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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長學習領導與學生學習成就
關係之研究
以教師教學效能為中介變項
吳國銘*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關聯性，並以教師教
學效能為中介變項檢視其中的關係。針對新北市國小五年級級任教師進行問卷調
查。採描述統計、相關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資料分析，歸納以下結論：一、校
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呈現高度水準。二、「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
能」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教師教學效能」對「學生學習成就」呈現顯著低度正
相關。三、校長學習領導是透過教師教學效能影響學生學習成就，教師教學效能具
完全中介效果。最後，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 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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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incipals’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s a Mediator
Kuo-Ming Wu*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als’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as as a mediating
variable.This study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re adopted for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first, the principals’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and th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how a high level. Second, principals’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howed a significant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has a significant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rd,the principals’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is to influence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through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has an full mediated effec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to mak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principals’ learning leadership,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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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領導是帶領組織成員向目標的方向邁進，期能達成目標的行政行為（謝文全，
2007）。校長是引領學校成員全面提升學校效能的領頭羊，早期的領導議題常以管
理 眾 人 事 務 為 焦 點 ， 但 自 美 國 於 2001年 頒 布 與 實 施 《 不 讓 孩 子 落 後 法 案 》（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便引發各界對學生學習標準與學習績效的強烈關注。所
以，校長的職責角色已不再侷限於學校建築、設備與人員的管理者，其重責大任乃
在於發揮教育功能，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學事務上。長期以來，教育領導如何有效地
提升學生學習成果一直是領導學者相當重視的研究議題（李安明，2012）。而如何
透過「改善領導以改進學習」，則是未來教育領導更值得重視的發展主題（林明
地，2009）。近年來，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強力推展的「教室走察」與「學習共同
體」，就是希望能將教育領導議題移轉至關注於學生學習，期盼校長領導所屬教師
帶起每一位學生。
再者，國際上定期舉辦有關學生學習的測驗，如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國際閱讀素養調
查（Progress in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等，以作為國家競爭力的評比，於
是各國的教育改革焦點也朝向致力於提升學生學習成就，期使學生能具備足夠的學
習能力，以適應變遷快速的世界趨勢，同時也符合未來的社會需求。新北市教育局
自100學年度，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可能變革，檢測內容則改以國小四年
級英文、五年級國語文及數學，其學生能力檢測目的在於了解本市國民小學學生之
英語、國語文與數學學習表現，是否達成教學目標，進而探討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
的關係，以引領教師精進教學知能，提升教學品質。每年新北市教育局亦在校長會
議中強調校長應重視檢測成績，以作為改善學生學習效能的指標，並由各校待關心
學生人數看出成效。本研究為探究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之
關係，故取得新北市國語及數學能力檢測資料作為學生學習成就之分析資料，此一
研究資料為新北市學生能力檢測資料庫，與PISA、TIMSS、PIRLS等，皆為硬資料
（hard data），故本研究之討論範圍亦侷限於新北市校長、教師及學生。
Hallinger與Heck（1996）認為，在教師、學生和學校的生活中，校長總是扮演
關鍵角色。有怎樣的校長，就會有怎樣的學校，那麼身為一位校長該如何有效地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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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生學習？該如何發揮教育的影響力，使學生的學習效能增加？過去有所謂的課
程領導與教學領導，但要如何將教育領導的焦點朝向教室，又能以協助學生發展與
成長為領導的核心呢？有人就喊出「學習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的名
詞 ， 亦 有 學 者 提 出 「 以 學 習 為 中 心 的 領 導 」（ learning centred leadership ）
（Southworth, 2002），有學者認為學習領導又較教學領導與課程領導更能直接說明
領導的核心在學生學習，同時將領導相關影響因素、領導行為、學校運作和教室活
動納入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成分，也就是「學習領導」已經涵括了教學領導、課程
領導的特徵（黃旭絹，2016；Hallinger & Heck, 2009）。
到底校長學習領導怎麼影響學生學習呢？有研究利用後設分析方式探究校長領
導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關聯性，結果雖然發現校長領導行為對學生學習成就具有正向
且顯著的影響，但也同時發現校長領導影響的平均效應量卻相對偏低（Witziers,
Bosker, & Krüger, 2003）。甚至有學者在實證結果中，無法驗證出校長領導行為實
務與學生學習成就間的相關性（Allen, 2011; Arnold, 2007; Crain, 2010; Hill, 2010;
Terrell, 2010; Wooleyhand, 2012）。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優質的校長領導行為能有效
提升學校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杜岐旺，2015；張芳全、林惠玲，2009；謝傳崇，
2013；Hallinger & Heck, 1996）。杜岐旺（2015）認為，導致此種研究結果的原因
與其採取直接效果模式之研究假定有關，直接效果模式認為校長領導行為將對學生
學習成就產生直接性的影響效果，但此種解釋過度簡化學校系統與組織運作的複雜
歷程，並忽略學校多元情境對學生學習活動影響的可能性，所以提出中介效果模式
對校長領導 行為對學生 學習成就影 響的假定， 比較能符應 現場學校現 況。這與
Hallinger（2011）提出的交互模式的概念相同，學校領導者在一個開放系統中操
作，包括社會文化、組織體系、員工社群，有效率的領導是透過對學校組織與環境
中的限制與機會的回應方式而被形塑。
Hallinger（2011）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視角來看待領導行為對學校改善和學生學
習的貢獻。領導的執行也被領導者自身的個人特徵所影響。領導對學生的影響並非
直接影響學生學習，而是受中介變項影響。學校領導不但影響學校層次的條件，也
被這些條件所影響。這些影響的變項有待日後研究發掘，惟應將學習領導置於環境
脈絡來理解，才能使學習領導的架構更加完備。
杜岐旺（2015）曾針對校長領導行為、學校組織管理、教師個人管理與教師班
級經營等變項對學生學習成就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發現以上變項皆具有正向預測
力，其預測力大小依序為教師班級經營、教師個人管理、學校組織管理、校長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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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由此可知，教師班級經營對學生學習成就最具預測力，且其中又以「教師課
室教學」層面最具預測力，推論可能是教師乃直接與學生進行學習互動者有關，教
師直接教學對象為學生，所以教師各項教學策略的設計與規劃皆直接影響學生學習
成就的品質，這也確認本研究決定採用教師教學效能為研究變項之一。又依據研究
顯示，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對教師教學效能間不僅具顯著正相關，且國民小學校
長領導行為對教師教學效能亦具預測力（杜岐旺，2015；曾增豪，2012）。至於教
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關係如何？蔡金田（2014）探究文獻發現，教師效能的確可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如果比較班級規模、學校效能及教師效能對學生學習成就的
影響力，則教師效能之影響力仍遠大於其他二者，所以高效能之教師的確能提升學
生學習成功的機率，證明教師效能也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關鍵。
綜合上述，有關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對學生學習影響之相關文獻探討
發現，校長領導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校長領導對教師效能亦會產生影響，另外
教師效能會影響學生學習成就，因此校長領導亦有可能經由教師效能，進而影響學
生學習成就。於是，就聚焦出本研究之研究主題在於探究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
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與影響模式。故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所述：
一、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及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
（一）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的現況如何？
（二）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的現況如何？
二、分析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之關係
（一）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情形為何？
（二）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與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情形為何？
（三）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情形為何？
三、建構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之因果關係模
式
（一）建構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之因果關係
模式的適配度如何？
（二）能否有效解釋各主要變項之間的關係與影響效果？

貳、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針對學習領導、教學效能及學習成就的相關文獻進行檢視，進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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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導、教學效能及學習成就的意涵及關係，期能深入掌握研究主題。

一、學習領導的理論基礎
針對領導理論之演變，Parry與Bryman（2006）整理其發展進程，分為五大階
段，分別是特質領導、風格領導、權變領導、新興領導，以及後魅力和後轉型領
導，學習領導是屬於後轉型領導中的一員，且其實徵研究尚在發展中。Murphy、
Goldring、Cravens、Elliott與Porter（2007）談到最近三十多年來攸關學校表現之領
導發展，指出最主要有兩條發展脈絡，除了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外，另一脈絡則是學習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學習領導意味著領導者必須
為學校中的教師與學生創造出有利的學習機會與環境。另外，Cheng（2009）於探
討分析學校領導典範的變遷、Hallinger（2009）談到二十一世紀學校領導的議題
時，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學習領導已取代教學領導成為當前主流（李高財，2017），
使學習領導成為新興教育領導的熱門議題。
學習領導又稱「學習導向領導」（learning centred leadership），它是一個複合名
詞，這裡包含學習與領導兩詞的複合意義。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將校長學習領導
（principals’ leadership for learning）定義為身為領導者將領導行為透過學習社群的
力量融入教室學習場域，其目的在使教育品質提升，進而建立一所有效能的學校。
其學習領導的意涵包括「促進學生學習的領導行為」、「重視教室為學習發生的領導
場域」、「成立學習社群為重要的領導策略」、「檢視學生學習成長為核心的領導效
能」。
有關學習領導的向度，Murphy等人（2007）提出八大向度，如學習願景、學
習社群、教學方案、課程內容、評量計畫、資源取得和分配、支持角色與組織文
化。這八大向度大致勾勒出學習領導之重要範疇。吳清山與林天祐（2012）也提出
建立夥伴、教師專業發展、參與分享權力、提供教學支援及學生有效學習等五個向
度。呂悅寧（2013）則提出建立學生學習願景、關注於學生的學習、形塑學生學習
文化、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共同承擔績效責任等五個構面進行調查研究。顯示學習
領導涵蓋向度較廣，學習領導向度須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是以，本研究整合中外
學者所提出之向度，以「建立願景」、「形塑文化」、「賦權增能」、「專業成長」、「資
源整合」、「績效責任」等六大構面作為校長學習領導之研究向度。
Muijs（2011）探究學習領導的研究模式因研究目的而異，有著重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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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 生 命 史 ， 有 著 重 領 導 的 多 樣 性 ， 亦 有 著 重 領 導 行 為 與 價 值 （ Hallinger,
2008），歸納出文獻研究模式有以下幾類：如圖1所示之A類直接影響模式（Direct
Effects）、圖2所示之B類中介影響模式（Mediated Effects），以及圖3所示之C類交
互影響模式（Reciprocal Effects）。茲分述如下。

模式 A1：直接影響模式
學經歷

教育成果

模式 A2：學經歷直接影響模式
學經歷

領導

圖1

教育成果

直接影響模式圖

模式 B1：中介影響模式
領導

中介變項

教育成果

模式 B2：學經歷與中介影響模式
領導

中介變項

教育成果

學經歷

圖2

中介影響模式圖

模式 C：交互模式
領導

中介變項

圖3

教育成果

交互影響模式圖

雖然Hallinger（2008）將研究模式區分為直接影響模式、中介影響模式和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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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模式，但是Hallinger指出愈來愈多的實證資料支持相互影響模型，其中，教育
成果和學校環境是一樣是影響領導行為的因素，也就是說，教育成果決定了領導行
為。
所以，Hallinger（2011）提出如圖4之綜合模式。學校領導者在一個開放系統
中操作，包括社會文化、組織體系、員工社群。有效率的領導是透過對學校組織與
環境中的限制與機會的回應方式而被形塑。

社會文化

組織系統

信念

願景與目標

領導

學術結構與程序

學生成果

人員之能力

知識

員工與社群特徵

圖4

學校組織

學習領導之綜合模式

資料來源：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Lessons from 40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by P. Hallinger,
20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49(2), p. 127.

Hallinger（2011）指出，在關於學生學習的特定焦點上，學習領導所描述的是
學校領導者為達成重要的學校成果所採取的一種方法。教學領導原是將焦點擺在校
長的角色上，而「學習領導」則提出一個較為寬廣的概念，此概念吸收了廣泛的領
導資源與可行的行動方案。在圖4中所勾勒的模型綜合了過去數十年中領導研究者
所提出的概念，此一概念認為領導架構會對學生有所成長，尤其是對學生學習，產
生直接且明顯的影響。此模型提供了一個較廣闊的視角來看待領導對學校改善和學
生學習的貢獻。
本 研 究 根 據 Hallinger （ 2011 ） 所 提 出 的 學 習 領 導 綜 合 模 式 ， 提 出 其 中 「 領
導」、「人員能力」及「學生成果」幾個因素作為本研究的主要架構，並將「人員能
力」作為中介變項，成為探討「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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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個潛在變項間的關係及將「教師教學效能」為中介變項，觀察其交互作用及
影響路徑。

二、教學效能的理論基礎
大部分文獻都以教師自我效能（teacher efficacy）和教師有效教學（effective
teaching） 兩 個 論 點 來 探 討 教 學 效 能 研 究 ， 而 教 師 自 我 效 能 根 據 Gibson與 Dembo
（1984）的研究，又可分為個人與一般之兩種教學效能。個人教學效能指的是教師
對於教學能力與技巧的信念，一般教學效能指的是教師雖受到外界環境限制，仍可
以改變學生能力的信念。Borich（1994）詮釋教學效能係指教師能促成有效的教與
學，它必須是明確的、多元的、全心投入的、任務導向的，如此能提高學生學習成
功的比率並達成教育目標。再則在教室中，教師是教學的主導人物，學生爲學習的
主體，師生在教學過程中，透過彼此激勵及互動，成爲一個獨特的微型社會體系。
教師透過師生互動的過程，採用一連串多而複雜的心理策略行爲，以達成教育目
標；教師對本身所具備的教學能力及對學生所產生的影響力所具有的主觀知覺，即
為教師之教學效能（吳清山，1992；林海清，1994）。不少臺灣學者提出自己對教
師教學效能的看法（孫志麟，2002；陳木金，1997；陳姿伶，2015；湯志民、陳詩
媛、簡宜珍，2016）。綜合以上學者對教師教學效能的定義，教學效能應包含教師
自我效能及教師有效教學兩個層面，教師教學效能必須涵蓋教師強而有力的自我信
念，才能發揮教師之影響力；而除了支持學生維持強烈的學習信念外，還要有效能
的教學過程，才能讓學生有效地完成學習課題。
臺灣教育現場對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亦不遺餘力，教育部依據2003年全國教育
發展會議所提出「建構教師專業生涯進階制度並研訂教師專業評鑑辦法，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之建議，擬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該規準發
展歷程為教育部於2005年底完成研訂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於2006年
開始實施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該規準於2012年為了加強統整教師的「教」與
學生的「學」，並協助教師站在學生學習角度去省思教學的有效歷程而修訂，既減
少檢核重點並增列「參考檢核重點」的「內涵說明」，希望能具體指引教師配合評
鑑規準進行教學省思改進之思考方向與策略，至今已發展為2016年版（教育部，
2016）。
爰此，本研究之教學效能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發展方向同步，以教師有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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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出發點，定義教師教學效能（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為教師能具備
良好的激勵技巧與信念，發動有助於學習的班級經營管理，營造有利的學習環境，
善用有效的教學策略，採用多元的教學評量，才能高效能地達成既定的教育目標。
至於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本研究採綜合國內外各學者所提出之見解及相關文
獻（江鴻喻，2015；吳慧蘭，2017；柯麗卿，2009；陳木金，1997；Ashton, 1984;
Borich, 2006），認為教學效能應呈現於教學過程中，故研究者將教學過程區分為：
教學前：「教學規劃與準備」向度；教學中：「系統地呈現教材」與「多元的教學策
略」兩個向度；教學後：「教學評量與實施」；及個人教學效能：「班級經營與管
理」。分述於下：
（一）教學規劃與準備：係指教師在教學前會根據能力指標或教學目標擬定合
宜的教學計畫，安排適當活動與時間，完成軟硬體的教學準備。
（二）系統地呈現教材：係指教師在教學中能有系統地組織並統整教材，清楚
地呈現教材，以利學生學習。
（三）多元的教學策略：係指教師在教學中能運用有效的策略，引導學生學
習，促進學生思考與討論，有效達到教學目標。
（四）班級經營與管理：係指教師能營造良好學習氣氛，建立多元的師生溝通
管道，以維持良好的師生互動關係。
（五）教學評量與實施：係指教師在教學後能依據教學目標，應用多元評量方
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並藉以調整教學以符應學生學習。

三、學習成就的理論基礎
學生學習成就一直是教育界及社會大眾所關心的課題，也是國內外學術界所關
注的話題，因學生學習成就不僅代表一個國家國民的教育成就水平，也是能反映出
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實質指標（余民寧，2006）。而影響學生學習成就之因素，除了
學生自我學習態度外，其家庭所能給予之教學資源亦會對子女學習產生影響；此
外，教師個人特質，如年齡、性別、學歷以及年資等，也都有可能對學生學習成就
產生影響（蔡毓智，2008）。
國內有關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研究，近年來有增加之趨勢，其研究探討方向主
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所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成就之因素大都聚焦於學生個人因素、
家長社經背景與教育態度等因素，較少針對學校層面進行更深入探討學生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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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涵；二在學生學習成就方面，主要是以學生的學科成績表現為議題。所以，學
生學習成就不僅只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參考指標，在學術研究上亦逐漸受到重視（蔡
金田，2014）。
相關文獻在探討學生學習效益的內涵及面向時，常會運用學習成效、學習成就
或學習表現等相關名詞，且其內涵仍多以Bloom的教學目標分類為基礎，分為認
知、技能、情意三大類，並據此加以擴充延伸（杜岐旺，2015；張文馨，2009）。
本研究是以受試學校學生在新北市105學年度國語文及數學能力檢測中所獲得的測
驗結果，作為評估學生學習成就之量化數據。較似狹義的學習成就，狹義的學習成
就係指單一學科之學習成績，或眾多學科總和後的平均學習成績。另依據一般測驗
資料庫中所指的「學習成就」，其內容通常為數學、科學、閱讀等學科測驗成績所
彙 整 蒐 集而 成 之 潛 在變 項 量 化 分數 （ 余 民 寧， 2006；莊 楹 蕿 ，2017； 詹 秀 雯 ，
2013）。本研究茲定義學生學習成就為「學習者經一定時間的教學與學習互動後，
教學者依據教學目標透過某種評量方式與工具，來了解學習者對教學目標習得程
度，此習得程度即為學習成就」。
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因素大致仍可分為學校因素與非學校因素二類，吳清山
（2005）將影響學生學習重要因素歸納為學生層級因素、家庭層級因素、教師層級
因素、學校層級因素與政策層級等。而余民寧（2006）則以文獻分析法企圖整理出
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為學生個人、家庭、教師、學校、政府等五大因素，其實兩者
概念相近。本研究針對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因素選擇學校管理背景因素中之校長學
習領導及教師教學背景因素中之教學效能進行研究分析，探討此兩項因素對學生學
習成就的影響程度，以作為未來欲提升學生學習成就之參考。

四、校長學習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研究
過去研究顯示，校長學習領導行為的確對教師教學效能產生影響，且具有顯示
正相關及具預測力（林浩銘，2016；陳添丁，2018；蔡吉郎，2017）。而校長學習
領導除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在實證研究中也有助於其他教師的成長之項目，
如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 周 麗 修 ， 2016 ； 林 浩 銘 ， 2016 ； 鄭 載 德 ， 2016 ； 龔 祐 祿 ，
2018）、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陳怡蓉，2017；陳俊鴻，2018；蔡吉郎，2017）、教師
創新教學（卓靜敏，2018；林意明，2017）、教學關注（黃旭絹，2016）、教師領導
（陳淑雯，2016）及教師組織承諾（林瑀珩，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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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校長學習領導與學習成就之相關研究，發現學習領導與學習成就兩者之間
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吳堂鐘，2016；李高財，2017；陳建志，2019）。但學習領導
的對象區分為校長（李高財，2017；陳建志，2019）及教師（吳堂鐘，2016）。國
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對學生學習成就具有顯著預測力（李高財，2017；陳建志，
2019）。
教師教學效能到底和學生學習成就有何關聯性？其影響程度如何？檢索相關研
究發 現， 教 師教學 效能 與學生 學習 成就有 顯著 相關（ 江鴻 喻，2015； 周金玲 ，
2012；張文馨，2009）。學生的學習成就會因教師性別、教師所參與的社群類型而
有所差異，但不因教師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江鴻喻，2015）。將來可以和新北市的調查結果做比較，探知在縣市所處地區上
是否有所不同。
秦夢群、簡瑋成與張義雄（2018）主要探討校長學習領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間的關係，就全國國中教師抽樣進行問卷調查。該研究與本研究
之不同點在於其調查對象為國中教師，而本研究為國小教師，其中介變項為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而本研究則著重於有效教學之教師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就該研究為
自陳量表之軟性資料，而本研究學習成就數據來自新北市學生能力檢測資料庫為
「硬資料」（Hard Data），凸顯了本論文研究之新創性。
以上論述就是希望找到校長學習領導可操縱之變因及這些變因影響學生學習成
就的程度，甚至期能藉此找到可預測並解釋學生學習成就最大量的變因，以利操作
並改善學習成就，進而放大學習效益。最後關心在學校事務中與學生學習最接近的
人與行為，即教師的教學行為，其對促進學生學習有相當的影響力，而校長領導對
於學生學習成就仍有存在影響力，究竟其變項間的關係如何？其相互影響的效益如
何？這就是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焦點。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
之關係，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並綜合對於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
進行文獻探討分析，發現「校長學習領導對教師教學效能」及「校長學習領導對學
生學習成就」初步架構已獲得證實，但三者的關係，國內相關研究闕如。有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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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硏究提出如圖5所示之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之線性
結構關係理論模型。

校長學習領導
1.建立願景
2.型塑文化
3.賦權增能
4.專業成長
5.資源整合
6.績效責任

學生學習成就
1.國語文學習成就
2.數學學習成就

教師教學效能
1.教學規劃與準備
2.系統的呈現教材
3.多元的教學策略
4.班級經營與管理
5.教學評量與實施

圖5

本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除以描述性統計分析探討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外，另採
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來考驗校長學習領導量表分數、教師教學
效能量表分數、學生學習成就分數彼此之間的相關情形。再以AMOS分析來探究校
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之間的因果關係。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預試及正式問卷皆以新北市九大區之現任公立國民小學五年級班級教師
為受試研究對象。預試與正式問卷採系統抽樣方式，不重複抽取，為達結構方程模
型分 析， 建 議樣本 數最 少100份， 最好能 大於 200份之原 則（陳 寬裕 、王正 華 ，
2010），故預試問卷發出210份，回收166份，回收率79.04%，正式問卷取母群班級
數30%，抽樣數量為391份，回收315份，回收率為80.6%，其學校分布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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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正式卷施測學校之所在與樣本分配情形（105 學年度）

教育分區
板橋區
三重區
三鶯區
文山區
雙和區
新莊區
淡水區
七星區
瑞芳區

2019 年 12 月

該區班級數
255
187
149
92
178
271
66
71
33
1302

總計

第十九期

抽樣班級數 30%
77
56
45
28
53
81
20
21
10
391

有效問卷數
65
43
35
25
42
61
16
19
9
315

回收率
84.4%
76.8%
77.8%
89.3%
79.2%
75.3%
80.0%
90.5%
90.0%
80.6%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之調查問卷」，採李克
特式（Likert-type）五點量表，根據國民小學教師實際感知的符合程度而作答。受
試者從5至1之數字，表徵非常符合到極不符合，圈出適合的數字。平均值在4.0以
上，將歸類於「高」分組；平均值介於2.01～3.99，將歸類於「中」分組；平均值
在2.0以下，將歸類於「低」分組。藉由問卷調查方法，用以蒐集並分析相關實徵
資料。
（一）研究問卷之編擬
研究問卷的初稿是由研究者在閱讀相關文獻後，彙集文獻中及相關領域定義及
內涵並參酌相關量表，綜合改編成適合本研究需求之問卷架構及內容。其中，校長
學習領導量表係修改呂悅寧（2013）及黃旭絹（2016） 所編製的「國民小學校長
學習領導調查問卷」來進行測量，經信、效度分析後，此量表共計31題。教師教學
效能量表係修改陳木金（1997）所編製的「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評鑑量表」及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105版）之題目來進行測量，經信、效度
分析後，此量表共計20題。學生學習成就測驗乃採新北市檢測工作小組105學年度
所編製之國語文能力檢測試卷及數學能力檢測試卷蒐集量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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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卷之信度分析
1. 校長學習領導問卷之信度分析
校長學習領導層面萃取五個因素為分量表，分別以Cronbach’s α係數考驗其內
部一致性信度。全量表同質性極高，內部一致性信度的α係數為.983，表示整體量
表項目具有 相當的同質 性。各因素 內部一致性 信度的α係 數.983～.984。整體而
言，本部分問卷各因素分量表均屬於高信度係數，反映本部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
2. 教師教學效能問卷之信度分析
教師教學效能層面萃取五個因素為分量表，分別以Cronbach’s α係數考驗其內
部一致性信度。全量表同質性極高，內部一致性信度的α係數為.964，表示整體量
表項目具有 相當的同質 性。各因素 內部一致性 信度的α係 數.965～.966。整體而
言，本部分問卷各因素分量表均屬於高信度係數，反映本部分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
3. 學生學習成就測驗之評量內容與參數值
國語文能力檢測評量向度與題目分類細目，國語文部分其內容向度包含注音符
號、識字與寫字、閱讀與寫作等，而認知向度包括記憶、理解、分析、應用或評鑑
層次，評量比重分布以閱讀為首，寫作及識字、注音符號應用次之等。國語文題型
分別有四選一之選擇題及由數篇短文或長文閱讀所組成的題組題，國語文能力檢測
試卷總題數為32題，其信度為0.76，難度為0.72，鑑別度為0.40，答對率0.76。
數學能力檢測以97年版課程綱要為命題架構，數學總題數為25題，其中數與計
算的主題共有12題（含概念理解5題、程序執行5題、解題思考2題）、量與實測的主
題共有5題（含概念理解1題、程序執行2題、解題思考2題）、代數的主題共有3題
（含概念理解2題、程序執行1題）、幾何的主題共有5題（含概念理解2題、程序執
行 2 題 、 解 題 思 考 1 題 ）， 數 學 能 力 檢 測 試 卷 其 信 度 為 .84 ， 難 度 為 .57 ， 鑑 別 度
為.54，答對率.59。
4. 因素分析
（1）校長學習領導層面因素分析
本項針對校長學習領導層面進行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發現本研究模式從基
本適配指標、整體模式適配度及模式內在品質三方面之評鑑結果，均可達到良好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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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程度。在信度部分，其變項成分信度與組合信度（.93、.90、.92、.92、.92、.93）
大 於 .60 ， 皆 符 合 要 求 ； 在 效 度 部 分 ， 潛 在 變 項 平 均 變 異 抽 取 量
（.70、.65、.71、.69、.64、.73）大於.50，符合聚斂效度要求。另根據陳寛裕與王
正華（2010）如各構面平方根皆大於各構面之相關係數，顯示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
之區別效度。其CFA結構圖模型如圖6。

圖6

校長學習領導 CFA 分析圖

（2）教師教學效能層面因素分析
本項針對教師教學效能層面亦進行CFA，透過MI（modification index）指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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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及刪除不合適之題目，將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修
正後之量表進行驗證性分析，雖然發現教學規劃與準備之因素負荷量小於.7，但本
模式從基本適配指標、整體模式適配度及模式的內在品質三方面評鑑結果，均能達
到良好適配程度。信度部分之成分信度與組合信度（.82、.86、.84、.85、.88）大
於.60皆符合要求；效度部分之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54、.61、.57、.58、.66）
大於.50，符合聚斂效度要求，各構面平方根皆大於各構面之相關係數，顯示本量
表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其CFA結構圖模型如圖7。

圖7

教師教學效能問卷 CFA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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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國民小學校長學習領導、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之現況
以下使用平均數與標準差進行探究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
效能之現況，並依序加以說明。
（一）國民小學校長學習領導之現況
本研究發現受試者對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在「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
導現況量表」之平均分數為4.16，表示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
導」上反映出「高」程度。國內研究結果大部分為中高度（吳堂鐘，2016；林浩
銘，2016；徐千淑，2016；陳怡蓉，2017；陳淑雯，2016；鄭載德，2016；蘇淑
媛，2019），亦有部分為「中度」（李高財，2017）及良好程度（陳添丁，2018；黃
旭 絹 ， 2016 ； 黃 暐 睿 ， 2017 ）， 與 本 研 究 發 現 相 同 為 高 度 結 果 之 研 究 有 呂 悅 寧
（2012）、林意明（2017）、陳建志（2019）、賴連功（2018），顯示國內教師對於校
長學習領導皆持中高度以上肯定的評價。其程度之所以不同，應該是自陳量表之尺
度為七點量表或五點量表所致。
由表2得知在受試者315位國民小學教師在六個知覺校長學習領導的構面表現
中，以「專業成長」平均4.29分為最高，其次依序為「資源整合」4.28分、「賦權
增能」4.20分、「形塑文化」4.17分、「建立願景」4.04分，最低則是「績效責任」
4.01分。若以3為中間值，整體表現六項皆達「高」分組之水準，此與國內研究
（林浩銘，2016；陳淑雯，2016）認為國民小學教師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之知
覺程度為最高，「共同承擔績效責任」之知覺程度最低的研究結果相同。
表2

校長學習領導六個構面描述統計

構面
建立願景
形塑文化
賦權增能
專業成長
資源整合
績效責任
總量表
註：N = 315。

題數
6
5
5
5
5
5
31

平均數
4.04
4.17
4.20
4.29
4.28
4.01
4.16

標準差
0.78
0.78
0.75
0.70
0.70
0.77
0.75

排序
5
4
3
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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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國民小學教師覺知校長學習領導的「績效責任」構面，得4.01分，為調查
問卷中最低分的構面，此發現與國內研究（林瑀珩，2019；陳俊鴻，2018）有相同
結果，顯示國民小學校長對教師鼓吹共同承擔績效責任之倡導尚顯較弱的一環。
（二）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現狀
表3呈現教師教學效能之整體量表、各層面的分數狀況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3

教學效能五個構面描述統計
構面

教學規劃與準備
系統的呈現教材
多元的教學策略
班級經營與管理
教學評量與實施
總量表

題數
4
4
4
4
4
20

平均數
4.20
4.28
4.26
4.32
4.22
4.26

標準差
0.62
0.62
0.60
0.60
0.60
0.61

排序
5
2
3
1
4

註：N = 315。

由表3得知，315位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教學效能現況量表」之平
均分數為4.26分。量表內五個構面的教學效能表現中，以「班級經營與管理」平均
分數4.32為最高，其次依序為「系統的呈現教材」4.28分、「多元的教學策略」4.26
分、「教學評量與實施」4.22分，最低則是「教學規劃與準備」4.20分。若以3為中
間值，整體表現及五個構面皆達「高」分組程度，本研究結果與國內以往研究發現
相同（江鴻喻，2015；陳姿伶，2015；陳淑鍾，2011；陳添丁，2018；曾增豪，
2011），亦和中高度（林浩銘，2016）相近，顯示國內教師對於教師教學效能皆持
中高度以上肯定的評價。
以上結果反映好的班級經營才能展現有效能的教學，依五個構面的得分來分
析，多半的教師仍選擇花多點努力在班級經營方面，期以建立班級常規讓學生好好
地在教學場域進行學習，此與李品旻（2016）發現教師在教學效能之現況良好，其
中以「班級經營」層面程度較佳的研究結果相同。雖然陳姿伶（2015）發現教師教
學效能以「建立和諧師生關係」最受教師認同，但其實「建立和諧師生關係」也是
班級經營的內涵之一。另陳淑鍾（2011）研究結果也認為班級氣氛對教師教學效能
有正向助益，這些都是促成班級經營與管理為教學效能得分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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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多年來教師總依賴教科書，所以對於教學規劃與準備就依照教科書的安
排進行教學準備，準備如何有系統地呈現教科書的教材與使用多元教學策略維持學
生學習動機，對於教學評量與實施可能仍偏重紙筆測驗造成在教學效能上其得分相
對較低。
（三）校長學習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之關係
以下呈現三個重點：其一，呈現校長學習領導行為與教師教學效能各構面的相
關程度。其二，呈現校長學習領導行為與學生學習成就各領域相關程度。其三，呈
現教師教學效能各構面與學生學習成就各領域的相關程度。
由表5相關係數矩陣中，最低.388，最高.502，在315個樣本中，所有配對p值
均小於.01達顯著水準，表示「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在整體及六個因
素構面，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其五個因素構面，二組變項間彼此呈現顯著中度正
相關。此與國內研究結果（林浩銘，2016；陳添丁，2018；蔡吉郎，2017；龔祐
祿，2018）相同，表示校長學習領導愈強，教師教學效能就愈高。
表5

校長學習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考驗矩陣
變項

教學規劃與準備
系統的呈現教材
多元的教學策略
班級經營與管理
教學評量與實施

建立願景
.471**
.442**
.404**
.416**
.459**

型塑文化
.491**
.461**
.443**
.401**
.467**

賦權增能
.450**
.408**
.405**
.395**
.445**

專業成長
.470**
.425**
.468**
.436**
.483**

資源整合
.471**
.475**
.441**
.443**
.481**

績效責任
.502**
.449**
.414**
.388**
.480**

註：N = 315，雙尾檢定。
**p < .01.

由表6之相關係數矩陣中，最低-.171，最高.049，在蒐集樣本中，所有配對在
校長學習領導之「建立願景」、「績效責任」與「國語文學習成就」及「績效責任」
和「整體學習成就」呈現負低度相關，表示「校長學習領導」在整體及部分因素構
面，與「學生學習成就」之「國語文學習成就」及「總體學習成就」，二組變項間
彼此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此與國內研究結果（陳添丁，2018）相同。
由表7之相關係數矩陣，最低-.30，最高.111，在抽樣樣本中，所有配對僅教師
教學效能之「多元的教學策略」與量尺分數「總體學習成就」p值達.05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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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學習領導與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考驗矩陣
構面

國語文學習成就
數學學習成就
總體學習成就

建立願景
-.116*
-.052
-.085

形塑文化
-.063
-.010
-.034

賦權增能
-.077
-.005
-.037

專業成長
-.012
.049
.027

資源整合
-.107
-.017
-.057

績效責任
-.171**
-.081
-.127*

註：N = 315，雙尾檢定。
**p < .01. *p < .05.

表7

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考驗矩陣
構面

國語文學習成就
數學學習成就
總體學習成就

教學規劃
與準備
.044
.069
.064

系統的呈現
教材
-.005
-.030
-.022

多元的教學
策略
.095
.107
.111*

班級經營
與管理
.078
.050
.066

教學評量
與實施
.073
.065
.074

註：N = 315，雙尾檢定。
*p < .05.

表示「教師教學效能」在「多元的教學策略」構面與「學生學習成就」之「總體學
習成就」間，二組變項間彼此呈現顯著低度正相關。
（四） 驗證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領導、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之SEM
本研究以SEM驗證「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
學習成就的關係」，從基本的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加
以驗證，最後依據整體路徑分析的迴歸係數來檢定假說，以了解「國民小學教師知
覺校長學習領導行為」、「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三者間的關係，分述
如表8與圖8。
本研究以SEM驗證「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
的關係」，發現以下情形：
1. 本研究建構之SEM經過檢驗基本適配尚佳
本研究建構之SEM經過檢驗發現，沒有任何負值的誤差變異數存在或無意義
的變異誤，所有誤差變量都是正數，且標準化參數值均小於.95，顯示模式的基本
適配尚佳，本研究的基本適配度大多符合，顯示「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
學效能」能有效影響「學生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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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結果

基本適配指標

是否沒有負的誤差變異？
誤差變異都達顯著水準？
參數間相關絶對值未太接近1？
因素負荷量是否介於.5-.95之間？
是否沒有很大的標準誤？

是
是
是
是
是

整體模式外在品質

Χ2值是否未達顯著？
Χ2值比率是否＜3？
GFI指數是否＞.9？
AGFI指數是否＞.9？
RMSEA＜.05？
RMR/SRMR＜.05？
NFI指數是否大於.9？
IFI指數是否＞.9？
NNFI指數是否＞.9？

否，p = .000
是，2.554
是，0.926
否，0.894
否，0.070
是，0.024/0.0367
是，0.955
是，0.972
是，0.965

模式內在品質

個別項目信度＞.5？
潛在變項成份信度＞.6？
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大於.5？
估計參數都達顯著水準？
標準化殘差絶對值＜1.96？
修正指標是否都＜3.84？

是
是
是
是
是
否，仍有數項超過

註：N = 315。
資料來源： 引自多變量分析方法：統計軟體應用（頁571），陳正昌、程炳林、陳新豐、劉子鍵，
2011，臺北市：五南。

2. 整體適配度指標皆在判斷標準範圍之內
從整體適配度而言，本研究提出「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
效能及學生學習成就的關係模式」，雖然本研究分析之卡方值、AGFI等指標仍在判
斷標準之內，其餘RMR、AGFI、NFI、IFI、CFI等指標皆在判斷標準範圍之內。然
而RMSEA（.07）則非常趨近判斷標準範圍（＜.05）。
整體言之，綜合各類指標判斷，本研究所提出之「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
能及學生學習成就」理論架構之整體模式適配度，獲得統計上的支持，適配情形尚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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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領導、教師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就結構模型

3.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的評鑑符合標準顯示內在結構品質優良
從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的評鑑，發現所有層面之觀察變項的個別信度皆在.50
以上；潛在變項的建構信度皆在.60以上，參數估計值CR值的顯著性和標準化路徑
都符合標準，顯示本研究觀察資料支持結構模式之潛在變項間的理論，即本研究所
提的內在結構品質優良。
4. 校長學習領導對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有顯著正向關係之影響效果
由整體路徑分析的迴歸係數檢定假說，經分析發現本研究問題皆獲得支持性的
肯定答案，p值皆達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理論架構適配情形良好。根據圖8相關徑
路關係推論，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確實對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
就，有顯著且正向關係之影響效果。由SEM適配評鑑結果摘要表發現本模式從基
本適配指標、整體模式適配度及模式的內在品質三方面評鑑結果，均能達到良好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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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程度。在信度部分，依據表8變項成分信度與組合信度皆符合要求；在效度部
分，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大於.50，符合聚斂效度要求。因此，本研究SEM評
鑑結果具有較佳之適配模型，適合未來研究參照與推理之參考模型用途。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之路徑與影響
力如表9。
表9

校長學習領導、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之路徑、關係、路徑值摘要
路徑

關係

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
教師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就

正向
正向

路徑值
0.60
0.06

從SEM顯示校長學習領導至教師教學效能的正向關係路徑值為.60，可見國民
小學校長的學習領導對教師教學效能有正向的影響力，校長學習領導程度愈高，也
愈能促使教師教學效能的提升。表9亦顯示，教師教學效能到學生學習成就的正向
關係路徑值為.06，可見教師教學效能高的教師會努力提升學生學習成就，比較可
惜的是影響的力量沒有預期的高，可能與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因素不只有教師教學
效能，仍有其他外在因素影響有關。
表10指出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整體效果之摘要。
教師教學效能對於學生學習成就產生直接效果.06，而整體效果亦為.06。國民小學
教 師 知 覺 校 長 學 習 領 導 對 於 學 生 學 習 成 就 產 生 間 接 效 果 .60 × .06 ， 而 整 體 效 果
為.036。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對於教師教學效能產生直接效果.60，整
體效果亦為.60。
表 10

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整體效果之摘要

潛在自變項
教師教學效能
校長學習領導
校長學習領導

潛在依變項
學生學習成就
學生學習成就
教師教學效能

直接效果
0.06
0.60

間接效果
0
0.60*0.06
0

整體效果
0.06
0.036
0.60

由表10可發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對於教師教學效能，產生了直接
效果，教師教學效能對學生學習成就產生直接效果，但校長學習領導需透過教師教
學效能影響學生學習成就，表示教師教學效能產生完全中介的效益，本研究結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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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如果校長能透過學習領導提升教師教學效能，一定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成就。

伍、結論與建議
以下為研究者將研究結果的主要發現加以歸納做成結論，再提出具體建議，以
供日後校長、教師、教育機關之參考。

一、結論
依據研究結果，並整合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提出本研究之結論如
下：
（一）校長學習領導、教師教學效能整體現況呈現高度水準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及教師教學效能現況為高度
水準，表示對校長學習領導及教師教學效能現況評價甚高。
（二）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在整體與構面間，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本研究發現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表示校長學習
領導表現愈高，教師教學效能表現也隨之愈高。反之亦然。
（三）發現「校長學習領導」之「建立願景」、「績效責任」與「國語文學習成
就」及「績效責任」和「總體學習成就」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
本研究發現校長學習領導與學生學習成就僅部分構面呈現顯著低度負相關，表
示校長學習領導中「建立願景」、「績效責任」兩個構面之表現愈高，學生學習成就
之「國語文學習成就」及「總體學習成就」表現反而愈低。反之亦然。表示校長學
習領導表現的方向不應該指向學生學習成就。
（四）發現「教師教學效能」之「多元的教學策略」與量尺分數「總體學習成
就」呈現顯著低度正相關
本研究發現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呈現顯著低度正相關，表示教師教學
效能表現愈高，學生學習成就表現也隨之愈高。反之亦然。
（五）校長學習領導對教師教學效能及教師教學效能對學生學習成就有顯著正
向關係之影響效果
本研究的直接效果顯示校長學習領導對教師教學效能產生正向關係之影響，而
教師教學效能亦對學生學習成就產生正面關係之影響，但校長學習領導對學生學習
成就僅有間接效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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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長學習領導是透過教師教學效能影響學生學習成就
本研究發現教師教學效能為中介變項在模式中是成立的，表示校長學習領導是
透過教師教學效能去影響學生學習成就，表示校長學習領導表現愈高，教師教學效
能表現就愈高，相對地就會帶動提升學生學習成就的表現。

二、建議
（一）校長宜先凝聚以學生學習為導向之願景作為領導的出發點
雖然調查結果發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的得分是高的，但由國民小
學教師在六個知覺校長學習領導的構面表現中，得分高低依序為「專業成長」、「資
源整合」、「賦權增能」、「形塑文化」、「建立願景」、「績效責任」，顯示現在國民小
學校長目前仍僅做到表象的學習領導。真正的學習領導應該以建立願景為第一要
項，讓學校成員先共商以學生學習為要務的願景，之後啟動賦權增能、專業成長及
資源整合等機制才會有意義，才能形塑真正以學習為導向的學校文化，最後才能權
責相稱地進行檢核與改進，使整個學校團隊變成以學生學習為導向的有機體，致力
提升學生學習的效能。
（二）以班級經營為基礎，實施備課、觀課、議課，以提升教學效能
本研究發現在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教學效能之平均分數為4.26分。量表內五
個構面的教學效能表現中，以「班級經營與管理」為最高，其次依序為「系統的呈
現教材」、「多元的教學策略」、「教學評量與實施」，最低則是「教學規劃與準備」。
整體表現及五個構面皆達「高」分程度。
雖然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知覺分數為高程度，但是看到各構面的排序有些不
合教學邏輯，按理，教師於教學前應進行課程準備以了解教材發展與學生學習經
驗，才能應付教室中學生學習可能發生的狀況，但是「教學規劃與準備」的得分卻
是各構面中得分最低的，所以建議要提升教學效能，教師應以班級經營為基礎，在
結合同儕備課相互討論教材，再邀請同儕針對想了解的面向進行教室觀課，以善意
的眼睛觀察教室中學習的發生，最後進行議課，提出教學盲點與學生發生和未發生
學習的現況，再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課室研究三部曲，如此自然可以提升教師教學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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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展校長學習領導社群，將學習領導納入校長新興領導議題
本研究發現「校長學習領導」在整體及六個因素構面，與「教師教學效能」及
其五個因素構面，彼此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表示校長學習領導有效影響教師教學
效能。建議教育機關應組成校長學習領導社群，研討其理念與做法，使參與校長回
校後得以有效影響教師教學效能，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四）校長學習領導關鍵在提升教師教學效能，以增進學生學習成就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學習領導對於教師教學效能產生
直接效果，而教師教學效能對於學生學習成也產生直接效果。校長學習領導對於學
生學習成就則產生間接效果。換言之，校長學習領導是透過教師教學效能對學生學
習成就產生影響，所以校長學習領導成功的關鍵在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身為一校
之長，應以課程與教學的領頭羊自居，引領教師關注學生學習為焦點，進行教師專
業成長，以增進或改善學生學習成就為目標，並將之作為績效責任的觀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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