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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瞭解台北縣國民中學家長對於校長的角色期望，並以教育消費

者的立場來探討家長期望校長要以何種領導行為領導學校同仁。不同的背

景之家長對於校長的期望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並針對差異可能產生的原因

進行討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整理、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研究者編製

「台北縣國民中學家長對於校長角色與領導行為」問卷作為研究工具，依

學校規模進行分層抽樣，以台北縣國中家長為研究對象，發出 1,064 份問

卷，回收 917 份，回收率 86.18％，有效問卷為 82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7.35％，再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

進行分析研究，研究結果如下所示： 一、整體而言，家長對於校長所有角

色皆屬高程度期望，以「道德典範者」的角色最為重視，相較之下較不明

顯期望的角色為「公共關係者」。 二、不同背景之家長對於校長的角色期

望有明顯差異：女性家長對於校長角色期望較男性家長為高，教育程度高

的家長在「道德典範者」角色期望明顯高於教育程度低的家長，家庭收入

高的家長在校長角色期望上明顯高於家庭收入低的家長，學校規模大的家

長對於校長部分角色期望明顯高於其他學校規模家長，而小型學校家長在

「文化領導者」與「課程與教學領導者」的角色期望明顯高於其他學校規

模的家長。 三、不同年齡、不同學區選擇、不同鄉鎮市的家長在於校長角

色期望均未達顯著差異。 四、整體而言，家長對於校長領導行為期望為

「高關懷高倡導」行為。 五、不同背景之家長對於校長領導行為之期望有

明顯差異：女性家長在「關懷」層面較男性家長為高，教育程度在國中以

下之家長在「倡導」層面明顯高於其他教育程度的家長，家庭收入高及學

校規模大的家長在「高關懷高倡導」期望上明顯高於其他的家長，而學校

規模在 73 班以上及 24 班以下之家長在「關懷」領導行為明顯高於其他學

校規模的家長。 六、不同年齡、不同學區選擇、不同鄉鎮市的家長對於校

長領導行為期望均未達顯著差異。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針對教育

行政機關、國中校長及未來相關研究者之建議。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realize the role of principals from parents’ 

viewpoi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The research used the viewpoint 

of educational consumer to investigate what kind of leading behavior principles 

should be taken to lead colleagues at school. We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among 

parents with difficult background？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reasons probably 

caused by difference was performed in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 was studied by 

literature conducte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nvestigated.The researcher edited 

questionnaire of “Parents form Junior High School of Taipei County toward 

Principals’ roles and Leading Behavior” as research tool. A number of 1,064 

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and 917 copies returned. The return rate is 

86.18%.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823 copies and the valid return rate is 

77.35%. It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t-test for sample 



independence, and one-way ANOVA.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ing: 1. Overall, parents showed high 

expectation towards all principles’ roles. The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moral model. 

Comparatively, the more unobvious one is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2. Par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oward principals’ roles. Female 

parents’ expectation of principals’ roles was higher than male’s parents. Par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had higher expectation towards principals’ roles for moral 

model than parents with lower education. Parents with higher family income had 

higher expectation towards principals’ roles than parents with lower family 

income. Parents from large-scale schools had obviously higher expectation towards 

partial principals’ roles than parents from other school scales. Parents from small-

scale schools had obviously higher expectation towards principals’ roles for leaders 

for culture and leaders for curriculums and teaching than parents from other school 

scales. 3.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expectation toward principals’ 

roles among the parents who are with different ages, choose different school district 

and live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towns. 4. Overall, parents’ expectation toward 

principals’ leading behavior was high-consideration and high-initiation. 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expectation toward principals’ leading behavior 

among the par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In the aspect of consideration, female 

parents were higher than male parents. In the aspect of initiation,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ich is junior high school and below were higher than 

parents with ot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arents with higher family income and 

from large-scale schools had higher expectation of high-consideration and high-

initiation than other parents. In leading behavior of consideration, parents from the 

school with over 72 classes and under 24 classes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parents 

from other school scales. 6.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expectation 

toward principals’ leading behavior among the parents who were with different 

ages, choose different school district and live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tow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t was discussed to offer some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s,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 and future related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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