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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時間品質管理智慧

國立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陳木金
臺北縣立德音國小輔導主任　許哲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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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時間」（time）是我們最熟悉的事

物，也是最親密的戰友與敵人，如果能夠

做好時間管理與運用，對於自己會有一種

成就感，然而如果虛擲光陰到某種程度，

影響到生活與行事，則會有強烈的罪惡

感，甚至感覺到一事無成的落敗感。對於

既熟悉又陌生的「時間」，在探究時間的

品質與管理之前，我們應先了解時間的特

性。例如，徐發斌（2001）指出，時間的

特性有下列幾項：一、珍貴資源；二、不

可回溯；三、不能買賣；四、無法暫停；

五、供給毫無彈性。有鑑於此，因為不能

增加時間的量，我們便只有在質的運用上

使其發揮功效。由此可知，時間對我們來

說，是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我們尋求的

自我實現。它是如此珍貴，卻也容易因疏

忽而永遠逝去，以致無法挽回；它也是如

此的公平與民主，在每一個人同時擁有相

同時間資源的情形下，能夠善於掌控自我

時間管理與品質的人，將是容易獲致成功

的人。

品質管理（quality management）之

核心是透過各種管理方式、策略及原理原

則，管理組織中的各項人、事、物，以維

持品質與持續提升品質，提高顧客之滿意

度，甚至以追求超越達成顧客之需求為努

力目標，使組織得以永續生存與發展（楊

念湘，2008）。其次，陳木金與邱馨儀

（2007）指出，追求卓越的品質是優質學

校經營的目標，重視學生、家長、老師的

需求，隨時掌握並維持高的滿意度；以學

生受教權為最大利益考量，不斷地改善行

政運作流程，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持續的

創新工作方法與成果，透過各種管理方

式、策略及原理原則，管理組織中的各項

人、事、物，以維持品質與持續提升品

質，提高顧客滿意度，甚至以追求超越顧

客之需求為努力目標，使組織得以永續生

存與發展。陳木金與楊念湘（2008）指

出，品質管理是一連串活動的結果，包括

品質規劃、品質管制及品質改進三部曲，

每一個活動皆會影響到最後的品質，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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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達成品質要求與消除缺點，並且運用

PDCA循環精神為原則的品質管理，領導

學校運用PDCA循環精神為原則的品質管

理系統，不斷蒐集、分析整理，做為持續

改進的依據，達成學校行政服務「高績

效」、「高品質」、「師生家長滿意」與

「持續改進」的目標。

另外，針對時間品質的診斷方面，

林鴻儒（2003）指出，進行時間管理能使

我們從容不迫地完成應該做的事，以提升

時間使用的價值，充實自己的生活，並且

珍惜自己生命的看法，藉由妥善的時間管

理，提升時間運用的價值，讓我們在生活

與生命上皆能得到充實與珍惜，這也就是

時間品質的診斷依據。余明和（2003）在

〈生存、生活與生命―談時間品質〉一

文中指出，如果我們要獲得良好的時間品

質，應該是在「時間、壓力、學習及情

緒」這四方面之中求得平衡，並透過均衡

的管理、掌握、應用及控制，才能在這時

間不夠用的時代中，獲得生命的圓滿與成

功，進而獲得良好的時間品質，亦即在有

限的時間中，獲得工作、生活及自我實現

的最大滿足。因此，針對時間品質的診

斷，除了符合外在績效的評核外，最重要

的還是先做好妥善的時間管理，同時建立

正確並符合誠信善良的個人內在價值體

系，也因為對於時間品質的判斷牽涉到個

人的主觀價值與經驗，如果運用時間的品

質符合「生命的意義」，也就是內在生活

意義的終極目標，並依誠信善良的原則對

生命意義加以探索、了解、真實體會與肯

定，以這樣的一種標準，即可幫助我們針

對時間品質的診斷做最佳的詮釋。

時間，每一個人都很公平地擁有

一天24小時的時間，但是如何把握與運

用？端看個人的習慣與價值觀（丁復興，

2003）。二十一世紀是知識時代，講究的

是速度與效率，因此，要如何讓時間的運

用更有效能與品質，是身為現代人的我們

必須努力的課題，也是當代校長們必須具

備的校長實用智慧。根據陳木金（2004）

研究指出，在學校經營的場域之中，校長

的工作好像是夾著於「解構」與「復活」

的兩大主勢之間，日昇日落，校長的一天

宛如在後現代主義寫照之下的「零碎」與

「拚貼」度過，因為校長在工作場域邂逅

「人多、事雜、速度快」的問題，但又必

須以「事情要完成」、「原則要把握」兩

者並立來過活。面對後現代學校經營問

題，如何提供校長時間品質管理智慧的議

題，顯得相當重要。因此，筆者分析目前

針對時間管理研究現況及其論述，大多

集中於時間管理的方法或時間管理的策

略（徐發斌，2001；莊崑謨，2005；連

進福，2006；陳志強，2006；謝佳雯，

2003；謝鴻志，2005）。針對時間品質管

理的研究或論述尚屬少見，如果我們能確

實掌握時間品質管理的智慧，我們的生命

品質相對也將獲得提升。因此，本文以

「時間品質管理」為頂層核心，「校長專

業知能」為基層核心，試著繪製「校長的

時間品質管理智慧」的建構圖（如圖1所

示），並進一步從：一、校長時間品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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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核心技術；二、從時間品質管理看校

長專業知能實踐的智慧等兩方面來加以探

討，討論校長的時間品質管理智慧，做為

提升校長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效能的參

考。

貳、 校長時間品質管理的核心
技術探討

校長的學校領導工作日理萬機，在自

身的時間品質管理策略中，除了使身體、

心智、情感及心靈在生命中達到平衡之

外，在實際的領導作為要如何具體實踐？

對此一議題，許哲銘（2008）提出了「健

康BQ―領導、寧靜IQ―計畫、超然

PQ―執行、智慧EQ―評估、領導之

靈SQ―服務」的具體實踐策略，以增進

學校領導者的有效領導作為。因此，探討

時間品質管理與生命品質管理是有關聯性

的，林德賢（1998）在〈生命品質學的研

究方法〉一文中論述生命由三個組成層面

―生理、情緒及心靈，亦即身體PQ、情

感EQ與心靈SQ，而上述三者亦須透過心

智IQ的運作而結合成為完整之全人思維循

環體系。

其次，針對個人對時間品質的價值

觀與管理策略的訓練，並將其與個人生命

品質相連結，我們提出了時間品質的管理

循環：腦B（Brain）→手H（Hand）→心

M（Mind）→靈S（Soul）的概念，透過

上述的管理循環思維，使個人的生命品質

與時間品質管理相契合，以做為全人思維

模式的時間品質管理之前端訓練。徐發斌

（2001）指出，校長時間管理策略係指校

長具有正確的時間觀念，運用系統化的科

學管理方法，探討並分析時間管理干擾與

困難因素，把握原則與方法，適切地規劃

考核
執行

Vision

計畫

靈

心手

腦

時間品質管理

Mission
Capacity

校長的時間品質管理智慧

校務
發展

校長專業知能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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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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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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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校長的時間品質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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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排時間，合理運用時間，藉以提升時

間的效能，並影響與導引同仁有計畫、有

目的、有系統地管理時間，使校務工作順

利推展。陳木金（2005a）指出，校長能

以全人思維模式的時間品質管理策略，使

自身的身體、心智、情感及心靈在生命的

運轉軌跡中達到平衡，亦即自己成為生命

的主人，在生命每一個事件中的時間流轉

皆能達到腦、手、心、靈之充分運作，如

此便能確實地掌握時間品質管理。

歸納而言，常見的校長時間管理

策略，包括時間的掌握、時間的規劃、

職務的授權、電話與公共關係管理、會

議與文件處理、做決定等六項。張月鳳

（2005）綜合歸納老子智慧中領導角色與

Sergiovanni在Moral Leadership一書將道

德領導分為領導之心、領導之腦與領導之

手三個層面之理論，提出了領導之心、領

導之腦及領導之手三個面向的領導模式。

其運用老子思想領導哲學之精華，透過將

老子智慧的詮釋，將校長領導的哲學視為

「領導之心」，校長領導的特質則為「領

導之腦」，校長領導的方法則是「領導之

手」的校長全人領導模式，建構中國式的

全人領導模式。而許哲銘（2008）的研究

指出，所謂時間品質管理，係指校長進行

校務經營時，能運用全人思維領導模式：

「腦B（Brain）―計畫、手H（Hand）

―執行、心M（Mind）―評估、靈

S（Soul）―服務」的時間品質管理循

環，使個人的生命品質、時間管理及領導

效能相契合，以做為專業知能實踐之前端

策略，詳如表1所示。以下茲將時間品質

管理的核心技術分別依：一、用腦做計

畫；二、用手來執行；三、用心來評估；

四、用靈來服務等四方面加以探討。

一、用腦做計畫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在面對校務

經營的策略規劃與執行時，使用時間品質

管理的策略，能夠運用自我的心智才能，

結合個人學習需求，透過持續、系統而規

律的學習，並且培養自覺，跳脫框架與舒

適範圍來思考問題，從校務經營中學習領

導的技巧，也從領導中思考校務經營的策

略。

校務經營最首要的是學校願景的形

塑，鄭崇趁（2006）指出，學校願景的建

立，是以教育目標與課程目標為基礎，配

合學校環境條件、師生心聲、發展特色及

領導者的辦學理念，由全校師生共同討論

而成。因此，校長在制定願景、任務及策

略的過程中，能夠認清客觀現實，讓親、

師、生一同參與，共同決定學校發展的重

點。

確立學校的願景與發展方向之後，校

長要以探索方向的領導職責制定並堅持一

個包含共同願景與價值觀的策略計畫，以

授權賦能來激勵所有學校成員，同心協力

為邁向願景所欲達成的目標而努力，以達

學校永續經營之目標。

據此，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領導結

合時，能以全人思維的「腦（心智才能）

―IQ」，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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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命「學習」的需求，並以「願景」

的領導藝術，透過「探索方向」的領導職

責，制定並堅持一個包含共同願景與價值

觀的策略計畫，以激勵與服務他人來達成

學校教育目標。

二、用手來執行

校長在領導學校面對教育變革的挑

戰時，就個人而言，難免會招受壓力的侵

蝕，此時維繫自身的身心健康，以降低身

心的負荷是極為重要的課題。校長能憑藉

著身體才能，聰明地攝取均衡的營養，堅

持不懈地努力鍛鍊身體，藉由有計畫的休

閒活動適度休息、放鬆身心，並做好壓力

管理，以防範未然。

自律既是鍛鍊身心健康所憑藉的精神

意志力，也是一項領導職責，當領導者的

願景與奉獻精神結合，便會產生自律。校

長運用自律的精神，以身作則，讓自己在

個性與能力上成為同仁的表率，並且建立

與同仁之間的信任感，專注在最重要的事

物上，如此應對實踐困難、面對殘酷的實

現時，也能遊刃有餘，完成既定的任務。

在推動校務上，校長能夠結合使命與

視野策略，建立適才適所的互補型團隊，

並以誠信善良為組織的核心價值，在面對

校務經營上的衝突時，也能夠尋求第三種

解決方法，讓彼此對立的雙方皆能蒙受其

利。

對於學校經營效能的要求，能將抽象

的願景與價值觀轉化成具體可行的計畫，

透過授權賦能，建立明確的責任與透明公

正的獎懲制度，讓成員能為自己負責，增

進行政服務與教學效能，提高學校在專業

與制度上的競爭力。

據此，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領導結

合時，能以全人思維的「手（身體才能）

―PQ」，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

合個人生命「生活」的需求，以「自律」

的領導藝術，透過「以身作則」的領導職

責，制定並持續無懈可擊地執行流程，以

激勵與服務他人來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三、用心來評估

EQ（情緒智商）是現今領導者所講

求的重要能力之一，校長能主動積極，培

養自覺做出明智抉擇。自己決定以終為始

的第一要務、目標及價值觀，藉由自我調

節，根據要事第一、不斷更新的價值觀念

調整自己。

對他人能表現同理心，敏於視聽、

審時度勢而努力獲得他人理解，以影響他

人，或做出決定與判斷。根據互助互惠原

則的雙贏思維，知己解彼努力理解對方，

從而運用統合綜效實現創造性合作，以展

現社交溝通技巧。

藉由上述策略來增進校長情緒控制技

巧，鍛鍊自身的情緒穩定性，如此將有利

於領導策略的思考與推展。

熱情是維持自律以求實現願景的動

力，如果校長以「熱情」的領導藝術來激

勵自己與學校成員投入校務，將個人的需

求、天賦才能、熱情與學校的願景連結在

一起，透過充分授權釋放他人熱情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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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建立與堅持一種重視信任與表現的組

織文化，加強學校成員的協同性、團隊精

神及對外網絡的合作關係，那將會釋放無

窮的力量來面對教育改革的挑戰。

據此，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領導結

合時，能以全人思維的「心（情感才能）

―EQ」，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合

個人生命「愛」的需求，以「熱情」的領

導藝術，透過「充分授權」的領導職責，

建立並堅持一種重視信任與表現的組織文

化，以激勵與服務他人來達成學校教育目

標。

四、用靈來服務

就領導與管理兩者而言，領導所具

有之心靈層次特質優於管理所抱持的物質

層次特質，Secretan（何修瑜譯，2006）

在《比激勵更重要》一書中對領導的定義

是：「領導是一種帶著服務性質的人際關

係，啟發他人成長，使世界更美好；立志

服務他人是一項美德，因為它必是靈性的

表現」。而Covey（2004）在《第八個習

慣―從成功到卓越》中也提到利用內在

的聲音為他人服務。由此可知，領導的最

高境界，也就是領導之靈在於「服務」。

服務領導（servant leader）於1970年

由R. K. Greenleaf進行系統之概念化與應用

之倡導，而服務領導的意涵為一位領導人

具有服務、謙卑及奉獻的精神，能夠尊重

成員尊嚴與價值、聆聽成員意見與想法、

凝聚成員社群意識，並賦予成員自我決定

事務的能力，以激發成員潛能，彼此共同

為達成組織目標而努力，而服務領導的特

徵有下列四項―傾聽、說服、服侍及承

諾（吳清山，2007）。

校長進行校務領導時，能夠忠於自己

的最高價值觀、信念及良知，許下諾言與

履行承諾，並且擁有為學校奉獻自我的意

識，培養良知、服從良知，以尋求領導與

生命的意義，最後找到自我內在的聲音，

如此便能獲致服務領導所需要的精神才

能，也就是領導之靈。

有了領導之靈後，校長結合發揮影響

力的人生需求，憑據著「良知」的領導藝

術來指導著個人與學校成員的願景、自律

及熱情，並以「整合體系」的領導職責來

設計、落實及強化學校的核心價值觀與最

高策略的體制目標。

另外，應建立回饋系統以進行策略

與組織目標的調整，以使學校達到既定的

教育目標，並且藉由專業社群的建構，包

括行政與教學系統的緊密結合，建立並保

持一個反應迅速、具有靈活性的扁平式組

織，服務學校的親、師、生，並鼓舞他們

有傑出的表現，以靈活因應教育環境的變

遷。

據此，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領導結

合時，能以全人思維的「靈（精神才能）

―SQ」，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合

個人生命「發揮影響力」的需求，以「良

知」的領導藝術，透過「整合體系」的領

導職責，建立並保持一個反應迅速、具有

靈活性的扁平式組織，以激勵與服務他人

來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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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從時間品質管理看校長專
業知能實踐的智慧

學校領導者日理萬機，在自身的時

間品質管理策略中，除了使身體、心智、

情感及心靈在生命中達到平衡之外，在

實際的領導作為要如何具體實踐？對此

我們提出了「健康BQ―領導之本、寧

靜IQ―計畫、超然PQ―執行、智慧

EQ―評估、領導之靈SQ―服務」的

具體實踐策略，以增進學校領導者的有效

領導作為。因此，領導者要維持身心的健

康必須以「自律」來自我控制，並保持良

好的習慣，然而有健康的身心才能進行有

效的領導，並享受辛勤工作的果實，所以

「健康乃領導之本」。

領導者透過計畫性的思維與策略，來

面對生命中的各種壓力與挑戰，將能以寧

靜之姿獲得最後的勝利，藉由生命有計畫

地實驗與冒險，採用漸進式的步驟與小贏

策略，並從錯誤中學習，提升心理的抗壓

性，如此向舊習挑戰，尋求心靈的釋放與

平衡。一位領導者釐清了他的生命使命，

定義並實踐了價值體系與理念，確認了自

己對於工作的定義是志業而非職業後，便

能夠提升自我的性靈，藉由服務追隨者，

啟發他人發現並掌握自己的使命、理念與

志業，讓領導者、追隨者及組織目標合而

為一，成就了組織的績效與永續發展。

因此，陳木金（2005b）以學校經營

實務之校務發展、行政管理、教學領導、

公共關係及專業發展等五個向度來探討學

校領導人才培養與訓練的實務內容，從學

校領導管理系統知識培訓的圖像建構分

析，找出信念系統、人的系統、組織系

統、溝通系統及行動系統的學校經營知識

來建構學校領導人才的培養與訓練的圖

像。在全人思維領導模式架構下，校長身

為學校的領導者，必須結合個人的價值體

系、學校利害關係人、組織文化及專業知

能，融合領導動能而將領導策略與專業知

能實踐於校務經營上，藉由專業知能的提

升，透過領導策略實踐於校務經營，將時

間品質管理策略視為是校長的價值體系，

則其必須經由實踐與反思，再淬練成自我

的核心價值，透過校長時間品質管理的內

隱價值體系，藉由「計畫」、「執行」、

「評估」及「服務」的全人思維領導策

略，結合Covey的八個習慣與領導職責激

勵自己，尋找到自我內在的聲音，透過

「校務發展」、「行政管理」、「教學領

導」、「公共關係」及「專業責任」等專

業知能的實踐來激勵他人，以達個人卓

越、組織卓越及領導卓越融合之全面卓越

的境界，以時間品質管理策略來促進校長

專業發展的實踐，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校長藉由時間品質管理實踐行

校務發展之專業知能

校長運用時間品質管理的價值觀於

「校務發展」向度之專業知能實踐，在訂

定校務發展各項計畫之時，能夠依據教育

政策與學校特性，認清客觀現實，評估學

校的傳統與各種條件，以及結合學校特色

z-vc119-06-陳木金.indd   60 2010/5/21   下午 04:25:39



194期

教育研究月刊　2010.6 61

學術研究

來訂定學校發展目標。

校長能迎合教改潮流，並檢視個人經

營學校理念，與學校成員同心協力探求共

同願景、價值觀及策略，藉由充分授權的

使命宣言，結合師生與家長的共同參與，

制定有意義的計畫，以服務領導學校成

員，激發其潛能，共同執行所擬定的校務

發展計畫，且能時時反思與召開相關會議

進行檢核，以及修正校務發展計畫。

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專業知能實

踐結合時，能以全人思維領導模式的「腦

―計畫、手―執行、心―評估、靈

―服務」來進行「校務發展」專業知能

的實踐，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合個

人生命「學習、生活、愛、發揮影響力」

的需求，並以「願景、自律、熱情、良

知」的領導藝術，藉由「探索方向、以身

作則、充分授權、整合體系」的領導職

責，透過校務計畫之整體性、未來性、程

序性及績效性等校務計畫專業知能的實

踐，策定優質的校務發展計畫，並結合學

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及其他資源，以達

成校務發展計畫之預期目標。

二、�校長藉由時間品質管理實踐行

政管理之專業知能

校長運用時間品質管理的價值觀於

「行政管理」向度之專業知能實踐，能夠

結合教育的使命與視野策略，並以原則做

為行政團隊的核心價值，有效運用校內人

力資源建立互補型的團隊。

校長能有效整合各處室，透過授權賦

能的領導策略，發揮行政團隊精神，以主

動敏捷的行政服務，提供教師充分的教學

資源，專注於學生的學習，將抽象目標轉

化為具體行動，有效執行並結合校內外資

源建構獎勵系統，對於教師的努力與成就

適時給予鼓勵。

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專業知能實

踐結合時，能以全人思維領導模式的「腦

―計畫、手―執行、心―評估、靈

―服務」來進行「校務發展」專業知能

的實踐，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合個

人生命「學習、生活、愛、發揮影響力」

的需求，並以「願景、自律、熱情、良

知」的領導藝術，藉由「探索方向、以身

作則、充分授權、整合體系」的領導職

責，透過人事、設備及財政等行政管理專

業知能的實踐，整合與激勵學校成員力

量，並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及其

他資源，以達成行政服務與危機管理之有

效行政作為。

三、�校長藉由時間品質管理實踐教

學領導之專業知能

校長運用時間品質管理的價值觀於

「教學領導」向度之專業知能實踐，本身

應以身作則，積極自我成長，提升課程領

導與教學視導的素養與能力，以建立教育

專業的形象。

校長因應學校本位管理的教育潮流，

將課程與教學領導整合行政領導策略，建

構課程與教學專業社群，加強教師的對話

與溝通，建立學習型組織，落實學校本位

z-vc119-06-陳木金.indd   61 2010/5/21   下午 04:25:39



期194

教育研究月刊　2010.662

教育研究月刊

進修，充實進修內涵，型塑優質學習文

化，提升教師的教學知能。

校長與教師建立共同願景與課程目

標，並且引導課程設計、發展及改善，運

用協同教學與發揮團隊精神，促進課程試

驗實施。推動教師教學檔案建置與教師教

學專業評鑑，建構教學輔導機制以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 

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專業知能實

踐結合時，能以全人思維領導模式的「腦

―計畫、手―執行、心―評估、靈

―服務」來進行「校務發展」專業知能

的實踐，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合個

人生命「學習、生活、愛、發揮影響力」

的需求，並以「願景、自律、熱情、良

知」的領導藝術，藉由「探索方向、以身

作則、充分授權、整合體系」的領導職

責，透過教學視導之臨床、發展、區分及

同儕視導等教學領導專業知能的實踐，營

造課程、教學專業發展環境與文化，並結

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及其他資源，

以提升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效。

四、�校長藉由時間品質管理實踐公

共關係之專業知能

校長運用時間品質管理的價值觀於

「公共關係」向度之專業知能實踐，本身

應根據互助互惠原則的雙贏思維，知己解

彼努力理解對方，從而運用統合綜效實現

創造性合作，以展現社交溝通技巧。也能

透過彼此牢固關係與信任，加上融合心聲

的技巧，以及尋求第三種方案的解決方式

來推展公共關係。

校長運用時間品質管理的原則，與

學校成員共同討論，以形成學校公共關係

政策之共識，並引導學校參與社區服務活

動。校長定期召開座談會議，使家長與社

區了解學校的教育目標，並引導社區與家

長參與協助學校教育活動。校長也能透過

公共關係的推展，與合作學校及校際聯盟

共同辦理教育活動，促進教育學術與校際

的交流。

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專業知能實

踐結合時，能以全人思維領導模式的「腦

―計畫、手―執行、心―評估、靈

―服務」來進行「校務發展」專業知能

的實踐，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合個

人生命「學習、生活、愛、發揮影響力」

的需求，並以「願景、自律、熱情、良

知」的領導藝術，藉由「探索方向、以身

作則、充分授權、整合體系」的領導職

責，透過塑造學校的公眾形象、建立善意

依存的基礎、統合大眾意見的功能、令人

感到舒適的溫馨等公共關係專業知能的實

踐，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及

其他資源，倡導學校行銷管理，以提升學

校形象，建立學校品牌。

五、�校長藉由時間品質管理實踐專

業責任之專業知能

校長運用時間品質管理的價值觀於

「專業責任」向度之專業知能實踐時，能

以身作則，積極自我專業成長與嚴守專業

倫理，然後再激勵他人、幫助他人體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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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價值與潛能，並給予學校成員資源

權力，鼓勵其成為各種專業社群的領導者

與專業倫理的維繫者，一同承擔專業責任

的義務與使命。

校長身為學校的領導者，應遵守專業

倫理，並積極參與各項進修活動，提升自

我專業知能、建立專業形象，以成為學校

成員專業責任的標竿者。校長能與校內教

師討論，了解教師之需求後，爭取並整合

各項資源建構暢通之進修管道，鼓勵與帶

領教師從事進修與教育研究活動，最後校

長能引導並帶領教師進行教育改革，以因

應未來教育的各項挑戰。 

校長將時間品質管理與專業知能實

踐結合時，能以全人思維領導模式的「腦

―計畫、手―執行、心―評估、靈

―服務」來進行「校務發展」專業知能

的實踐，以個人的「天賦才能」，結合個

人生命「學習、生活、愛、發揮影響力」

的需求，並以「願景、自律、熱情、良

知」的領導藝術，藉由「探索方向、以身

作則、充分授權、整合體系」的領導職

責，透過運用較高級的心智、自我不斷進

修、高度參與專業、服務貢獻為重、遵守

道德規約、視教育為其終身志業等專業責

任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

財力及其他資源，以實踐校長在專業知

識、專業技術及專業態度之專業知能。

肆、結語

校長的學校領導工作推動日理萬機，

在自身的時間品質管理策略中，除了使身

體、心智、情感及心靈在生命中達到身心

靈平衡之外，在實際的時間品質管理策略

與校長專業知能的領導作為要如何具體實

踐？首先，本文分析時間品質管理的特

性，以「時間品質管理」為頂層核心，

「校長專業知能」為基層核心，試著繪製

「校長的時間品質管理智慧」的建構圖，

討論校長的時間品質管理智慧，歸納許多

學者對於時間品質管理的觀點，來豐富校

長專業能力的實用智慧，期望找出一條

「校長時間品質管理智慧」可循的理路，

做為我國校長專業發展的參考。

其次，本文藉由分析時間品質管理

的核心技術，從校長的時間品質管理智慧

來探討，期望從校長的時間品質管理核心

技術，以「用腦做計畫、用手來執行、用

心來評估、用靈來服務」四項策略做為時

間品質管理的理論基礎，並更進一步地以

「腦→手→心→靈」的運作模式將時間品

質管理核心技術應用於校長專業知能的實

踐五項知能。

綜合而言，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與經

營者，個人的時間品質管理對應於生命品

質，必須憑藉著誠信善良的原則為中心，

在面對新的知識時代，也就是「智慧」時

代的來臨，要在學校建立高度的信任，校

長必須在心中、人際關係及組織文化中講

求原則。當學校有了高度信任與以富足心

態為基礎的統合結構與體系，如此將會同

時獲得行政服務品質、教師教學效能與學

生學習質量提升的全面品質教育。因此，

本文從時間品質管理策略來促進校長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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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實踐智慧探討，從融合時間品質管

理四項核心技術於校務發展、行政管理、

教學領導、公共關係及專業責任等五項校

長專業知能的實踐分析，找出協助校長們

追求學校經營卓越績效的時間品質管理智

慧，做為增進學校經營與領導效能之實用

智慧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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