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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

以及組織信任在上述二者關係間所產生干擾的情形，並且比較不同背景

變項國民小學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上知覺的差異情形。

而研究主要目的臚列下列七點：瞭解目前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教

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與組織信任知覺之現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臺

北縣國民小學教師，在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和教師專業成長上之知覺

差異情形；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和教師專業成長之間的關

係；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成長之預測力；探討



組織信任在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間所產生

的干擾情形；綜合研究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供學校校長、教育主管單位

及未來研究人員之參考。 本研究以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為問卷施測對

象，採分層隨機抽樣共抽取 980 人，問卷有效回收 754 份，有效回收率

76.94%，分別以平均數、標準差、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

關、逐步多元迴歸及階層迴歸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依據研究結果分析與

討論，歸納出下列結論： 一、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之校長教學領導、教

師專業成長與組織信任之知覺屬中上程度。 二、部分背景變項的臺北縣

國民小學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和與教師專業成的知覺具有顯著差異。 

三、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具高度正相關。 四、

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成長具高度預測力。 五、臺北

縣國民小學組織信任在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間具有干擾作

用。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若干建議，俾供學校校長、教育主管單

位及未來研究人員之參考。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and the interference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trust 

between them. And it also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 the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erceptual differenc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erefore、there are 

seve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status of the degree of confidence in perceptual;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exist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about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s; discuss the significantly predictive ability between elementary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explore 

organizational trust at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generated interference by the relationship in 

Taipei County; provid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to school principals、educational 

authorities、and researchers for their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Using stratified 

sampling、980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Each was given a uniform questionnaire. As a result、75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The valid retrieval rate amounts to 76.94%.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mean、standard deviation、t-test、one-way ANOVA、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upon this mentioned 

results、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The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medium to high level. 2. 

Part of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aipei County. 3. There is a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4.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expectation 

between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5. The organizational trust in the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to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has the 

influence of moderators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Finally、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school principal、

educational authorities、and researchers for their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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