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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組織文化與新任校長推動學校事務之關係，經由文獻

探討發現學校組織文化可分為「外在適應」、「和諧溫馨」、「全員參

與」及「團隊合作」等四個層面；而新任校長推動學校事務可分為「行政

管理」、「教學領導」、「公共關係」與「人際溝通」四個層面。本研究

主要使用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抽取台北縣 49 所公立國民中小學於在

95 學度校長更迭的正式教師為研究對象，總計發出 702 份問卷，回收之有

效樣本為 377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53.7％。問卷資料則採用描述統計、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回歸分

析等統計方法分析。 研究發現台北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學校組織文化程度和

新任校長推動學校事務屬於中上，並以和諧溫馨與行政管理的表現最好。

而性別、擔任職務、學校規模與校長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與學校組織文化

和新任校長推動學校事務層面有顯著差異。另外，學校組織文化與新任校

長推動學校事務間具有正相關。對於新任校長推動學校事務具有最佳預測

力的影響因素為全員參與及外在適應。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對教育主管

行政機關、新任校長及學校教師提出若干建議。首先，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應加強校長的交流活動與經驗分享，以及提昇學校與社區、家長之互動關

係，並且研擬調整適當學校規模。在新任校長方面，建議應積極主動，身

段放軟，和同仁建立良好關係，並增加學校適應外在環境的能力，創造全

員參與的組織文化。在學校教師方面，鼓勵教師參與校務行政工作，以建

立優良的學校組織文化，藉由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與社區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共創親、師、生 三贏。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affairs by the first-year 

principals of the school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the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which were “external adaptation,” 

“harmonious warm,” “full participation” and “team work.” With respec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affairs by the first-year principals of the schools, there 

were fours factors which include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leadership on 

teach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data in this study. 

The sample of the study was drawn from the teachers in 49 public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with first-year principals for the academic year 

of 2006. The total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issued was 702 and the returned number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was 377 at response rate of 53.7%.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hool affairs implemented by the 

first-year principals in the public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were both higher than average level. The best performances were 

“harmonious warm”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everal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teachers’ gender and positions, school size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al degrees of the school principals, were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s of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al and school affairs implemented by the 

first-year principal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chool affairs implemented by the first-

year principals. The school affairs implemented by the first-year principals could be 

well predicted by the full participation and external adaptation of the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to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first-year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First of all,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principals to exchange ideas and share experiences.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parents should be promoted. The appropriate size 

of schools should be studied. With respect to the first-year principals, they should 

become more active and develop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olleagues. They 

should also work on enhancing the schools’ capacity to adapt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reating full particip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or school teachers, they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well-developed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eachers should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develop goo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ies for the common goods of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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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36.95.203 del 03 494145210 2008.7.24 10:04 140.136.95.203 new 03 

494145210 2008.7.24 10:06 140.136.95.203 new 04 494145210 2008.7.24 10:07 



140.136.95.203 new 05 

異

動

記

錄 

C 494145210 Y2008.M7.D23 15:10 140.136.95.203 M 494145210 Y2008.M7.D23 

15:11 140.136.95.203 M edle3387 Y2008.M7.D23 15:33 140.136.95.203 M 

edle3387 Y2008.M7.D23 15:48 140.136.95.205 M 494145210 Y2008.M7.D24 6:56 

61.217.226.165 M edle3387 Y2008.M7.D24 8:48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4 8:48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4 8:49 

140.136.95.204 M 030540 Y2008.M7.D24 8:57 140.136.209.53 M edle3387 

Y2008.M7.D24 9:29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4 9:29 

140.136.95.204 M 494145210 Y2008.M7.D24 10:07 140.136.95.203 I 030540 

Y2008.M7.D24 10:10 140.136.209.52 M 030540 Y2009.M10.D19 10:55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9 10:55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9 13:48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20 11:02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