到臺灣本土之

外，例如以臺商子弟學校為對象進行研究。未來可補強疏漏及乏人探究之主題，

加以剖析，以充實各級教育層級的研究成果。 

三、增加研究變項上的選取 
    影響學校效能的變項很多，以現有研究範疇中，大多以教師背景變項、學校

情境變項和校長個人背景等變項加以探討，只有少數研究加入教師組織承諾、組

織創新氣氛和組織變革等變項探討，仍有不少中介變項未能納入。未來的研究可

考慮納入更多變項，如：校長的人格特質、校長連任前後、教育改革趨勢……，

而在研究成果上呈現更深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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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後設分析方法整合當前研究成果 
    根據本研究之整理與探討，目前臺灣博碩士論文關於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

能的研究成果中，尚有部分之變項未有一致之發現，希冀透過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計算出每一研究結果的效果值，做為綜合解釋與推論之依據，

俾能更深入瞭解當前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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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lls for reforms in schools have led principals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as leaders to improve school effectiveness. Previous researches also indicated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recent years. Yet, a review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iterature in Taiwanese schools has shown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alyses of existing studies. Thus, this paper seek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in Taiwanese schools 
through a analysis of 46 theses (7 doctoral, 39 masters), published between 1996 and 
2010.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during the 
period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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