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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民小學校長服務領導行為與其學校行政效能之關

係，並進一步檢測行政團隊利他行為在兩者之間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提出



研究結果在相關領域的應用與建議。 研究程序首先進行文獻探討以建立

研究的理論基礎，而後編製「國民小學校長服務領導行為與行政團隊利他

行為及行政效能之關係問卷」做為調查工具。接著透過網路問卷的方式，

以臺北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範圍，採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發出

總數 1505 份問卷，回收有效卷 1102 份。資料蒐集後進行統計分析，獲得

研究結果如下： 壹、校長服務領導行為方面 一、國民小學校長展現服務

領導行為，整體達到「良好」的水準，各構面之得分以「自我覺察」最

高、「治癒」最低。 二、具不同背景變項之校長，其服務領導行為實踐

情形並無差異；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校長服務領導行為的知覺情形有

顯著差異，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高於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資深教師高於資

淺教師。 貳、行政團隊利他行為方面 一、國民小學行政團隊展現利他行

為，整體達到「良好」的水準，各構面之得分以「助人的行為」最高、

「願意為他人犧牲自身利益」最低。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學校，行政團

隊利他行為有顯著差異，小型學校較中大型學校為高；不同背景變項的教

師，對行政團隊利他行為的知覺情形有顯著差異，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高於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資深教師高於資淺教師。 參、學校行政效能方面 

一、國民小學學校行政效能，整體達到「良好」的水準，各構面之得分以

「行政效率」最高、「資源取得與運用」最低。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學

校，行政效能有顯著差異。小型學校較中大型學校為高；不同背景變項的

教師，對學校行政效能的知覺情形有顯著差異，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高於未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年長教師高於年輕教師。 肆、變項間之相關與預測

力 一、校長服務領導行為與行政團隊利他行為具顯著正相關；校長服務

領導行為對行政團隊利他行為具有顯著預測力，並以「建立社群」的預測

力最高。 二、校長服務領導行為與學校行政效能具顯著正相關；校長服

務領導行為對學校行政效能具有顯著預測力，並以「建立社群」、「發展

願景與前瞻性行為」、「對教師成長的承諾」的預測力最高。 三、行政

團隊利他行為與學校行政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行政團隊利他行為對學校

行政效能具有顯著預測力，並以「整體利他行為」的預測力最高。 伍、

中介效果與整體關係 一、「行政團隊利他行為」在「校長服務領導行

為」與「學校行政效能」間，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 二、「校長服務領

導行為」、「行政團隊利他行為」及「學校行政效能」三者間的整體關係

為（1）「校長服務領導行為」影響「學校行政效能」；（2）「行政團隊

利他行為」影響「學校行政效能」；（3）「校長服務領導行為」透過

「行政團隊利他行為」影響「學校行政效能」。 最後，研究者根據本研

究進行歷程的心得與所獲得之各項結論，提出在教育政策及學校經營層面

的應用及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字：服務領導行為、利他行為、行政

效能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and furthermore, to inspect the role that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play on the aforementioned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ap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relevant fields were proposed at the 

end. The research procedures firstly started with the literature review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ground for the theory. Secondly, a self-conducted questionnaire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was followed and adopted as the investigation tool. The 

questionnaire was targeting the teachers of Taipe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s and 

copies were issued through the Internet with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he total 

number of questionnaire copies sent out is 1505 where 1102 were returned 

effectively. Data were collected to process statistic analysis an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analysis are: I.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1. The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in overall, achieve “Good” 

level. Among all aspects, “awareness” is scored the highest, while “healing”, 

the lowest. 2. Principal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nts have few differences in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 practice. However, for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wareness of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where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more 

aware than those without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nd senior teachers are more 

aware than junior teachers. II.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1. The 

elementary school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in overall, reach “Good” 

level. Among all aspects, “obliging behavior” is scored the highest and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personal interest for others” the lowest. 2. School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 It is more obvious in small-scale schools than large-scale schools. For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wareness of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where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more aware than those without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nd senior 

teachers are more aware than junior teachers. III.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1. 

The elementary school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in overall, achieves “Good” 

level. Among all aspect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s scored the highest and 

“resources obtained and utilized”, the lowest. 2. School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It is 

more obvious in small-scale schools than large-scale schools. For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wareness of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where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more 

aware than those without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nd elder teachers are more 

aware than younger teachers. IV. Relevancy and Prediction among Variants 1.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are significantly direct propor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In addition,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have obvious predictability toward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where “social group establishment” have the most predictability. 2.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are significantly direct propor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Besides,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have obvious predictability toward the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where “social 

group establishment,” “developing vision and prospect behaviors” and 

“commitment toward teacher development” have the most predictability. 3.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are significantly direct proportion with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Moreover,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have 

obvious predictability toward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where 

“overall altruistic behaviors” has the most predictability. V. Intermediary Effect 

and Overall Relationships 1. Among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there 

are partial intermediary effects. 2.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are as follows: (1)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influence the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2)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influence the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and (3)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influence the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Lastly, the researcher, based on the 

lessons learned and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is 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applicable to th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school management level and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Administrative Altruistic behaviors;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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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0.160.253 new 08 495145164 2008.7.21 22:54 163.20.160.253 new 09 

495145164 2008.7.21 22:54 163.20.160.253 new 10 

異動

記錄 

C 495145164 Y2008.M7.D21 22:31 163.20.160.253 M 495145164 Y2008.M7.D21 

22:54 163.20.160.253 M 495145164 Y2008.M7.D21 22:55 163.20.160.253 M 

495145164 Y2008.M7.D21 22:55 163.20.160.253 M edle3387 Y2008.M7.D21 

22:55 163.20.160.253 M edle3387 Y2008.M7.D22 9:08 140.136.95.205 M edle3387 

Y2008.M7.D22 9:08 140.136.95.205 M edle3387 Y2008.M7.D22 9:12 

140.136.95.205 M edle3387 Y2008.M7.D22 9:12 140.136.95.205 M 030540 

Y2008.M7.D22 9:40 140.136.209.53 M Edle3387 Y2008.M7.D22 12:01 

140.136.95.205 M Edle3387 Y2008.M7.D22 12:02 140.136.95.205 I 030540 

Y2008.M7.D22 12:30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9.M10.D19 10:09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