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鄉地區的教育品質一直是被關注的焦點，

而偏鄉地區校長領導攸關學校的發展與教育品質

的提昇。本文旨在探討偏鄉地區國小校長領導實

踐。首先探討偏鄉地區遭遇之教育困境，其次分

析校長風格與成功校長的領導特徵，最後就就偏

鄉校長領導實務提出以下建議：

1、積極爭取各式教育補助計畫，落實推動教育

　政策；

2、轉型學校經營策略，發展精緻創新特色；

3、加強溝通師生觀念，型塑學校未來願景；

4、採取策略聯盟方式，增強學校競爭優勢；

5、善加整合教育資源，發揮整體教育效能。

　因此，型塑優質的學校組織文化，必須由校

長領導實踐脈絡相承，活用校長具有的專家權、

魅力權與法職權，掌握各種有力情境，適時發揮

領導功能，畢竟教育沒有重新再來的機會，希冀

以來偏遠學校服務為志業，戮力開創偏遠學校教

育幸福價值的出口。

關鍵詞：偏鄉教育、校長領導風格、校長領導

實踐

摘 要 壹、前言

教育部在20 1 1年公佈的《中華民國教育報告

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有教育政策白皮書的

性質，對我國教育未來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謝

文全，20 1 3）。而這些政策圍繞著精緻、創新、

公義、永續四大主軸發展，其目的在達成新世紀

、新教育、新承諾三大願景（教育部，2011）。

十二年國教上路，偏鄉學童面臨更嚴重的學

習落差，對於偏遠地區孩子的第一印象「文化刺

激不利，生活經驗不足」，父母務農靠天吃飯、

或者靠打零工，每天辛苦工作只圖溫飽，回到家

也無力指導課業，而此在偏遠地區屬正常家庭結

構，但單親、隔代教養的家庭結構呢？這些孩子

的未來怎麼辦呢？身為偏鄉教育工作者的校長、

主任及教師深信持續地接受教育是改善貧窮循環

鑰匙的不二法門，因此時常在學校開辦課後的教

育活動，但要孩子課後來上課真的很難，這是身

處此環境的教育工作者一致的心聲，原本想透過

家庭的力量讓孩子來參與學校課後的教育活動，

即使學校成員一家一家的拜訪及說明，但成效不

彰無法貫策執行，因為偏鄉大多父母總認為解決

當前家裡的需要及困境才是父母們所關心的，學

生課後不是協助家裡的農事或零工，就是在家處

理家務，功課似乎只留在學校的時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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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要如何關注偏鄉地區的

教育品質是身為偏鄉校長的辦學焦點，而身處偏

鄉地區校長，校長的正向領導攸關學校的發展與

教育品質的提昇。因此，面對十二年國教唯有校

長領導組織成員重視偏鄉教育問題，才能開發偏

遠地區學生的潛能，提升未來競爭力並達成不放

棄每個孩子的教育目標。

貳、偏鄉地區教育困境

偏鄉教育的成敗關鍵，多半取決於校長領導

及教師的專業能力。在教學情境中，教師是一位

專業的領導者，不僅能夠精熟必備能力，而且也

能適時的運用這些能力，以提高其教學效能，所

以，身處偏鄉校長要善用專業領導力，適時給予

教師支持與協助，提升教師教學素養效促使教學

品質更為卓越精緻，以達成教育目標。

根據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與兒福聯盟共同合

作，於2 0 1 3年1月2 1日發佈的「偏鄉弱勢兒童學

習貧窮調查」發現，偏鄉老師認為54%偏鄉家庭對

於孩子的教育投資很少，七成二偏鄉弱勢學童家

中教育資源不足，沒有書桌、字典、參考書……

，七成平常沒補習、五成沒有學才藝，三成完全

沒有參與過藝文活動，除了經濟上的投資外，51%

的偏鄉家庭沒有能力看顧孩子的課業，對於孩子

的教育也提供很少的支持，也難怪三成偏鄉弱勢

學童不在意自己的功課，24.8%不想升學。

為解決上述問題身為教育工作者，尤其校長

必須先了解以下偏鄉教育的困境：

一、偏鄉學校教育資源問題

許多研究顯示，偏遠地區學校因規模小不符

經濟成本效應（陳麗珠、陳憶分，1995；Frie d -

k i n＆N e c o c h e a , 1 9 8 8 ; H a l l e r＆M o n k , 1 9 8 8）

我國的教育資源分配，存在著城鄉差異，直轄市

的資源往往比一般縣市豐富，而不同縣市間又有

所差異，縣內學校因班級數差距，經費直接影響

學校能否擴充許多軟、硬體設備；但往往偏遠地

區的小校設備老舊不堪使用，卻遲遲等不到經費

汰舊換新，導致學生無法在良好的環境下有品質

的學習。

二、偏鄉學校師資問題

偏遠地區由於交通不便、生活機能不佳，原

本教師任職意願就不高。而政府分發的公費生或

甄試錄取之教師，大多非在地人，對學校與社區

的認同度較低，又加上學校規模小，地處偏遠教

師必須兼任行政工作增加教師負擔，造成了教師

流動率相當頻繁。學校師資結構不穩定，學生常

須適應不同老師的教學方法，也間接影響其學習

成效。

三、偏鄉地區家庭背景問題

     學校的存廢幾乎與社區存廢劃上等號，

偏鄉學校與在地社區形成生命共同體( H a m p e l，

2002;Wooltorton,2004)，父母的職業、經濟狀

況的差異會影響子女之受教機會。偏遠地區有許

多家庭經濟狀況並不佳，對孩子的教育並未投入

太多精神加上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的問題，親師

之間較少聯繫溝通，孩子回家後在課業、生活上

缺乏照顧，影響其身心發展。

四、偏鄉學生資訊刺激問題

偏遠地區由於家庭經濟困頓，資訊媒體設備

缺乏，學生較難獲得最新的教育資訊，也無法像

市區的孩子常接觸到最新的媒體訊息。在這知識

急遽擴增的時代，資訊更新的相當快速，偏遠地

區的學生難以跟上時代的腳步，造成城鄉的差距

越來越擴大。

學校是學生發展的關鍵；是啟迪學生開發潛

能，創造機會的場域。吳清山表示：城鄉教育有

落差，偏鄉地區老師流動率太高，整天換老師，

學生學習也不穩定，加上藝能科老師少，偏鄉很

多有美術、運動、表演天分的孩子，沒有啟發，

也無法表現。

一、校長領導風格類型

 領導是一種歷程，強調在團體或組織文化中

，領導者影響部屬的互動過程（謝文全，20 0 2）

。依據本文文獻探討歸類國小校長之領導風格有

人和型、民主開放型與人性關懷型等正向領導風

格。本研究之「校長領導風格」採張慶勳(2 0 0 4 )

的定義：意指學校領導者受其社會文化、學校組

織文化、個人人格特質影響後，將其思想、教育

理念融入學校組織文化情境，所表現出來的個人

領導行事作為。

參、校長領導風格與成功校長的領導特徵

南投文教35期政策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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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說校長之領導風格是固定哪一種類

型，校長之領導風格，植基於個人先天之人格特

質，並受後天教育與環境之影響，孕育出校長之

教育與辦學理念，然因學校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化

系統，學校情境隨著學校組織文化、人員氣氛的

變化而改變。因此，張慶勳(2004)將國小校長實

際的領導風格類型歸納為： 

1.公共關係取向：政治型、人和型、象牙塔

型。 

3 .象牙塔型：校長不善於與社區、家長、同

仁溝通且互動關係欠佳，在偏鄉學校是教育中心

，不能只求學校發展而是要落實家校共同推動發

展的使命。

（二）、權力運用取向

1.民主開放型：校長能以身作則，主動引導

溝通協調並尊重同仁的意見，透過群策群力可將

偏鄉教育的落實與推動由組織成員一同達成。

2.放任型：校長對校務的發展沒有周延的計

畫與願景，無法正向積極的珍視偏鄉學校教育的

未來。

3.威權管理型：校長喜歡下指導棋，以展示

其威權，若只有命令而無關心偏鄉學校的組織成

員，組織內部會產生較多負面的聲音。

（三）、任務－關懷取向

1.工作任務型：校長要求同仁工作完美零缺

點，如期完成交辦工作，不能馬虎，也要視偏鄉

教育同仁是否有其勝任能力。

2.人性關懷型：校長關懷及關心同仁，並提

供適時的鼓勵與支持，透過完善的激勵配套，偏

鄉教育工作者會為教育奉獻，成就偏鄉教育。

依據上述類型分析期望服務於偏遠地區的校

長接受偏遠在地文化，將其教育理念與熱誠，融

入學校組織文化及在地社區特色，不要以服務偏

遠學校來為未來成就個人事業的踏板，更不希望

將偏遠學校當自己實踐教育理念的實驗場所，而

貿然的將偏遠學校學生的受教權當賭注，畢竟教

育沒有重新再來的機會，希冀以來偏遠學校服務

為志業，戮力開創偏遠學校教育幸福價值的出口

。

二、成功校長的領導特徵

校長工作極為繁瑣，千頭萬緒的工作迫使校

長必須制定優先順序。戲法人人會變，變法卻人

人不同。同樣學校由不同的校長治理，其成果卻

有可能天淵之別。營造優質的組織文化與績效，

必須仰賴有效能的校長。校長表現出的心態與行

為會形成特殊的領導風格（秦夢群，2013）。

在臺灣有效能校長研究部份，林明地（20 0 2

）調查嘉義市國民中小學好校長的特徵：1.強調

技術管理與藝術性領導2.具備良好人格特質：負

責盡職、誠懇、關懷、清廉、以身作則3.態度樂

觀、積極、利於接受變革4.具備特殊才能或推展

特定才藝5.善於人際溝通、互動6.掌握關鍵、知

所進退7.示範、帶動學習8.投注夠多的時間9.善

於發揮領導功能、績效卓越且得到認同。

 綜上所述，服務於偏鄉地區的校長，必須於

在任期間有效的具備以下特徵：

2.權力運用取向：民主開放型、放任型、威

權管理型。 

3.任務－關懷取向：工作任務型、人性關懷

型。綜觀各學者研究調查發現校長實際的領導風

格，歸納出領導風格類型與領導行為內涵如下表

，就校長領導風格來省思偏鄉教育的影響層面：

（一）、公共關係取向

1.政治型：校長較忙於校外公關，無法聚焦

在教育領導，對偏鄉教育的核心任務無法集中。

2.人和型：校長注重校內組織氣氛的和諧並

少與人衝突，反思對偏鄉教育的推動較為緩慢。

表一：參考整理自 張慶勳(2004)國小校長領導風格與行為之研究

公共關係取向 權力運用取向 任務-關懷取向

行政

層面

領導
　風格

教師

社區家長

注重校內組織氣

氛的和諧，處事

圓融，少與人衝

突

充分溝通協調，

與同仁積極互動

，尊重同仁的意

見

校長主動關懷及

關心家長及社區

要求同仁工作完

美零缺點

校長關懷及關心

教師，並提供適

時的物質和精神

之鼓勵與支援

善於與社區、家

長、同仁溝通善

忙於校外公關，

較忽視校內教師

教學

喜歡事事掌權，

以展示其威權。

主動引導及培養

教師自動自發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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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偏鄉教育願景與信念

2.發展短中長程戰略計畫與執行策略

3.信任及融入學校組織強化溝通並授權成員

4.以持續追求專業知識建構學習型組織團隊

5.通權達變對偏鄉教育工作有所承諾、謀最

大利益及幸福。

肆、對偏鄉地區校長實踐之建議

校長為一校之長，擔負學校發展成敗之重責

，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換言之，唯有提升校長專

業知能，展現校長卓越領導作為，始能促進學校

發展（楊振昇，20 1 2）。根據文獻探討發現現職

校長之領導風格類型以人和型、民主開放型、人

性關懷型居多，但校長實際的領導風格仍同時兼

顧各種不同取向與層面之環境，並隨著不同階段

而有不同領導焦點及領導策略。因此，校長之領

導風格在實際上具有多元取向，而不是固定的或

單一模式的，而校長領導實踐具體作為如下以解

決教育困境：

一、積極爭取各式教育補助計畫，落實推動

教育政策、以補家庭教育之功效：申請「教育優

先區計畫」、「補救教學計畫」、「改善偏鄉地

區資訊設備」、「大學師生史懷哲計畫」等，透

過專案計畫申請，提升學生的基本能力，彌補因

家庭環境的落差導致不公不義的現象。

二、轉型學校經營策略，發展精緻創新特色

，以提升偏鄉教育品質：教育資源的運用必須由

量的擴充轉為質的提升，尤其在質的方面力求精

進，有效結合學校與社區，積極溝通協調，擬定

創新經營策略，形成特色學校，落實民主參與，

研擬解決策略，訂定發展目標，如此轉型學校經

營策略，發展創新經營特色，將是永續發展的契

機。

三、加強溝通師生觀念，型塑學校未來願景

：學校不是孤立的，不是封閉的，外在的社會環

境，常常會影響到學校各方面，若要發揮學校教

育之功能，則必須巧用溝通，做好溝通，使學校

、家庭、社區觀念獲得統整，讓學校成為社區的

中心。

四、透過策略聯盟方式辦學，改善學生文化

刺激問題、增強學校競爭優勢：採取策略聯盟在

偏鄉教育實踐上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其優點有

下列三項：

1.資源統整：將不同學校的各項資源予以統

整，讓學生享受更佳的教育條件。

2.多元發展：策略聯盟將不同特色、專長的

學校予以交流互惠，使學校更能朝多元發展，因

應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多元特色。

3 .效能提升：個別學校在教育資源貧乏之下

，採行策略聯盟，使教育效能能在相互支援下發

揮。如此，可減少人力、物力浪費、拓展師生視

野、促進教師研發能力、提供學生學習機會，促

進教育機會均等，增加學校優勢競爭力。

五、善加整合教育資源，發揮整體教育效能

，改善偏鄉學校資源問題：提供教育空間，讓民

間團體舉辦社區大學，在職教育及老人教育等活

動，如此善加整合教育資源，不但可以改善學校

財務狀況，更可發揮整體教育效能。 

自1 9 6 7年開始校長的領導從校長兼教師、一

般管理者、專業與科學管理者、行政領導者，轉

變到今日的課程與教學領導者與學校創新領導的

實踐者。國小校長的領導職責已經從過去傳統單

一的行政領導，轉變為學校行政、課程、教學三

者兼具的領導，必須在學校教學與課程上提供教

師與學生必要的協助與輔導，以提高教師教學品

質與學生學習之效果。

伍、結語

我們無法說校長之領導風格是固定哪一種類

型，校長之領導風格，植基於個人先天之人格特

質，並受後天教育與環境之影響，孕育出校長之

教育與辦學理念，然因學校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化

系統，學校情境隨著學校組織文化、人員氣氛的

變化而改變。因此，張慶勳(2004)將國小校長實

際的領導風格類型歸納為： 

1.公共關係取向：政治型、人和型、象牙塔

型。 

教育必須持續發展與精進，才能提供學生優

質的學習環境（吳清山，20 1 1）。不管校長的領

導風格屬於那一型，應以兼容並蓄的領導方式，

由愛出發打造滿足家長及學生需求的顧客導向策

略，以權變領導方式帶領偏遠地區教育，走出文

化不利、刺激不足的影響因素，積極打造適合偏

鄉教育發展的教育新藍圖。學校是具有科層化與

專業化的正式組織，是一開放的、動力的系統，

校長必須統合學校內外部資源，在兼顧教師專業

自主、學生受教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前提下，

依其理念辦好教育；常言道：「有怎樣的校長，

就有怎樣的學校」。因此校長的正向領導，就有

營造優質的教育環境，有優質的教育環境自能形

成校園良好的人文氣氛，所以要型塑優質的學校

組織文化，必須由校長領導實踐脈絡相承，活用

校長具有的專家權、魅力權與法職權，掌握各種

有力情境，適時發揮領導功能，畢竟教育沒有重

新再來的機會，希冀以來偏遠學校服務為志業，

戮力開創偏遠學校教育幸福價值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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