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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schools 

摘

要

(中

)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主任轉型領導與領導效能之關係，期望能發現影響主

任領導效能的實際因素，藉以提昇國小主任之領導效能，以促進處室業務

之順利推動、學校校務順利發展。在研究方法上以問卷調查法為主，首先

根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擬定研究架構，據以編製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工

具「臺北縣國民小學主任轉型領導與領導效能調查問卷」，其次以臺北縣

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去除預試學校以後，依學校規模分層隨機抽取 70 所

學校，共 644 位組長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 644 份，問卷回

收 494 份，回收率為 76.7％，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65.7％，調查結果使用

SPSS12.0 for windows 程式以平均數及標準差、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 首先，進行臺北縣國

民小學主任轉型領導與領導效能之現況分析，其次分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

知覺主任轉型領導及領導效能的差異情形、國民小學主任轉型領導與領導

效能的關係、轉型領導對領導效能之預測。經由這些分析之後，獲得以下

之結論，茲分述之如下: 一、臺北縣國民小學主任轉型領導上，以領導魅力

的表現最為理想，才智啟發的表現有待努力，整體而言，臺北縣國民小學

主任轉型領導之現況屬於中上程度。 二、臺北縣國民小學主任領導效能

上，以組織目標達成度的表現最為理想，其次是工作滿意度與領導滿意

度，整體而言，臺北縣國民小學主任領導效能之現況屬於中上程度。 三、

組長知覺主任轉型領導上，因任教年資、主任婚姻、主任任教年資、主任

行政年資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四、組長知覺主任領導效能上，因年

齡、任教年資、主任婚姻、主任任教年資、 主任行政年資之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 五、主任轉型領導和領導效能各層面均達正相關。 六、主任轉型

領導對於領導效能具預測力；且整體來看，以領導魅力層面對整體領導效

能的預測力最大。 最後，研究者參酌相關文獻及本研究主要結論，提出對

教育行政機關、國小主任、組長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以供改進學校行政

管理及未來更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摘

要

(英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o 

find the realistic factors which affect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with an 

aim of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and facilitate the 



business of school. This research mainly bases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First, the 

principal tool of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is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goal 

and structure. Secondly, the range of the study includes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Excluding the pretesting school, 70 schools and 644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duties are picked by stratified sampling to fill out the surveys. Among 

644 surveys, 494 surveys are returned with a return rate of 76.7% and a effective 

return rate of 65.7%. The result of this survey is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techniques 

including,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t-tests, one-way ANOVA,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by SPSS 12.0 for windows. Firstly,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at present is carried out. Then, the differ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with variant 

background variables perceiv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 

prediction of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re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As far as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direct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the performance of 

leadership charisma is the be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is 

insufficient. Altogether,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direct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at present is adequate. 2.With refer to the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is 

concerned, the performance of achievement of organization goal is the best. The 

satisfaction of work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leadership are in the second place. 

Altogether, the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at present is adequate. 3.There is an apparent difference in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duties perceiving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directors 

with variant teaching years, directors’ marriage, directors’ teaching years , 

directors’ administration years. 4.There is an apparent difference in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duties perceiving the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f the directors with 

variant age , teaching years, directors’ marriage, directors’ teaching years, 

directors’ administration years. 5.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each 

aspect between directors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6.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f directors is an effective predictors to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leadership charisma turns out to be the best effective predictor on the 

whole. Finally, the researcher brings up some suggestions for directors, superviso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nd related documents so as to b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futur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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