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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題目：校長服務領導行為、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

研究-以新北市國民中學為例 校（院）系所組別：輔仁大學管理學院統

計資訊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林姵伶 指導教授：謝邦昌、張光昭 論文頁

數：106 關鍵詞：校長服務領導行為、教師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效 論

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旨在了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服務領導行

為，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的現況，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

知覺三者的差異情形，並進一步探討三者間的關係。本研究以發放「校

長服務領導行為，教師學校能與學生學習成效調查問卷」問卷為主，並

將調查所得資料加以探討。將本研究所獲結果，歸納結論如下： 一、 



就現況而言，國民中學校長服務領導行為、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

效均達中上程度。 二、 不同性別、擔任職務之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服

務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其中以「男性」、「教師兼任主任」教師的知

覺較高。但不同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之國中教師知覺校長服務領

導行為無顯著差異。 三、 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擔

任職務之國中教師知覺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均無顯著差異。 

四、 就測量模式而言，校長服務領導行為以『建立社群』最具解釋力；

教師教學效能以『自我效能』最具解釋力；學生學習成效以『情意』最

具解釋力。 五、 國民中學校長服務領導行為與教師教學效能有顯著正

向關係。 六、 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正向關係。 最後，

依據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教育人員及後續研究之

參考。  

摘要

(英) 

Abstract Title of Thesis：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Junior High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as an example 

Name of Institute：Master's Program in Applie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llege of Manage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ame of Student：Lin, Pei-Ling Advisor：Ben-Chang Shia; Kuang-

Chao Chang Total Pages：106 Key Words：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percerve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three dimensions：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to analyze the perception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from teachers i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The research in this study used the 

questionaire-“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to collect data,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from the survey. Conclusions are brought upon as follows： 1. In 

terms of current status, all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re above the average of satisfying. 2.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of different 

gender or in charge of different position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among them, 

“male” or “teachers in charge of administration affairs” have higher 

perception. However, age, years of service and level of education show no 

signification difference in the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3. Different gender, age, years of servic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eachers with other positions no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or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4. In terms of 

modeling, “Community Creating” can explain best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Self-efficiency” can explain best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s for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ffection” is the best 

explanation. 5. The apparent positive correlation can be found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 Servant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6. The explicit positive correlation can be detected between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th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school staff executive and future study a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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