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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S IN ELEMENTARY SCHOOL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服務領導行為與組織創新的關係。本

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後，以問卷調查研究法進行，以臺北縣 201 所公立小學

為取樣範圍，採取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共發出 789 份問卷，回收 634 份，



有效率為 80.4％。調查工具為「國民小學校長服務領導行為與組織創新之

關係問卷」，資料統計分析利用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及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加以處理分析。本

研究獲致以下結果： 一、國民小學校長展現服務領導行為，整體達到

「良好」的程度，各構面之得分以「自我覺察」最高，「傾聽同理」最

低。 二、國民小學組織創新，整體達到「良好」的水準，各構面之得分

以「活動展能創新」最高，「課程教學創新」最低。 三、校長背景變項

不同，其校長服務領導行為部分變項達到顯著差異，其組織創新則未達顯

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校長服務領導行為的知覺情形有

顯著差異，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高於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學校規模 73 班

以上高於 49~72 班，建校歷史 10~29 年高於 30~49 年。 五、不同背景變項

之教師，對組織創新的知覺情形有顯著差異，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高於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具不同學校背景之教師，對組

織創新的知覺情形有顯著差異，大型學校高於中大型學校、10~29 年學校

高於 30~49 年學校。 六、校長服務領導行為與組織創新具有高度正相

關。 七、校長服務領導行為對組織創新具有預測力，並以「發展願景與

前瞻性行為」、「對教師成長的承諾」、「建立社群」、「自我覺察」的

預測力最高。 最後，提出在教育政策及學校經營層面的應用及對未來研

究的建議。  

摘要

(英)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adopted in the study. 

The questionnaires of “The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Scale” 

and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f School Scale” were adopted as the 

investigation tools. The population for the study was all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Total of 789 subjects drawn from the 201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were surveyed. 634 study subjects responded to the survey, 

yielding an effective return rate of 80.4%.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methods like descriptive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 1.The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achieve 

“Good” level. Among all aspects, “self-awareness” scores the highest, while 

“listening and sympathizing” the lowest. 2.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achieves the level of “Good”. Among all aspects, “Student 

Activity Innovation” scores highest, while the aspect of “Curriculum Instruction 

Innovation” scores lowest. 3.While the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principals show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ir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hown in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4.For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where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more aware of the behaviors than those who without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s to the school background variables, teachers in large-

scale schools (more than 73 classes) are more aware of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than those in smaller-scale schools (49~72 classes), and 



teachers in schools with shorter history (10-29 years old) have higher awareness 

than those in older schools (30-49 years old). 5.For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warenes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eachers of male gender and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more aware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an the others. For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school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warenes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s well. Teachers serving in large-scale 

schools are more aware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an those serving in 

moderate-large schools, and that teachers in schools with shorter history (10-29 

years old) have higher awareness than those in older schools (30-49 years old). 

6.There is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7.Principal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show as obvious predictors towar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f all the aspects, “Developing Vision and 

Foresight”, “Commitment toward Teacher Development”, “Building 

Community”, and “Self-Awareness” have the highest predic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future studies as 

well as for the application to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chool manag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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