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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導師家長式領導與班級經營效能的現況，及不同背景

變項學生知覺導師家長式領導與班級經營效能的差異，並瞭解導師家長式

領導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相關情形，最後分析導師家長式領導對班級經營效

能之預測作用。 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法為主，以台北縣 1023 名公立國中

學生為研究對象。 所得資料使用描述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考驗、

積差相關與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茲歸納本研究的主要

結論如下： 一、國中導師家長式領導之現況良好，以「仁慈領導」得分

最高，「德行領導」次之，「威權領導」得分最低。 二、國中導師班級

經營效能整體表現尚佳，以「班級常規表現」得分最高，「教師教學品

質」仍待加強。 三、導師性別、學生年級、班級人數與學校規模會影響

國中導師在家長式領導領導的運用。 四、學生性別、導師性別、學生年

級、班級人數與學校規模會影響國中導師班級經營效能。 五、導師家長

式領導與班級經營效能具有顯著相關。「德行領導」和「仁慈領導」與班

級經營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皆有正相關；「威權領導」與班級行政管理、教

師教學品質有正相關，但與師生關係經營為負相關。 六、導師家長式領

導對班級經營效能具有預測力，其中，「德性領導」對班級經營效能的預

測力最高。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國中導師、國中學校、教育

主管機關及後續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摘

要

(英) 

The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homeroom teacher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t explored how 

students’ background might influence their awareness of homeroom teacher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omeroom teacher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was analyzed. Finally,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was also used to predict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the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The subjects were 102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County.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were descriptive-statistics ,t 

test, single-factor ANOVA,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The 

present degree of homeroom teacher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behaviors reached 

higher than the middle level. They did very well on “benevolence leadership”, 

followed by “moral leadership”, but did worst on “authoritarianism 

leadership”. 2.On the whole, homeroom teachers performed well on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hey performed best on “class conventions”. But it 

still needed improving in “teaching quality” aspect. 3.The homeroom teacher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existed differences among the different teachers’ sex, grade 

level, class size, and school size . 4.The homeroom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xisted differences among the different students’ sex, 



teachers’ sex, grade level, class size, and school size. 5.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omeroom teacher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Benevolence leadership” and “moral 

leadership”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whole and each aspect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uthoritarianism leadership”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whole, each aspect of “class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quality”, but i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6.The homeroom teacher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was notably predictable to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n 

the whole, “moral leadership” held the highest predictable ability on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research,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homeroom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ers studying related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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