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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的意義乃在發現每位學生學習的無限可能，讓每位學生都能找到自信，慢

慢發展出成熟的自我(林文律， 2006 : vi)。透過教育的薰陶，讓每一個學生學

會如何過生活，引導學生學習體驗人生樂趣，以適應未來社會的街擊，並對社會有

所貢獻，這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根本的樂趣所在。前言所述，學校教育擔負著重賣大

任，而班級是學校組識最基本的單位，教育要能成功，就必須從此方向著手。

班級是學校教育最基層的小聞體，也是一個其有多元性、岡時性、立即性、

不可預測性、公開性等特色且由複雜的人、事、物組合而成的小型社會體系;相岡

地，班級經營是學校經營的基本單位，是每一位擔任教師日常的工作，雖是平時事

務但其重要性是教師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因為班級經營的良繭，牽動到教學活動

進行、學生學習成效以及班級文化的樹立，有謂「有怎樣的老師，就有怎樣的學生

(班級) J 隨之因應而生。

教師個人的信念、知識、價值、態度、情緒，形成了對教育的看法，還過教

學、活動等班級經營中，無形的、潛在的、慢慢的影響著學生，久而久之形塑了班

級自有的文化。這裡並不是說，教師的人格特質一定是班級經營文化塑造的決定因

素，而是說，班級鱷營發展的理念必須是由師生共創的。

然而，班級是師生交互作用最為頻繁的地點，在裡面隱約地蘊藏著兩種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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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量，一是教師，另一是學生。其中，教師代表學校組織，站在制度或成人的

立場，負責管教學生，領導他們達成組織目標。但是，學生對於教師的領導，卻非

一成不變地全盤接受，因為他們擁有自己的信念、需求、喜好、偏好，甚至是偏

執。在筆者服務的學校，常聽許多教師感嘆教師難為，根據筆者的觀察，可能的原

因係來自於學生問題較以往為多且多元複雜，以及課程與行政工作的壓力，因此在

班級經營的過程之中，產生相反方向的拉趾力量，抵消了教師班級經營的一片好心

與企圖心。教師面對班級種營屬於人的部份，是班級經營最難處理的部份，教師有

時甚至感到黯然神傷。

因此，本文不針對教師課程與行政工作壓力做敘述，也不介紹其理論及核心概

念，而是想藉著平常觀察所得，以轉型領導理論思維提供一些具體可行的策略，做

為在教育第一現場的教師們，有效地經營班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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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領導理論在班級經營上的應用

壹、轉型領導理論的內涵分析

現今管理學的觀點，職場潮流從過去以職位、薪資、獎金、口頭鼓勵等為主流

的「互易式領導 J 男一種層次的「轉型式領導」已然帽起，愈來愈多上班族不只

以「加薪」、「升遷」作為需求，更提升到心靈的層次，這可從相關的經營管理

文獻可以得知， <日經商業周刊〉在2006年公布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日本上班族

有54.1%不在乎是否擔任管理職，而且有高達59.9%的上班族寧願待在具有高度專

業、對社會有貢獻的職位上;在《美國企業性靈調查》研究報告也顯示，超過七成

上班族最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義 J 而不是「高薪資」或「高職位 J (司|自張漢

宜， 2007 : 176) 。以上文獻分析可隱約了解到現代員工從過去追求物質的需求轉

為有意義的需求，也就是自己的工作是否對於社會產生「意義 J 更讓主管也開始

思索自己管理職的意義，共同帶動組織持續經營。這也就是筆者想藉著職場領導的

轉變，來說明教師如何從代幣或口頭獎勵來滿足學生的需求，進而引領學生在學

習、生活、行為、態度上實際的改變，因為傳統的班級多為「互易領導」以某種利

益以交換學生的努力。若要學生更努力，就假設需要提供更多的利益給學生。受制

於利益有限，班級教師不可能也不容易要求學生有卓越的表現。如要追求學校中超

乎期望的行為表現的話，則將傳統的互易領導轉變為轉型領導，改變成員對教育

工作的信念與價值觀，使他們願意為共同理想目標前進 (Bass， 1985) 'Burns附

和Bass的說法，認為領導者與追隨者共同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引領改變(吳秉恩，

2006 : 300) 

自費德勒 (E.E. Fiedler) 於 1976提出權變領導之後，至今許多現代的領導理

論仍深受其影響。因時代思潮的演進，尤其是後現代主義之多元並存，在加上組織

生態的急速轉變，使得許多面向的領導理論因應而生，而強調革新與追求卓越的

「轉型領導 J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就順勢成為領導學重要的研究途

徑(武文瑛， 2005) 

從國內外研究相關文獻顯示，轉型領導者都需要發揮共識願景、魅力影響、激

發鼓舞、知識敢發、個別關懷等五層面整合(吳靜吉 '2006 ;張慶勳， 2006 ;曾

文鑑， 2006 : 1865 ;蔡進雄， 2005 : 39 ; Bass, 1985; Bass & Avolio , 1990) 。

除此之外，張漢宜 (2007 : 176) 在〈職場新顯學←一轉換型領導》一文中提出，

轉型領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須掌握三個重點，分別為:打造願景、

鼓勵學習、及以身作則。打造願景併入於共識願景之內，鼓勵學習則與知識散發相

當雷同，此三項與上述有相似之處，以身作則在教育的重要性是老生常談的話題，

對於教師班級經營佔有一席之地，可成為另一層面來說明。再者， Leithw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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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linson和Gene由大量學校轉型領導的文獻所得的結論是，轉型領導理論中七度

向度會受到持續注意，包括魅力、智慧激勵、對個別的照顧、可能的酬賞、高表現

期望、目標一致、及示範(哥|自鄭燕祥， 2003 : 174) 。而蔡進雄 (2005 :“) 

認為轉型領導並非是提升組織績效的萬靈丹，提出新轉型嶺導的三個行為構面，諸

如:共創願景、激發潛能、和建立團隊等等。筆者認為班級就是一個小型社會，是

由人所組合而成的小團體，有領導者(老師)和被領導者(學生)區別，因此班級

經營有如團隊之經營模式，因此，將其列入轉型領導內涵之一，來分析其運用於班

級經營中。綜合上述文獻分析得知，轉型領導理論內涵的討論，主要涉及七個主

題，即建立團隊、共識願景、個人魅力、激發鼓舞、知識敢發、以身作則、以及個

別關懷。以下便就這七大內滷'逐一做探討。

一、建立國隊

過去學者專家一直強調目標管理，導致組織中的成員只做好自己的事，習慣於

「單打獨鬥」的方式來完成工作，所達到的績效有限(蔡進雄， 2005 : 47)。在

多元社會裡，單獨完成任務有其可行性，但如要達到正面綜效，不管在人力、物

力、資源上，團隊建立所發揮的績效應大於個別投入的總合。因此，領導者與成員

必須建立夥伴關係，分工合作，發揮個人專長，展現團隊精神與力量，達成所既定

之目標。

二、共鐵廠景

透過組織發展願景建構，可以讓成員有更高層次的理想追求，因而不會斤斤計

較於眼前的近利。為要發揮願景對成員昇華的功能，領導者應與成員共同建構願

景，並相互討論完成願景的做法。建立願景後，需運用各種方式，將願景清楚傳達

給成員，獲致成員的了解與承諾(謝文全， 2007 : 287) 

三、個人魅力

領導者的親和力和自信心是被欣賞、尊重和信任的。透過言談之間散發出個人

的影響力，激發成員對組織認同及參與活動的意願(張慶勳， 2006) 。

四、激發鼓舞

領導者對成員的寄望，說明工作目的和內容，激發成員的工作動機，賦予成

員工作的重要意義，使成員相信自己能表現的比預期的標準來得好(曾文鑑，

2006 :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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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領導理論在班級經營上的應用

五、知鐵做發

領導者營造開放的環境，藉著建構問題、鼓勵成員以新的方式思考問題，鼓勵

成員以創新和創造力的做法，及陳述自己的構想和理由(曾文鑑. 2006 : 1865 ; 

蔡進雄. 2005 : 39) 

朮、以身作則

要成員怎麼做，領導者就須自己先去做，而且要先樂在工作，才能發揮榜樣與

魅力的學習效果。除此之外，領導者的情緒對成員的表現影響甚大，領導者工作情

緒愉快，會帶給員工正面能量(張漢宜 '2007:176)

七、個別關懷

領導者能了解成員之需求、能力及抱負並體恤成員的辛勞，主動聆聽成員的心

聲，表達適度的關心，並提供協助;在工作上，能給予成員充分發展其潛能，並能

在工作情境中獲得支持。

貳、轉型領導在班級經營的運用

領導是一種影響力的發揮，而影響力是相對性而且是交互作用的，有領導者及

追隨者組織才能運作，影響力也就應運而生。譬如在學校，校長就是一位領導者，

藉由影響力來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在班級裡，教師就是班級王國的領導者，學生就

是跟隨者，教師透過影響力來影響學生學習，影響力的最終目的就是改變，而改變

更是轉型領導的最終目的，就如Burns所言，轉型領導就是領導者和追隨者共同合

作，其目的就是要引領改變(吳承恩. 2006) 。而改變是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觀察

與個人內省，並經由質與量的研究方法加以考驗，這並不是本文所要詳述之處，而

僅是敘述教師如何以轉型領導的七項內涵，運用於班級經營中，提供一些可行或真

體的方法，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一、 r 建立國隊」在班級經營的運用

班級是學校教育最基層的小團體，從組織結構層面來看宛如一個小型社會之雛

型，它兼具著複雜性與分工協調性的特色，要有高績效的團隊，不是靠個人力量可

以獨立完成的，有賴班上師生分工合作，發揮師生個人專長，因此，班級導師(領

導者)必須要有對全班學生的家庭背景、人格特質、以及興趣嗜好要瞭如指掌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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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視英雄的慧眼，尋找特質、能力互補的學生建立小組團隊，有了小組團隊之後，

就必須要工作分配平均並且有福同享，除此之外，導師更應有傾聽來自於學生不同

的聲音、意見，並包容不同特質的小組團隊(學生)且知人善任，班務自然順暢運

行，筆者進一步說明可行策略如下:

(一)導師分攤班級王f1!並互支付給學生，統合學生智囂，發揮國藤椅神與力量

近年來，由於教育改革的推動，促使教學環境的改變，班級中有愈來愈多的工

作需要教師來完成，但單靠教師的力量實無法獨立完成。因此，唯有依賴學生組成

團隊，學生之間相互扶持、溝通與學習，同時透過班級團隊的運作過程，將班級工

作分攤並交付給學生，發揮團隊精神與力量，方能協力完成班級任務。

(二)導師要扮演著合作、提權、協調、溝通、與傾聽的角色，真誠與學生對話

導師將工作任務分配後，班級就成為一個團隊，而導師在團隊中則扮演著團隊

領導者的關鍵角色，如何激勵學生能為團隊的共同目標而努力，則須導師發揮合

作、溝通與工作指導方面的能力，來引領學生對團隊的承語、認同與參與。

二、 r 共識願景 J 在班級經營的建用

班級團隊建立之後，緊接著就是發展班級的願景，班級願景必須是師生一起進

行，老師(領導者)不能置身於外，透過班上師生討論、修正、結論的過程，經過

公開宣示並取得同學的承諾。這樣的發展過程具有未來性、前瞻性、全盤性、擴展

性、以及冒險性的特質(謝文全 '2007) ，相信對導師在班級經營將有莫大的助

益，筆者進一步提出下列二點可行做法，說明如下:

(一)制定班級廠景時，也須導師費與並提供可行且容身達到的建議

願景就是努力追求目標的方向，它應該是可行的、簡易的、容易的、合價值性

的，因此，導師在參考學者專家的研究或者其所提出之建議時，必須自己先行將其

轉化為學生容易接受與認同的資訊，與學生來發展班級願景。

(二)願最發展過程或執行中，須兼顧情境以聽時空轉變因素，適度修正

沒有一個願景是永遠不變的，人員會改變、情境會改變、組織結構會改變，因

此，班級願景共識必須要將前述的改變考慮進去，讓學生在願景發展中領悟到制定

一個方案或活動時要多面向的思考，執行時可以做適度的修正。

三、 r 個人魅力」在班級經營的建用

「傳道、授業、解惑」讓人感受到老師透過專業能力的展現、如父般無微照

顧，讓學生真正體會老師在我們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是魅力的呈現，也是威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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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領導理論在班級經營上的應用

展現，最終的目的就在於改變或涵養學生的素質。然而時空轉變，筆者在服務的

教育現場中感受到師道漸漸淡化，不復過往。導師如何運用「個人魅力」來經營班

級，可行策略如下:

(一)導師的「個人魅力」須展現在自己專業能力主，作為學生學習的支性

教學是教師在教育場域中最主要的任務，雖然學生學習來源取得多元，但主要

還是來自於教師專業知識的傳授，教師在教學所展現的專業能力必須是自信的、充

滿活力的、重視學生學習的權利，故對班級經營是加乘的效果。

(二)學生能力的做發及潛能做迪，須靠導師循循善誘及發展學生的優點

教育功能在引導學生向善，老師的魅力所在就是能夠察覺到學生的優點，加以

鼓勵，對於缺點部份，則循循善誘，因此導師必須要發揮個人魅力，不斷創造優

勢，營造不同的班級氣氛。

四、 r 激發鼓舞」在班級經營的運用

人是有情感的個體，有情感就會有需求，而需求就會產生差異，而班級又是眾

多學生所組合而成的團體，因此，班級上的每一個學生就會有個別的需要與個別差

異存在，而導師是班級的領航者，最了解學生個別的差異性，由此，導師應透過個

別化的關懷，融合所有學生意見於班級目標中;同時當學生遇到困難時應給予必要

的支援協助，學生獲得獎勵時給於肯定嘉勉，如此必能激發學生的榮譽感，表現會

比預期來的好。如何激發鼓舞，闡述如下:

(一)導師要處處觀察學生表現，在適當時機，激勵學生與肯定學生能力

人是最敏感也是最需要鼓勵的個體，鼓勵是表現的催化劑，學生有某一方面的

優秀表現，導師必須即時的對其事蹟做口頭上肯定，增強其價值。

(二)導師傅建對教育的熱情、對班級的熱愛，激起學生學習慣值與意義

教師要能傳達對於教育工作的熱情和對班級的熱愛，使學生可以知道與感受

到，不僅如此，導師還要能點燃學生學習的熱情。

(三)導師感須具備說醜事能力與按巧，藉由說故事來傅建正確的價值

導師在班級中應該去發覺或蒐集有意義的故事，並藉由故事來傳達導師的價值

觀或班級經營的理念。導師可利用非課程內的空白時間或是課程領域內的彈性時間

來述說故事，這時的溝通與學習是最有效果與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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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知識敢發」在班級經營的連用

學習是學生在校最主要任務，不管是生活上或是知識上的學習;而老師的任務

就是要毆蒙學生學習，讓學生在此過程中感受到學習是一種互動的過程，碰到疑難

問題時有人可以詢問請教，跳脫「象牙塔」式的單獨學習，有句話說 r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寡聞 J 不就是鼓勵學習者要與大眾進行知識交流與分享。事實上，學

海無涯，學習是無止境的，老師與學生都應該不斷的學習。

(一)導師要不斷的學習，講學生感受到老師追求學間的熱誠，激發學習

學習是會傳染的，學習型的班級，老師本身就是一位學習者與教學者，他/她

會激勵學習閱讀，久而久之，形成一種習慣，閱讀的價值就塑造而成了。

(二)鼓勵分享、刺激學習，讓經驗不斷相互交繭，達到知識廠發的目的

老師或學生可將生活上的經驗或閱讀上的個人心得，利用機會相互發表或分

享，建立融洽的、支持的良性氣氛，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增加教師教學上的教學

資訊。

(三)在學習中，培義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助於發現學習的意義所在

學習的主要目的在於獲得有意義的學習，透過有意義的學習之後，習得解決問

題的能力，以因應未來社會的變遷。因此，教師盡可能提供學生如何培養思考與解

決問題能力的機會，現就筆者淺見提出以下五點教育策略，供作參考:

1.提供可解決的適當問題:提出適合學生起點行為的適當問題，同時也透過辦理

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之進修活動來增強教師提間的技巧。

2. 應養成分析問題的習慣:協助學生分析而認識問題，不可置學生不顧或反應過

度熱心，太快告知正確答案。

3. 輔導其利用取得的資料:鼓勵學生蒐集課本以外的知識，因為學習及經驗是解

決問題的必備材料。

4. 學習陳述假設的方法:協助學生盡早提出多種解決問題的策略。

5. 鼓勵驗證假設的態度: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才能避免個人的主觀與偏見，解

決問題。

朮、 r 以身作則」在班級經營的進用

以身作則，教師必須先樂在工作中，情緒的掌握更是教師樂在工作的先決條

件。華頓商學院指出 r情緒」對職場表現的影響甚大(張漢宜 -200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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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闖-四"周‘-闕，團曙袍-也可白白-闖闖-

轉型領導理論在班級經營上的應用

班級經營是經營「人」的工作，情緒當然會影響到事情進行順暢或是班級氣氛，因

此，身為級任導師的情緒是決定學生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筆者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做好個人情緒管理，不國人、事隨意無謂的發搗情緒，而影響教學

情緒管理對教師而言，十分重要。因為在面對班級學生和處理班級事件時，要

發展出對自己情緒的覺察，並能處理自己情緒低潮、培養突破逆境的能力，還能設

身處地為學生著想，並與學生達成良性互動與和諧融洽的師生關係。

(二)學生備緝的發潰，必須適度的輔導，讓在學習過程建立正確價值觀

學生情緒的發洩係在傳遞訊息，而就我們所知，訊息乃是做事實的描述而非價

值判斷，因此，身為教師者必須在接受學生訊息時就應該傾聽，讓學生感受到教師

的重視、接納與尊重，如此才能讓學生有負起行為的責任，並協助學生釐清自己的

感受及解決衝突。

七、 r 個別關懷」在班級經營的運用

老師是學生的心理輔導者，要能了解班上學生的基本需求、能力及未來生涯

發展，並在學習的過程中給予支持的力量，因此，身為教師者必須站在學生的立

場來體驗學生的感受，了解他們的情緒，並伸出溫暖的雙手給予個別的關懷與協

助，這樣的動作會讓師生在互賴互信的關係上，共同面對問題，學生覺得深受重視

而加以努力。除此之外，運用六到:眼到(能認真的觀察學生的困難點)、耳到

(能多聽、願傾聽)、口到(關懷在心口常開)、肩到(有擔當)、心到(發自於

心視學生為己出，真誠相待)、及「腳到 J (走向學生群體) (當文鑑， 2006 : 

1873) ，讓學生感覺老師的真誠，打從心裡順服老師。

參、結語

轉型領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的核心概念，就是要培養國民教育

階段之學生，擁有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並且透過改變的過程感受到價值的重要性，

讓其行為或認知改變，而其改變是正確性的。

又依文獻資料莊達勝 (2007) 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童知覺級任教師領導型態、

班級氣氛與成就動機的關係所作的研究結果顯示，教師運用轉型領導行為愈多，班

級氣氛愈佳，學生成就動機愈高。的確，這篇研究結果可補充筆者在實徵研究分析

上的不足。

再者，班級是學校教育最基本的團體，也是一個具有特色又複雜的小社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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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經營正是老師實踐領導技巧的最佳場所，在面對一個活生生而且情緒豐富的個體

(學生) ，老師如何激勵學生做出比原來所期望的更佳的事情，並且影響他們的態

度、價值和信念，唯有實踐轉型領導，方能有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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