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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領導的現況，並針對東方華人社會的

家長式領導與西方領導理論的轉型領導對於教師知覺幸福感的影響。擬將

家長式領導與轉型領導等兩種不同典型的領導風格放在同一樣本加以檢

驗，以瞭解校長家長式領導、轉型領導與教師知覺幸福感之差異與關係。 

研究中採問卷調查研究法，研究的對象是以臺北縣公立國民小學兼任行政

職務教師作為母群體，以分層隨機抽樣，共發出 743 份問卷，回收 634

份，回收率 85.33％，有效問卷共計 625 份，有效回收率為 84.12％。資料

統計分析採用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ｔ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

差相關、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研究結果如下。 一、臺北縣國小校長

家長式領導之現況屬於中上程度，其中以德行領導最高，而威權領導得分

最低， 二、臺北縣國小校長運用轉型領導之現況屬於中上程度，其中以激

勵鼓舞最高，而領導魅力得分最低。 三、臺北縣國小兼任行政職務工作教

師知覺幸福感之現況屬於中上程度，以正向情緒最高，其次是生活滿意。 

四、臺北縣國小兼任行政職務工作教師，會因性別、婚姻狀況、擔任行政

職務、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行政年資之不同，在知覺校長家長式領導、

轉型領導與幸福感差異情形上有顯著差異；而在服務學校規模大小上，在

知覺教師幸福感有顯著差異外，在知覺校長家長式領導、轉型領導上則沒

有差異。 五、臺北縣國小校長家長式領導之「仁慈領導」、「德行領導」

行為與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知覺幸福感有顯著正相關；「威權領導」則與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知覺幸福感有顯著負相關。 六、臺北縣國小校長轉型領導

之「共創願景」、「領導魅力」、「激勵鼓舞」、「才智啟發」、「個別

關懷」行為與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知覺幸福感有顯著正相關。 七、整體而

言，校長轉型領導行為比家長式領導行為更能預測教師幸福感；然去除威

權領導後，就家長式領導之「仁慈領導」、「德行領導」二層面總括而

言，比轉型領導各層面更能預測教師幸福感。 本研究結果提供國民小學校

長、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與教育行政機關做為行政領導與提昇教師幸福感之

參考。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les’ orient paternalistic and wester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for the 

influence of well-being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for the influence of the teachers’ well-being, the study prepares to place and 

inspect the identical sample.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as the population are the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in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Taking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he researcher totally issued 743 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and received 643 

questionnaires, as the result of the response rate is 85.33％. Furthermore, there are 

625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valid response of 84.12％. The method of the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are percentag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ｔ-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of the result as follows: 1.The performanc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leadership in Taipei County is high-intermediate level with high 

scores of moral leadership and low scores of authoritarianism leadership. 2.The 

performance of applyi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in Taipei County is high-intermediate level with high scores of 

encouraged by the incentive and low scores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3.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of Taipei County have the 

high-intermediate level of well-being perception with the positive attitude first, and 

life-satisfaction second. 4. The well-being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in Taipei County has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incipal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sexual, marriage status,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age, years of service, years of 

administration. However, the well-being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s has obvious 

differences for the school scale, but the principal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don’t. 5. There i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ehavior of benevolent and moral leadership of the principal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of Taipei County and the well-being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There is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ehavior of authoritarianism leadership and the well-being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6. There i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ehavior of Creating a vision, Charismatic leadership, Encouraged by the 

incentive, Inspired by intelligence, and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of the 

principal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of Taipei County 

and the well-being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7. In 

general, the behavior of the principal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ould be more 

predictable than the behavior of principal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for the well-

being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Excluding from the 

authoritarianism leadership, the behavior of the principal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of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moral leadership could be more predictable easily than 

the behavior of the principal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for the well-being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for principal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ts, and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s to be a reference of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and to improve the teachers’ well-being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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