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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有四節，第一節探討資訊融入教學的意涵，第二節描述學校規模與教

育現象的關連，第三節透過學校文化的理論和分析方法來建立研究的觀點，第四

節呈現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教育政策，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及參考。

第一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一、何謂「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一詞為國內在探討「科技」在教學運用的相關議題時

被廣為運用的詞彙，若回顧國外文獻則可發現，多數學者使用教學科技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或教育科技（educational technology）作為探討相關議

題的專有名詞，而「資訊科技」一詞之產生則因科技本身需要資訊收集和處理才

能進行廣泛的應用，故於「科技」前面加上「資訊」，成為現在慣稱之資訊科技

（李豐展，2005）。「教育科技」則更進一步限定科技在教學現場的應用，舉凡教

師所提及關乎教學且具有數位化特性的儀器皆為定義範圍內之教育科技（Wu,

Hsu, & Hwang, 2008）。資訊科技在科學課程裡的應用很廣，Linn（1998）將其區

分為四類：

1. 實驗器材：例如測量儀器、觀察儀器。

2. 影像素材（Video material）：例如影片、幻燈片、電視、電腦模擬動畫等。

3. 互動式媒體：例如電腦教學軟體（computer tutor），鷹架式學習軟體等。

4. 電子交流方式：例如電子信件、電子佈告、網路意見交流空間等。

或者透過電腦設備，呈現教學簡報（power point）、教學軟體、使用網際網路

等，教師可依照其教學需求選擇合適的資訊科技設備或工具（張國恩，1999）。

本研究考慮「資訊科技」在國內研究較普遍使用，用以指稱教師在教學現場

運用到的資訊媒材，如：影像素材、簡報、互動式媒體，可展示資訊媒材的硬體

設備，如：電腦，及其他可協助科學學習的資訊工具，如：實驗器材、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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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定義

國內資訊教育的發展重點逐漸由培養學生的電腦技能，轉變為利用資訊科技

支援教師教學以符合新課程目標（教育部，2001），張國恩（1999）認為這樣的

發展階段與 Jonassen（2000）之學習資訊科技三階段「從電腦學（Learning from

Computer）」、「學電腦（Learning about Computer）」、「用電腦學（Learning with

Computer）」相呼應。相較於是否使用資訊科技，如何（how）使用更是目前所

著重的焦點（Linn, 1998）。

國內關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研究很可觀，依研究目標而提出不同的定義，

研究者整理部分學者的定義如表 2-1-1：

表 2-1-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定義整理

研究者 年代 定義

邱貴發 1996 所謂「電腦整合教學」是指將電腦融入課程、教材、教學及學

習中，使電腦成為教學環境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科技整合」則

是指將科技視為課程中的一項工具，來幫助解決學生解決問題。

張國恩 1999 電腦融入教學是教師運用電腦科技於課堂教學或課後活動上，

以培養學生「運用資訊與科技」的能力和「主動探索的研究精

神」，讓學生能「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主動探索與

研究」的精神。

王全世 1999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義與內涵，其概念與精神強調的是融入

及整合代表整體教學，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提升教學品質與

學習成效。

吳沂木 1999 整合各項動態、靜態的媒體型式，提供多樣而豐富的資訊，以

協助學生建立完整的知識概念。

蔡俊男 2000 教師利用電腦與網路的特性來協助教學準備、教學活動與進行

補救教學之進行。

何榮桂 2001 資訊融入教學可應用於各學習領域，可於適當的時機運用資訊

科技來輔助教學、提升學習效果。

姜禮能 2002 資訊融入教學是教師應用資訊器材至則課程或課堂中，在教材

教法上不設限，教師可以就自己目前的認知來思考其含意。

林信榕

等人
2003 強調教師整合各種資訊科技的軟硬體，包括網際網路及教學策

略，協助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以達成學

生自行建構知識的目的，培養資訊時代所需具備的知識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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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易靜 2005 資訊融入教學即是資訊發達下產生的一個創新教學方式，其背

後有學習理論依據，如：建構學習理論、合作學習理論、情境

學習理論。

李豐展 2006 教師依照教學需求的評估，整合相關資訊科技硬體於教學設計

當中以達成教學目標；而且能夠經由科技融入的方式進行知識

的建構，培養學生成為主動積極的學習者，並間接習得相關的

資訊素養與技能。

綜合以上研究的定義可以看出國內資訊融入教學的研究較偏向於對於學生

學習面向的探討，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背後有其學習理論，如：建構學習理論、合

作學習理論、情境學習理論等，進行方式為教師依其需求選用電腦、教育軟體、

網際網路…等資訊科技設備或工具協助教學準備或教學目標的達成，藉由資訊科

技的特性和教師教學策略的搭配，資訊融入教學的優點包括可以促進學生主動學

習、解決學生學習困難、培養學生資訊素養、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成效、有助於

學習領域的整合。

本研究期盼從訪談中獲取教師對於資訊融入教學的觀點，傾向於採用姜禮能

（2002）的定義，教師運用資訊科技器材或工具於教學現場，教學策略上則不設

限，教師可以就自己目前的認知來思考其含意，但不包含教學準備，諸如：編列

考卷、製作教學講義、上網蒐集資料的部分，以反應現階段國中教師對於資訊融

入教學的觀點。

三、資訊科技與科學學習

資訊融入教學之理論基礎來自建構主義（Sandholtz, Ringstaff, & Dwyer,

1996），建構主義描述學習是一個主動建構的歷程，知識無法單純透過教導灌輸

給學習者，學習者也不只是被動的接受知識，而是主動去建構知識，學習者對於

知識習得的看法及知識概念也會不斷改變，透過同化、調適的歷程，重新整理、

修正既有的知識，統合新知與舊經驗，形成新知識。建構學習理論可分個人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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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及社會建構主義，個人建構主義，如 Piaget，強調個人為知識建構的主體，

學習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過程，內在的認知過程和心智表徵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因

素。而社會建構主義，如 Vygotsky，認為知識學習是由外而內，透過與他人互動

與磋商而形成的共識。資訊科技的設計和應用依其媒體屬性和教學效果展現與學

習理論的部分對應，例如影片或可將展現不同表徵的資訊科技，可促進學習者的

概念認知理解，偏向個人建構主義，而網路論壇、電子佈告等可提供與他人討論、

交流的機會，則偏向社會建構主義的學習過程，亦有些資訊科技軟體，能兼含兩

種理論背景，能在學生概念建構的各個過程給予輔助（Linn, 1998；張國恩，

1999）。

資訊科技經常被視為是一種學習的催化劑（catalyst），有助於學生主動建構

科學概念，使學生更接近科學（Linn, 1998; Sandholtz et al., 1996; Songer, 1998）。

透過資訊科技本身的特性和教學策略的配合，對於學生學習科學的輔助可以分為

以下各點來說明：

（一）提供多重表徵

透過教科書文本、講述直接傳遞對科學現象的解釋是直觀的科學教學方式，

成功的科學學習者認為這樣的教學便足夠了，但在許多教育和心理學研究裡，發

現這種情形下，多數學生沒有理解、應用科學知識，相反的，他們很快的將其遺

忘並隔離於生活之外，亦無將這些知識內化、整合到既有的科學解釋模式裡（Linn,

1998）。

透過資訊科技傳遞多樣化的教學表徵，例如將抽象的科學概念利用圖形、動

畫、影片、軟體程式等加以視覺化、具體化，使學生更容易將科學概念與自己的

經驗作連結（張國恩，1999；Kozma, 1994; Linn, 1998; Wu, Krajcik, & Soloway,

2001）。例如在化學物質的符號學習上學生常有困難，透過資訊科技軟體 eChem

的輔助，學生可以從不同的化學符號表徵，如：分子式與結構式、二維結構

（Wireframe）與三維結構（Space fill）等各種表徵之間來回轉換、操作以強化學

習概念（Wu et al., 2001）。這類的資訊科技通常稱為心智工具（張國恩，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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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主動學習

科學教育強調學生主動探求知識的能力，且對於既有的科學解釋模式要能經

常反思、修正，部分資訊科技的設計能扮演學習伙伴（Learning Partner）的角色，

協助學生成為一個主動的學習者（張國恩，1999；Linn, 1998）。部分資訊科技可

以輔助學生應用其科學知識來做計畫、產出解釋、進行反思，例如建模軟體

Model-it，可提供學生設計、建立各種科學解釋模型，可將思考過程視覺化，有

助於學生反思其解釋模型，軟體並提供測試解釋模型的可行性，允許學習者多方

的嘗試，提出「如果…會怎麼樣？（what if）」的問題，透過反覆的設計修改與

測試、學生可以修正其解釋模型，加深理解（Krajcik, Czerniak, & Berger, 1999）。

相較於依照食譜式的步驟進行實驗操作，操作互動式資訊科技軟體，提供反覆測

試、資料紀錄的功能，有助於學習者的深入思考，達到更好學習效果，不只停留

於手到（Linn, 1998）。

有些資訊科技之設計隱含了學習環的理念，如某些 Thinkertool，讓學生在提

問、預測、實驗、建模、應用之間循環學習，促進學生不斷反思，並且逐漸提升

活動難度、減低學習輔助，以類似認知師徒制的方式促使學生應用其學習概念並

深化概念理解的層次（White & Schwarz, 1998）。

資訊科技作為學生的學習伙伴，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反思，知識的來源不再

以教師為中心，學生才是科學知識建構的主體，教師從一個灌輸知識的專家，轉

為學生學習的輔助者，此與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理論相關（Krajcik et al., 1999）。

（三）建立更真實的學習情境

學習發生在社會情境之下，然而學校的教學活動卻常與學生的日常生活中的

學習模式、情境脫離，基於情境認知和認知遷移的研究理論，若能考量學習者的

生活經驗，將教學定錨於與學習內容相關的真實情境裡，進行有意義的問題解

決，將有助於學生學習。而在日常生活裡，知識通常是在與他人互動、討論之間

形成，在科學社群裡亦是如此，資訊科技提供逼真的情境脈絡，並可透過活動設

計或討論介面達成交流討論的效果，具有營造良好學習情境的潛力，如：Ja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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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網路論壇（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at Vanderbilt, 1996）。

以 Dale（1969）的經驗塔來看，教學的符號、語言屬於較為抽象的層次，而

實際參與、觀察為直接的經驗，在認知型態的學習裡，直接的經驗有助於學生學

習，但教師礙於種種限制，如：危險性、時間因素、展示困難等，無法於教學中

提供學生直接的學習經驗，便可過資訊科技提供學生替代的經驗，營造概念學習

的情境，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丁美枝，2001；王美雪，2005）。

資訊融入教學對於科學學習有其重要性，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否真的能夠

提升學習成效？學者們抱持著不同的意見，Clark（1983）進行 1970 至 1980 年

間關於教學媒體（media）的比較性後設研究，認為媒體不過是教學的傳遞媒介

（vehicles），無法實質上地影響學生的學習，如同貨車配給我們食品雜貨但卻不

會改變貨品的營養成分一般，部分研究顯示媒體有成效，但控制變項未掌握好，

如：教學策略、新奇效應，也有不少研究沒有把所運用的媒體與該媒體所具備的

屬性（attributions）作連結，影響結果的可信度。Kozma（1994）反駁 Clark（1983）

的觀點，認為媒體有助於學生學習。媒體具有不同的屬性，如動態呈現、紀錄真

實影像、可操弄性等等，一個媒體所有屬性的集合稱為它的潛力（capability），

不同屬性的集合則使得其協助學習的潛力不同，教學者應依照需求挑選合宜的媒

體輔助教學。Baker（2001）認為資訊科技有其他教學方法不可取代的教學效果，

而資訊科技帶來的學習成效不應只使用總結性評量來論斷，應考量資訊科技運用

與教學目標、哲學基礎，考慮使用形成性評量甚至運用資訊科技評量學習效果，

或其他新式評量方式以達到較為可信的結論。

四、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實務

資訊融入教學對科學學習有其助益，教師在進行資訊融入教學時應依照其教

學需求，並考量資訊教材技是否能與原始教學科目及相關學習理論相結合，且要

注意資訊教材之智慧財產權，並考量學校現有的資訊設備是否能夠支援教學的需

求，一般教師進行資訊融入教學的情形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張國恩，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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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腦簡報展示

教師將欲傳達的概念和素材利用電腦簡報軟體製作出來，可做多變化的展

示，有條理的呈現教材有助於學生知識重整，但應避免太複雜的簡報給的訊息太

過複雜，超過學生的認知負荷反而不利學習。

2.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的運用

教師依需求選擇具有合適學習內涵的教學軟體，且應考量軟體設計的學習理

論，融入教學而輔助學生學習，例如：模擬軟體、診斷式評量工具、問題解決導

向的軟體。

3.網際網路資源的使用

網路可被視為大型教材庫，教師可透過網路獲取豐富的教學教材和教學軟

體，也可讓學生透過網際網路獲取豐富的學習資訊。

不少學者將教師資訊融入教學實務特徵依融入的層級和運用策略、教學信念

等的轉變作階段性的區分，江卉雯（2004）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以階層性

來討論教師資訊融入教學實務的研究有：劉世雄（2000）區分為六個等級、Rieber

和 Welliver（1989）區分為五階層、Budin（1999）區分為五階段、Moersch（1995）

區分為七階層並發展 LoTi 量表、Perschitte, Bauer 和 Salazer（1996）重視著重於

教師角色的轉變，以六個階段區分、Sandholtz et al.（1996）於 ACOT（Apple

Classroom Of Tomorrow）計畫中，提供教師五階段的自我檢核標準。其中

Sandholtz et al.（1996）的五階段自我檢核標準為本研究「資訊融入教學現況調

查問卷」之設計理論基礎，五階層從以教科書為主、透過講述、記憶來習得知識

的教學為始，逐漸轉換成較為動態且以學生為中心的狀態，以下作較詳細的描述：

1. 入門（Entry）：ACOT 計畫之初便將資訊科技設備，如單槍投影機、電腦

配置於教室裡，而在此階段，教室裡仍維持著一般傳統的擺設，如黑板、

教科書、固定的學生座椅等，教師開始組裝、配置資訊設備，並像新手

老師般為學生秩序、資訊設備管理、以及犯下浪費時間的錯誤而苦惱不

已，不樂見學生使用電腦，並維持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在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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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也較少作為實際教學之用教師懷疑資訊科技是否真能「融入（fit

in）」教學。

2. 採用（Adoption）：經過一段時間後，資訊設備已經有定點的位置，教師

和學生也都熟悉設備的基本操作，因而降低時間上的顧慮，教師開始思

考如何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計畫中，教師開始培養學生的電腦技能，熟

悉鍵盤操作、文字輸入等，然而對於使用科技仍有許多顧慮，諸如：學

生是否能在標準測驗中表現良好，家長的質疑、地區督學是否允許如此

吵鬧的課堂秩序、缺乏合適教材等，教師非常敏感於這些訊息，故此階

段教師的融入行為改變不大，教師講解、學生聽講仍是主要的教學模式。

3. 適應（Adaptation）：在此階段，講述、背誦、學生於座位上學習仍是主要

的教學活動，但資訊科技已經融入於教學，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文書

處理、繪圖、透過 CAI 軟體學習等，幾乎佔在校時間的 30-40%，教師也

利用資訊設備增加其工作效率，資訊科技能提升生產力而提升使用意

願，教師開始規劃如何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中，並提升其資訊技能

以因應教學所需，並有教師提及相較於一般的教學，學生在此環境下對

學習顯的更好奇、積極，樂於接受新挑戰。

4. 善用（Appropriation）：此階段以教師個人對於資訊融入教學的態度轉變

為重點，教學實務轉變次之，依據 Schein（1985）的觀點，當教師個體感

受到團體中對於資訊融入教學的正面態度，很快就會拋棄原本的懷疑，

新的價值觀逐漸變得理所當然，如同面對資訊融入教學的態度，教師體

認其益處，改變資訊科技無用的想法，此為資訊融入教學的里程碑，跳

脫只將傳統教學電子化的刻板融入模式，引領教師以寬廣、更具想像力

的使用資訊科技於教學與學習當中，促進邁進下一階段的可能性。

5. 創新（Invention）：在此階段，教師以一種新的教學模式去連結學生學習

以及與其他教師的互動，並能依據個人的教學需求建立資訊融入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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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當校園內達到此階段的教師增多時，教師的教學實務開始有了明

顯的變化，跨學科的專題式教學、協同教學、個別化教學（individual paced

instruction）教室陶醉於學習的氣氛中，學生變得更為忙碌、主動，小組

學習和相互指導、學習的情形普遍可見，成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

教師的角色也因此有所轉變。

然而每階段的轉換，對多數教師來說並不容易，特別是「創新」階段的達到，

對多數教師而言是漫長且困難的，在各階段給予合適且充分的輔助是不可或缺的

要素（Sandholtz et al., 1996）。而「創新」階段在國內國中教師的教學裡，特別

是在一般傳統教室裡，礙於設備等限制，鮮少發生（林信榕、陳斐卿，2006；李

忠義，2005）。

五、影響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因素

教育部積極投入經費購置學校的資訊科技軟硬體設備、舉辦研習活動，部分

結果卻顯示資訊科技與學科教學猶如油與水的混合，無法確實落實至各校

（Cuban, Kirkpatrick, & Peck, 2001; Wu et al., 2008）。即使在資訊科技設備和專業

支援充足的環境之下，教師資訊融入教學實務也未必能夠漸漸提升至較高的層

級，資訊科技仍然僅被用以維持教師原本的教學模式，而運用教育科技的潛力達

到更適切的教育目的（Cuban et al., 2001; Windschitl & Sahl, 2002）。

影響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因素非常多，相關因素可能有：資訊科技的軟硬體

設備不足或者不符合教學需求、教師的資訊素養、教師態度和信念、學校行政支

援、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同儕、學生電腦素養不足、教學時間不足等（古鈞元，

2002；李航申，2004；李豐展，2005；蔡俊男，2000；Becker, 1994; Czerniak, Haney,

Lumpe, & Beck, 1999; Sandholtz et al., 1996）。盧建勳（2003，引自王美雪，2005）

將影響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因素以向度區分描述，如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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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影響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因素

向度 影響因素

教師 教師的資訊素養、對資訊融入教學的態度

學生 學生的資訊素養、運用科技進行學習的成效

人

行政 行政人員對資訊融入教學所持的態度、資訊人員給予

的支援、是否辦理各項研習活動供教師學習

硬體 資訊設備是否充足物

軟體 是否有充足的教材資源、網路資源

備課時間 教師是否有準備教材的時間時

研習時間 教師是否能參與資訊研習

班級教室 教室內是否有充足的資訊設備地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是否方便教師使用

資料來源：盧建勳（2003），引自王美雪（2005）

Wu et al.（2008）回顧相關文獻，統整出影響教師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的因素

可區分為三個類別，第一個類別為教師個人對資訊科技的感受、操作能力，教師

的教學信念和資訊專業能力與教師個人是否採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或創新有著明

顯的關連（Czerniak et al., 1999; Windschitl & Sahl, 2002）；第二個類別為資訊科

技本身的特色也會影響到教師是否採用的決定，資訊科技的種類和本質必須能與

學校內既存的文化和教學方法能密切配合，資訊融入教學才能成功的發生（Zhao,

Pugh, Sheldon, & Byers, 2002）；第三個類別為教師所處的情境（context），包含

教師間的同儕情誼、社會支持和資源，以及學校文化等，教師所處的社會情境對

教師的教學行為有著不小的影響力。Czerniak et al.（1999）發現相較於教師本身

對資訊科技所持的信念，教師所接觸到的社會規範、環境因素對其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行為反而更具有預測力。教師在運用科技的過程中其實包含了許多社會互

動的因素（Sandholtz et al., 1996; Windschitl & Sahl, 2002; Wu et al., 2008）。

本研究著重於 Wu et al.（2008）的分類因素裡的第三類因素，探討教師所處

的情境對教師資訊融入教學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教師所提及資訊科技與其個人教

學方法及學校文化是否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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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規模

一、學校規模的劃分

學校規模的劃分一般可區分為用班級數，或以學生總人數作為劃分，依據不

同的研究目的將母群體內之學校規模區從粗分到細分通常可見三個：小型、中

型、大型，到六個類別：非常小型、小型、中型、中大型、大型、非常大型，也

有更細緻的區分，例如 Lee 和 Smith（1997）以 300 人為單位將研究樣本區分為

八個類別。郭慶發（2001）統整國民教育法、台北縣市及國內相關於學校規模的

研究，發現多數研究是以班級數作為學校規模大小的指標。本研究以質性分析為

主，故採取粗分的尺度，將取樣的學校分為三個類別，並參考 Wu et al.（2008）

的標準，15 班以下為小規模、16-37 班為中規模、38 班以上為大規模學校。

二、學校規模的研究

（一）學校規模的研究取向

目前學校規模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導向，一者以經濟規模為論證的主

軸，基於教育必須有大量的資源投入，而要如何將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功效，

使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得以實現，教育成本成為考量的要點之一；許多研究發現

教育的單位成本會隨著教育規模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即所謂的「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因學校的資源運用有其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規模的改

變使得學校人力的分工與專門化、學校課程的多樣性、教學資源的素質和是否充

分運用都將受到影響（郭添財，1992；陳秀才，1985）；在此經濟學的觀點上，

學者透過長期平均單位成本與經營規模大小來探討學校最適經營規模（the

Optimal Scale），規模過小或過大都有需要克服的困難，學校規模若在合理的範

圍內增大，可以逐漸降低單位學生成本。然而學校負有教育責任，除了規模經濟

的考量外，避免衍生其他不良規模效應也十分重要，故另一研究取向即是以社會

學的理論去探討學校規模與校園內的社會互動、學業表現之間的關連，在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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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校的規模被視為是學校社會結構的生態特徵之一，亦包含部分的物理和資

源環境概況，一齊影響其社會互動的本質（Lee, 2000）。站在不同的教育觀點，

諸如：課程豐富度、教師間人際關係，比較學校的規模效應，對學校最適經營規

模的立場或界定範圍可能有所不同（郭添財，1992；陳秀才，1985；Lee, 2000; Lee

& Smith, 1997）。

（二）學校規模的研究方法

學校規模的研究經常是多層次（multilevel）的，一般透過研究問題訂出多個

分析單位，譬如學校與學生之間、學校與教師之間等。在研究方法上若以量化分

析多筆資料，考慮變數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應以多層分析統計方法較為妥當，

如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而一些較容易觀察的現象或行為，如出席率、

生師比，常作為比較的指標。而採取質性研究方法，所選取的樣本數相對較少，

受到時間以及人力資源的限制，立意取樣在此研究議題下是很合理的，甚至選取

歧異度很大的樣本，透過比較方法更能凸顯出差異，呈現在特定設置（particular

setting）下，學校的結構特徵如何發揮影響力（Lee, 2000）。本研究採質化取向，

選取九所學校進行深入探討，以瞭解學校規模對資訊融入教學的關連。

三、學校規模與學校教育

Lee, Bryk, & Smith （1993）將學校規模歸類在三個影響學校組織的外在因素

之一，另外兩者為社會組成（ social composition）及家長投入（ parental

involvement）。規模效應（Effect of Scale）是指特定規模的學校在研究中常可發

現的一些教育現象；可從兩方面來探討，一種是外在的觀點（Outside View），一

種是內在觀點（Inside View），外在的觀點是從規模作用於團體的歷程來看其效

應，例如團體之學習、如何解決問題以及分工等，而內在的觀點則是探討規模作

用於個別成員的效應，譬如成員在團體活動中參與活動的程度、感受，以及壓力

等（Barker & Gump, 1964）。一般而言，學校規模過大或過小都會影響學校設備

的使用、教師工作負擔和學生學習效果，使得教育品質受到影響，大規模學校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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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權威性，較容易出現科層化、集權化、行政溝通協調困難、社會關係薄弱、教

師工作滿意度下降、活動空間狹小、生師比高、教育改革推動困難等現象；而小

規模學校則較高的不確定性，因為學生來源不足，像是個別買票而非成批湧入，

在教育經費短缺、社會資源亦不豐富的狀況下，教學設備容易不足、教師身兼數

職、學生缺乏同伴競爭可能學習意願降低等（郭添財，1992、1995；Barker & Gump,

1964）；Lee（2000）發現學校規模改變至少會帶來三方面的改變，即人員勞力分

工的精細度、訊息傳遞的複雜度、成員價值觀的和諧度。但學校規模與規模效益

並非線性關係（Barker & Gump, 1964）。以下就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兩部份整理

相關文獻。

（一）學生學習

1.課外課程

大學校因為有較多參與者，或有較多提出相同需求的學生，可達開設課程的

標準，故能提供較為完善且豐富的課程給學生，可照顧到特殊需求；而小學校在

師資和設備較不充裕的條件下，課程的豐富度不如大學校，學校的教師和行政人

員雖然很努力想提供學生多元化的課程，但卻不一定能實踐，故著重於核心課程

的發展，較為邊緣的學生有被忽略的可能（Lee, 2000）。隨著學校規模的增加，

開設的課程分化程度提升，學生的學習經驗也會隨之不同，然而部分研究爭論

大、小規模學校的學生並非站在公平的起點上，有些學校的資源並沒有隨著學生

人數比例增加，且在大學校裡的學生並沒有善用這些學習的機會，參加課外課程

的學生呈現兩極化，部分積極參與，部分完全不參與；反觀在小學校，學生參與

課程或活動的比率較高，甚至連邊緣學生也被鼓勵參與，學生學習較為主動，更

投入其學習經驗（Barker & Gump, 1964; Lee, 2000），所以小學校學生的學習經驗

並不必然少於大學校學生。由此可知，大規模學校雖有較多的課外課程，但學生

在這些課程中所得到的學習經驗則不一定隨之增加，相同的課程若在小學校實行

較可能收到良好的成效（Barker & Gump, 1964; Cotto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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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業成就

Cotton（1996）統整了 31 篇關於學校規模與學生學習成就的研究，半數以上

的研究不同規模學校學生之學習成就沒有差異，另一半的研究發現小學校學生的

學業成就優於大學校，在此看來，小學校學生整體的學習成就有等於或優於大學

校現象。進一步探討，大學校裡高社經地位學生在學業成就可以有相等或較好的

發展，但卻對低社經地位學生有著較負面的影響，超過最適經營規模後，學校規

模越大，高社經地位以及低社經地位學生的學業成就差距會逐漸拉大；同樣的狀

況也顯現在少數民族的學習狀況上，在規模過大的學校裡，這些少數民族的學業

成就與多數民族的表現相距最懸殊（Cotton, 1996; Lee, 2000; Lee & Loeb, 2000）。

然而也有研究認為小學校由於學生人數少，在缺乏同伴競爭的情形下，有使學生

學習意願低落的可能（李園會，1985，引自郭添財，1992）。

3.學生對學校的感受和人際關係

學生對於學校的感受常與一些學習指標，如：出席率、自信心、自我概念一

齊被討論，小學校的學生相較於大學校，有著較高的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

大學校的學生則對學校環境容易產生疏離感，而疏離感常與一些較不被期待的教

育結果相關，例如在大學校裡，學生的出席率和課程參與度較低、輟學率較高，

而部分研究指出，當學校規模由大轉變為小時，學生的出席率有逐漸提升的現象

（Cotton, 1996）。

在大學校裡學生人數眾多，學生彼此間不易互道姓名，學生間整體的熟悉度

較低，而小學校學生人數少，故學生較有機會熟識彼此，容易結交朋友，建立較

緊密、正向的人際關係（郭添財，1992；陳秀才，1985；Cotton, 1996; Lee, 2000）。

（二）教師教學

1.師生關係

學校規模越大，生師比會越高，在大學校裡，每一位教師所負責的學生數較

多，教學工作負擔較重，較難涵蓋到學生的個別差異（郭添財，1992）；而小學

校裡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較為親近是很平常的狀況，透過這樣緊密的社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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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教師對於學生的互動頻率較高，瞭解較深，有利於教師因材施教，相較於中

型、大型學校，小學校的教師對學生學習也更責任感。

然而學校規模小帶來的也不一定都是好處，在小學校，相對來說選擇性較

少，學生若遇上了不合適的教師或者衝突，在不能替換的情形下，可能與這個困

擾相伴多年（Lee, 2000；陳秀才，1985）。

2.教師的工作分化

學校規模越大，教師的專業分化越明顯，教師的流動率也較低，在小學校，

由於教師人力不足，教師兼任行政或者兼任多個科目的教學工作是經常發生的，

這樣的情形會使的教師分身乏術，因此學校規模的大小對於教師的工作有很直接

的衝擊（Lee, 2000）。

3.教師同儕間的溝通與支援

當一個組織逐漸成長，人際互動和聯繫會變得較為形式化，產生較為官僚化

（bureaucratic）而非個人化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結構會窒礙組織內的溝通（Lee,

2000）。學校的規模是一種生態特徵，會影響內部的社會互動（Barker & Gump,

1964）。學校是人的集合體，當規模逐漸擴大，個人或各部門傾向關切自己內部

的運行及關係，行政分工、科層化明顯，本位主義易於發生，溝通協調也可能發

生困難，呈現一種冷漠、不參與的狀態（郭添財，1992）。Lee（2000）提及小規

模學校裡的社會關係普遍較大規模學校融洽，教師與行政人員之間的更接近伙伴

關係，溝通與支援上較無層級之分。

4.資源設備

教育資源包括前面所敘述的師資、課程，以及學校的軟硬體設備，小學校若

要達到像大學校一樣的基本設施需要有很大的開銷，教育經費的分配隨學生人數

調動，人數減少將會使得教育資源受到影響，然而教育經費與學生人數並不是成

線性比例增加，故在過小或過大的學校都存在著教學資源缺乏的問題（郭添財，

1992；Le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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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大規模學校在教師、學生人數較多的優勢下，可以開設

較多的課外課程、教學設備，學生之間的競爭力比較強，教師的分工較細緻。小

規模學校在教師同儕和師生間普遍存在正向且緊密的社會關係，有利教師同儕與

師生間的互動，但教學資源和人力的不足也是常見的問題。亦有研究指出學校規

模並不是造成教育現況差異的直接因素，規模可能是一種間接的影響因素，會加

強或削弱校園裡既存的現象，然而作用的機制並不明朗；學校規模會對校園內的

社會關係的結構帶來全面性的影響，社會關係才是差異的主因；規模差異最直接

的即是對社交或情感層面的影響，如孤獨感（isolation）、疏離感（alienation）、

社會投入（social engagement），對教師的影響尤其顯著，但學校規模的研究多著

重於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對教師教學方面的討論較少（Lee, 2000）。

四、學校規模與資訊融入教學相關的實證研究

有研究指出，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情形因學校規模而有差異（王郁文，2004；

王筱涵，2004；簡良諭，2003；李虹蓉，2005；陳志偉，2002；蔡俊男，2000；

Wu et al., 2008）。依照以上研究提出規模間差異的解釋，不同規模對資訊融入教

學各有其有利因素，整理如下：

（一）學校規模較小的有利因素

1. 教師有較多機會使用資訊設備（陳志偉，2002；蔡俊男，2000）。

2. 學校或教師同儕易交流教學經驗（Wu et al., 2008，李虹蓉，2005）。

3. 較非升學為取向，容許較大的教學彈性（Wu et al., 2008）。

（二）學校規模較大的有利因素

1. 教師的資訊素養較高（簡良諭，2003）。

2. 學校的人力、設備資源較為充足（王筱涵，2004；簡良諭，2003）。

3. 較接近行政或資源中心，接收和執行政策的速度較鄉鎮或偏遠地區快且有壓

力（王郁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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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整理可以看出，學校規模較大或較小對資訊融入教學各有其有利因

素，且不互相重複。針對不同的探討重點，相同的學校規模可能較為有利，也可

能較為不利（Lee, 2000），例如在資訊設備的探討上，學校規模較大可能資訊設

備的數量較多，而學校規模較小則可能教師較容易使用到資訊設備，不同規模學

校之有利因素因而影響到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意願和實務。

如第一節中的討論，教師要進行資訊融入教學牽涉到許多因素，包括資訊設

備、行政支援、教師同儕支援、教學時間以及教師個人信念與能力等林林總總的

因素，學校規模的影響可視為規模在諸多因素的利與弊之間的總和展現。然而在

資訊融入教學的研究裡，學校的規模多被當作量化問卷當中的背景變相之一，然

而各研究因研究目的以及對學校規模之劃分不同，其結論在資訊融入教學上的影

響較為瑣碎難以比較，但仍提供本研究諸多思考以及驗證研究結果之參考。考慮

影響資訊融入教學因素的複雜度，本研究僅選定部分學校文化因素對學校規模進

行探討。

第三節 學校文化

學校是一個人所聚集的場所，也是教師所處的教學情境，在此情境下，包括

社會規範、他人評價、合作溝通等因素對教師教學產生的影響並不低於教師本身

的信念，可見學校環境對於教學的重要性（Cuban et al., 2001; Czerniak et al., 1999;

Windschitl & Sahl, 2002）。學校裡包含著許多複雜的人際關係、制度等，以有機

體的觀點來思考，學校就猶如一個生態系（Barker & Gump, 1964; Zhao & Frank,

2003），環境和成員之間是息息相關的，要瞭解其內成員的行為，有時必須建立

對整個環境的瞭解，而要探討社會關係和制度這類複雜難理解的議題，文化可能

是最有用的概念（Schein, 1985）。此概念亦適用於對資訊融入教學的探討，例如

ACOT 計畫中，教師的教學實務由「善用」到「創新」層級的演進，教師同儕間

共同對於資訊融入教學正向、積極的價值觀可能對教師個人的轉變有著關鍵的影

響，價值觀的共享乃是學校文化的來源，並對教師教學有一定的影響力（Sandho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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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1996）。以下以學校文化為主軸，探討教學情境與教師教學之間的關連：

一、何謂學校文化

文化是一個既定團體所發展出來的價值觀，用以應付外部適應問題（如策

略、目標、完成目標的手段、績效的衡量和修正等）及內在統整問題（如語言、

界線、權力階層、親近、酬賞及懲罰、意識型態等），若這些價值觀運作良好且

被認為是有效的，就會傳授給新的成員，文化將成員的想法串連在一起，使他們

在認知、思考及感覺這些問題時，能有正確的方法（Schein, 1985）。

文化描述了該團體看待特定事物或行為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的差異形成了

文化的獨特性，正如同每所學校的校園生活和行事風格都不盡相同；在學校自身

的歷史、所處的情境以及參與其中的人都會形塑文化（Stoll, 2000）：

1.學校的歷史會影響學校文化的改變

文化與學校的歷史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在學校剛建立的時期，文化

的建立來自於最初的奠基者的理念，並透過學校組織將此文化傳遞給新進者，包

括教師、學生和家長，建立起認同感，文化像膠水一般，將成員緊緊相連，在此

階段，文化是外顯的；隨著學校逐漸發展，學校文化也會依據學校內部或外在狀

況作調動，但最重要的文化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於是文化逐漸內隱，變得難以

觀察也不易言明，在此時並可能會有次文化（subculture）的產生；學校發展成

熟後，學校文化就很難再有變動了。

2.學校文化會受到學校外在情境的影響

學校所處的社區，包含學生家長以及地方教育單位對於學校文化有著不小的

影響力。社區以及家長對於學校的需求以及期望，例如：升學、競賽、才藝發展、

品格培育等，是學校文化發展的考量要素，而國家或地方教育單位的政策，例如：

基本學力測驗僅評量部分學科的設計，會影響到學校對不同學科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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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文化會受到參與其中的人的影響

學校既然是一個人所聚集的場所，其中的參與者對學校文化的形塑的重要性

自然不言可喻，學校領導人，即校長，對於學校文化有著較高的影響力，故許多

教育改革和政策推動都需要校長的倡導；而學校內教師的相處情形，彼此間合作

溝通的狀況、工作分派的情形，以及入學的學生及其社會背景都是學校文化中重

要的一環。

學校文化在其發展歷史、所處情境和參與者的形塑下，成為各校的特色，而

要瞭解各校的文化特色，則必須瞭解如何分析該校所展現的文化。

二、分析學校文化

（一）學校文化的類別

依據學校文化的整體特徵，可將學校文化區分成不同的類型，透過對學校文

化的集合性特徵以及內部成員對問題解決方式的描述為經緯，區分學校文化的類

別，並對該文化下的成員行為具有相當程度的預測力，例如：Handy 和 Aitken

（1986）依據學校行政組織的互動單特徵和成員解決問題的歷程，將學校文化區

分為：

1. 俱樂部文化（the club culture）：是一種蜘蛛網絡的合作方式，學校是一種非

正式的俱樂部，由一群同心合意的人組成，共同完成領導者所交付的任務。

2. 角色文化（the role culture）：是一種金字塔型的合作方式，學校是一個大集合，

各項工作都彼此關連，領導者透過正式的科層體系來指揮調度。

3. 任務文化（the task culture）：是一種格子（cell）狀合作方式，學校是一個友

善的體系，包含各種任務小組和團隊，有計畫的解決組織的問題並達成目的。

4. 個人文化（the personal culture）：是一種叢集的合作方式，學校是一個小型而

有組織的「資源」，供其成員發展才智並運用他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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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greaves（1995）以學校裡對師生的社會控制力（social control）和學校如

何維持其社會團結（ social cohesion）來訂出學校文化的二維拓樸架構

（topology），區分出四種學校文化，如圖 2-3-1。

社會控制

社會團結 高 低

高 溫室文化 Hothouse 福利者文化 Welfarist

低 形式文化 Formal 求生者文化 Survivalist

圖 2-3-1 Hargreaves（1995）的四種學校文化類別

1.形式學校文化（the formal school culture）

高度社會控制、低度社會凝聚力。將壓力施加於學生所要達成的學習目標以

及課程目標或者考試表現，但是教職員以及學生之間的社會凝聚力很低，學校生

活非常的規律、有紀律。且以有很強的工作道德。學業表現期許很高，不能忍受

不實踐該目標的人，對學生來說，教職員是很嚴格的，對制度的忠實度很高，學

校總是在一條船上一起追求傳統價值。

2.福利者學校文化（the welfarist school culture）

高社會凝聚力、低度社會控制。是一個非常輕鬆、友善、舒適的氣氛。著重

個別學生的發展，並有著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哲學，學業壓力低且是次要的。

3.溫室學校文化（the hothouse school culture）

高度社會凝聚力、高度社會控制。學校總是處於非常的狂熱的狀態下，全部

的人都在一種壓力下會去主動全面性地參與學校的生活，對工作的期待高，個人

發展、團體精神也高。教師都非常具有熱忱且投入，並希望學生也一樣投入。這

樣的環境並不能算是高壓的，但當他們沒有達到他們所預期的成果時，教師和學

生容易感到焦慮。



26

4.求生者文化（the survivalist’ school culture）

低度社會凝聚力、低度社會控制。這是一種極端的例子，學校的關係低落，

教師努力維持其基本的控制力並且減低學生的課業壓力以免他們產生逾矩的行

為，通常是有困難的學校。教學以緩慢的步調推進，學生成就低落，教師覺得缺

乏支援且難達成其專業需求，學生對課業感到疏離且無趣。

Schein（1985）也提出了學習型文化的特色，在學習型文化裡必須假定世界

是可以管理的，人在面對問題時應該是主動積極地去解決，且人性本善、可塑造，

不論是個人主義或者是團體主義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組織裡的溝通和資訊是相當

暢達的，具有多重管道使得每個成員都可以與其他人互通訊息，分享的訊息是真

實的、具有正面意義且被期待的。學習型文化是積極且多元的，並允許次文化的

存在。

三、學校文化的結構

（一）學校文化結構探討

文化的架構提供給研究者分析文化的方法，Deal 和 Kennedy（1982）將文化

區分為：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英雄人物、典章儀式、溝通網路、故事與神話、

規範獎勵和懲罰、物質環境。Hargreaves（1995）將學校文化區分為四個結構：

政治結構、微政治結構、維持結構、發展結構、服務結構。Schein（1985）將文

化區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文化飾物、信奉價值和基本假定。譚光鼎（2007）以

物質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來剖析學校文化，並可透過分析策略來改善學

校文化。從上述不同文化分析的結構可以發現，文化層次有其深淺，淺的即是可

觀察到的校園環境和外顯制度，深的部分是成員所持的價值觀，也是較難觀察的

部分。文化中展現的價值觀則可依據特質和共享程度以資區分，其中 Schein

（1985）所提出的文化層次理論應用最廣泛且具有涵蓋性的解釋力，本研究欲以

此理論架構來輔助對各校的文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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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chein 的文化層次理論

Schein（1985）文化具有不同的層次，所謂的層次是指對觀察者而言，文化

現象的可見程度，從可以看見的實體外顯事物，到僅能用感覺的、深植於內心潛

意識的基本假定，在這有形、無形兩者之間還存在著各種外顯的價值觀、規範和

行為規則等，協助組織成員自己或他人描述、瞭解其文化內涵。依據 Schein 的

理論，文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文化飾物（artifacts）、信奉價值（espoused values）、

基本假定（basic underlying assumption）。

1.文化飾物

指剛接觸一個新群體所能看見、聽見或感受到的一切現象，意即該群體可見

的成品，包括：物理環境的建造、所使用的語言、可觀察的儀式和典禮等等。觀

察者可以描述出所看到、感受到的飾物，但短時間內無法單由此建構出它們在群

體裡所代表的意義。而這些外顯飾物可以反映出最深層的文化之主要意象所代

表，例如：辦公室的座位安排，可呈現對教師合作關係的價值觀。

2.信奉價值

指群體內的成員對所處情境、活動、目的、人物的判斷與評估所應然的規範

性質。群體所呈現的價值觀常是個人價值觀的反映，若個人價值觀可以獲得社會

性的認定，即所謂社會效度，其後，若這些價值觀可以持續地運作，它們就會逐

漸轉變成一種不需討論且不辯自明的假定，組織所展現的一系列信念、規範都會

支持這些假定；這個歷程為價值觀轉換的過程為從個人價值觀出發，若能順利通

過認知轉化歷程，即可以成為組織成員所共享的價值觀或信念，若此價值觀或信

念能廣泛被組織內成員所接納並遵行，則會轉換為成員的共享假定，對成員的行

為將有高預測力；但不是所有的價值觀都可以進行這樣的轉換，部分價值觀是不

能控制的，如：倫理道德、美醜、宗教信仰等。

3.基本假定

指群體中已經像是定理一般被運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假定，在一個文化單

位裡變異性極小，這些基本假定就像是心靈地圖一樣，協助個體界定事情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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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應該如何反應，是價值與行動的來源；人們的心靈都需要

一種認知上的穩定，基本假定穩定的特色可提供心理與認知上的需求，使群體可

以維持其功能，並滿足個體與群體所尋求之認知穩定性。文化有不同的面向，

Schein 參考 Kluckhohn 和 Strodbeck（1961）的研究訂出六個基本假定向度：真

理和真相的本質、時間的本質、空間的本質、人性的本質、人類活動的本質、人

類關係的本質。在教育觀點來看，基本假定是指一些關於教育哲學的理論以及國

家教育的宗旨與目的，因此既使是在不同的國民中學裡，各校潛在的基本假定仍

是有很高的共通性。

（三）Schein 的學校文化理論與研究應用

從 Schein（1985）書中所提供的個案研究實例、林信榕與陳斐卿（2006）的

研究中瞭解，基本假定可以依據探討主題和研究資料進行描述，提示本研究應以

研究資料所浮現的價值觀特徵進行對學校文化的描述。Schien（1985：282）也

提出資訊科技關於學習方面的六項假定以及其對立假定，例如：

假定一：學習由資訊科技主導，而我們要學著適應它。

對立假定：資訊科技應該要適應我們既存的學習方式。

基本假定反應了組織中共享的價值觀，而組織既存的文化也會影響到資訊科

技的使用。在 Schein（1985）的研究裡，探討公司組織中，主管人員對於使用資

訊科技的情況，發現組織管理和使用資訊科技兩種次文化似有相互衝突的情形，

而影響資訊科技在公司內的裝設和運用。在資訊融入教學的議題上，Zhao 與

Frank（2003）從生態的角度來思考，認為資訊科技就如同一個外來生物，要能

夠符合或適應學校內原本的文化，諸如：教學文化、學習文化等才能夠存活下來。

Schein（1985）認為次文化的衝突要能促進次文化的互動才有整合的可能。

在進行學校文化的探討上，Schein 的文化層次理論提供了良好的架構和建

議。其文化層次的關係如圖 2-3-2 所示，三個層次間具有交互影響的關係，透過

三個層次的瞭解與觀察，可更具體瞭解該組織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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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Schein（1985）的文化層次理論架構圖（翻譯自 Schein, 1985：17）

Schein 所提出的文化層次理論提供了探討學校文化的框架，透過有系統的觀

察，可以建立對該校文化的描述。例如要瞭解某校之學校文化在資訊融入教學面

向的展現，也可以透過三個文化層次以瞭解該校所持的價值觀，例如在文化飾物

層次，可觀察該校的電腦空間的擺設（電腦教室、教室電腦、混合式教室）、電

腦、單槍、網路設備、教學網站等，信奉價值及基本假定則可透過訪談或長期觀

察以瞭解該校成員對於資訊融入教學所持的價值觀（林信榕、陳斐卿，2006）。

四、學校文化與資訊融入教學

教師所處的教學情境對於教學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學校文化即是其中的

因素之一，在資訊融入教學的議題上也是如此，而學校文化有許多層面，以下整

理合乎研究重心的文化因素進行探討。在研究上顯示特定學校文化與教師進行資

訊融入教學有關，如：教學的價值觀、教師同儕溝通支援的文化、行政支援教師

的情況（李豐展，2005；林信榕、陳斐卿，2006；Becker, 1994; Cuban et al., 2001;

Windschitl & Sahl, 2002; Wu et al., 2008），而學校的資訊設備為學校的文化飾物

（林信榕、陳斐卿，2006），亦為教師進行資訊融入教學的基本要素（蔡俊男，

2000）。以下上述三種文化因素以及資訊設備對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關連進行探

討：

信奉價值

基本假定

策略、目標及哲學觀

（外顯的判準）

潛意識、視為理所當然的

（價值與行動的根本來源）

文化飾物
可見的組織架構或過程

（難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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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的價值觀

教師進行資訊融入教學的情形，學校對於學生學習的價值觀有關。如第一節

的探討，資訊融入教學的理論基礎來自於建構主義，意味著知識並不只是由教師

被動的傳授給學生，而是要學生主動去建構知識，而資訊科技是一種學習的催化

劑，有助於學生主動建構科學概念，而在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歷程裡，教師的

角色也可能會有所轉變，從灌輸知識者，轉為學習的輔助者。教師、學校行政人

員、家長對學生學習的價值觀能否相容於資訊融入教學所帶來的改變，包括學生

上課秩序吵鬧、不專注於聽講、短暫的成績下滑…等對於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教

學的初期，普遍教師都有這層顧慮，（Sandholtz et al., 1996）。在教師中心的價值

觀影響下，教師被鼓勵作為學科專家，如何涵蓋教學進度為其教學重心（Cuban

et al., 2001）。

在 Cuban et al.（2001）探討在資訊設備充分的情況下，教師卻不使用的原因，

發現任教「主科」（即升學考試較為強調的學科）的教師，大部分為非資訊融入

教學者。Wu at al.（2008）亦發現台灣許多明星學校升學氣氛濃厚，在此文化影

響之下，教學和學習皆以考試為導向，以教師為中心的講述式的教學方法較能在

有限的時間下涵蓋完整的教學內容，而任教於數學與科學的教師，經常會受到學

校行政人員和家長的壓力去要求學生有更好的課業表現，在這樣以考試為導向的

文化之下，教師使用豐富的教學方式或資訊融入教學可能較不被鼓勵。

與教師中心的價值觀相對的則是學生為中心的價值觀，重視知識的理解而非

考試的成績，資訊科技作為有效的工具之一，有促使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的潛能

（Linn, 1998; Sandholtz et al., 1996）。Zhao 與 Frank（2003）認為資訊科技要能夠

符合或適應學校內原本的文化才能夠存活下來，而以學生為中心的價值觀或相近

於建構主義的價值觀則為有利的文化因素。

（二）教師同儕的溝通支援

在多數的情況下，教師只是名義上的同事，獨自面對教學課程和管理等問

題，教師能夠獨立完成教學挑戰也被視為是一種教學文化，教師整天忙於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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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務而鮮少聽聞其他同儕的一舉一動，深厚的同儕情誼在職業裡並不被看

重。合作是一種組織特徵，在缺乏這種文化下教師的實質交流很有限（Little,

1987）。

在資訊融入教學推展的過程中，教師同儕的交流是很重要的。教師有時因為

缺乏教學實例可參考，不知從何著手，Becker（1994）提到，教師大半的工作時

間少有與其他教師接觸，若要學習如何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中，接近值得學習的

榜樣，不論是專精此項資源的典範教師（exemplary teacher）或者是致力於分享

突破性成果（exploratory finding）的教師成長團，是非常必要的。教師同儕可以

互相觀摩、經驗分享並進行反省和對話，同儕的意見常是有力的影響因素，透過

同儕間的鼓勵和支持能夠鼓舞彼此的學習和成長。

在 Windschitl & Sahl（2002）的研究裡，個案教師透過與資深同事共同設計

教學檔案、分享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使得該教師對於使用資訊科技的信心

增加，且資訊融入教學層級也逐漸提升。在 ACOT 計畫裡，教師同儕的溝通與

支援是教師邁入下一個融入層級的助力，而在每一個層級裡，教師同儕間溝通與

支援的重心亦有所不同，才能有效符合階段需求（Sandholtz et al., 1996），以 ACOT

計畫說明教師同儕，在此包含行政人員，溝通與支援關係與資訊融入教學融入層

級演進的關連，如圖 2-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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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 情感上的支援

採用
情感上的支援
技術上的協助

適應
情感上的支援
技術上的協助
教學上的分享

善用和創新
情感上的支援
技術上的協助
教學上的分享

團隊教學

圖 2-3-3 教師同儕之分享與融入層級演進關連（譯自 Sandholtz et al., 1996：115）

從圖 4-3-3 可以看到，教師同儕（包含行政人員）給予的支持與教師在各階

段容易遭遇的困難可以相互對應，教師對於資訊融入教學的顧慮首先為資訊設備

的架設與安置，之後轉為對學校行政人員、家長的負面意見、學生秩序、考試成

績的顧慮，如何進行資訊融入教學才能發揮較好的教學效果則為較後端的考量。

對應圖 4-3-3 的建議，教師同儕給予的支援最初從情感和技術上這些非教學直接

相關的支援漸漸邁向與教學直接相關的分享，最後還可能進行團隊教學，而有更

深入的教學交流，同儕支援能符合教師的階段需求，有助於教師往下一層級邁進。

林信榕和陳斐卿（2006）研究一所資訊重點學校，該校原本僅有部分較熟悉

資訊科技的教師，然而藉由同儕交流，使得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實務漸漸根植於

校園當中，從少數富有創意且善用資訊融入教學的教師，即所謂「製造輪鞋的成

員」的分享，校園裡其他教師也能夠藉由這些教學分享建立起資訊融入教學的經

驗，成為「穿輪鞋的成員」。Sandholtz et al.（1996）也發現，在 ACOT 計畫裡，

當達到「創新」階段的教師人數增多時，教師的資訊融入教學行為有了明顯的改

變，教師開始頻繁的進行協同教學，交流使用資訊科技的心得。可見教師同儕之

間存在溝通交流文化對於資訊融入教學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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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支援

學校行政的本質，兼含教育和服務的性質，用意在引導教與學，為師生服務

（吳清山，1996），行政人員在校園中扮演著推動與帶領的角色，於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亦是如此，學校的行政人員對該議題的共識是很重要的一環，教師備課時

間的增長及電腦能力的不足，會降低教師實施的意願，這需要學校行政人員對於

電腦融入教學抱持肯定的態度，並提供教師實質的支援，例如：課程的調整、進

度調配、減授鐘點、尊重教師的意見與理念、讓教師共同參與校務決策等，以及

建立明確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策略（吳秀宜，2001；李豐展，2005），而校

長作為學校的領導人，其意見和價值觀對於資訊融入教學更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林信榕、陳斐卿，2006）。

Sandholtz et al.（1996）發現教師對學校行政支援程度的知覺是影響教師教學

行為，包括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接受建構取向教學觀點的關鍵因素。學校行

政人員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應建立明確的發展目標，而校長更扮演著推手的角

色，能鼓舞行政及教師同仁建立起一致的共識，一起努力學習；倘若學校行政人

員對使用資訊科技抱持著懷疑、負面的看法，諸如：造成秩序混亂、內容不符學

習主體，不支持教師於教學中使用資訊科技，將是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一大阻礙

（林信榕、陳斐卿，2006；Sandholtz et al., 1996）。

（四）資訊設備與支援

校園的資訊設備包含網路建設、軟硬體設備以及專業技術支援等面向，資訊

設備。良善的資訊科技設備不一定能促使教師使用科技，然而資訊科技設備的短

缺，如單槍數量、電腦數量、各處室是否能上網、資訊融入教材資源，對教師使

用資訊科技的意願確實會造成負面的影響（蔡俊男，2000）。教師畢竟不是科技

專業人員，當資訊科技設備出問題時，若有專業人員協助維修、管理和維護，降

低教師的教學負荷，並提供教師電腦知能的諮詢，以利資訊融入教學的推動（吳

秀宜，2001）。Cuban et al.（2001）發現即便政府大量投資資金於建設資訊科技

設備，卻未促使全面性的使用，其原因部分由於教師沒有時間去尋找和評估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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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軟體，且電腦和軟體的使用訓練未能在合宜的時間得到輔助，使得教師對資訊

科技的使用感到侷限，繼續維持教師中心的教學方式。

教師在進行資訊融入教學的過程中，需要與學校借用資訊設備，也需要教材

來源，在忙碌的學校生活裡，若成員之間有彼此支援的文化，可降低教師的教學

負擔，若教師能彼此溝通分享、互相學習，可提升教學的豐富度，而學校中若有

教學彈性自主的文化，則教師可以充分發揮其創意，發展更合適學生的教學模

式，這些有利的文化因素都是教師進行資訊融入教學的推手。本研究欲利用

Schein（1985）所提出的文化層次理論，以訪談和學校觀察的方式探討不同規模

學校裡是否存在上述有利於資訊融入教學的文化因素，以及該文化與教師對資訊

融入教學的關連。

第四節 相關教育政策

社會上的規範和期許對於教師的教學有著一定的影響力，這種現象在公立學

校特別明顯（Gamoran, Secada, & Marrett, 2006; Schein, 1985）。以 Schein 的理論

來看，教育政策即是文化底層最具影響力的基本假定，對教師的教學決策和方向

有著指引和規範的作用，Zhao 和 Frank（2003）也認為學校所處的環境包含教育

政策，對學校教學運作有著一定的影響力；教育政策明訂學校該遵循的教育法

規、經費分配、階段性教育重心，並隨著社會經濟狀況、人口結構的改變、教育

需求而作更動，透過對政策的熟悉，也可以協助研究者釐清觀察到的現象是該校

的特色，或是政策下的產物，以及各校在政策下所展現的彈性，故本章先從與研

究主題相關的政策著手，探討小班小校政策、資訊教育相關政策、優質學校卓越

經營評選計畫。

一、學校規模相關政策-小班小校政策

近年來國內與學校規模相關的政策便是小班小校的推展，「小班小校」訴求

產生的背景，是在民國八十三年，基於對教育品質的不滿意，民間教育改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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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０教改聯盟」所提出來的，依據發起人台大教授黃武雄對當時國民中小學

的班級人數和班級數所做的調查分析指出，除了偏遠地區之外，國民中小學的班

級人數都超過四十五人，至多高達五、六十人，在班級數方面，大班大校的情形

非常普遍，都會區的學校經常超過一兩百班，班級人數和班級數過高的情況下，

使得教育品質低落，故四一０教改聯盟提出五年內（在 1999 年以前）國中小可

以達到每班少於 30 人，每校小於 30 班的理想，教育部亦於同年發表「四一０說

帖」及「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給予回應，並持續

推動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人數的階段計畫，國民中學預定於 90 學年度每班平均

人數為降低為 38 人以下，96 學年度每班 35 人為原則；而在班級數方面，則於

「國民教育法實施細則」中明訂國民中小學之規劃，以不超過 48 班為原則，規

模過大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增設學校，重劃學區（許鈺鈴，2005）。

隨著學齡人口下降，而學校數、班級數、教師數、教育經費持續增加的情況

下，台灣地區的教育發展已由過去量的擴充轉向追求質的提升（陳怡婷，2006），

「小班小校」本身並非是目的，而是提高教育品質的基石。在改革效果上，「小

班」與「小校」的目的是不同的，小班主要是改善教師與學生之互動關係，小校

主要是改善校長相對於教師之間的互動關係，兩者合之則較易形成較民主而親切

的校園文化，「小班制」直接受惠者是學生，應該有較高的優先性，而小校制是

較為高遠的目標（牟中原，1995）。透過「小班小校」政策的推行，可望提升教

育品質，達成因材施教、重視人性教育，減少青少年問題、提升教師專業角色、

改善校長與教師關係之理念（許鈺鈴，2005）。

在小班小校政策推行過程中，教育部的政策持續推展班級人數的降低，但在

學校規模的方面則礙於現實環境及條件限制而進展緩慢，因為人口分佈不均、學

校師資分配、都市土地有限、教育經費不足等因素，使得各縣市無法合理劃分學

區，造成小校政策推展困難。學齡人口數的多寡，對一個地區的學校數、班級數、

班級學生數都有著影響，少子化的趨勢，有助於小班小校的推展，班級人數的減

少已經得以落實，而隨著入學人數的減少，學校規模也受到影響，都市化使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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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分佈不均的狀況更加顯著，部分鄰近都會區的學校規模和班級人數不減反增，

偏遠地區的學校則普遍岌岌可危，而家長為了使子女就讀更符合理想的學校，越

區就讀的情形也屢見不鮮，若在同一個學區內的家長都存在這樣的想法，將使學

區內的人口外流，導致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許鈺鈴，2005；陳怡婷，2006）。

二、資訊融入教學相關政策

隨著教育目標的轉向質的提升，學校教育也從傳統走向創新與改變，教師有

更多選擇來呈現教材的內容，學生也可以透過多元的管道來學習新知，在資訊化

社會裡，資訊科技可帶來的教育利益愈顯重要，因此教育部積極推動資訊教育相

關政策，將「運用科技與資訊」在現階段九年一貫課程裡訂為國民教育的十大基

本能力之一，「資訊教育」也是六大議題之一，各學習領域應使用資訊科技為輔

助學習之工具，以擴展各領域的學習，並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部，

2000）。資訊教育之推動依其性質可分為資訊普及教育、資訊專業教育、資訊應

用教育及整體教育資訊環境之建立等範疇（教育部，1997），在資訊應用教學方

面，其短程目標為運用電腦科技來建置多元化的教材和學習環境，使資訊科技應

用於教學，長程目標是將電腦輔助教學融入各科、結合網路資源與隔空學習環

境，落實多元化與個別化的學習（教育部，2003）。

因此八十七年推動第二階段之「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由教育行政單位

協力開發近千單元之各級學校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統一免費發送教學軟體資源至

各校，鼓勵教師使用（教育部，2001），其願景為「校校有網路，網網皆相通；

教室有電腦，班班可連線；資源可同享，資訊送到家」。政府並於八十八年增加

六十四億七千萬元的預算，提前完成中小學電腦教學環境建置，添購電腦以降低

中小學人機比例、建置中小學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推動台灣學術網路

TANet 到中小學，完成寬頻專線之連接。教育部（2001）接續發表「中小學資訊

總藍圖－總綱」，期望在四年之內可以完成此藍圖，讓教師都能運用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運用網路教學活動時間至少佔總教學時數的 20％，教材也會全面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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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資訊流通。而現行的九年一貫課程裡，不論是十大基本能力或六大議題皆強調

運用科技與資訊及資訊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2000）。

在推動資訊教育政策的實務上，各地區因當地教育現場狀況而會有不同的需

求和經費運用，部分縣市以自訂「資訊教育白皮書」的方式，擬定漸層的進度與

願景，例如：宜蘭縣、台北縣市、彰化縣、嘉義縣市、高雄市，從白皮書之目標

以及評估報告可以了解該地區資訊教育之整體概況，而本研究則以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所制訂之資訊教育白皮書第一期、第二期以及資訊教育現況與未來展望等三

份政府文件作為瞭解台北地區資訊教育政策的基礎（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98，

2001，2002），研究者將白皮書內容整理於第三章裡，作為研究情境的描述。

三、學校文化相關政策-優質學校卓越經營評選計畫

學校教育的改革可以是多面向的，現階段在傳遞知識和基本的教養功能之

外，社會大眾對於學校教育有更深的期盼，對於教育改革有一種美好願景，嚮往

優質且精緻化的教育環境，臺北市教育局在此理念下，首先推行「優質學校評選」

之計畫，評選項目一共分為「校長領導」、「行政管理」、「課程發展」、「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資源統整」、「校園營造」、「專業發展」、「學校文化」等九項，各

項間的關連顯現於圖 2-4-1，從 2003 年開始籌畫並於 2004 年透過臺北市教師研

習中心進行持續性的研習並舉行一年一度的評選活動，至今已累積三屆的成果，

教育部亦於 96 學年度跟進，將首先於台灣中區、東區舉辦優質學校經營研討會，

如何改善學校教育以符合優質學校的指標，通過優質學校的評選，建立專業且獨

特的學校形象以爭取入學率，儼然已成為現階段各級學校矚目的焦點（教育部，

2007；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7），以下接續探討學校文化評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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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優質學校指標圖像（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4）

臺北市所提出的優質學校的學校文化可從「共塑願景」、「全員參與」、「團體

合作」、「和諧溫馨」、「持續創新」、「永續發展」六個面向來探討，共塑願景是指

學校能凝聚全體共識，發展共同願景，全員參與是指學校決策及各項行動均能促

使組織成員廣泛參與，團體合作是指學校之各項行動均能有效整合各處室之資

源，和諧溫馨是指學校能營造良好的環境氣氛，持續創新是指學校能夠持續發掘

問題，締造新的改革成果，永續發展是指學校能建立學習與評鑑的制度，增加組

織之成長與發展；由此六點可知，優質學校的學校文化的營造強調學校成員的參

與度和彼此合作以建立共同的想法，營造和諧且不斷求進步的氣氛，並建立學習

機制，各校可以其特出的學校文化特色為主軸參與評選，例如私立衛理女中以

「愛」為中心建立起溫馨且獨特的學校文化作為招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07）。

可知本研究所關切的議題皆為現行政策的重點，可以應符教育現況。綜合以

上回顧，現階段在提升學校教育品質的過程裡，不論是教學媒材、學習管道以及

學習環境皆是努力的重點；小班小校的政策可說是教育改革的基石，使得更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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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適性的教育目標得以施展，在少子化和都市化的趨勢下，小班教學雖得以落

實，小校的推行則進展有限，學校規模對於教學存在的影響仍須多加考量（許鈺

鈴，2005）。而從過去的資訊教育政策到現行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顯示資訊科技

在教學以及學生能力的培養上極受重視；優質學校文化的評選計畫，使得各校在

一般教學之外，更重視校園環境的經營，以及學校特色的彰顯。

從以上所歸納的教育政策可以知道，學校規模、資訊融入教學與學校文化皆

是現階段的教育發展重點，亦可以作為本研究在探討學校文化時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