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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脈絡下一所完全中學變革準備度之歷程研究 

A Case Study on Readiness for Change of a Six-year High School 

in the Context of Curriculum Reform 

邱淑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革為背景與脈絡，採個案研究法，透過

訪談及文件蒐集相關資料，了解個案學校準備課程變革的歷程、探討「教師個人」

及「學校組織」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變革準備度」相關面向，進而探討個

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的交互作用對推動新課綱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個案學校

整體課程變革歷程已從解凍期進入到行動期，然國高中部個人和組織準備度有差

異；影響個人配合新課綱的重要元素有個人特質、心理態度、個人效能與效價。

驅使組織推動新課綱的重要元素包括文化氛圍、組織資源、變革集體效能與效價；

而動態的互動溝通和領導貫穿變革歷程，促進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交互作用，並

且對個案學校變革發展有正面影響。 

本研究所得之結論有 (1) 學校生存危機為啟動課程變革歷程的首要因素； 

(2) 遴選新校長是改變學校變革條件的重要關鍵點；(3) 職涯經驗和組織作為深

深影響教師變革準備度； (4) 個人變革效價關注焦點在學生學習非個人利益； 

(5) 完中國高中部更需要加強訊息處理及溝通互動； (6) 有為的領導團隊如同帶

動變革準備度的領頭羊；(7) 影響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因素力道有強也有弱； (8) 

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互相影響而且相互加乘。 

本研究對老師的建議有(1)主動掌握變革訊息，掌握契機開展自我；(2) 呼朋

引伴準備變革，積極參與變革增能； 對學校的建議包含 (1) 凸顯變革領導角色，

拓展領導團隊能量； (2) 規劃變革支援系統，妥善處理內外訊息； (3) 考量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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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量，依據條件因地制宜； (4) 提升個人變革準備，擴大組織變革能量。對

後續研究的建議有二：(1) 採用質性訪談量化問卷並行研究法；(2) 開展研究內

容範疇及拉長研究期程。 

 

 

 

 

關鍵字：變革準備度、完全中學、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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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Readiness for Change of a Six-year High School 

in the Context of Curriculum Reform 

 

Shu-chuan, Chi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英文摘要 

Abstract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undergone a new wave of reform since 2011 when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nnounced to launch 12-year Basic Education Program by 2014. 

A new curriculum structure under the new program, which was released in November 

2014, has demanded high schools take a myriad of actions to meet new goals, which 

brings tremendous challeng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perfect timing to 

research on readiness for change of a school. The case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and 

record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the new curriculum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as well 

as to discuss the factors of readiness for change that have an impact on both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the school organization. Besides, it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level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school.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the research: (1) The sense of crisis regarding 

the survival of the school is the key force that drives the school to work hard on 

curriculum reform. (2) Choosing a new principal is a turning point for school conditions 

and could be highly relevant to change readiness. (3) Change readiness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t work as well as organization actions. (4) When 

it comes to change valence, the priority is to enhance student learning rather than gain 

personal interest. (5) It takes more effort to wisely deal wi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vi 

information as well as create a favorable atmosphere for communication in a six-year 

high school.  (6) A cooperative and effective team of administrators acts as a 

bellwether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change. (7)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ndividual 

change readines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readines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in the 

process. (8) Individual change readiness and organization change readiness are 

interactive and mutual influence can result in a synergy that can be very productive. In 

the end,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hich are 

followed by the researcher’s reflection in the end.  

 

 

 

 

Keywords: Readiness for Change, Six-yea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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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脈絡下一所完全中學變革準備度之歷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

三節為名詞解釋，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敘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改革向來被視為提升國家整體國力及解決原有制度的途徑，我國教育經

歷數次改革(白亦方、劉修豪、黃炳煌，2011)，最近一次在民國100年元旦，馬前總

統宣布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為臺灣教育改革展開另一

新章。 

十二年國教實施三年後，教育部於103年11月28日發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總綱（簡稱新課綱）」，具體化從國民教育到中等教育課程改革的架構與樣貌

(教育部，2014)。此波課程改革對於後期中等學校的影響甚鉅，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以下簡稱普高)依規定大幅減少部定課程學分、增加選修學分，所以課程架構變

化尤其明顯。普高新課綱與前一波的高中課程改革最大的不同還有(1) 增加許多不

同類型的課程、(2) 期望教師發揮設計課程的專業知能、(3) 提供學生較多的課程

選擇權(教育部，2014)。另外，落實新課綱課程教學的理念精神大大衝擊教師及行

政人員原有的心智模式和操作慣性，學校組織勢必要突破原有的框架，方可落實新

課綱的精神與內涵。  

任何教育現場的變革都會引起波動，這樣的變動及其影響常常成為教育研究

的重要主題。研究者在過去三十多年內，長時間於國、高中服務，位於教學第一線，

擔任過導師和專任教師；近十年才接觸行政職務，經歷過服務於教育局的洗禮，目

前則是一所完全中學的校長。因為長期位於教育和課程改革前線，得以有第一手的

變革體驗；又因目前帶領的學校從103學年起陸續執行臺北市教育局「高中課程與

教學領先計畫」、「國中課程與教學亮點計畫」以及「教育部高中優質化暨前導學

校方案」，有很多的機會參與跨校的工作坊、課程博覽會或研討會，感受到無論是

學校單位、地方或中央教育主管單位，無不為轉化新課綱而努力；也正因處於變革

核心位置—學校組織，研究者深感「個人」和「組織」在面對課改時，其中存在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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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複雜的連動關係，讓學校推動課程改革挑戰十足。「學校如何克服困難，準備課

程改革？」成為研究者深感興趣的主題，也是促成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基於研究者對於學校課程變革準備的興趣，本研究另一個動機是希望以此對

於國內課程改革的文獻有所貢獻。目前，國內外不乏對於教育或課程改革的研究著

作，但探討主題多聚焦於教育組織變革、校長領導、組織成員抗拒等，有關「學校

變革準備度」的研究，則不多見。其實，「變革準備度(readiness for change)」最早

源自於國外對於醫療及商業領域方面的研究，並多屬於「組織管理(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或是「組織變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 」的分支。以往，無論在國

內或國外，準備度多與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直接相關。Weiner等學者 (2008)表示，

教育場域在1990至2007年間，對於準備度一方面的研究極為有限，直到最近十年方

被導入於教育研究領域。本研究以個案學校面對課程變革的準備度為發展主軸，正

期望對屬於起步階段的「學校變革準備度」有所貢獻。 

接著，由於研究者是一所高中的領導人，在過去五、六年帶領學校與新課綱

同行，深刻感受課程變革帶來的衝擊與挑戰，也密切關注新課綱與學校發展的關係。

因為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屬性為完全中學，除了規劃高中極大的課程變化，也必須

納入國中整體課程設計。學校必然要投注雙倍的精神與時間，若內外環境險峻，挑

戰更大。這說明何以本研究選擇一所完全中學為研究場域，希望紀錄和分析這所完

中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準備歷程，進而反思研究者個人與學校組織的變革過

程與現階段的成效，作為下一哩路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收集及分析研究對象提供的資料，用敘事的手法記錄一所

完全中學準備推動課程改革的過程，來深入探討「個人」與「組織」的「變革準備

度」。從這所個案學校萃取組織及個人作為的精華，對照「變革準備度」之相關文

獻，彙整出這所完全中學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交織而成、特有的準備歷程，同時提

供可行之影響策略供其他研究者參考，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個案學校組織和教師個人的變革條件，並敘說學校準備新課綱課程的變

革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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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教師個人」及「學校組織」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變革準備度」之

作為及相關因素。 

三、分析「個人準備度」和「組織準備度」的交互作用和其對於學校推動新課綱之

影響。 

 

貳、 待答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發展出三個主要的待答問題：第一個問題有關變革歷程，二是

有關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因素，第三則是有關兩者間的交互作用及影響。三大問

題共化為以下六個子題： 

1-1：個案學校組織變革條件為何? 

1-2：個案學校準備新課綱課程變革的歷程為何? 

2-1：學校教師個人如何準備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影響個人配合新課綱的重要元

素有哪些？ 

2-2：學校整體組織如何準備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驅使組織推動新課綱的重要元

素有哪些？ 

3-1：個人準備度和組織準備度彼此如何交互作用?  

3-2：面對新課綱課程之變革，個人與組織變革準備度的交互作用讓個案學校發

生哪些具體變化或可見發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完全中學 

本研究對象為一所公立完全中學，該校原為一所國民中學，因應政策於101年

改制為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的國高中部分別有三個年級，國中部學生通

常有直升高中的機會，但通常受比例及條件的限制。完全中學的行政系統有別於一

般國中和高中，乃是將國中及高中部合併於一校當中運作，所以學校的行政業務負

擔相較於一般高中或是國中繁重許多。此外，在現行的完全中學裏，國、高中兩部

的課程發展及學生學習目標存有差異，且許多完全中學國、高中部的教師分流，不

利於六年一貫課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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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程改革 

103年11月28日教育部公告「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台灣課程改革進入

另一個嶄新的階段。總綱實施內容分為三個教育階段：(1) 國民小學教育六年、(2) 

國民中學教育三年及(3)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三年(分為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及單

一型)。本研究的場域為完全中學，課程改革基本聚焦於總綱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之

「普高課程」，不過同時也會觀察高中課程改革與國中課程發展的連動，並從中觀

察及分析普高課程改革在完全中學和其所有成員(包含國中部的教師)面對變革的

心態與行動。 

 

參、 變革準備度 

本研究視變革準備度為一個多層面動態的歷程，其定義為個人及組織面對有計

畫的改革，妥善掌握及運用變革資訊，經過內外部環境的評估，同時發揮變革領導

能量，促進變革認同度、增進個人和組織的變革效能與變革承諾，讓組織提升到更

好的層次，最終得以實現組織變革目標的過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場域為一所完全中學，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訪談及文件，從中分析該校

因應課程改革之準備策略、作為及形成性結果，探討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對於推

動課綱的交互影響，從而萃取本土化變革準備度的研究成果。就研究時間軸而言，

雖然有些訪談資料會回溯到轉型為完中的時期，但變革歷程主要集中新課綱實施

前三年至今(105學年至108學年)。實際進行研究時，有以下幾個限制：受訪人員多

為行政人員、未納入學校之外文化脈絡、研究者本身能力，茲分述如下： 

 

壹、 受訪者多為教師兼行政人員 

本研究以一所小型完全中學為個案研究對象，受訪師長含共七人，包含校長以

及來自國、高中部各三位教師；六位老師中，有兩位兼任主任、三位兼任組長，另

一位則是導師兼課程諮詢師。由此看來，受訪者中教師兼行政人員的人數遠多於一

般教師成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不過，因為學校規模小，教師員額只有69人，不但

教師兼行政的比例高，一人身兼多職的情況也普遍。這些兼任行政的教師除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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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業務，仍必須承擔教學工作，與第一線的教學教師一樣參與社群，發展課程。

此外，有些受訪者也曾擔任過導師，在訪談的過程中，會以帶班的經驗連結到面對

新課綱課程變革的準備。以上這兩點有助於研究者突破受訪者多為教師兼行政人

員的限制。 

 

貳、 未納入學校之外的文化脈絡 

本研究聚焦個案學校內部因應新課綱準備作為與歷程，從中萃取出影響個人和

組織變革準備度的因素，以及兩者之間交互作用對課程發展的影響。受限於研究時

間和範疇，在學校之外的文化脈絡主要從國家對於課程改革的政策切入，並未收集

社區和家長對於學校變革的想法或期許。不過，為了克服這個限制，在訪談的過程

中，儘量涵蓋這方面的題目，邀請受訪者表達外部環境對於學校發展課程和教學上

的助力及阻力，並從文字稿中整理出可供參考的脈絡，作為本研究的參考。 

 

參、 研究者本身之限制 

陳向明(2002)指出在質性取向之研究，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之一，其靈敏、

精確和嚴謹程度對研究的質量至關重要。本研究作者本身是教育實務工作者，曾任

導師、專任教師、主任，目前為學校領導人，難免以先入為主的觀點篩選蒐集到的

資料，將學校中所見所聞視為理所當然或只蒐集研究者主觀認定的資料，導致在取

捨資料時產生偏差，而影響本研究詮釋的方向，此亦為本研究之限制之一。突破這

個限制的方式遵守陳向明(2002)建議保持「局內人和局外人」雙重身任，善用同是

教育從業人員的「局內人」優勢，使用共同語言和同理心；還要以「局外人」的距

離和理性來幫助自己解讀個案學校的文化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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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組織變革及變革管理」，從文獻中整理組織變革

的定義內涵、性質、過程與挑戰，進而呈現不同的變革管理模型及說明成員抗拒的

內涵等重點；第二節為「變革準備度相關研究」，探討變革準備度的定義、理論、

影響個人及組織變革準備度的因素等；第三節「課改脈絡下之學校變革準備度」，

從簡述我國教育改革、到分析高中課程改革脈絡、進而介紹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

綱精神與架構、普高課程類型及規劃說明、學校因應新課綱應有的準備及課改脈絡

下變革之困難與挑戰。每節最後為探討的主題加上小結，為研究標註與鋪路。茲分

敘每節內容如下： 

 

第一節  組織變革及變革管理 

大致而言，變革（change）蘊含革新、變化、變遷、改變、興革和變更等意涵，

乃是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轉變。變革的結果不一定都會產生預期的成效，也

許會變得更好，也許會變得更糟，所以變革係為一中性名詞。「組織變革」乃是組

織因為某個原因或活動，從現有的情況轉型到另外一種情況(Inandi & Giliç, 2016)。

變革並非均是依循計畫而行，有時組織的變革也可能是計畫外、突發性的發生(張

明輝，1997)。在變化快速及典範轉移的時代，組織系統從封閉性走向開放性，「變

革」幾乎成為常態。組織再也不能閉門造車，因為維持既有的架構、內容與運作方

式的組織，恐須面對被邊緣化或是淘汰的命運；反之，隨內外在環境的變化創造與

革新選項之組織，方能於全球化的競爭下屹立不搖。因此，變革也是組織為了持續

生存必要的義務及課題。學校變革亦然，在教育改革的巨輪下，「以不變應萬變」

的心態將使學校面臨極大的危機。現階段的課程改革帶給學校十足挑戰、重重困難，

但學校組織應釐清變革核心價值，積極準備。在新課綱上路之際，學校如何準備、

落實課綱精神是一個值得探究的面向。下文先簡要說明組織變革基本理論、呈現變

革管理模型內涵、接著探討組織變革的領導角色，並納入成員抗拒，為第二節「變

革準備度」鋪陳基本背景。 

 

壹、 組織變革的基本理論 

一、組織變革的定義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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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而言，組織變革指的是組織在組成、結構和行為上任何的改變(Bowditch, 

Buono, & Stewart, 2007)。隨著社會、科技、政治與環境的變遷，無論對公立或私人

機構而言，改革已成常態，所以說，在變革時代，只有變是惟一的不變(石滋宜，

2005)。整體組織的活動往往被當作是一個系統，組織與內外環境的交互作用通常

引發變革，其範疇涉及組織成員、內涵、結構和行為等大大小小的調整；變革速度

不一，有些需要整個組織型態產生大方向的轉變，所以改革較激進與極端；有些則

只需要針對整體或部分進行微調，所以步調緩慢漸進。在爆炸性變動的時代，組織

正站在爆破的原點；為了因應內外在的衝擊與改變，具備開放和接受變革的能力成

為組織生存必要條件。因此，瞭解組織變革理論成為組織管理者甚或成員應備的重

點知識。 

Lewin (1951)是最早提出系統性組織變革理論的學者，他以組織學的觀點，將

組織變革定義為「組織由舊的狀態提升到新的穩定狀態，其目的在於促進組織生存

與發展，為後續的組織變革理論研究奠立穩固的基礎」。企業管理專家石滋宜 (1996)

用變革工程(reengineering)來詮釋組織變革，其意義為「放棄現行的做事方法(手段)，

重新再出發，但最困難的是放棄過去成功的做法 (p.35) 。」他建議組織轉換思維

模式、以顧客為導向、活化人員、改造系統思考的流程且善用資訊科技，重新設計

經營事業的流程與相關活動。Cummings與Worley (2014)則指出組織變革泛指任何

形式的改變，如技術和管理的革新、組織衰退或是系統演化，而從組織發展的角度

來看，這些改變並不一定導向讓組織發感更好。綜合上述研究的觀點可知，組織變

革是一個複雜、非直線性的過程，其特徵包括：(一)因素來自內、外在環境的變遷；

(二)內涵為結構、人員、技術等要素；(三)目標則是維繫與增進組織永續發展、競

爭力以及效能。 

就組織變革內容而言，相關學者論述不盡相同；縱向來看，Bartunek與Moch 

(1987)運用認知基模的概念將變革分成三個層次：一次元變革 (變革與現存基模一

致)、二次元變革 (變革在於改變現存基模)、三次元變革 (培養組織員工自行建立

合適而彈性的基模) ，而最後一個次元變革在程度上最為深入，所進行的改變亦最

為徹底。變革橫斷面來說，Leavitt (1976) 主張組織變革包含結構（structural change）、

技術（technological change）以及行為（behavioral change）變革；Dessler與Phillips 

(1980)提出類似的概念，強調組織可透過重整結構、革新技術與改變人員來達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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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目標。Robinson、Lloyd與Rowe (1993)在其理論模式中主張組織變革的內容含

組織安排 (organizing arrangement)、社會因素(social factors)、實體環境 (physical 

setting)、技術(technology)四大類。  

 

二、組織變革的性質和過程 

就組織變革的性質來看，Mintzberg與Westley (1992) 將變革分為非正式

(informal)、隱晦式(implicit)、輸入式(imported)以及風潮式(mindless)，此外，變革

可能是急進或漸進，也可能是演繹式 (inductive) 或歸納式 (deductive)。這些變革

涉及三個決策型態，皆會影響組織變革後續的活動：(1)規劃程序  (procedural 

planning) 、(2)願景推動 (visionary leadership) 和(3)演繹式學習 (inductive learning)。

Hanson (1996)則提出三種變革：(一)計畫性變革（planned change）：強調方法的系

統性、周延性，以及目標的可預測性。(二)自發性變革（spontaneous change）：變

革的發生主要是基於自然環境的因素以及隨機而生，並無既定的企圖或目標。(三)

漸進性變革（evolutionary change）：強調累積、與逐步的過程。Razik與Swanson 

(2001)將改革分為「有規劃的變革(planned change)」和「未經規劃的變革(unplanned 

change)」，並且再將變革分為以下幾類：(一)強迫式的變革(enforced change)，通常

是因為外界的影響(如政策改變或團體壓力)，雖然為事先規劃的改革，但往往卻非

十分情願。(二)權宜式的改革(expedient change)，變革幅度上較為輕微，它是為應

付外界或內部壓力所做的暫時反應，有時可能為逃避做全面性的改變而做樣子而

已，此種情況經常發生在一窩蜂追求時髦的活動，也可能因為緊急事件而需要做的

調整。(三)本質上的改革(essential change)，其動力來自內部，是基於專業知識與環

境的需求，教育人員的態度是自願而非應付，他們希望改變目前組織的弊病，並因

而達成自我實現之目的。 

有關組織變革過程的研究，Lewin (1951)率先提出三階段變革模型--先「解凍

（unfreezing）」現狀，然後「行動（movement）」新變革，最後「再凍結(refreezing)」： 

(一) 解凍：此模型主張變革必須先打破組織平衡狀態，透過解凍來克服個人抗

拒及團體壓力。Lewin建議三個解凍的方法來創造變革的動力： (1)增加脫

離現狀的驅動力（driving forces）； (2)減少阻撓脫離現狀的約束力

（restraining forces）；(3)「混合使用」驅動力及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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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動：組織一旦完成解凍，就可以推行經過計畫的變革，組織在這階段的

重點工作為創造並凝聚明確的未來願景，同時也需要綜合考慮達成這一目

標所需要的步驟。清楚的改變方向和實施變革的策略，得以讓組織在推動

變革的過程中，引導成員形成新的態度和行為。 

(三) 再凍結：組織導入新的態度、制度、作為與政策後，就必須要確保變革的

穩定持久性。此時就應該進入「重新凍結」這階段。再凍結目的為強化變

革的新行為，保證不輕易改變新的工作方式，讓組織固化穩定在一個新的

均衡狀態。這樣的狀態會保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到下一個「解凍」開

始啟動另一個三階段的循環。 

Lewin(1951)可謂是變革理論之父，在他之後的組織變革專家推出不同的管理

模型，如Lippitt (1958)和Kotter (1995)就分別將Lewin「解凍、行動、再凍結」的三

個程序模式，進一步加以修正擴充。下表以Lewin的模型為主，加上另外兩個學者

的主張，可以比較三者間的關係： 

表 2-1 

變革過程的比較 (Lewin、Lippitt 和 Kotter ) 

Lewin(1951) Lippitt (1958) Kotter (1995) 

解凍 
1. 發展變革需要 

2. 建立變革關係 

1. 說明變革的緣由及必要性以建立急迫感 

2. 與足夠的勢力聯盟以領導變革 

3. 建立新的願景與達成願景的策略 

4. 對全體組織溝通願景 

行動 

3. 澄清或診斷被服務

對象問題 

4. 檢視解決問題的變

通方案與目標 

5. 轉變行動計畫為變

革措施 

5. 移除阻礙並賦權他人實現願景、鼓勵承

擔風險及有創意的解決問題方式 

6. 規劃、創造、獎勵推動組織朝向新的願景

的短期成功 

7. 強化改善、再度評估變革、對於新的計劃

進行適當的調整 

再凍結 
6. 類化與穩定變革 

7. 終止協助關係 

8. 說明新的行為和組織成功的關聯性，以

鞏固變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承續以上的理論，Armenakis與Bedeian(1999)將組織變革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

段：「準備期(readiness)」、「適應期(adoption)」及「制度化期(institutionalization)」，

這三個階段宛如「莫比烏斯帶(Mobius strip)」一樣，變革階段相互重疊，不斷循環。

成為「制度化」的變革終究會成為未來改革的對象或主旨，又從準備期開始另一次

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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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變革的挑戰 

雖然變革有其節奏和步驟，但現實中變革錯綜複雜，必然帶來許多挑戰。著名

管理大師Senge等人(1999)條列組織變革遇到挑戰如下，這些挑戰同時凸顯了管理

改革和變革領導的重要性：(1) 無暇顧及(not enough time)：變革者沒有充裕時間對

變革產生的重大問題進行思考及進行反覆實踐。(2) 缺乏幫助(no help)：變革沒有

得到上級與有關方面必要的支持與幫助，也缺乏必要的培訓、輔導與協助。(3) 毫

不相干(not relevant)：組織成員看不到變革計畫能對企業、部門及個人帶來好處。

(4) 言行不一(not walking the talk)：變革者所倡導的新價值觀、新工作行為、新領

導風格與他們的行動格格不入。(5) 焦慮恐懼的情緒(fear and anxiety)：變革者擔心

提出的變革措施由於可能會觸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從而最終會影響自己的地位、前

途及與他人的關係。(6) 評估方法的問題(assessment and measurement)：由於組織沒

能採取恰當的方法與程式測量變革所取得的進步，甚至對變革的結果做出負面評

價，導致組織成員歸納出「變革之路不通」的結論。(7) 死忠派和與不信者 (true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 之間的拉鋸：組織的其他成員對變革者心存抵觸情緒，

甚至拒絕配合，使變革者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8) 當責的挑戰(governance)：變革

者要求更多的自主權，但是上級擔心權力失控而不願分權，結果造成變革者不願承

擔責任。(9) 擴散的挑戰 (diffusion)：組織沒能及時溝通變革的信息，導致變革的

經驗無法推廣，組織還是原地踏步或依然故我。(10) 策略和目標的挑戰(strategy and 

purpose)：組織向何處發展、有哪些新目標並不明確，使得組織成員充滿焦慮與不

安(Senge et al., 1999)。 

以上的挑戰乃從企業的角度出發，但細分這十項挑戰，有些涉及資源、有些與

結構有關、有的跟溝通相關、有些屬於技術面、有些困難來自於成員的心態，都與

學校變革遇到的困難一樣，所以仍是非常適用於學校組織變革。其中，焦慮恐懼的

情緒、不相干的疏離、牴觸與不合作等，都屬於面對變革的內在感受，足見準備變

革最需要的是提升變革接受者的心理素質，轉化心態，正向迎接新的改革。 

  

  



12 

貳、 變革管理模型之內涵 

組織變革管理以成功執行組織變革方案為目標，運用知識為本的干預作為，聚

焦於支持利害關係人和促進組織效率和效果，是組織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種功能

(Anderson, 2016)。為了讓組織維持競爭力，「有計畫的組織變革過程(planned 

organizational change process)」日益重要，然而，許多研究顯示過半成甚至約七成

的有規劃的變革努力都未能達到原先的目的(Al-Haddad & Kotnour, 2015; Choi & 

Behling, 1997; Kotter, 1995; Pascale, Millemann, & Gioja, 1997; Self & Schraeder, 2009)。

儘管Hughes (2011)的研究顯示這樣的數據並未真正具有信效度，不過對組織而言，

如何培養管理變革的技巧和強化訓練仍是個重要的議題。雖然過往有許多變革管

理經營模式，不過單一模式有其缺點，所以近年有學者特別針對不同的變革模型進

行後設分析加以研究(Al-Haddad & Kotnour, 2015; Oreg, Vakola, & Armenakis, 2011; 

Sullivan, Kashiwagi, & Lines, 2011)，希望提供更好的變革管理架構。 

比方說，Al-Haddad與Kotnour (2015)從文獻梳理許多系統變革模式和管理方法，

建議組織採取適當的變革計畫以達到預定的成果，其研究分析變革類型、啟動機制、

方法及成果如下圖： 

 

圖 2-1. Al-Haddad等學者對於變革文獻的分類圖 

資料來源：翻譯自“Integrating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 literature: A model for successful change,” S. 

Al-Haddad, & T. Kotnour, 2015.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28(2), p.238. 

 

此外，Oreg、Vakola與Armenakis合作，以組織變革中接受者(recipients)的反應

為主題，分析1948到2007年間共79篇符合量化研究標準的文獻，並於2011年發表其

成果以及組織變革管理的模型(Oreg et al., 2011)。此模型(圖2-2)包含三大區塊：變

變革研究 

變革類型 

啟動機制 

改革方法 

變革成果 

規模：大型或小型 

長短：長期或短期 

知識和技能 

資源 

承諾 

系統變革 

變革管理 

達到變革的目標 

客戶對結果感到滿意 

不同學派的系統改革理論 

Integrative/ Wheel 

ERA/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Six Sigma/ Six Steps 

Process Reengineering 

不同學者的管理模式理論 

如Lewin, Kotter, Kant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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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前情(antecedents)、明顯反應（explicit reactions）和變革結果(change consequences)。

「變革前情」鋪陳變革的背景條件，如接受者的特徵和內部情境、變革的過程、內

容和感受到的利弊得失；「明顯反應」包含認知、情意和行為成分；「變革結果」

則包括跟工作與個人相關的結果。 

 

圖 2-2. Oreg等學者之組織變革管理模型 

資料來源：翻譯自“Change recipients’ reactions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A 60-year review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by S. Oreg, M. Vakola, and A. Armenakis, 2011,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47(4), p.467. 

 

此外，兩位荷蘭學者De Caluwé與Vermaak(2004)則以黃、藍、紅、綠、白五個

色彩分類為組織變革管理提供多元的範例(表2-2)，每個顏色代表對於變革的理念

系統，都有相當的理論作為支撐點。這個顏色模型旨在提供有關討論變革的語言及

工具，同時也是變革策略的地圖：(1) 黃色以組織的社會政治面向為基礎，主張變

革與協商結盟有關，是權力遊戲。(2) 藍色代表理性設計與推動，強調依據實證研

究定義成果，並標準化、系統化有計畫的變革。(3) 紅色聚焦於使用如獎勵，凝聚

共識或共創未來願景的方式激勵成員，引起動機，進而採取行動。(4) 綠色扎根於

變革結果 

跟工作相關的結果 
 

工作滿意 
組織承諾 
績效 

 
 
 
 

跟個人相關的結果 
 

福利 
健康 
退縮 

明顯反應 

情意的反應 
正向或負向 

 
認知的反應 
變革評估 
變革信念 

 
行為的反應 

變革接受者的參與 
行為的意向 
因應的行為 

變革前情 

變革接受者的特性 
如特徵、因應風格、
需求、人口統計 

內部環境 
如支持系統和信任、 
溝通、文化、工作特性 

對變革的分析 

變革過程 
如參與、溝通和資訊、 
互動和程序公平、 

主要的支持、管理能力 

好處或壞處的感知 
如預期結果、工作不確
定性、分配的正義 

變革內容 
如補償、工作設計、 
辦公室配置、流程更換 

對人員和環境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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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和組織發展，認為變革與學習密不可分，變革推動者主要任務是協助他人

突破限制，學習更好的行動方式。(5) 白色則將變革視為連續與無所不在的現象，

變革不受控制，但可以催化，變革推動者適時支持這些掌握機會、想要改變的人，

並且協助他們排除障礙。 

表 2-2  
De Caluwé 等學者五色變革管理模型 

 黃 藍 紅 綠 白 

變革時機 
帶動共同 

利益時 

先思而後根據 

計畫行動 

用正確的方式 

激勵人們 

創造集體學習 

的場景 

創造自發性 

演進的空間 

在…狀態 權力遊戲 理性過程 交換活動 學習過程 動態過程 

創造… 
創造可行 

雙贏方案 

提供最好的解
決方案，一個
勇敢的世界 

創造能夠激勵
動機、且最合
適的方案 

提供可以自我
發展的方案 

創造一個釋放 

能量的方案 

中介策略 

組成聯盟，改
變高層結構、
訂定決策 

專案管理、策
略分析和稽核 

評估和獎勵 

社交集合 

情境領導 

訓練和教練 

開放系統 

規劃、賽局 

開放空間論壇 

自我導向小組 

肯定試探詢 

透過… 
行使權力 

的協作者 
領域專家 

能夠帶動參與
的程序專家 

能夠營造學習 

的協作者 

善用自身能量
為媒介的人 

這些人… 
嫻熟權力平衡 

和仲裁 

有分析和 

擘劃的技能 

具備人事管理
知識和激勵技

能 

有組織發展知
識和回饋技能 

有能力辨識 

和創造新意 

聚焦於… 位階和環境 知識和結果 
程序和 

工作氛圍 
情境和溝通 模式和人員 

結果是… 
部分不為人知
的改革和轉換 

變革可被 

敘述和保證 

變革可以勾勒
大綱 

但不掛保證 

變革可想像 

但沒有保障 

變革在實際面
上不可預測 

靠著... 

保障 

決策文件和 

權力平衡 

基準化和 

ISO系統 
人事管理系統 學習型組織 自我管理 

陷阱是… 
癡心妄想 

和雙輸 

忽視外部和 

不理性的層面 

忽視權力 

和扼殺才華 

無排他性 

且缺乏行動 

流於表層了解
並且放任自流 

資料來源：翻譯自“Change paradigms: An overview,” by L. De Caluwé, and H. Vermaak, 

2004,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2(4), p.15. 

 

De Caluwé 和他的夥伴建議組織一定要妥善處理權力和利益(黃)，獲得有效可

靠的結果而不失秩序(藍)、考量不理性的人並為組織生命注入關懷和視野(紅)、營

造學習和合作的空間(綠)、與時俱進並創新(白)。雖然上表看來分析層次分明，但

作者也表示不同顏色存在相互衝突的原則，顯示組織必然需要面對矛盾和不安。為

了要感知這樣的失衡，更加凸顯從不同顏色診斷組織變革的重要性，且可視情況交

叉靈活運用五色變革範例來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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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狀況中，變革中的組織的確往往處於混沌狀態之中，難以釐清脈絡和因

果，不過仍有學者嘗試提供清楚的架構讓組織參考。其中，Burke與Litwin (1992) 的

研究先定義「文化(culture) 和氛圍(climate)」作為背景，前者則是深入組織的信念

與價值；後者則是個人對於組織如何管理他們以及他們如何有效與同事完成工作

的感知。他們也界定「轉型變革(transformational change) 和交易變革 (transactional 

change)」的差異，前者是因組織與內外力互動引起的改變，並且需要所有組織成員

建立一套嶄新的行為，其結果則牽動文化的改變；後者乃透過人與人或團體間相當

短期的互惠，讓組織有基本初級的改變，這樣的變革會影響到組織氛圍；在此脈絡

下，他們改進前輩學者提出的變革架構，其成果為「組織績效與變革因果關係模型」

(圖2-3)。 

 

 

圖 2-3. Burke等學者之組織績效與變革因果關係模型 

資料來源：翻譯自“A causal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change,”  by W. W. Burke & G. 

H. Litwin, 1992. Journal of management, 18(3), p.528. 

 

此模型圖特別強調驅使組織變化的「外部環境」和展現變革成果（outcome）或

結果(result)的「表現績效」，兩者互為因果，形成一個大的影響環路，在環路中還

包兩組不同的變因，皆連結到「個人和組織績效」。在上層的「外部環境、任務和

策略、領導、文化」組成影響轉型變革和文化的因素；下層的「管理實踐、結構、

外部環境 

使命與策略 
領導團隊 

組織文化 

結構 
管理實踐 

系統(政策程序) 

任務和個人技能 動機 個人需求與價值 

工作小組氛圍 

個人和組織績效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B%84%E7%B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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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工作小組氛圍、個人技能、動機和個人的需求與價值」等是影響交易變革和

氛圍的因素。 

綜合以上各種研究得知，有效管理變革是成功執行變革的手段，不過變革的本

質並非固定，所以組織即便可參考不同的變革管理模型，還是需要培養及靈活應用

不同的管理技巧。研究者認為，Burke與Litwin (1992)提供組織檢視面對變革本質的

參照，藉此瞭解領導和管理對於文化及氛圍的影響；De Caluwé與Vermaak (2004)的

五色模型反映了變革中模糊多樣且複雜的思維體性，並且讓管理人可以在不同的

情境下選擇使用不同顏色來管理變革，頗具創思。相較之下，Oreg等人(2011)的變

革反應架構有前、中、後清楚的進程，雖然過於線性，但仍有參考價值。 

 

參、 組織變革的成員抗拒 

變革領導除了以「領導者或是變革推手」為中心強調領導人及領導力的重要性，

還有許多相關研究直接指向成員的抗拒(Knight, 2009; Kotter & Schlesinger, 1989; 

O'toole, 1996; Robbins, 1980; Robbins & Judge, 1992; Tyack & Tobin, 1994; Watson, 

1971; 單文經，2000; 羅義流，2006)。O'toole (1996)認為抗拒的阻力不僅是組織在

變革與發展過程中普遍的現象，且具有破壞變革的作用。無論變革推手是行政人員

(Robbins, 1980)、來自於不同階層的人員或外部顧問(Robbins & Judge, 1992)，其對

於隨著變革而來的抗拒應有相當的應對策略。 

許多研究分析組織成員抗拒變革的原因：Kotter與Schlesinger (1989)指出組織成

員抗拒變革的四項因素「狹隘的自我利益觀、解瞭不足或缺乏信任、評估方向的角

度差異、對變革欠缺容忍力」。Hultman (1998)發現因改革企圖讓之前存在的情況

在未來難以延續，所以引起成員抗拒。相同的，Kanter (2012)解釋改變可能剝奪人

們主控權、帶來不確定性、讓人措手不及、推動的規模過大、讓人丟臉、要求更高

的技能、增加工作負擔、引起漣漪效應和後座力、引發過去的陰影、帶來真實的威

脅，這些都是造成抗拒的因素。Inandi and Giliç (2016)綜合不同學者的研究發現「不

確定性、放棄習慣、經濟狀況、團體壓力以及害怕失敗等」為改革抗拒的因素。換

句話說，改革對於組織成員來說意謂著「角色和責任的改變、對於信念、價值、行

為和習慣的威脅以及失去決策、取得資訊和自主的權力」，所以讓他們常會表現不

合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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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抗拒文化也是學者關注的面向。比方說，Zimmerman (2006) 認為成功

的變革需要教師支持，但在踏上改革之旅時，學校領導者必須要有面對抗拒的心理

準備。他彙整教師抗拒的原因如下：無法認同變革的需要性、不願改變習性、過去

失敗的經驗、對未知的恐懼、害怕專業受到影響、認為變革會威脅權力或是社交關

係等。單文經(2000、2004)認為教師對於政策的抗拒文化(張盈堃、陳慧璇，2004)、

陽奉陰違(范信賢，2003)或是缺乏Greene (1971)及甄曉蘭(2004)主張的課程意識，

讓教師在鬆散的教育體制中仍得以享受極高的個人自主性，增加課改的困難。更嚴

重的是，臺灣教師受到長期考試文化、政府管控和學科知識強分類的影響，課程意

識處於睡眠狀態，教師無法跳脫僅是課程的執行者的層面，甚至對於課程發展有去

技術化(deskill)自廢武功，形成「課程即課本」、照本宣科的現象。即使教育改革

及相關學術研究多少啟發教師的專業意識，但因教師對於課程的意義與內涵缺乏

明確的認知與了解，導致教師對於課程選擇及實施仍多處於迷失狀態，「自覺狀態」

的課程意識則流於不同立場的批判之爭。 

文獻中不乏處理抗拒的策略(Bovey & Hede, 2001; Combe, 2014; Knight, 2009)。

Bovey與Hede (2001)以防衛機制 (defense mechanisms)來探討組織成員的抗拒心態，

發現組織為了生存勢必需要變革，但組織成員未必都準備好或是願意做改變，所以

他們並建議當實施重要改革時，組織管理除了將注意力放在「技術層面」，也必須

了解「個人行為意圖」，從中加入適當策略創造更多自覺和成長，以利於組織變革。

Combe (2014)主張組織可應用以下策略來縮短抗拒和準備度兩者間的差距：(1) 增

加參與決策和討論的機會、(2) 增加跨領域團隊解決問題的機會、(3) 強調建立信

心的模擬測試、(4) 給予組織成員足夠的時間來定義、(5) 執行和轉換改變以及(6)

提供公平的當責和獎勵機制。 

雖然多數國內外學者從負面視角分析抗拒並據此提供意見，Watson (1971)對於

抗拒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抗拒變革通常被誤解為人性中的慣性，但其實幾乎每

個人多少都嚮往改變生活或狀態，若是組織或人們不想改變，必然是因為創新的動

力被扼殺或壓抑。無獨有偶，Piderit (2000)批判一般對於抗拒的研究過於簡化，未

能夠仔細思量抗拒者的好意，其對改革的研究提供一個多面向態度觀的架構，希望

降低矛盾心理（或情緒、態度等），融合從上而下、由下而上的改革，讓組織得以

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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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結 

本節提供組織變革和管理相關文獻作為變革準備度的背景知識，探討組織變革

的定義、相關理論、變革管理模型，最後將焦點落在組織成員對變革的抗拒。誠然

抗拒的研究提醒組織在推動變革注意的面向，然而學者批評這種「以變革推手

(change agent) 為導向」的變革管理往往忽視被改革對象的人性面而限制變革的效

果，況且只是減少抗拒並不會保證成員主動的努力(Stevens, 2013)，故近來以「變

革接受者  (change recipient)」為主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視 (Clegg & Walsh, 2004; 

Kondakci, Beycioglu, Sincar, & Ugurlu, 2017; Oreg et al., 2011; Vakola, 2013)。許多學

者觀察到接受者對於變革之反應對於改革成功與否扮演重要的角色，如Vakola 

(2013)證實，變革接受者願意自我改變並支持組織改變的方案是促成組織變革成功

不可或缺的關鍵。Oreg等人(2011)回顧過往60年在這主題上的量化研究，亦得到相

同的結論。換句話說，若是組織成員沒有準備好，變革是不可能發生的(Kondakci 

et al., 2017)。因此，文獻探討的重點將轉向到變革準備度。 

 

第二節  變革準備度相關研究 

變革準備度是近年最常被討論到的一種面對變革的態度(Kondakci et al., 2017)。 

Bernerth (2004) 認為「變革準備度」具有正面的含意，可以創造組織成員所需的正

向能量，同時是組織邁向所欲達到之改革成果的第一步，所以這個概念通常被當作

是成功變革的關鍵。初期的準備度是影響組織全面性改革的重要因素(Holt, Helfrich, 

Hall, & Weiner, 2010)，也是預測組織改革成敗的路徑之一(Decker et al., 2012)。

Kotter (2012)同樣認為組織變革準備度是改革成功與否的前兆，他認為半數大規模

的變革失敗的主因在於領導未能建立足夠的準備度，當組織高估了他們為成員所

做的準備，變革會經歷一個錯誤的並且無法彌補的開始，當抗拒升高，變革將會延

遲，或者整個變革方案徹底失敗(Weiner, Lewis, et al., 2008)。綜合以上學者對變革

準備度的看法得知，與其聚焦在組織成員的抗拒，發掘及提升變革準備度的要素更

有迫切需要，這主題就漸漸成為管理領域研究的議題。本節以變革準備度的定義為

起始點展開對於其的探討，接著梳理變革準備度的幾個重要理論，進而解析影響個

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的相關因素，最後綜整討論前人研究的發現和理論主題，成為

本研究主要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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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變革準備度的定義 

變革準備度的概念最早是由Jacobson (1957)綜合許多理論模型發展出來，提供

研究學者、組織經營者以及組織發展領域的專業人士一個更明確與理論性的方法，

以便了解組織變革準備的發展與現象。Armenakis, Harris, and Mossholder (1993)可

說是開啟研究變革準備度的先河，他們傾向使用正向語言及方式，以準備度

(readiness) 的視角取代抗拒，於20世紀末提出「變革準備度(Readiness for Change, 

RFC)」這個概念後，「個人對於變革結果的認知」開始成為研究的焦點，為推動組

織變革者帶來不同的思考價值。這些學者將準備度定義為「對於抗拒或支持組織變

革的行為之認知前兆(readiness as the cognitive precursor of the behaviors of resistance 

to or support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在此情境下，組織成員對於實施變革的心

態--包含信念(beliefs)、態度(attitudes)及意向(intentions )--以及對於組織層次準備度

的感知會影響他們對於變革的接受和調適。從這個廣被引用的定義來看，「準備」

成為組織成員支持或反對改革的認知指標。 

即便Armenakis等人(1993)對於變革準備度的定義最常被引用，但是文獻對於準

備度應該如何被命名、定義和概念化仍有很大的分歧、含糊和不一致性(Stevens, 

2013; Vakola, 2014; Weiner, Amick, & Lee, 2008)。比方說，Holt等學者(2007)認為變

革準備度即為領導者期望能夠透過變革準備度來幫助組織成員克服對變革的抗拒

感，並能夠利用特定的計畫，有目標性的改變現況的程度；Weiner (2009)則認為變

革準備度為組織成員改變對自我的承諾與增進自我效能的變化過程，冀以實現組

織變革的目的。這可能因為各學者對於變革準備度有不同的概念基礎，所以其定義

內涵也有差異，本研究整理個別主張的學者如下表： 

表 2-3  

不同的變革準備度定義內涵比較表 

變革定義內涵 主張的學者 

1. 變革訊息 Armenakis et al. (1993); Armenakis & Harris (2009) 

2. 一種信念與態度 
Armenakis et al. (1993); Bouckenooghe (2010); Holt, 

Armenakis, Feild, et al. (2007); Piderit (2000); Rafferty, 

Jimmieson, & Armenakis (2013); Rafferty & Simons (2006) 

3. 一種能力 
Eby, Adams, Russell, & Gaby (2000); Judge, Thoresen, Pucik, 

& Welbourne (1999);  

4. 對變革的承諾 Meyer, Srinivas, Lal, & Topolnytsky (2007) 

5. 過程階段 
Bouckenooghe, Devos, & Van den Broeck (2009); Ingersoll, 

Kirsch, Merk, & Lightfoot (2000); 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2); Prochaska et al. (1994); Stevens (2013); Wein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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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面向的狀態 
Bouckenooghe et al. (2009); Holt, et al. (2007); Holt & 

Vardaman (2013); Weiner, Amick, et al. (2008) 

7. 多層次的狀態 

Fagernæ s (2015); Holt, Helfrich, Hall, & Weiner (2010); Holt 

& Vardaman (2013); Kondakci et al. (2017); Rafferty, 

Jimmieson, & Armenakis (2013); Vakola (2013); Weiner 

(200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Weiner等人(2008)認為對於個人和組織的用詞不清是造成準備度定義模糊的原

因之一來，因此他們建議採精確用詞來界定兩者，個人層次應稱為「個人對於組織

改變的準備度(individual readiness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組織層次則是「組

織對變革的準備度(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for change)」，如此概念就可更為清晰。 

雖然變革準備度的定義分歧，不過由於組織致力變革在現代已成為普遍的現象，

「變革準備度」比起抗拒，是一個較有效且有用的概念來推論個人對於變革的態度

(Burke, 2017; Ingersoll et al., 2000)，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面向。本研究視變革準備

度為一個動態的歷程，參考學者們的想法，將變革準備度定義為：「個人及組織面

對有計畫的改革，妥善掌握及運用變革資訊，經過內外部環境的評估，同時發揮變

革領導能量，促進變革認同度、增進個人和組織的變革效能與變革承諾，讓組織提

升到更好的層次，最終以實現組織變革目標的過程。」 

 

貳、 變革準備度的理論 

多年來被視為是孕育準備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為「準備度模型(the Readiness 

Model)」(Armenakis et al., 1993)，這個模型(圖2-4)提供領導者推動改革策略藍圖，

主張變革領導者的責任就是要「傳遞變革訊息給所有的員工」，訊息內容應該處理

組織成員的擔憂、需求和信念，並減少變革引起的不確定性，以培養變革準備度。 

此模型中的訊息包含五個關鍵元素：(1) 差異性(discrepancy)：讓組織成員感受

到不對勁，想要改變；(2) 適切性( appropriateness)：說服他人變革的適當性；(3) 自

我效能(efficacy)：強調變革接受者跟組織有能力扭轉現況、造成改變；(4) 主要的

支持 (principal support)：提供主要並持續性的支持，柴火要足夠，並且要降低懷疑

和不情願；(5) 個人效價(personal valence)：個人會評估變革的公平性和結果優劣，

以及個人的利益是否會被威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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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變革領導者必須巧妙運用三個傳遞變革的策略將這五個訊息轉變為正向

關鍵信念，以說服被改革者認同組織改革。這三個傳遞變革的策略是：(1) 說服性

溝通 (直接溝通)：含口語說服如演講和激勵以及文字溝通如文稿或年報等；(2) 主

動參與：投資於自我發現最有效，所以應該讓人們直接參與和學習，策略包含增能、

一系列練習、做中學、自我發現、提高信任、觀察和向他人學習以及參與決策；(3) 

管理內外在的資訊 (看到他人的見解)，比方說提供各種學習的訊息、具有前瞻趨

勢性或刺激性的外在訊息(如對手的勝利或失敗的文章)、善用新媒體、發新聞稿、

派送剪報或組織財務報表等(Armenakis & Harris, 2002) 。 

 

 

圖 2-4. Armenakis等學者的準備度模型 

參考來源：“Creating readiness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by A. A. Armenakis, S. G. Harris, & K. 

W. Mossholder, 1993. Human relations, 46(6), p.684. 

 

Armennkis et al. (1993)還強調，用組織成員的準備度和改革的急迫性為縱橫軸

線，可以得出四種情況(表2-4)，有著不同的樣貌，變革促進者可以依照不同的狀況

選擇適當的方案和策略來提高變革準備度。第一種情況是改革是非常急迫而剛好

成員的準備度高，為即時回應，建議採用說服式溝通；第二種情況改革不是急迫但

組織成員的準備度高，此時說服式溝通和外部訊息管理很重要；第三情況裏成員的

準備度低而剛好改革非最急迫，此時可採積極作為，除了運用上圖三個傳遞變革的

外在情境 (External Context) 

變革推手 

評估變革 

訊息(The Message)，包含五個關鍵元素： 

差異性、適切性、自我效能、主要的支持和個人效價 

 

系統準備度 

變革對象 

三個傳遞變革的策略 

主動參與 
說服式 
的溝通 

外部訊息 
的管理 

內在情境 (Intern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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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外，還要注意變革推動者特質；最後一種情形是危機出現，改革最急迫，但員

工的準備度低，說服式溝通和變革推動者特質是可以採取的策略。 

表 2-4  

組織準備度和改革迫切性相關分析表 

情況 適用的方案 採取的策略 

一 
改革非常急迫 

成員準備度高 

Quick response 即刻回應方案 

挑戰是如何在變革展開後維持
高準備度 

說服式溝通 

二 
改革不是急迫 

成員準備度高 

Maintenance 保養方案 

潛在的威脅是在變革前準備度
就已降低  

說服式溝通 

外部訊息管理 

積極主動參與 

(稍不重要) 

三 
改革非最急迫 

成員準備度低 

Aggressive 積極方案 

還有時間 

說服式溝通 

積極主動參與 

外部訊息管理 

變革推動者特質 

四 
改革最為急迫 

員工準備度低 

Crisis 危機方案 

大家不樂見的狀況 

考量變革推動者的特質來換領
導及改變人事布局 

說服式溝通 

變革推動者的特質 

參考來源：“Creating readiness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by A. A. Armenakis, S. 

G. Harris, & K. W. Mossholder, 1993. Human relations, 46(6), p.692. 

 

在行為組織研究和科學領域中，Armenakis的模型被廣泛應用及延伸，而且常

常被用於個人層次的變革準備度，比方說Prochaska等人(1994)發現個人的變革準備

經歷不同的階段：(1) 構思前期，個人尚未感受到變革的需要；(2) 構思期，個人

開始思考改變但沒有行動；(3) 到了準備期，開始產生對變革的計畫；(4) 行動期，

個人從事行為的改變；(5) 維持期則是嘗試可以持續改變的行為。此外，Armenakis

等人的發表開啟變革準備度的相關研究，之後有更多的理論架構出現 (Holt, 

Armenakis, Feild, et al., 2007; Oreg et al., 2011; Rafferty et al., 2013; Vakola, 2013; 

Weiner, 2009)，顯示這個主題越來越受重視。 

其中，Holt等學者參考兩個有關準備度的研究，並於2007年提出一個準備度架

構(圖2-5)，做為他們設計準備度量表的理論基礎(Holt, Armenakis, Feild, et al., 2007)。

從這個架構可知變革準備度是「一種同時受到變革內容、過程、情境和個人影響的

綜合態度，最終形成的準備度的信念，進而影響行為」；此外，他們認為組織內發

生的集體行動通常是組織成員個體活動之總和，所以組織乃透過成員接受或拒絕

變革；換言之，個人態度會左右變革的成敗，而準備度反映組織中的個人或成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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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知及情緒上傾向於接受、擁抱、採用某個特定的計畫以便於刻意改變現況的程

度。 

 

內容 

變革方案 

的屬性特質 

 情境 

實施變革 

的環境 

    

     

     

    信念=準備度  行為 

過程 

實施變革 

的步驟 

 個人屬性 

實施變革的 

組織成員之特性 

    

     

     
 

圖 2-5. Holt等學者之變革準備度理論架構 

資料來源：翻譯自“Readiness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a scale,” by 

D. T. Holt, A. A. Armenakis, H. S. Feild, & S. G. Harris, 2007.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43(2), p.235. 

 

Vakola (2014)立基於Armenakis et al. (1993)對變革準備的定義和參考Holt等人

於2007的理論，在What’s in there for me? Individual readiness to change and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一文中同樣提出個人對於組織變革準備度

的研究假設架構 (如圖2-6)。 

 

圖 2-6. Vakola之變革準備度研究假設架構 

資料來源：翻譯自“What's in there for me? Individual readiness to change and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by M. Vakola, 2014.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35(3), 

p.197. 

 

此架構探討四個假設，(1) 核心自我評估(包含自尊、自我效能、控制點、情緒

穩定) 與個人變革準備度有正相關；(2) 對於改革影響的認知度調節管理的信任和

變革準備度之間的關係；(3) 對於改革影響的認知度中介溝通氛圍和變革準備度之

間的關係；(4) 對於改革影響的認知度調節工作滿意度和變革準備度間的關係。

個人特點 

核心自我評估(H1) 

情境特點 
對管理的信任(H2) 
溝通的氛圍(H3) 

工作態度 

工作滿意度(H4) 

組織成員對於 
變革的準備度 

對於變革影響 
的認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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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kola的模型傾向個人變革準備度，認為成員對於變革影響是利是弊的認知度是決

定成員變革準備度的因素之一。跟Holt不同的是，Vakola特別強調工作滿意度。他

歸納許多學者的研究得知組織成員心理上越是認同及喜歡他們的工作，越是會接

受改變以及正向認知改變的好處(Cordery et al., 1993; Iverson, 1996)。 

以上理論架構通常是用於個人層次的變革準備度，許多學者主張只限個人認知

過程的變革準備有所不足。比方說，Kozlowski與Klein (2000)認為組織是多重的系

統，但過去組織理論常將系統分割為團體、部門、單位或個人來研究，且最常使用

單一層次模型(Single-Level Model)，如此只會簡化組織的複雜度，而未能符合實際

情況，所以他們建議研究者要以跨層次 (Cross-Level Models)和同源多重模型

(Homologous Multilevel Model)來擴大視野及深入探討。此外，Amis與Aïssaoui (2013)

雖肯定Armenakis等學者對於準備度的研究的貢獻，不過他們批判其模型理論於偏

重個人認知，忽略社會互動對變革過程的影響，也無法說明更高層次的情境因素在

個人對變革的感知和行為回應的作用，故他們主張擴大準備度的視野到組織層面。 

近年變革準備度的研究的趨勢漸漸主張要加上社會過程、集體的架構(Weiner, 

2009)、多層次的概念(Fagernæ s, 2015; Holt & Vardaman, 2013; Kondakci et al., 2017; 

Rafferty et al., 2013; Vakola, 2013)、並提升到團隊的層級(Amis & Aïssaoui, 2013; 

Choi & Ruona, 2011; Desplaces, 2005; Herold, Fedor, & Caldwell, 2007; Holt & 

Vardaman, 2013; Jones, Jimmieson, & Griffiths, 2005; Kondakci et al., 2017; Madsen, 

Miller, & John, 2005; Vakola, 2013; Weiner, Lewis, et al., 2008; Zayim & Kondakci, 

2015)。 

首先，Weiner (2009)認為變革準備度是一個組織內所有成員「集體的」意志及

決心，這些特質和要素可以讓組織在心理上和行動上積極投入組織的變革，進而贏

得成功，其重要性不在話下。然而多數的理論並未具體說明成功實施變革的意義或

解釋其價值和做法，為解決這個問題，Weiner結合「動機理論」和「社會認知理論」

來詮釋變革準備度和成功變革之間的相關性。此外，雖然他也贊同變革準備度不但

是一個從個人、單位、小組、部門到組織、多層次的(multi-level) 構面，也是一個

涵蓋組織成員的承諾和效能等多面向的(multi-faceted)概念，更因為他認為變革準

備度是團隊共享的心理狀態，包含集體的承諾、信心和能力，所以他提出了一個「超

越個人(supra-individual)」的理論架構(Wein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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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er的架構(如圖2-7)始於環境因素分析，這些因素會影響到「變革效價」和

「訊息評估」，兩者接著影響到變革承諾和變革效能，促進變革相關的努力，進而

看到實施成效。提升變革效價和促進正向評估訊息有利於提高變革準備度，變革效

價與「變革承諾」有關，源自於「動機理論」，當組織成員越是覺得變革具有價值，

就越有決心要付諸行動進行變革，組織個人重視變革的理由相異並不重要，關鍵是

集體信念必須大到足以讓所有成員承諾實施變革，變革承諾就代表對於實施變革

「共同的」努力。訊息評估與「變革效能」有關，立基於「社會認知理論」，代表

組織成員評估任務要求、資源取得和情境要素等訊息後，若認知變革是有利的，則

組織成員就會凝聚集體能夠推動變革的信心；換言之，「變革效能」是「組織全員」

對於執行變革的集體能力。 

 
 

圖 2-7. Weiner之變革準備度決定因素和結果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翻譯自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for change,” by B. J. Weiner,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186/1748-5908-4-67  

 

Rafferty，Jimmieson與Armenakis (2013)提出兩個層次架構，並指出在變革過程

中影響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前因後果。下圖(圖2-8)可以清楚看到組織和個人層次

的前情除了外部壓力和內部環境之外，還分別有啟動者之團體特性及個人特性；這

些因素會影響組織和個人的認知和情意變革準備度，進而影響組織整體和個人整

體的變革準備度。此外，兩個層此的變革準備度交互影響，其作用最後呈現在組織

整體表現和個人工作表現等成果，而這些成果還會再回頭影響個人和組織的變革

準備度。由此可以得知，變革準備度絕非單一面向、也並非靜態發展，而一種是多

層次、多面向、多因素、且不斷流動且循環的狀態。 

可能的環境因素 
-組織文化 

-政策和程序 

-過去經驗 

-組織資源 

-組織結構 

變革效價 
 

change 

valence 

訊息評估 
-任務要求 

-資源取得 

-情境要素 

變革準備度 
 

-變革承諾 

-變革效能 

變革相關
的努力 

-啟動 

-堅持 

-合作行為 

 
 

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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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Rafferty等學者之多層次變革準備度架構圖 

資料來源： “Change Readiness: A Multilevel Review,” by A. E. Rafferty, N. L. Jimmieson and A. 

A. Armenakis, 2013, Journal of Management, 39(1), p.113. 

 

相同地，Vakola (2013)主張多層次的變革準備度，他從團體和個人等大、中、

小三個層次分析準備度，鉅觀層次準備度指的是組織執行變革的能力；中間層次準

備度指的是團體能量和支持變革的決定；微觀層次的準備度則是個人對於變革的

認知。此外，Holt等學者拓展其原先主張之二維變革準備度的概念化模型，將其延

伸到團體組織層面，轉變成為三度空間的架構(Holt & Vardaman, 2013)，圖示如下： 

 

圖 2-9. Holt等學者之變革準備度三維概念圖 

資料來源：“Towar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eadiness for change: The case for an expanded 

conceptualization,” by D. T. Holt, & J. M. Vardaman, 2013. 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 13(1),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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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三度立體模型包含一般變革的估測評量、個人及團體層次之準備度、和

感知等幾個面向。一般變革的估測評量下分為個人和組織兩個層次的變革準備度，

這兩個層次還各自有「個人差別」和「組織結構」兩組因素。個人層次的「個別差

異」包含「前思準備、變革適合度、主要的支持、變革效能和變革效價」，「組織

架構」則強調個人知識、技能和能力的一致性。在組織層次上，個別差異匯成為「集

體承諾、集體效能及集體信任」，組織架構則呈現「前後差異、支持文化和協助策

略」。此外，這個模型還強調成員與組織對變革的意願、能力和正念認知。Holt等

人認為此架構考量以下幾點： (1) 變革的焦點和普遍的本質、(2) 準備度發生的情

境、(3) 對於準備度的知覺，應該可以協助大家更加了解準備度的限制和範疇。 

從以上六個變革準備度理論來看其層次分類，Armenakis等人(1993)、Holt等人

(2007)和Vakola(2014)的架構屬於個人層次。Armenakis等人(1993)認為外在情境帶

入訊息處理，此刻應注意變革個五個關鍵元素；內在情境則重評估變革，並要善用

變革訊息的三個策略，以提升變革推手和對象(接受者)準備度。Holt等人(2007)認

為變革內容、步驟和變革環境、個人特性之間相互關連，影響個人變革信念、準備

度和行為，他們認為個人準備度的總和就是組織變革準備度。Vakola(2014)的理論

純就個人特點、環境特點和工作態度來看組織成員的變革準備度。 

Weiner(2009)、Rafferty等人(2013)和Holt等人(2013)三個理論則跳脫個人層次，

Weiner(2009)主張集體的變革準備度，其理論亦從環境因素開始，但特別強調變革

效價和訊息評估，認為準備度包含變革承諾和變革效能，經過大家的努力，才可看

到效果。Rafferty等人(2013)的多層次架構和Holt等人(2013)三維模型涵蓋個人和組

織的層次。從他們的論述得知，變革準備度面向和層次都是多元的，並且涉及複雜

的因素—有內部、外部、個人、集體、心理、社會、認知、情意、態度、文化等等。

這些學者集各家精華，提供較為完整的視野，對於相關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Nickel, Taylor, Labbok, Weiner與Williamson (2013)特別針對Weiner的理論加以分析，

得到兩個重點：第一，Weiner主張「組織全員集體的準備度」，但這兩位學者認為

實際上要促成組織成員有共享準備度並非易事；第二，Weiner認為準備度有特定的

情境和努力，一個組織有可能對於某個變革方案有高度準備，但對於另外的變革計

畫則不然。這樣的評論值得鑽研個人及組織集體準備度的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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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影響變革準備度的因素 

如前文所示，組織變革準備度既是一個多層次、也是多面向的概念，既可從個

人層次到小組、部門乃至整個機構來解釋，還可以從內外環境、條件、態度、能力

等來檢視，所以分析影響變革準備度的因素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可以透過

Weiner等學者研究的結果證實(2008)。這些學者從1469篇文獻中篩選出106篇有關

變革準備度的研究，分析變革準備度的層次、屬性和過程，結果簡要說明如下： 

首先，層次上的結果顯示，影響個人層次多是以心理用詞來描述(Eby et al., 2000; 

Holt, Armenakis, Feild, et al., 2007)，強調組織成員的態度、信念和意向；影響組織

層次的因素偏向用結構上的語言，強調組織的能力、動力和資源，其中有一些學者

將組成員共享的動機和能力或集體的認知納入準備度的考量(Lehman, Greener, & 

Simpson, 2002; Weiner, 2009)。其次，Weiner等人也發現準備度在屬性有不同的觀

點，有學者主張組織變革準備度是一組普遍的因素，不過也承認若要啟動變革，光

是有這些因素未必足夠(Lehman et al., 2002)；另有學者認為組織變革存在於特定的

狀況下，並指出組織和個人的特性和變革類型間有確切的關係 (Bloom, Devers, 

Wallace, & Wilson, 2000; Simpson, 2002; Stablein et al., 2003)。最後，就過程而言，

Weiner等人(2009)發現組織變革其實十分複雜、耗時及非線性，不過為了便於分析，

組織變革準備度常被定位於一系列的直線階段中的一點，可能在啟動階段，也可能

在實施階段。Shea, Jacobs, Esserman, Bruce與Weiner (2014)的研究也呼應這一點，

他們認為可用動態的方式探討變革過程中影響準備度之諸多要素。 

為了分析影響變革準備度的因素，本研究從Armenakis等人(1993)、Holt等人

(2007)、Holt等人(2013)、Rafferty (2013)、Vokola (2014)與Weiner (2009)的理論整理

出以下關鍵字：政策程序、變革內容、組織文化、信任管理、溝通氛圍、團隊特性、

過去經驗、組織資源結構、協助策略、變革適切、個人知識、信念態度、工作滿意、

訊息評估處理、變革效價與承諾、變革效能、變革步驟。本研究將以上因素分為外

部情境、個人狀態和組織狀態三大類。「外部情境」為政策規定的課程改革。「個

人狀態」包含個人特質、態度、效能或效價、承諾等與有關；「組織狀態」則有內

部文化、領導、能量、訊息評估、互動溝通、資源等。整體而言，有些因素偏向靜

態性，有的則隨過程演進具有動態意象。下表呈現本研究分類結果，文獻重點分述

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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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影響個人及組織之變革準備度因素彙整表 

類別與因素 內容重點 

個

人

狀

態 

個人特質 含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性別、工作職務和工作滿意等 

心理態度  包含認知、情意、態度等三面向 

個人效能 個人面對變革的知識與能力 

變革效價 個人對於變革對個人影響的評估 

組

織

狀

態 

文化氛圍 含學校過去經驗、學校價值文化和工作氛圍 

組織資源 包含人力、物力、經費 

集體效能與

效價 

組織面對變革的能量和對於變革適切性的感受，影響組織對於

變革的承諾 

互動溝通 包含訊息處理、組織信任、內外溝通 

領導作為 包含領導團隊、領導作為和支援策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個人狀態 

(一) 個人特質 

過去研究個人特質和組織變革的關係往往以「抗拒」的角度來處理，羅奉文與

李誠(2001)彙整不同學者對於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性別及工作職務等與變革間

的關係的看法開始，他們歸納：(1) 年紀與抗拒變革的力量成正比，年長者可能因

為行為型態早已成形，缺乏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故抗拒的力道較強。(2) 工作年

資越長的人員，因其沉澱成本較大，因而對於變革的看法較為保守，對變革抗拒力

也較大(Kirton & Mulligan, 1973)；(3) Trumbo (1961)主張教育程度較低者因較缺乏

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故對變革的抗拒力較強；(4) 女性較喜愛安定的環境，故較容

易抗拒變革。他也主張職務高低與抗拒強弱相關；(5) 最後論及職務，非管理職人

員因未掌握組織實權，故組織變革對其影響不大；相較之下，管理階層人員因工作

職務而掌有實權，故組織變革的結果，難免會影響到他的權力地位，而產生抗拒。

不過，這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與以前的文獻有同有異。相同的是，他們表示員工個

人特徵對於組織變革抗拒的程度稍有影響，此外，不同職務類別會產生不同程度變

革的抗拒。差異在於，員工的其他特徵如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年資的員工，

對組織變革的抗拒性沒有差別。Phillips (2017)則以年紀、性別、任期、職位以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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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換過工作單位組織的經驗為人口變數來討論變革準備度，也發現這些個人的特

徵對於準備度並無顯著的關聯。 

許多學者表示個人遇到變革時，會傾向用特定的方式回應(Herold et al., 2007; 

Oreg et al., 2011; Vakola, 2013)，有人視變革為機會而擁抱改變，有人受改革之擾不

願接受，這可以從變革接受者的內在特質，如個性、自尊心、因應風格、動機需求、

和經驗等來解釋。當然，個人對於自身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個人是否具備肯定的

內在控制觀(locus of control)、個人對於工作的滿意度都會影響個人對於變革的開

放接受度及工作滿意度(Armenakis et al., 1993; Oreg et al., 2011; Vakola, 2013)。此

外，另有學者主張對於處理變革而言，正向的情意是最強烈以及最一致的變因

(Cohen & Caspary, 2011; Judge et al., 1999)，而Lehman等學者(2002)特別強調適應

力。Vakola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後，特別強調「核心自我評價(core self-evaluation)」 

的重要性，核心自我評價是一種人們用來定義自己和環境關係的先天特質，包含自

尊心、普遍的自我效能、控制觀和情緒穩定性等四個特質，是直接影響準備度的重

要因素(Vakola, 2014)。 

 

(二) 心理態度 

變革與實施研究中對於組織個人因素的分析大都採取：認知(cognition)、情意

(emotion)及行為意向(intention)三個面向(Armenakis et al., 1993; Bouckenooghe, 2010; 

Piderit, 2000)。此論點源自於早期態度學家提出「三方連結」觀點(Tripatite Model)，

這個結構理論將態度分為三種個別但互為連結的要素：認知、情緒和意向

(Rosenberg, Hovland, McGuire, Abelson, & Brehm, 1960)。承接前輩們的研究，Elizur 

與Guttman (1976)和Dunham及其同事(1989)同樣認為變革態度包含一個人的認知、

情意和行為傾向。 

認知準備指的是個人對於「致力於變革對組織、他們自己和同事是否有利」的

信念(Bouckenooghe et al., 2009; Lehman et al., 2002; Oreg, 2006)，變革認知是個人分

析利弊得失成敗、有用性和必需性、分配正義及用來處理改革的知識後的回應和選

擇(Oreg et al., 2011)；情意準備連結到對於變革的感受，這些感受可能是正面也可

能是負面；行為意向準備或操作型反應為個人對於致力於變革成功所付出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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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動根據(Oreg, 2006)。Piderit (2000)強調這三個面向不同但相關、且時常會互相

矛盾。 

從上述學者的觀點顯示，「認知、情意、行為意向」這三個面向組成的態度是

許多變革準備度的研究的基本構念，Cohen與Caspary (2011)則進一步指出，個人價

值在決定工作態度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這也包括參與變革的態度。即便如此，

Hargreaves (2005)指出情感或情意是教育變革中最受忽視的維度之一，即使情意得

到承認，它也只是被當作人際關係或者背景氛圍，若是可將學習、教學和領導中那

些更難以預測的情感因素納入變革圖景之內，教育變革和管理將會大大改觀。李子

建與尹弘飈(2005)剖析，受到當前西方教育主流講求邏輯性、目的性和準確性思維

的影響，現有的課程變革與實施研究著重於理性分析，故對於教師個人因素的分析

大都採取認知取向的研究策略，如教師的知識、信念、理解等，很少考慮教師的感

受、情緒、動機、態度等因素。然而，若要使課程變革取得更大的成效，就不能只

重視技術工作或行政手段，而是要更趨近人性化，因此這兩位學者呼籲重視教師對

課程變革的認同感和關注。 

 

(三) 變革效能 

變革效能是組織成員對於他們面對變革是有否具備足夠能力的信念。追本溯源，

此概念源自於認知心理學之「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指的是個體在特定情境或

特定任務中，對自身能否利用所擁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項任務的自信程度或自我判

斷(Bandura, 1977)，它雖與個人能力相關，但並不代表個人真實的能力水平。在面

對困難挑戰時，個人對於自身效能的期望可以決定其是否啟動對應的行為、將會付

出多少心力、可以持續多久。換句話說，自我效能感會左右人們對行為任務的選擇

及對該任務的堅持性和努力程度，也影響人們在執行任務過程中的思維模式以及

情感反映模式。 

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被稱為「自我效能訊息」，Bandura (1977)指出人們主要是

通過四種信息建立對於本身才智和能力的自我效能信念： (1) 「表現成就

(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個體憑藉著過去的經驗累積而形成自我效能感，

當個體透過不斷的成功經驗可以強化其自我效能，在偶爾遇到失敗時也不會影響

此效能之維持；(2) 「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藉由觀察別人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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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結果產生類推到己身的效果，若觀察對象的行為能具備正向鼓勵，則會提升個

體的自我效能，反之則可能會降低；(3) 「言語說服(verbal persuasion)：他人的鼓

勵、評價、建議、勸告，是進一步加強人們認為自己擁有的能力信念的手段；(4) 

「生理/情緒激發(emotional arousal)」：當個體處於壓力的狀態，會容易引發生理或

情緒的反應，生理上的疲勞、疼痛和強烈的情緒反應，進而影響個體對自我能力的

判斷，降低自我效能感。 

總之，變革準備需要以意願和能力為基礎(Holt, Armenakis, Feild, et al., 2007; 

Holt & Vardaman, 2013; Lauzon, 2017; Lehman et al., 2002; Weiner, Amick, et al., 2008)。

根據Weiner (2009)，變革效能是變革準備度中重要的面向，Holt等學者(2007)認為

當組織成員確信自身具備技術和能力的一致性，有能力做出改變，更有助於提升變

革實施的成效。 

 

(四) 變革效價 

效價代表變革接受者對於變革的效益感，個人變革效價被多位學者納入其理論

架構中(Armenakis & Harris, 2002; Holt, Armenakis, Feild, & S. Harris, 2007; Holt, 

Armenakis, Feild, & Harris, 2016; Shea et al., 2014; Weiner, 2009)，皆強調當組織成

員確信該變革將使其自身受益時可以提高變革準備度。 

面對變革，組織成員的第一個反應往往是「這對我有何好處？」若組織成員越

能感知到變革的益處或感受到領導對變革的支持，越有可能接受和認同新的方案，

因此，若組織成員感受到變革方案威脅到個人的利益，那麼任何變革芻議將受到抵

抗 (Armenakis & Harris, 2002)。Holt等人(2007)稱這種「個人感知變革會帶給自己

好處的程度」為「個人效價(personal valence)」，說明個人會從變革結果來論斷組

織改變的好與壞，以及他們是否能在改變的過程中有被公平的對待，這樣的評估影

響個人對於變革的接受傾向、變革行動和對變革計畫的支持程度。Jones, Jimmieson

與Griffiths (2005)把「變革效價」定義為員工對於組織變革感到有必要性的正向感

受程度，以及認為這樣的變革對於自己即組織是有益處的程度。Weiner (2009)的看

法與前面提到的學者相似，不過他強調個人對於實施變革的動機影響力道小於組

織集體對於變革的方案的重視；其次，他的研究架構顯示變革效價直接影響變革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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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被認為是成員支持變革方案最重要的要素之一(Armenakis et al., 1993; 

Conner, 1993; Conner & Patterson, 1982)。Conner(1993)把承諾比喻為黏著組織成員

和變革目標的膠水，Allen與Meyer(1990)則將成員對於組織的承諾分為三個面向：

(1) 情感性承諾：成員對於組織的承諾並非因為物質利益，而是源自於對於組織的

深厚感情依賴、認同和投入而所表現出來的忠誠和努力工作；(2) 持續性承諾：是

員工評估離開組織所帶來的損失後，為了避免失去多年投入所換來的待遇而不得

不繼續留在該組織內的一種承諾；(3) 規範性承諾：這是組織成員受到了長期社會

影響形成的社會責任，生成對繼續留在組織的義務感與承諾。Fedor, Caldwell與

Herold (2006)的研究發現，在變革的情境下，承諾感由三個因相互素形塑而成：(1) 

變革的公平性；(2) 變革的有效性；(3) 工作層次的變革，即變革關注的焦點和程

度。當個人感受到變革是公平的、有效的以及有清楚的變革方向、內容和幅度，就

會提升其對變革的承諾。 

 

二、組織狀態 

(一) 文化氛圍 

「組織文化」出現在許多文獻(Abdul Rashid, Sambasivan, & Abdul Rahman, 2004; 

Combe, 2014; Harris, 2013; Inandi & Giliç, 2016)，可見這是一個頗受重視的面向。

Maxwell (2007) 同意發展正面的氛圍是通往成功唯一途徑，MacNeil, Prater, & 

Busch (2009) 則認為關心文化是領導最重要的行動。Abdul Rashid, Sambasivan 與

Abdul Rahman (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組織文化與個人對於組織變革的認知、情意

和行為的傾向關係密切，同時也證實不同類型的組織文化會反映出不同的變革接

受程度。Combe (2014)主張文化是龐大又影響深遠的概念，包含價值（信任、共享

和凝聚力）和結構（系統、政策和獎勵）等不同的元素，在評估變革準備時，可就

變革性質連結某些文化，借力使力。比方說，若變革來自於外界之規定，評估組織

系統和政策的適應力就比評估組織對於創新的開放度更為重要。Reeves (2009)強調

學校文化在變革領導的重要性，建議學校領導人一定要先定義「哪些不變」以維持

組織的穩定與平衡；此外，他也認為組織文化會隨著領導行動改變。 

組織中的信任文化在人類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與組織行為等

領域，均被廣泛討論。在組織面對變革之際，人為因素通常被視為改革是否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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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關鍵指標，而「信任程度」被視為是個人回應變革之決定性的要素(Kondakci, 

Beycioglu, Sincar & Ugurlu, 2017; Zayim & Kondakci, 2015)。信任是組織運作的潤

滑劑，缺乏信任的文化則將阻礙學校變革的過程和結果(Zimmerman, 2006)。社會

學家 Luhmann (2018)將信任分為兩類：個人信任（personal trust）和系統信任（system 

trust）。Costigan, Iiter與Berman (1998) 也認為信任的關係不僅發生在人際之間，另

有一種非個人的信任 (impersonal trust)，指的是成員對整體組織產生的信任感。

McCauley與Kuhnert (1992)則指出信任是一個包含了水平與垂直要素的構面，水平

信任（lateral trust）是指享有一個相似工作環境之同儕或同輩的信任關係，也就是

指員工與員工或部門與部門之間的信任關係；垂直信任（vertical trust）則是強調員

工與主管、高階管理之間的信任關係。 

Zayim與Kondakci (2015)提出數個構成學校組織信任的元素：學校教師對於「組

織」、「領導」、「同事」及「顧客（即家長及學生）」的信任，研究結果發現創

造以信任為本的關係對於學校組織變革有許多好處：(1) 信任學校可以創造有效的

溝通，(2) 信任校長則會提升學校正向的氛圍，(3) 信任同事可以展現專業能力和

促進協同、進而提升學生學術表現，(4) 信任家長可以促進親師合作，(5) 信任學

生會提高學生對於學習的意願和增進學習成效。兩位學者結論，組織信任對於提升

變革準備度十分重要，而其中對「同事的信任」最能夠促進老師們的認知、情緒和

意向的準備度，因此建議學校要建立一個支持和協同的文化，促進老師間的溝通互

動，強化信任的網絡，有利於變革之推動。 

學校氛圍與領導風格有關，比方說先前提到的Burke與Litwin (1992)認為轉型領

導改變文化、交易領導會改變氛圍。Goleman (2000)則分析提出六種不同的領導風

格：願景型(visionary、authoritative)、輔導型(coaching)、親和型(affiliative)、民主型

(democratic)、標竿型(pacesetting)、命令型(commanding、coercive)，其研究並指出

「願景型、民主型和親和型」有助於營造正向的學校氛圍。Spicer (2016)特別重視

「學校氛圍」對個人層次變革準備度的影響，其研究聚焦在校長對於營造學校環境

的影響以及老師對於校長作為的認知，結果顯示，教師認為校長維持學校內正向的

關係、支持學生學習的、導入社區資源、以及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可以促進變革準

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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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資源 

組織資源一向被視為是影響組織變革準備度的情境脈絡因素之一(Davies, 2003; 

Hanson, 1996; Lehman et al., 2002; Oreg et al., 2011; Weiner, 2009)。Hanson(1996)提

醒組織面對變革時，應該要注意到四個面向：任務、結構、科技、和人員，這四個

要素相互依賴，互有影響。Lehman等(2002)認為舉凡辦公室配置、工作流程設計、

科技取得投資、補償及獎勵機制、數位化溝通等都與變革準備相關的重要資源。

Davies (2003)認為，學校面對改革和永續發展，必須重新思考包含資源在內的策略，

這些資源包括核心能力、資訊策略和實施、人力資源、經費、物質設備及工具等。

此外，變革通常是昂貴的，所有擁有豐富資源的組織比較有可能具備較好的準備度

來完成改革(Moro, Cortez, & Rita, 2014)。 

組織資源不單單指財物上的資源，還包括人力資源(Davies , 2003；Ireland & Hitt, 

1999；Phillips, 2017)。Ireland與Hitt(1999)認為人力資本代表推動組織前進的知識和

技能，所以發展成員的核心能力，提升其競爭優勢，讓組織成員具備創造力及勞動

力，有助於形成高效率的群體。Phillips (2017)也指出，面對變革，組織會考量人員

是否具備可以執行改革素質和能力(集體效能)，而個別成員也會衡量自身對應變革

的能力(自我效能)。根據以上學者的看法小結，組織內個別成員的力量也屬於組織

資源的一環，與變革準備度息息相關。 

此外，隨著現代商業和科技發展的模式及進步，組織敏捷度也被證實是組織回

應易變市場上不斷變革最重要的競爭優勢之一，也是組織面對變革的一種文化展

現力(Chung, Lee, & Kim, 2014; Nejatian & Zarei, 2013)。敏捷的組織具備較佳管理

任務要求、用支持變革的方式認知到資源所在以及爭取到得以支持變革的情境因

素，敏捷度讓組織對於外部環境的改變有較佳應對能力，也可以有效率又有效地偵

測及掌握市場機會。提升組織的敏捷度往往需要伴隨著在資訊科技上的投資，如此

可以讓組織因為變革所需精進及調整內部流程、準備應有的知識及技能、改善產品

及服務，讓其更容易在市場上展開有利的競爭行動(Lee & Xia, 2010; Sambamurthy, 

Bharadwaj, & Grover, 2003)。敏捷的組織顯然具備符合Weiner (2009)主張的「資訊

評估(informational assessment)」所需的特質，而資訊評估同時也是組織變革準備的

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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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集體變革效能與效價 

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 由Bandura(2000)提出，是團體成員對其所屬團體

能力之判斷，亦即其所屬團體得否成功地完成特定目標之團體共享信念（group’s 

shared belief）。組織集體變革效能(change efficacy)則是指組織成員對於組織擁有

集體能力和所需的資源、以便於得以成功實施變革方案或計畫之共享信念(Shea et 

al., 2014; Weiner, 2009)。Combe (2014)將之稱為能量準備度 (capacity readiness)，

即組織是否能夠以全體的能量、知識和經驗支持變革過程、提供各式資源，不但成

功實施變革，而且還可以持續改變。 

測量組織集體變革效能可參考Bandura (2000)的建議：加總（aggregated）或集

體（collective）。前者是透過加總個別成員評估自我可以實踐任務的能力之信念，

後者集合個人對於組織整體運作實施變革的能力之評估，或是藉由團體成員間共

同討論以求團體成員對集體效能具有一致性的共識集合。他認為第二種作法包含

團體間的互動和協調面向，比較具有全面性，然而，個人可能覺得評估整體的能力

是有困難的，所以Bandura建議這兩種方式要看任務的相依程度來決定，當集體的

成果是個人表現的總合則適合使用第一種方式；當集體的結果依靠嫻熟的團隊合

作，那麼就應該選擇第二種方式。 

組織集體變革效價是組織認知潛在的變革價值可產生期待的益處，同時認為變

革方案可縮小現狀與可欲未來發展落差的適切性和正當性(Armenakis & Harris, 

2009)。因此，Armenakis與Harris (2002) 主張組織必須發展明晰的願景和有效的溝

通策略，必要能夠轉化變革訊息，以便提供變革適當性與正當性的論述，讓組織成

員認同組織的改變。Weiner (2009)認為變革效價影響變革承諾，而承諾是變革準備

度中重要的要素，這樣的主張在Phillips (2017)的統計研究獲得證實，即變革效價與

變革準備度間呈現顯著關係。 

組織承諾發生在支持特定變革的想法，對不投入變革可能產生巨大代價的認知，

或支持變革的義務性知覺(Herscovitch & Meyer, 2002)。組織變革理論中提到的承諾

有兩個面向，一是對組織的承諾，一是對變革的承諾。Herold等人 (2008)主張組織

承諾的意識愈高，也代表變革的集體投入和行為韌性愈強。然而，Jaros (2010)的研

究指出，「組織承諾」未必代表「變革承諾」，兩者間雖有重疊之處，但存有差異

和矛盾。比方說，當一個對組織有高度承諾的成員意識到變革方案違反組織利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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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表現高度的變革承諾；惟有在這個成員認知變革計畫有助於促進組織願景

目標時，他才會以高度的變革承諾來回應。這顯示當組織想要促進成員的變革承諾，

應要有能夠說服成員相信改革其實是有助於組織未來發展。 

以上也說明變革效價(change valence)和變革承諾(change commitment)間的關係，

Holt等人(2013)特別強調集體承諾的重要性；相同的，Combe(2014)認為組織整體對

於改革的決心和能力的多寡為其承諾準備度(commitment readiness)，對於變革的實

施有影響力。 

 

(四) 溝通互動 

變革準備度是抗拒或支持變革行為的認知前兆(Armenakis & Harris, 2002)，當

組織成員準備接受變革並且感到準備就緒，改革的努力就會比較有效果。「溝通」

對於有效實施組織改革非常重要(De Ridder, 2004; DiFonzo & Bordia, 1998; Elving, 

2005; Lewis, 1999; Schweiger & Denisi, 1991)，溝通不良會導致流言四竄、誇大變革

負面效益而導致變革抗拒(DiFonzo & Bordia, 1998)；此外，在變革的歷程中，不確

定性(uncertainty)往往被認為是心理壓力的主要來源，研究顯示溝通不但可幫助克

服不確定性、亦可促進員工對變革環境的控制感和工作滿意度(Bordia, Hunt, 

Paulsen, Tourish, & DiFonzo, 2004; Kramer, Dougherty, & Pierce, 2004)。 

Schein (1993)主張對話讓組織內不同群組得以創造共享的意義和相同的思考過

程，跨層級的溝通也需要對話機制，缺乏定期的對話是無法創造持續的學習。

Nelissen與van Selm (2008)的研究也顯示，員工對於組織變革的反應受到管理層次

對於變革目標和結果溝通的影響，尤其在Lewin主張的解凍和再凍結這兩階段，員

工對於管理層面溝通的滿意程度通常與其對於組織變革的反應成正比。為了要讓

員工對於管理層面溝通感到滿意，「對話」成為重要元素。此外，「聆聽」對於溝

通的重要性不在話下，管理階層必須傾聽員工的心聲以便於重新建構和了解他們

的思想和行為，如此，員工可以成為同儕夥伴和知己，得以挑戰、改變甚至取代執

行者的假設，成為共同溝通的創造者(Dervin & Frenette, 2001)，以達到內部的改變。 

De Ridder (2004)根據Francis (1989)的研究指出溝通的兩個功能：「傳達訊息」

及「創造社群」。變革的訊息通常來自於管理階層，內容應該包含改革的理由和處

理焦慮；用溝通來凝聚社群源自於社會認同理論和自我歸類理論，認為溝通可以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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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定義團體認同和創造社群精神。Elving (2005)以這個論述為基礎提出以下的概念

模型(圖2-10)，他特別說明這個模型並不是要給組織一個創造有效溝通的工具，而

是可以看出溝通影響變革帶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同時也影響到變革準備度，

進而影響變革成效。 

 

圖 2-10. Elving之組織變革之溝通概念圖 

資料來源：翻譯自“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organisational change,” by W. J. Elving, 2005.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0(2), p.134.  

 

溝通在組織變革中的重要角色廣被認同，但不同學者對於溝通的內容、行動、

方法和效果有不同的主張。DiFonzo與Bordia (1998)提供有效的變革溝通策略包括：

(1) 即便尚未有完整的變革方案，也應及早宣布訊息，；(2) 建立訊息時間軸；(3) 

對於力有未逮者給予更多的訊息；(4) 建立一個以變革為中心、開放且集體性的規

劃過程，讓受到變革影響的人們儘量參與規劃； (5) 釐清對於變革決策的價值和

規範；(6) 致力於有助於信任的行動，比方說在媒體揭露訊息前就讓員工先知悉，

為不同的對象客製化通知訊息以減少擔心。Armenakis與Harris (2002) 聚焦於傳遞

變革訊息的策略：主動參與、說服式的溝通、外部訊息的管理；他們也提出訊息的

五個關鍵元素—差異性、適切性、自我效能、主要的支持和個人效價；Weiner (2009)

認為溝通變革資訊包含三個面向：(1) 任務要求：變革如何影響其任務的知識；(2) 

資源評估：對於實現變革所需的人力、能力、預算、設備、空間的盤整；(3) 情境

因素：其他相關因素，如變革時機、與現行結構的關聯性、管理支持力道、內部權

力動力等。 

 

(五) 領導風格與團隊作為 

許多學者主張採民主開放風格的領導人通常能夠能讓組織成員參加與其相關

議題的決策(Armenakis, Harris & Mossholder, 1993; Bouckenooghe et al., 2009; Cohen 

以溝通來創造社群 

不確定性和 
工作的不安全感 

變革準備度 變革成效 

以溝通來傳達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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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pary, 2011; Inandi, Tunc, & Gilic, 2013)。Armenakis等人(1993)認為越重視成員

參與決策過程的組織，其個別成員變革準備程度就越高；Inandi等(2013)也支持民

主領導對於提升教師決策、進而促進變革準備的關係有幫助；Kondakci等學者 

(2017)的研究則強調參與式管理和知識分享的重要性。簡言之，「領導風格」與參

與決策相關，對於組織成員變革準備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羅奉文與李誠(2001)證實不同的領導風格確實會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產生不

同的阻力與助力。然而，姑且不論主管的領導風格為何，其都應有一套能促成組織

變革的管理作為。的確，許多學者認為帶領及管理變革的能力以及協助策略同樣會

影響組織成員對於變革準備度(Bouckenooghe et al., 2009; D. T. Holt, A. A. Armenakis, 

S. G. Harris, et al., 2007; Holt & Vardaman, 2013; Oreg et al., 2011) ，這凸顯了領導

作為的重要性。Weiner的變革準備度理論模型主張組織變革準備度取決於組織的

特性(Weiner, 2009)，但因組織為有機體，變革準備度未必只取決於組織本身，組織

領導階層為重要的推動力。這是何以主張轉型領導理的學者認為，領導的角色在變

革管理和執行的脈絡下重於組織本身(Effelsberg, Solga, & Gurt, 2014)。 

近年，領導學從特質論、行為論到權變理論，一路脈絡發展至今，擁有轉型領

導力(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領導者常常被視為在快速變化的世界，得以有效

率地推動組織的適應性變革，完成組織變革目標。轉型領導著重於組織轉化與改變

歷程（Bass & Riggio, 2006），包含個人的和組織的心理因素，前者涉及情緒、價

值觀，意圖和認知；而後者則是由組織提供能增進個人效能感的策略路徑。Herold

等人(2008)的研究就聚焦於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和變革領導(change 

leadership)與變革接收者對於特定改革的承諾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證明轉型領導

與追隨者的改革承諾之間的關係比特定改革之領導(change-specific leadership)來的

強大，尤其是改革對於個人有顯著的影響時。綜整而言，改革應是有系統地修正成

員的態度和行為，同時改變組織結構中的職權和溝通的關係，主管必須扮演稱職的

領導，不能逃避責任，或做好人。 

很多理論以「領導或變革推手(change agent)」為中心，強調領導如何管理變革

的能力與策略。Hanson (1996)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推動變革，無論是正派的(white-

hats)、權謀的(Machiavellians)、游擊的(guerrillas)或是殺手型的(hatchet men)變革推

手，其任務是影響其客戶(client)的行為往想要的方向改變。Quinn與Sonenshein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F%98%E9%9D%A9%E5%9E%8B%E9%A2%86%E5%AF%BC%E5%8A%9B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F%98%E9%9D%A9%E5%9E%8B%E9%A2%86%E5%AF%BC%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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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持相同的看法，領導並非專指特定的功能或正式的職位，每個人都可以扮演

變革推手，主動積極消弭誠信落差，超越自我，以內在驅動改變，對外在更加開放，

具有更大的道德力量，這才是領導最根本的狀態。擁有這樣特質的人變成正向的特

異分子，得以扭轉現行的制度，取得他人理解，過程中有更多的人加入共創新文化

和關係的行列。轉型式策略創造新興社會運動，超越現有的系統，提升誠信和個人

冒險的精神。 

換句話說，在組織變革中，光只有高層領導還不足，By、Hughes與Ford (2016)

就指出「變革領導」是個充滿矛盾的概念，是虛構的領導敘事(mythical leadership 

narrative)，其中三個迷思為(1) 獨角英雄成大事 (it is the individual leader that counts)；

(2) 光有領導就夠了 (leadership is enough)；(3) 一套劇本通四海 (one size fits all)。

Floyd與Wooldridge (1992, 1997)特別強調中間領導管理團隊的重要性及影響裡，他

們認為中層管理是變革推手，扮演綜整(synthesizing)、倡議(championing)、協助

(facilitating)及執行(implementing)的角色。向上，中間領導者可以綜整並加以判斷

內部與外部大量訊息，進而向高層管理者傳達新的策略方案；向下，中間領導管領

者可以營造一個有助於變革創新的環境，傳達高層的倡議，並且將目標轉化成行動

方案，付諸執行。所以，許多有關學校組織變革研究強調「教師」是改革成功與否

的關鍵推手(歐用生，2003；陳佩英，2008；甄曉蘭，2004；Holmes, 1986; McKenzie, 

Santiago, & Hiroyuki, 2005)。 

 

肆、 個人與組織變革準備度的交互關係 

Combe (2014)主張變革準備度讓組織得以仔細分析變革的合宜性、檢查組織是

否有足夠的決心和能量來實施變革並達到變革允諾的好處。此外，變革準備度也協

助組織採取合適的行動，提升目前的準備狀態，讓組織成員對於改革的長期成功具

有信心。提升變革準備度的策略與影響因素息息相關，並可從空間和時間來分析。 

就空間軸而言，變革準備度應該融入到鉅型(組織)、中型(團體或部門)和微型

(個人)的層次。在組織層次，常態性的變革準備度需要編入策略計畫，讓組織獲得

彈性和適應性，此外信任的環境也不可或缺。在部門層次，負責變革的中間領導人

可以診斷問題、促進團體規範、提高團體準備度、並依據組織特定的需求擬定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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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來實施變革。在個人層次，準備度是可塑的特質，可以經過專業發展、績效

檢核和甄選合適人選的方案提高變革準備度(Vakola, 2013)。 

就時間軸來說，Kondakci等人(2017) 研究學校教師對於變革的準備度，探討變

革情境(尤其是信任)、變革過程(含社會互動、參與式管理和知識分享)以及變革結

果(工作滿意度和工作負荷感覺)這些變因對教師在變革認知、情緒和意向的準備之

影響。其研究歸論變革準備度不能只限制在變革那個時期，而是與教師整體的經驗

息息相關。換言之，若變革當成單一事件，即便加上調節機制對於提升正面的準備

態度仍是不足的，更需要學校領導者善用Armenakis與Bedeian(1999)的說服式溝通

來有效傳遞變革訊息、創造互動信任的氛圍、擴大參與式管理和增進知識管理。 

McKinney, Sexton與 Meyerson (1999)指出，有關學校變革眾多的研究顯示最常

見的發現是，改革歷程既複雜又獨特，影響變革之教師個人或組織文化因素相存相

依(Fullan, 1991; Lester & Onore, 1990; Lieberman, 1995; Sarason, 1982, 1996)。所以，

提到變革準備不但要持續關注教師個人層級的變革信念發展和實務經驗，也需涵

蓋組織層級的諸多條件。因為所有的組織都是由彼此互賴、互動的體系所結合而成，

所以成功的改革並不是絕對的以個人或組織為中心，兩者間互有重疊、彼此影響，

有時也難以釐清。本研究從諸多文獻中找到兩個學者的理論，用來分析說明個人和

組織變革準備度之交互關係。 

 

壹、 變革準備矩陣圖 

Reeves(2009)認為變革領導涵括領導個人與組織層面，且「領導變革能量

(Leadership Change Capacity)」與「組織變革能量(Organization Change Capacity)」

互相影響。為了讓領導和組織了解他們面對變革所具備的能量，他為兩者各設計一

套問題和評量表，完成評估後各會得到一個分數。把這兩個分數放到「變革準備度

矩陣(Change Readiness Matrix)」，將領導變革能量的分數放到橫軸，組織變革能量

的結果在縱軸，兩個分數對應之連接點會落到矩陣圖中的一個象限，即可得知領導

和組織要面對的是「準備改變(ready for change)、準備學習(ready for learning)、準

備挫折(ready for frustration)或準備抗拒(ready for resistance)」。本研究依據學者的

論述描繪出的矩陣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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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挫折 

(ready for frustration) 

 

組織能變革量高 

領導變革能量低 

準備變革 

(ready for change) 

 

組織能變革量高 

領導變革能量高 

準備抗拒 

(ready for resistance) 

 

組織能變革量低 

領導變革能量低 

準備學習 

（ready for learning） 

 

組織變革能量低 

領導變革能量高 

0     Leadership Change Capacity      100 

領導變革能量 

圖 2-11. Reeves變革準備度矩陣圖 

資料來源1：“Leading change in your school: How to conquer myths, build commitment, and get 

results,” by D. B. Reeves, 2009. Alexandria, VA: ASCD, p.100. 

 

最好的情況是「準備改變」，表示領導個人和組織整體擁有非比尋常的變革能

量，同時展現適應環境和文化轉變的彈性、具備創新服務和資源，且創造一種充滿

興奮和投入的氣氛。在「準備學習」的狀態裡，領導者擁有帶領變革的成功經驗，

具備強大的能量計畫和執行改革，是組織成員的楷模。不過領導必須顧及組織學習

的需求，特別是規劃、溝通和執行的能力。此外，也要強化以證據為本（evidence-

based）的文化，從中營造變革迫切性，還可展示分享清楚且公開的變革結果，增

強每個人對於變革的承諾和付出。「準備挫折」出現在組織變革能量高但遇到領導

變革能量低的時候，這樣的組織通常經歷過良好的變革，並且具備強烈改變意願，

但因為領導者不願投入系統變革或是缺乏變革知能，讓組織產生挫折感。當組織走

在領導之前去迎接挑戰時，會因缺乏主要的支持而失去安全感，最後組織不再冒險，

慢慢退縮到抗拒象限。接手到這種組織的領導需要花時間重建信任以及變革能量。

最差的情況是「準備抗拒」，發生在領導個人和組織整體缺乏變革的成功經驗，對

於變革沒有概念及策略，而是以抗拒、生氣、破壞、視而不見的方式來處理改革。 

                                                             
1 原圖領導變革能量為縱軸，組織變革能量為橫軸。本研究為求圖示統一，將屬個人的領導轉為橫

軸，組織轉為縱軸，再根據原圖理念與精神說明四個象限，內容與原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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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變革動能概念模型 

陳佩英等(2020) 認為由於個人和組織變革動能在變革過程中的互動和交互作

用，理想的系統變革動能應可充分協調個人和組織變革動能，並促成個人和組織的

同步發展，有助於整個系統邁向成熟變革階段。據此，這些學者提出系統變革動能

概念模型(圖2-12)。 

 

圖 2-12. 陳佩英系統變革動能概念模型 

資料來源：陳佩英、Ting Wang ＆ Dianne L Olivier (2020)。教育變革準

備度的概念發展與重要因素之探究。未出版手稿。 

 

這個架構與Reeves(2009)的矩陣圖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共同的特色是打破大

多數變革階段模型線形發展的路徑。不過差異在於，Reeves的圖像特別針對領導個

人和整體組織變革能量交會而來的變革狀態，適合在變革前對於自己的狀況「把

脈」，以尋求對策；系統變革動能概念模型則是檢視組織成員（不僅是領導）和組

織交互之結果，更加適合用來探究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關係。陳佩英等人的模型以

個人準備度為橫軸，組織準備度為縱軸，兩者交互下呈現四個傾向類型和變革取向。 

(一)、「變革停滯階段」發生於高組織準備度但低個人準備度時，其特徵為失

準（misalignment）、脫節（disconnect）、失調（dissonance）的觀望取向階段，整

個系統處於低變革動能狀態。(二)、「變革進展階段」呈現高度組織領導及結構和

文化支持，通常由組織行政與領導發動，傾向建立願景、重新分工和尋求資源挹注

等之領導作為，但缺乏個人變革效能、變革效價和變革承諾，阻礙扎根深化變革。

(三)、「變革興起階段」出現於個人變革效能和意圖高但組織準備度低時，變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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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性由成員自發性、下而上的個人努力為變革重點，從停滯變革開始動了起來，

不過因為缺乏組織領導以及結構和文化支持，不易積累動能。(四)、「變革落實階

段」的系統表現高組織、高個人動能，個人與組織的準備度已經達到自轉的狀態，

不論是組織成員或是組織，皆可將集體與個人的目標和努力結合，持續推進系統變

革導。 

 

伍、 小結 

本節聚焦在變革準備度的相關研究上，許多文獻來自商業或醫療領域，不過對

於教育改革而言，變革準備度是個較新的主題，雖然領域不同，但這些研究仍有極

大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綜整六個不同的準備度理論架構或模型得知，變革準備度涵蓋多面向、

多層次，同時還具備動態的性質，此外，這些理論也協助本研究歸納影響個人和組

織兩個層次準備度的因素，作為研究架構主要內涵。其中影響個人準備度的因素包

含個人特質、心理態度、個人效能和個人效價；影響組織準備度的因素則有文化氛

圍、組織資源、集體效能及效價、互動溝通以及領導作為。研究者在來回深入爬梳

探討變革準備度的文獻之際，對於研究架構也有越來越具體的圖像如下： 

 

 

圖 2-13.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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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架構來看，本研究以普高課程改革為鉅型背景脈絡，學校變革則以外

部推力和內部壓力為情境，進而分析變革準備度的條件和重要因素，其中包含個人

及組織兩個層次，中間了解學校變革的努力，最後得知具體變化或可見發展。同時，

在綜合各家的看法後，本研究將變革準備度定義為個人及組織面對有計畫的改革，

妥善掌握及運用變革資訊，經過內外部環境的評估，同時發揮變革領導能量，促進

變革認同度、增進個人和組織的變革效能與變革承諾，讓組織提升到更好的層次，

最終以實現組織變革目標的過程。因為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交互作用也是本研究

所要探討的面向，所以參考Reeves(2009)以及陳佩英等(2020)說明個人和組織準備

度相互關係，以作為討論研究發現結果的重要依據之一。 

 

第三節  課改脈絡下之學校課程變革準備 

全球化的影響深入各個領域，西方教育界從1980年代掀起「全球教育改革運動

（Global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的風潮，至今仍方興未艾，不但拓及全

世界，而且吸引國際教育發展機構、顧問諮詢專家、慈善基金會、甚至是私人公司

投入教育改革的行列(Sahlberg, 2016)。隨著21世紀的來臨，資訊科技的發展讓世界

更為瞬息萬變，各國無不卯足勁進行課程、教學法、評量、教師教育、專業學習、

領導和行政管理等全面教育體系的翻轉，期能建立能真正實踐學生適性和終身學

習的教學機制(Bernerth, 2004; Fullan, 2018; Hattie, 2012; Zayim & Kondakci, 2015)，

終極目標在於裝備學生面對未來發展所需的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OECD, 

2018)。 

臺灣教育在政府努力和民間期待交互作用下也經歷幾次改革，1994年之後的教

育改革強調多元、開放、鬆綁、民主、本土、全球等精神影響至今，部分獲得若干

成效，不過也衍生不少問題(吳武典，2005；周祝瑛，2003)。課程改革為本研究主

題之一，談到課程改革必須先從教育改革背景脈絡談起，進而展開高中課程改革時

序與內涵。本文接著聚焦於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說明新課綱總綱價值、理念及實

施架構以及高中階段課綱改革之重要內容，然後參考總綱之實施要點整理出重要

工作，凸顯改革工程與準備工作之規模，最後則談到學校組織變革和準備度之困難

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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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育改革與課程改革背景摘要 

一、教育改革的影響與牽制 

我國教育改革一方面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一方面也回應解決國內人才培育的問

題。臺灣1990年代以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論是法令、師資、課程、教學、

教科書、財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變革，堪稱台灣教育史上變動最劇烈的階段。其

中，民間團體「臺灣四一O教改聯盟」於1994年4月10日發起大遊行活動，提出的四

項訴求：(1) 落實小班小校；(2) 廣設高中大學；(3) 推動教育現代化；(4) 制定教

育基本法，引起社會各界廣大迴響，對於日後教育改革方向與內容有深遠的影響。 

不過，歷來教改都受到選才制度的牽制與影響，許多家長關注的確實是「如何

考，考什麼以及如何選」，尤其當教改涉實施新的入學制度，不免都要伴隨毫無交

集的論戰(羅德水，2014)，在教育開放之後的幾波教改常見的爭議有「多元入學是

否違反公平正義」、「一試定終身與多次煎熬之優劣」、「採計在校成績與否的影

響效應」、「菁英教育的存與廢之爭」等。十二年國教教改面向多元，高中及大學

選才制度可謂臺灣有史以來變動幅度最大的一次，舉凡國中升高中的「免試入學」、

高中升大學的繁星甄選、申請入學、特殊選材、考試分發之「多元管道」、「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考試題型的變化(如國文寫作變革和素養題型)」，大學學測採

計至多四科，到最近公布之強調學生思辨的卷卡合一做法，皆成為大眾與媒體關注

的焦點。往往，升學或選才制度的變革成為不少關係人對教改的評價指標，模糊化

教改政策企望從課程教學上實踐優質國家教育的理想。受到長久以來教育文化價

值的影響，某個層面上而言，教育改革造成社會的集體焦慮是歷次教改屢見不鮮的

現象。 

 

二、我國高中課程改革的脈絡 

課程是達成教育目標之重要手段，歷年來高中課程之演變是否符應其定位之轉

化，可從課程標準加以檢視(潘慧玲，2005)。相較於過去教育改革，十二年國民教

本教育縱橫幅度較深較廣，雖然選才制度是大眾關注的焦點，但是能夠實踐國教理

想的是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十二年國課程改革，尤其是高中階段，是本研究分析的

重點之一，因此在談到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前，本文先以下表回顧高中課程發展

沿革提供改革的脈絡背景。 

  



47 

表 2-6  

我國高中課程改革歷程簡表 

年代 課程改革內涵 備註 

民國 18 年 7 月 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 

高中各科課程始有標準可循、至

96年為止，高中課程綱要（含標

準）共修訂13次。 

民國60年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配合國民中學首屆畢業生，強調

充分發揮高中教育分化功能，開

啟近代臺灣普通高中課程較為

重要的變革 

民國70年 配合高級中學法修訂 
強調課程分化以利升學準備而

修訂 

**民國83年 民間教育改革團體舉行四一O大遊行，視為台灣教改的起點 

民國84年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強調適應學生個別差異，適應地

區條件，利用社區資源，發揮學

校特色 

**民國90年 中小學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民國95學年 

開始實施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暫行綱要（簡稱95暫綱） 

為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綱，主要重

點為從原先的「課程標準」轉化

成「課程綱要」 

民國98年 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發起「我要十二年國教」大遊行 

民國99學年 

開始實施 

新修訂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綱要(99課綱) 2 

教育部以邁向理想的務實修訂

理念修訂95暫綱，原98年實施，

修正延後一年實施。惟國文科與

歷史科內容及實施日期另案發

布（教育部，2009） 

**民國100年元旦 馬前總統宣布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民國103年11 月

28日公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 
啟動新一波課程改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標示我國教育改革的幾個關鍵點 

 

簡要而言，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在民國60年配合首屆國中畢業生修改後，直到95

學年，才有大幅轉變。95暫綱開始，高中課程不再奉「課程標準」為圭臬，而是改

以「課程綱要」。期間，臺灣高中教育與課程受到83年四一O教改聯盟大遊行「廣

設高中大學」之強烈主張、90年起國民中小學實施之「九年一貫課程」以及民間對

                                                             
2 參考資料：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經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https://www.k12ea.gov.tw/files/common_unit/a7285432-45bf-4371-b514-

3eb12aff9871/doc/99%E6%99%AE%E9%80%9A%E9%AB%98%E4%B8%AD%E8%AA%B2%E7%A

8%8B%E7%B6%B1%E8%A6%81.pdf 

  

https://www.k12ea.gov.tw/files/common_unit/a7285432-45bf-4371-b514-3eb12aff9871/doc/99%E6%99%AE%E9%80%9A%E9%AB%98%E4%B8%AD%E8%AA%B2%E7%A8%8B%E7%B6%B1%E8%A6%81.pdf
https://www.k12ea.gov.tw/files/common_unit/a7285432-45bf-4371-b514-3eb12aff9871/doc/99%E6%99%AE%E9%80%9A%E9%AB%98%E4%B8%AD%E8%AA%B2%E7%A8%8B%E7%B6%B1%E8%A6%81.pdf
https://www.k12ea.gov.tw/files/common_unit/a7285432-45bf-4371-b514-3eb12aff9871/doc/99%E6%99%AE%E9%80%9A%E9%AB%98%E4%B8%AD%E8%AA%B2%E7%A8%8B%E7%B6%B1%E8%A6%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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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期待等因素影響，高中教育目標也隨著高中教育之普及

化、能力導向以及十二年國教實施而有所轉變。 

潘慧玲 (2005) 認為高中教育除具延續前期中等教育之普通教育及具陶冶身

心之功能外，也強調奠定專業學習之良好基礎、為進入大學作準備的功能。她比較

分析95暫綱與之前的課程標準，歸納以下幾點改革理念：(1) 符應高中教育普及化

趨勢，調整高中教育目的；(2) 分從生活、生涯、生命三個層次，研訂高中課程目

標；(3) 考量課程縱向銜接，貫串九年一貫課程與大學基礎教育精神；(4) 配合後

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規劃高中必修科目；(5) 強調通識教育，採取課程延後

分化；(6) 採用學習領域規劃課程，整併部分科目；(7) 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精神，

進行課程鬆綁。 

99課綱的精神與95暫綱一致，只可惜這些改革理念，在升學主義的氛圍下，高

中升學預備功能過度被凸顯，使得學年學分制之精神無法落實；修習科目與時數過

多，選修制度無法落實，成為長期課程改革所難以突破的困局！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延續改革的脈絡，期望可以突破之前的困境。以下轉向介紹新課綱的重點。 

 

貳、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 

從95暫綱到99課綱，高中課程改革漸漸走向以學生為主體，提供老師的自主設

計課程的機會，轉移校長管理典範、強調從學科為本位到跨領域合作、主張由知識

本位走向生活經驗和實作，這些都成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基底，以下更加深入說

明國教新課綱的精神、架構與內涵。 

國家教育研究院認為：「長久以來，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綱與各類型高中課

綱為分開訂立，容易產生課程重覆、難度不一等銜接落差問題。」3 新課綱總綱便

是在系統性連貫發展課程的背景下，應運而生，主要目標在於整合國小、國中及高

中課綱。總綱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以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訂定「啟發生命潛能、調養生

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及涵育公民責任」四項總體課程目標，以協助學生學習與發

展。總綱延續九年一貫課程「帶得走的能力」的基調，但將「基本能力」擴展為「素

                                                             
3 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Q＆A》，https://www.naer.edu.tw/files/15-

1000-8438,c1179-1.php?Lang=zh-tw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8438,c1179-1.php?Lang=zh-tw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8438,c117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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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導向」，「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總綱提出「自主學習、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三大面向核心素養概念，

其下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

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

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

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為了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學校教育不再只以學科知識作為

學習的唯一範疇，而是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著重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真實運

用所學的學習表現，所以三面九項是學校培養以人為本之「終身學習者」的指標。 

就實施架構來說，總綱將十二年國教分為五個階段，國民小學包含第一到第三

階段，第四階段乃是國民中學，第五階段為高級中等學校，含普通型、技術型、綜

合型及單科型高中(見表2-7)。 

表 2-7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各教育階段課程類型 

課程類型 

教育階段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國民小學 
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國民中學 

高級

中等

學校 

普通型高中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訂必修課程 

選 修 課 程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技術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單科型高中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頁8。 

 

每階段之課程類型區分為二大類：「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本研究聚焦

於第五階段普高課綱研修，這一階段以全人教育為基礎、透過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

學，強化學生通識與跨科/領域統整與生活應用能力，提供多元選修課程及補強性

課程以導引學生適性發展，拔尖扶弱，關注課綱與大學考招連動的銜接設計，以成

就每一個學生，培養能終身學習的世界公民。 

課程架構上，與99課綱學分數和課程類型相比，新課綱的變革如下：(1) 學期

節數維持在210節，但是總學分數從198降至180，差異在於降低部定必修學分（從

138降為118）及提高校訂課程學分(共62)，後者包含新增校訂必修4-8學分及選修課

程共54-58學分。(2) 新課綱選修課程類型比99課綱多樣，分為加深加廣選修、多元

選修(至少6學分)、補強性選修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3) 校訂課程除了前面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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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必修外，還包含原有的團體活動時間（班級活動、社團、學生自治活動、服務

學習活動、班會或講座）以及新增的彈性學習，兩者合計共5節，各類型課程內涵

與相關規定請見附錄一。 

 

參、 學校因應新課綱應有的準備工作 

學校教師層級、學校系統層級及政府教育部門層級各自代表系統裡面小、中、

大齒輪，必須同步搭配，方可順利轉化及實施新課綱(潘慧玲，2016)。對學校而言，

新課綱可以只是課程結構之調整，但可能也有機會以教育理論為基礎，發展出「系

統創新型」的變革，或在既有特色發展出「深化躍升型」的變革。 

為了迎接這些變革，學校的準備工作有哪些呢？研究者參考總綱上的工作重點、

高中優質化方案之課推與課發現況調查回報單4和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之《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普通高中課程規劃及行政準備手冊》(潘慧玲主編，2016)，彙整出以

下準備工作： 

表 2-8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普高課程內涵與相關規定 

類型 內涵 

凝聚
課程
共識 

1. 研讀並理解新課綱課程發展核心理念 

2. 凝聚共識與願景 

3. 繪製學生學習圖像 

完備 
課程
發展
組織 

1. 依據課綱落實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 

2. 成立學校課程核心小組並持續運作 

3. 提出新課綱課程計畫書規劃之甘特圖，每月固定檢核進度 

規劃 

整體

課程

發展 

1. 規劃並完成三年課程學分表 

2. 建構學校課程學習地圖 

3. 確立部定課程適性分組規劃與試行 

4. 編寫與試行校訂必修課程教材 

5. 確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實施期程 

6. 規劃多元選修跑班模式並發展課程 

7. 規劃與試行「跨領域/科目專題」或「實作及探索體驗」課程 

8. 規劃彈性學習時間實施方式及內容 

                                                             
4 資料來源：高中優質化諮詢輔導表單，編號：Z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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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普高課程內涵與相關規定 

類型 內涵 

9. 發展及試行課程評鑑 

10. 確立選修課程之課堂管理規則 

建立 

課程

諮詢

機制 

1. 課程諮詢制度之規劃與試行 

2. 確認教師理解和發揮課程諮詢功能 

3. 全校教師/導師角色轉型與任務分擔 

精進 
教師
教學
知能 

1.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並提升其知能 

2. 培力教師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3. 提供教師差異化教學增能研習 

4. 鼓勵教師共同備課辦理公開授課 

5. 盤整補救教學資源以了解教師補救教學成效並重新規劃課程 

6. 運用教科書及準備選修教材 

健全 
學生
學習
配套 

1. 建立並試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2. 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管理與輔導機制 

3. 建置學生學習資源平台與選課系統 

提供 
專業
行政
支援 

1. 因應新課綱，調整行政處室分工與任務 

2. 修訂校內相關辦法或計畫 

3. 調控師資員額與專長 

4. 盤整現有資源與釐清問題 

5. 規劃新課綱銜接過渡機制 

6. 結合家長力量及校外資源發展新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及前導學校計畫為因應新課綱課程變革及協助各

高中準備新課程，於105學年第二學期將以上準備工作統整為下面十餘項重點任務，

給全國受輔助之高中參考5： (1) 研讀並理解新課綱課程發展核心理念；(2) 凝聚

共識與願景；(3) 繪製學生學習圖像；(4) 成立學校課程核心小組；(5) 規劃並完成

三年課程規劃表及建構學生學習地圖；(6) 規劃彈性學習時間實施方式及內容；(7) 

                                                             
5 106年2月20日「第一次前導學校全國例會與全國增能工作坊」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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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8) 規劃校訂必修課程科目與內容；(9) 規劃多元選修跑

班模式並發展課程；(10)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規劃；(11) 發展及試行課程評鑑；(12) 

課程諮詢教師遴選委員會設置辦法(學生課程輔導諮詢機制)；(13) 建置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補充規定；(14) 盤整學校空間與資源並釐清問題；(15) 運用教科書及教材

準備；(16) 培力教師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17) 調控師資員額與專長；(18) 課發

會專家學者遴選及組織辦法修訂；(19) 規劃新課綱銜接過渡機制。 

以上的工作項目雖然偏向技術工作或行政手段，不過依研究者帶領學校邁向嶄

新的課程結構時的經驗，這些提點有如甘霖，讓學校對於準備工作有所遵循，得以

穩健一步步與新課綱同行。但無論如何，課綱轉化是錯綜複雜的工程，上面所列的

每一項工作都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使得「應然」到「實然」的距離更顯遙

遠。 

 

肆、 教育及課程改革的困難與挑戰 

教育改革給大眾的感覺往往是「教改越來越亂」，引發更大的教育危機，這樣

的現象國內外皆然(周祝瑛，2003；吳武典，2005；Cuban, 1990)。單文經(2004)分

析美國、臺灣數個創新教育課程實驗後，歸納涉及失敗的三大面向：(1) 主事者的

異動與心厭現象(burnout)：主要是因為人去政息及變革帶來的壓力，形成改革的障

礙；(2) 社會大眾對於教育的定見：家長對於其子女接受教育有一定的期待框架，

當改革幅度太大，家長就會退縮與抗拒；(3) 學校組織的特性：教學現場的鬆散組

織讓教師保有相當的自主性和孤立性，容易將改革排拒於教室門口外。 

即便有了答案，教改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禁教人思考教育何以需要改革?

課程為何需要改變?又為何不斷改革的循環下，學校的改變仍是有限呢? 影響教育

改革的因素錯綜複雜，很難三言兩語回應這樣的大哉問。欲了解學校變革的困難挑

戰，必須先加以探究促成教育、課程改革的成因以及影響教改起落的諸多因素。瞭

解教改不同層次和面向的挑戰，有助於學校或是課程領導者在面對十二年國教改

革挑戰，具備更健全的心智模式。下文從鉅觀及微觀的層次來分析課程改革的困難，

前者從政治、文化、社會等大環境背景脈絡切入，後者將範疇聚焦到學校及教師。

兩個角度都連結新課綱變革，以符合本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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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鉅觀來看教育改革的困難 

以宏觀的角度看課程改革的必要性，可從全球世代的轉變來看。因應時代劇烈

變革、科技快速發展以及全球化的衝擊，傳統教育模式已無法回應培育現代人才所

需，以至於世界各國紛紛從事教育改造工程，變革的面向除了制度面外，更將課程、

教學與學習視為教改的核心(Fullan, 2018)。眾所皆知，長久以來學校的課程、教學

與學習有其固定框架與制度，變革有極大困境。不過現代多元、開放、創新思想加

上尖端科技得以讓教育充滿想像，但也充滿挑戰(Cheng, 2016)。 

教育改革的困難往往受到社會政治文化的牽制(卯靜儒，2014；Popkewitz, 1982)。

Popkewitz (1982)認為教育改革一方面源起於教育和社會政治經濟互動關係，另一

方面則是受到教育或學校內部的動態因素刺激。無論是哪種因素，大眾希望透過國

家政策的介入，強制規定變革主軸和建立制度策略或調整組織結構(建立新的部門)

來處理執行政命令，以便協助或督促學校教育產生改變。然而，教改往往無法撼動

大家去看到深層的教育本質，而是受限於表象的制度和程序，結果往往只是穩定舊

有政治及社會制度 (reform as stability)。但制度未必保證組織有效率的運作，尤其

當政策無法迎合大眾的期待或引發焦慮，勢必會引起許多批判。 

卯靜儒(2014)也從「學校體制」、「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及三個教改困

境，說明「改革不一定帶來改變」。「學校體制」的理解途徑由研究體制理論及教

育改革政治社會學的學者提出，理解的核心要素包含體制的潛規則、偽裝面及儀式

性；「歷史文化」的理解路徑根植於教育史及課程史研究領域，主要從時間軸檢視

改革變遷以及變遷模式，作為理解的核心；「政治社會」理解路徑則源自於教育/

課程社會學，主要從意識形態的衝突分析不同利益團體的政治鬥爭與協商過程，以

便理解意識形態的衝突與制度的矛盾。課程改革可謂是教育改革主體，課程有其動

態性，課改在「回歸基本/進步主義教育、菁英/民主、卓越/平等」的種種主張之間

來回擺盪；課程版本受到價值、信念及人類利益的政治及意識形態影響，造就了課

程涵納（included）或排除（excluded）某些特定類型的知識，這說明何以一再的教

改不一定帶來改變，或是撼動學校的組織及文化。 

承上面的脈絡來看十二年國教改革制度，在100年到103年的變革初期，民眾最

為關心的是制度公平性、升學及考試的合理性，鮮少討論課程改革的重要性。教育

改革在第一屆會考上路前引發諸責難或建議(李家同，2012；羅德水，2014)，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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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教授疾言令色地批判國教改革：「台灣教改從來都不是改革教育內容，反而是一

再改變『入學方式』。十二年國教未提到讓所有孩子完成高中、職教育，反而是讓

弱勢孩子更難取得繼續升學、進入好學校的門票(邱文秀，2013) 。」此外，家長對

於教育的定見和對於子女接受教育的期待，往往也成為改革的阻力(單文經，2004)

許多評論反映對國教改革的質疑，政策隨之滾動修正，可謂在負評中匍匐前進，這

反映教育改革困境，也是影響學校變革的因素之一。 

從以上的整理可以得知，政治、社會、文化層面都會影響教育及課程改革成效。

然而，制度和程序並非教育改革的重點，許多學者主張實踐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才是這一次臺灣課程改革的核心(林永豐，2017；邱惠美，2015；張茵倩，2017；

潘慧玲，2016)。理想而言，學校位於轉化課程的中層位置，若可先掌握挑戰與問

題，進而擬定組織策略及激勵個人影響力，就比較有機會匯集能量，順利推動變革

轉型。但是，即便有許多學者提供無數的解方建議，在規劃新課綱課程的實然面，

學校面臨險峻的挑戰可說有增無減。 

 

二、從微觀分析課程變革的挑戰 

學校是轉化課程變革的主要場域，本文接著以學校及個人作為微觀分析的範疇

說明課程改革的挑戰。首先，學校組織的特性是課程改革發展的阻力之一。Weick 

(1976) 認為教育組織是半自主結構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oosely coupled 

systems)或鬆散的體系(loosely-coupled systems)，學校組織成員間相互依存的程度不

高，次級單位缺乏緊密關係，行政單位與學術專業系統各自獨立運作，這樣的特性

增加改革的難度。Cuban (1990)在Reforming Again, Again and Again一文中對於美國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尾聲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改革如數家珍，他同樣提到「教室內

的教學運作往往跟政策脫鉤(decoupling)」乃是教改失敗的原因之一。 

除了組織特性之外，組織效能及教師心態也是挑戰。十二年國教開啟新一波的

課程改革，章政榆(2014)探討國教政策對學校經營的衝擊，結果顯示十二年國教為

教育行政人員帶來沈重業務負擔、教育人員對十二年國教實施內涵回應性不足，影

響課改的推動。此外，年齡及服務年資越高之教育人員對新個改革實施內涵對學校

經營衝擊較為無感。推估這可能是因為教師經驗與資歷豐富，長久以來已形成一套

行之有年且有效的教學模式，同時對於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稍嫌低落，因此認定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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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學法為最好的方式，毋須更動，再加上接近退休年限，心態上也略微保守與不

作為，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除了上面的因素之外，普高推動此次課綱變革，在實務操作上遇到那些困難呢?

研究者長期參與學校課程發展之外，還長期執行高中優質化計畫，並且受邀擔任高

中優質諮詢輔導委員，除了可於服務學校收集到內部準備課程變革困難的第一手

資料，同時也會接觸各校回報高中優質化辦公室他們推動新課綱之統計結果。下表

「普高推動新課綱的困境與挑戰」乃研究者彙整自己學校的資料，佐以參考高中優

質化於106學年第二學期諮詢輔導會議報告普高課推與課發「困境與挑戰」之分析

結果，依照挑戰之性質，條列出十餘類需要解決的問題，顯現普高在準備此波新課

綱的重重難度：  

表 2-9  

普高推動新課綱的困境與挑戰 

類別 內容 

新課綱 

理解 

1. 學校對於總綱理解不足 

2. 行政方面對於新課綱的認知、理解不一 

3. 教師對於總綱及領綱理解不足 

4. 缺乏對於素養導向課程的理解(含素養評量) 

5. 對於自主學習、彈性學習的背景，目標不夠了解 

新舊價值

衝突 

1. 學科本位VS跨領域課程的問題 

2. 課程活化VS教學進度 

3. 原本就有能力，但是要符合新課綱的標準 

信任度 

1. 家長、教師對於新課綱改革的不信任 

2. 資深教師不輕易接受新課綱 

3. 教師對新課綱仍採質疑與觀望的態度 

4. 僅少數教師願意公開授課 

5. 家長對於新課程不表支持 

課程 

規劃 

實施 

1. 新舊課程無法接軌 

2. 新課程規劃缺乏方向 

3. 課程規劃過程間常缺乏共識 

4. 課程、課務規劃非等同執行者 

5. 微課程、多元選修、校訂必修、協同教學實施困難 

6. 探索實作課程難落實 

7. 缺乏新課綱發展的諮輔資源 

8. 教師參與新課綱課程規劃意願不高 

9. 多元評量或校訂必修課程缺乏的評鑑指標 

10. 落實課程評鑑(前、中、後)的難度 

11. 課程評鑑方式不一致，缺乏評鑑的標準 

課程 1. 課程類型多樣化，造成一人須承擔多重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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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普高推動新課綱的困境與挑戰 

類別 內容 

師資 2. 教師只願意上基本時數，期待行政解決員額不足的問題 

3. 員額不足，但學校因少子化強控懸缺，無法開正式老師缺，人

力編制窘迫 

4. 部分領域專長授課師資不足 

5. 校訂必修找不到足夠老師願意授課 

6. 安排自主學習指導教師有困難 

7. 穩定專題、實作、探究課程教師人力有難度 

8. 第二外語外部師資難求 

教學 

負荷 

1. 研習調訓頻繁造成代課負荷過重 

2. 老師需要認證學習歷程檔案，負擔增加 

3. 老師必須學習用不同的方式檢核學生學習成效 

4. 課務推動集中在校內少數的教師，教師勞逸不均更嚴重 

專業 

能力 

1.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教學設計與教學能力不足 

2. 素養導向、教學課程與評量能力待加強 

3. 教師對於新課綱培力增能參與意願不大 

4. 教師研習、工作坊的效益有限，擴散度不高 

5. 教師研習成為一種負擔 

6. 缺乏人才庫、對於教師增能有影響 

7. 教師對於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感到陌生 

8. 需再培訓導師功能與執掌 

專業 

社群 

參與 

1. 學科教學研究會運作及設定議題尚未成熟 

2. 教學研究會尚未轉成專業學習社群(PLC) 

3. 即便已成立PLC，教師共備文化尚未形成，多數教師對於社群的

參與度低，保持觀望 

4. 社群的成立奠基於共同情誼、興趣，沒有強制性與結構性 

學生學習 

1. 學生學習的動機對於教師的影響 

2. 學生學習程度差異大衝擊教師教學 

3. 學生缺乏學習動力 

4. 學生合作學習意願低落 

5. 學生對於選修課程支持度低 

行政 

問題 

1. 行政人員業務壓力大 

2. 108找不到行政人才 

3. 班群、學群之學生轉銜、技術操作複雜 

4. 109的選修與綁班難產 

5. 行政與教學之間的討論不足 

資源 

問題 

1. 經費與資源尚須整合 

2. 如何滿足人力、教材、經費、資源需求 

3. 如何解決共備時間排設困難之挑戰 

4. 核心小組共同討論時間難以安排 

5. 如何提供充裕時間讓課諮教師與學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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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普高推動新課綱的困境與挑戰 

類別 內容 

6. 與其他學校缺乏合作機會 

其他 

議題或 

需要 

協助 

之處 

1. 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到位 

2. 考招政策尚未明確影響課程發展之穩定度 

3. 處理各式課程(含多元選修及校訂必修)的重修及補考 

4. 安排國中、高中課程銜接(生物、資訊、化學) 

5. 深化學生、家長對新考招的認知與了解 

6. 建立課程計畫跨校綜合查詢平台以服務家長、學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整而言，上表大約條列70多項學校面臨新課綱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實際

操作時，每個項目之下還會衍生各種可預期以及意料之外的疑難雜症。除了技術性

的挑戰讓學校行政及教師團隊應接不暇、疲於奔命外，還有面對家長、老師及學生

的質疑和請求，無法面面俱到，往往削弱學校準備新課綱的能量。雖是如此，變革

列車仍是開動了，教師個人和學校組織的變革準備度與課程改革脈絡關係密切。學

校除了解結構與技術的困難之餘，也必須觀照到Leavitt(1976)強調的個人行為意圖，

學校組織內部若能以更趨近人性化的方式處理教師的感受、情緒、動機、態度等因

素，在變革圖景中照顧到教師情意態度，就會如Hargreaves(2005)所說，大幅改變

教育變革和管理。此外，提高教師對於課程意識的覺性，也會進而提升個人課程變

革準備度。  

 

伍、 小結 

本節從鉅觀到微觀，先爬梳臺灣教育改革的脈絡，從中看到我國高中課程的沿

革。高中課程從「標準」到「綱要」，是一個重要的轉變，代表中央在課程上的鬆

綁，讓地方和學校有較大的自主權，也凸顯學生主體越來越受到重視。這樣的精神

和理念不但延續到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在高中階段的變革，還給與學校更大的彈性

規劃校本課程，重視探究實作和素養，讓學生有更多的課程選擇權以及培養學生帶

得走的能力。 

這樣的課程改革脈絡深具理想性，不過如此課程變革趨勢必須克服許多困難。

比方說，從內來看，如何突破老師、家長、學生對於教與學的傳統心智模式是一挑

戰；從外來看，如何設計更符合高中新課綱精神的大學多元選才制度也是門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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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作為改革的場域，除了需要政策在課程變革的技術面上給予支援與協助，也需要

有為的領導團隊帶領學校成員有策略地準備變革。 

有關準備度的文獻一再強調，變革準備度程度比抗拒更能夠預測組織管理變革

的成效。當全國課程改革脈絡帶動學校變革，無論是危機或是契機，教師個人和學

校個人變革準備度對於學校組織在這一波課改上的發展趨勢非常重要。雖然大環

境和學校組織面對教育和課程改革的困難與挑戰，學校情境、領導團隊和教師個人

在準備變革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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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第一節說明研究所採用的方法，繼而在第二節介紹研究對象和說明研究者

的位置，當作研究背景之鋪陳。第三節呈現研究架構與流程，第四節為敘述資料蒐

集與分析，接著最後兩節分別提出研究倫理和本研究提昇研究資料信實度的策略。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學校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的準備度為主軸，其中影響變革的因素交

錯重疊，在課程發展與實施的現象與內部條件與社會脈胳 (context) 不容易區分的

情況下，採取Yin (2017)所主張的個案研究法。研究取向以訪談、文件分析和敘說

分析為主。首先，研究者進入個案學校的情境中，以經驗為主訪談七位師長，用訪

談突破問卷調查的限制，挖掘問卷無法涵蓋的重要因素及訊息，增加對變革準備的

認識(Fagernæ s, 2015)。其次，除了透過訪談探究個案學校中的個人和組織與新課綱

碰撞出的真實現象與生活、採集參與本研究的學校成員之生命/生涯故事和準備課

綱的歷程之外，並輔以分析個案學校發展課程的相關文件，包括會議紀錄、競爭型

計畫和報告等學校。最後，本研究融入胡幼慧(2008)介紹的「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研究者將所收集到的故事或說辭當成「社會真相(social reality)」，而

且透過表達行動剖析來研究問題。本研究同時參考張芬芬(2010)主張的質性資料分

析五階論模式：「文字化、概念化、命題化、圖像化、理論化」，嘗試用這樣的方

式，繪製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在個案學校的景緻，並從中獲得洞見及省思。 

 

第二節  個案之選擇 

壹、 個案學校之選擇 

本研究以課程變革為脈絡，研究一所個案學校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的歷程和

影響因素。個案的選擇有幾個考量：一是學校屬性，由於研究者為完全中學的領導

人，所以先設定完中為對象，一方面與研究對象享有完中共同語言，有利於研究的

進行，二來可以讓研究對象的故事對照自己學校的歷程，深化省思與學習。另一個

條件為明顯變化，本研究希望這所學校於準備課綱變革的歷程顯現具體發展或可

見改變，如此對於分析個人準備度和組織準備度比較具有意義。此外，學校領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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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選擇研究對象的條件，這位領導人信任研究者並願意分享學校變革歷程故事，

協助研究順利進行。在這些因素考量下，一心高中符合個案的立意抽樣。 

 

貳、 個案背景資料 

本研究之個案學校「一心高中」位於都會區邊緣，山明水秀。根據校史資料6，

該校因政府為普及國民教育、均衡發展城鄉教育運應而生。學校原為國中，於72年

8月1日奉准正式招生。創校之初，國一到國三每年級4個班，學生人數共500人，學

校深耕生活教育和學生學習，並積極發展社團，拓展能見度。其間，還曾辦理「美

容美髮班」，拓展學生畢業後就學管道。民國88年，該校曾為教育部指定之「九年

一貫試辦學校」、90年還以探究海洋生態與地形為主申請成立自然科學實驗班。民

國98年，該校因應政策，以「普通高中2班、原住民藝能班1班、體育班1班」之規

模籌備高中部，並於101年8月正式招生，成為一所包含國、高中部的市立完全高中。

103學年，一心高中成立「校長與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積極推動學校優質化發展

及發展新課綱相關課程。目前(108學年)，其國中部班級數共14班，學生人數317人；

高中部共12班，學生人數159人。全校教師共69人，其中任教高中部有23人，國中

部老師32人，其餘教師同時教授國中和高中課程。 

從上面的簡史看來，一心在過曾有過光輝燦爛的成就、也嘗試過不同的課程--

如美容美髮班或自然科學實驗班--讓學生適性發展，以達扶弱拔尖之效。不過近年

因為少子化的浪潮以及學生外流到都會的影響，學校生存備受威脅；此外新課綱帶

來的變化，讓該校行政及教師感到力有未逮。如何化解少子化危機和新課綱挑戰，

成為學校當務之急，也成為該校在105學年遴選新校長時的重要考量。最新一任校

長於民國106年8月到任，是該校第一位具有高中資歷的校長，對於經營高中具有明

確概念以及經驗。不過，這位校長比起他的前手們，在掌舵領航、尋找出路上，必

須克服更大的挑戰，也更加任重道遠。 

 

參、 研究與個案學校之關係 

研究者與一心高中現任之PH校長因博士班課程與高中優質化相識，並於PH校

長借調到全國教師會期間，曾受邀到其辦理之新課綱論壇擔任講座，分享研究者帶

                                                             
6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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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學校與新課綱同行的歷程與策略。溫文儒雅以及具備專業的PH校長在105學年下

學期通過遴選後，即積極為課程領導暖身。由於一心為完全中學，所以PH校長還

特別於上任前到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以便更加了解完中在國高中課程的規劃。 

研究者曾於107年7月2日受個案學校邀請進入現場辦理課程發展工作坊，感受

校長讓學校老師「動起來」的能量。當天參與研習的國高中老師以發展校本課程為

目標，深入分析學校地理位置，探索如何從山、河到海開展課程的可能性；校長與

教師團隊在課程設計的過程中，多方對話，氛圍正向，令人印象深刻。這是研究者

第一次與位處於都會外緣、條件不利的偏鄉小校深刻的接觸，特別感觸到在此波教

改浪潮裡，個案學校期望在轉機中扭轉劣勢的企圖心，也因此邀請該校成為本研究

之個案，藉此深入了解其迎接新課綱之準備歷程。 

研究者長期在中等學校服務，前22年為第一線教學老師，直到95學年才初次接

觸行政職務，擔任高中的教務主任。因緣際會，研究者在100-102學年有三年的時

間在臺北市教育局服務，協助國高中職的課程與教學發展。同時，也受邀擔任教育

部高中優質化以及精進計畫的諮詢輔導委員。103學年，研究者開始擔任一所完中

的校長，同時帶領學校準備新課綱。這些經驗與位置，讓研究者暨具有完中「局內

人」的身分，可以用實務的角度同理學校的推動的課程變革困境與教師個人的感受；

另一方面又帶著校外專家學者的「局外人」的角色，得以鳥瞰個案學校整體課程規

劃與準備的視野，理性分析學校及教師客觀情境條件。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之架構圖(見圖2-13，44頁)乃綜合不同學者的理論而成。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之普高新課綱課程改革環繞於架構外圍，本研究就在此鉅觀的環境脈絡中進

行。推動學校變革內外部的推力及壓力是微觀的背景脈絡，接著就是研究主軸--「變

革準備度」。本研究採個人和組織兩個層次進行探討，影響變革的因素依據文獻探

討分類，個人因素包含個人特質、心理態度、變革效能及變革效價。影響組織變革

準備度的因素有組織文化特質、資源、及體效能效價、組織溝通及領導作為。兩個

層次的作為和重要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影響變革的努力和可見的發展。另本研究加

上時間軸，擬從時序發展看歷程的動態性，不同因素對於準備度影響的程度，這是

異於其他理論架構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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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包含研究主題、目的、究問題、場域及對象，圖示如下： 

 

研究 

主題 
 課程改革脈絡下一所完全中學變革準備度之歷程研究 

 
 

 
 

 
 

 

文獻 

探討 
 

組織變革 

及變革管理文獻 
 變革準備度 

相關研究文獻 
 課改脈絡及學校 

準備工作資料 

 

 

 

 

 

 

 

研究 

目的 
 

了解學校組織和教師

個人的變革條件，並

敘說學校準備新課綱

課程變革的歷程。 

 

探討「教師個人和學

校組織」面對十二年

國教新課綱的「變革

準備度」之作為及相

關因素。 

 

分析個案高中「個人

準備度」和「組織準

備度」的交互作用和

其對學校推動新課

綱之影響。 

 
 

 
 

 
 

 

研究 

問題 
 

個案學校準備新課綱

課程變革的條件為

何?個案學校準備新

課綱課程變革歷程為

何? 

 

學校教師及組織如

何準備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 影響兩者配

合新課綱的重要元

素有哪些？ 

 

個人和組織準備度

彼此如何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讓個案學

校發展哪些具體變

化或可見發展? 

 
 

 
    

資料 

蒐集 

分析 

發表 

 進入個案學校訪談及收集文件 

      

 整理與分析資料 

      

 文獻佐證  整理訪談文字稿  編碼與分析 

      

 撰寫與發表研究成果 

      

 研究結果 研究結論 研究建議 研究省思 

圖 3-1.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研究主題決定之後，研究者隨即進行文獻蒐集與整理，文獻以endnote管理，初

期大量收集組織變革、變革準備度、課程改革、課程領導、變革領導和新課綱課程

相關的資料，並從釐清研究目的的過程中，再重新將所有文獻大致分為三大主題：

組織變革及變革管理、變革準備度相關文獻以及課程改革及學校準備工作。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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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個研究目的再延伸出六個研究問題，並根據這樣的脈絡，準備訪談大綱、問題，

進而與個案學校聯繫訪談和收集文件相關事宜。整理訪談文字稿和分析學校提供

的文件之同時，還不斷對照文獻探討之結果，以求更佳的佐證和以利結果分析及論

文撰寫和發表。 

 

第四節  資料蒐集分析 

從研究流程中可以看出，本研究從訂定主題後，即展開文獻的探討，同時也開

始蒐集資料。本研究之資料透過兩種管道蒐集而來：一為與學校教師訪談對話，一

為學校提供之文件。以下說明訪談進行、收集之文件及分析資料的方式。 

 

壹、 訪談對象與進行 

本研究為探討個案學校推動課程變革之準備度，採一對一的個別訪談方式，一

方面了解個人層次的故事，一方面透過訪談者了解集體感知，期能編織出不同個體

面對變革之感受及行動，以作為理解學校組織變革準備度整體故事的基礎。答應接

受本研究訪談者除了校長之外，還有其他六位老師。這些受訪者分為幾種不同的角

色，有行政領導成員，也有一般教師；有任教高中部，也有來自國中部；部分是學

校課程核心小組的成員，另外就是純粹執行新課綱的教師。特別一提的是，受訪者

中教師兼行政的比例較高，乃是因為學校編制小，單純的專任教師比例低，多數教

師身兼數職、共同承擔行政及教學。下表為訪談對象的基本資料：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談 

對象 

編碼

代號 
性別 

教學

年資 

在校

年資 
備註 

1. 校長 PH 男 27 3 高中地理，核心小組成員 

2. 主任 D1 女 18 18 國中家政教師，核心小組成員 

3. 主任 D2 女 18 18 國中國文教師，核心小組教師，曾兼導師 

4. 組長 C1 男 8 7 高中數學教師，核心小組教師  

5. 組長 C2 男 6 5 高中物理代理教師，曾兼導師，現兼C2組長 

6. 組長 C3 女 16 14 
國中數學老師，核心小組教師曾兼導師，現為

註冊組長 

7. 教師 T1 女 9 4 
高中數學教師，兼導師，同時是108學年課諮

師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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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前置作業有二：一是研究者先從文獻閱讀中歸納主軸，擬定訪談大綱，並

徵詢學者專家，依他們的意見作為微調訪談問題及大綱之參考；二是在約定正式訪

談前數日前，研究者先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訪談主題以及

確認訪談地點。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附錄二)及題目(附錄三)乃綜合不同學者對於準備度的研究

構面，其中包含Armenakis等(1993)「準備度模型(the Readiness Model)」強調的「訊

息傳遞和策略、對領導者風格的看法以及組織文化/氛圍」；此外，還參考 Phillips 

(2017)對於Weiner(2009)的變革模型和Shea等人(2014)的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 (ORIC)之研究所彙整的資料，整理出一份包含「組織變革承

諾、變革效能、變革效價與變革資訊評估」四個面向的問題；另一個重要參考資料

來自於薛廷悠(2019)的研究，他以Holt(2007)的理論為本發展包含變革必要性、變革

管理階層支持、變革信心、個人效益、教師對工作的認同及教師對目前工作的滿意

度等面向的量表。所有訪談問題內容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特別說明的是附錄

三的量表並非以傳統問卷的方式實施，而是在訪談最後，請受訪者依據這些題目評

估組織準備度。 

訪談活動開始前，為使受訪者回答之資訊符合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再次說明

研究目的及訪談主題，並與之溝通變革準備度的意義。接著請受訪者先依其行政實

務經驗說明新課綱對其學校個人和組織之影響和啟示。研究者則依受訪者的回答，

加以追問，或請受訪者做必要的補充。訪談大綱皆屬訪談的大方向，故研究者在過

程中盡量保持著彈性，並不一定完全按照訪談大綱的順序，而是以追著訪談的方式

來進行。換句話說，為了取得更為深入、可用的資料，訪談時鼓勵受訪者進一步深

入描述及解釋其所持之觀點，直至受訪者不再有新的補充內容時，才結束訪談活動。

研究者並於訪談活動結束前，歸納受訪者所陳述之內容摘要，請受訪者確認。 

本研究從108年10月上旬至11月底進行訪談與確認，總共為期約兩個月，在時

間安排方面，每一次訪談平均為一小時左右，地點多是安排於個案學校。訪談前皆

於取得受訪者同意後進行錄音，以免遺漏寶貴的資料。訪談後後將錄音檔轉錄為逐

字稿，再將訪談重點加以整理，以作為進一步釐清的參考。其間還再次與部分受訪

者確認與請教，直到研究者認為所蒐集的資料足以完成本研究之目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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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相關文件的收集 

本研究從個案學校收集的文件共69份，包含：(1) 9份行政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2) 22份課程核心小組會議記錄；(3) 20份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共；(4) 16份高

中優質化申請計畫、成果報告；(5) 2份其他資料，為媒體報導及學校網站。校內會

議紀錄文件起始點為106學年，高中優質化的資料則可回溯到104學年起。這些珍貴

的文件提供研究者深入了解學校準備新課綱的歷程和作為。文件一覽表如下： 

表 3-2  

個案學校文件一覽表 

類別 
文件
編號 

主題 備註 

行政

核心

小組

會議 

文1 107學年第一學期學校發展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1071020 

文2 107學年第一學期學校發展工作小組第五次會議紀錄 1071029 

文3 107學年第一學期學校發展工作小組第八次會議紀錄 1080108 

文4 107學年第二學期學校發展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1080305 

文5 107學年第二學期學校發展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1080401 

文6 107學年第二學期學校發展工作小組第八次會議紀錄 1080611 

文7 107學年第二學期學校發展工作小組第九次會議紀錄 1080731 

文8 107學年第二學期學校發展工作小組第九次會議紀錄 1080823 

文9 108學年校務推動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1081120 

課程

核心

小組

會議 

文10 106學年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60825 

文11 106學年第二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60912 

文12 106學年第三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61012 

文13 106學年第五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61207 

文14 106學年第六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0111 

文15 106學年第七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0301 

文16 106學年第八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0329 

文17 106學年第九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0426 

文18 106學年第十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0531 

文19 106學年第十一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0682 

文20 107學年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0913 

文21 107學年第二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1004 

文22 107學年第三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1101 

文23 107學年第四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71213 

文24 107學年第五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80110 

文25 107學年第六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80221 

文26 107學年第七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80331 

文27 107學年第八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80418 

文28 107學年第九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80613 

文29 108學年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80911 

文30 108學年第二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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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個案學校文件一覽表 

類別 
文件
編號 

主題 備註 

文31 108學年第三次核心小組會議記錄 1081107 

課程

發展

委員

會議 

文32 106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60831 

文33 106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60921 

文34 106學年第一學期第三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61026 

文35 106學年第一學期第四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61227 

文36 106學年第一學期第五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0118 

文37 106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0222 

文38 106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0419 

文39 106學年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0517 

文40 106學年第二學期第四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0614 

文41 106學年第二學期第五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0727 

文42 107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0901 

文43 107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1109 

文44 107學年第一學期第三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71224 

文45 107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80214 

文46 107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80321 

文47 107學年第二學期第三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80502 

文48 107學年第二學期第四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80620 

文49 108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80905 

文50 108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81031 

文51 108學年第一學期第三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 1081128 

高 

中 

優 

質 

化 

計 

畫 

文52 104優質化學校經營計畫書  

文53 104優質化專家輔導學校紀錄表 104-1 

文54 104優質化專家輔導學校紀錄表 (簽名完整版) 104-2 

文55 104優質化第一期程的一年執行成果  

文56 105優質化第二期程學校經營計畫書  

文57 105優質化第二期程期中報告  

文58 106優質化學校經營計畫書  

文59 106課推與課發現況調查回報表  

文60 106優質化執行成果報告  

文61 107優質化學校經營計畫書  

文62 107課推與課發現況調查回報表  

文63 107高中優質化問卷  

文64 107高中優質化訪視紀錄 1080506 

文65 107優質化執行成果 1080724 

文66 108優質化學校經營計畫書  

文67 108課推與課發現況調查回報表  

其他 
文68 媒體報導 1080701 

文69 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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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資料處理與分析 

資料分析內容包含訪談文字稿及課程發展相關文件，收集及分析工作同時進行，

過程如下： 

一、研究資料之編碼分類  

資料分析著重個體回應變革的準備歷程詮釋，變革準備度在個人層次上是一套

態度體系，整體層次則是集體的感知和行動。本研究在閱讀受訪者陳述的內容後，

從這兩個層次上衍生的現象，尋找意義，再依「個人變革準備度」、「組織變革準

備度」及「兩者間的交互影響」做大致的歸類，並建立編碼登錄Nvivo軟體上。編

碼方式乃採用核心編碼(Strauss & Corbin, 1998)，係指在所有已發現類別中選擇核

心類別，把它有系統地與其他類別聯繫起來，並驗證其間的關係，而把概念尚未發

展完備之類別補充整齊之過程。本研究藉由編碼過程合併歸類內容，並加入文獻的

討論，探索構成個人和組織變革的系統及交互影響，直至所做的分類能涵蓋所有受

訪者陳述的內容，並賦予各類資料一項名稱，最後得出整體受訪者的綜合觀點，整

理出實際影響變革之所在。 

 

二、文件資料歸類分析 

為使資料分析能確保個案之特質，研究者將編碼過的資料仔細研讀，直到所理

解之意義能夠代表個案之現象為止，並據以當作資料分析的基礎。資料分析結合陳

向明(2002)「類屬分析」和「情境分析」的特點，一方面在資料中尋找反覆出現的

現象，將其歸入同一類別，再加以概念命名，其優點為能夠系統性組織及比較資料；

另一方面則是將資料放到個案學校所處的情境中，然後按照時序加以安排，以利後

續進行描述性的分析，其優點可以適切表達當事人的生活真實及有利於敘事結構。 

 

三、資料文件編碼之使用 

在訪談資料的編號使用上，會依據受訪者的身分代碼、七碼訪談日期及頁數來

編輯，以編碼代號「訪談D1_1081030_5」為例，D1代表受訪者為第一位主任

(Director)，訪談時間為108年10月30日，出處為逐字稿第5頁。與學校課程發展相關

之文件分成五大類，各類文件依時間序(日期或學期)先加以排列後，全部的文件再

以流水號編碼。文件編碼為代碼如「文件10_1060825_核心小組_1」，表示標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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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號的文件為106年8月25日召開之核心小組會議的會議紀錄，出處為第一頁。沒有

日期的文件，時間則用學年(-學期)表示，如「文件58_106學年_優質化學校經營計

畫書」。 

 

第五節  研究倫理 

教育研究為了瞭解教育現象，常以觀察或測量人的行為或特質為重點，研究者

應特別注重以人作為研究對象時應遵守的規範，也就是「研究倫理」。林天祐 (2002)

認為研究倫理有如職業道德，反映研究者的專業精神與態度，缺乏研究倫理的結果

既有可能會危害教育學術的發展，也會影響教育實踐，研究者必須不斷地對倫理的

衝突與困境進行省思。本研究遵守以下研究倫理--尊重個人的意願、確保個人的隱

私、客觀分析與報導、並以個人省思來強化倫理： 

 

壹、 尊重個人的意願 

本研究認知，從事以人為對象的研究對於被研究者的正常作息會造成某種程度

的干擾。因此，研究者基於保障個人的基本人權，於訪談前先解釋研究的目的與內

涵，並準備一份訪談同意書，藉此與受訪者溝通，未徵得當事人的同意，不得逕行

對其進行研究，即使徵得同意，當事人亦可隨時終止參與。 

 

貳、 確保個人的隱私 

本研究進行之前，研究者誠實的告知受訪者本研究為學術論文，說明研究動機

及目的，除了除學術本身的研究價值外，更企盼為學校組織變革帶來進步，同時拉

進理論與實務上之落差。研究者將誠信遵守教育研究之匿名（anonimity）及私密性

（confidentiality）原則，以便於保障同意接受研究者的隱私。為此，本研究每位受

訪者資料的身分以代碼處理做到匿名的原則。在過程中，參與者書面報告和座談資

料皆予妥善保管以防止外流，在研究完成之後即毀去原始資料的對照表，以保護受

訪者的私密性。  

 

參、 客觀分析及報導 

除了確保受訪者的隱私外，本研究還兼顧讀者的相關權益。為了使讀者能完整

的掌握研究的結果，研究者以客觀角度分析蒐集到的資料時，不刻意排除負面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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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預期的研究資料。在結果報導方面，研究論文也詳細條述研究設計的缺失及限

制，使讀者瞭解研究的可信程度。 

 

肆、 研究者自我反思 

在本研究的歷程中，研究者時時反省自己在資料蒐集過程中的態度、行為及說

話方式是否與受訪者一直處於對等的地位，是否避免對受訪者的回答內容產生暗

示作用；在分析研究資料時，則要求自己站在受訪者的立場解釋研究資料的意義，

以避免影響受訪者之思考及答題方向。 

 

第六節  研究資料信實度的提昇  

Jick (1979)主張多個獨立的工具有助於研究者針對研究構面(construct)蒐集到

更多的資訊，他同時也強調用三角檢驗法(Denzin, 1970)來增加研究結果信效度的

重要性。三角驗證法係指研究過程中採用多種且不同形式的方法、資料、觀察者與

理論，以查核與確定資料來源、資料蒐集策略、時間與理論架構等的效度，研究者

可將初步的分析結果或報告大綱拿來與其他研究者討論，以便獲得校正與啟發，且

減低研究者的偏見。 

本研究資料來自於師長的訪談和個案學校發展新課綱之相關文件，透過分析資

料了解該校面對課綱變革不同層次的準備度，並加以解釋資料間之觀點相通與相

異處，取得比對基準來進行相互間的統整歸納和交叉驗證。此外，研究過程運用可

靠性、確實性及可轉換性，當作建立信實的基礎(姚美華、胡幼慧，2008)。「可靠

性」係指內在信度，乃指蒐集的資料強調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研究者將整

個研究過程與決策加以說明，以促進資料的可靠性。「確實性」係指質性研究資料

真實的程度，為研究之內在效度。本研究採三種方式來增加資料的確實性：(1) 資

料來源多元化：本研究訪談對象包含了校長、行政人員、教師等，以確保從不同角

度來瞭解學校組織變革準備度各種現象；(2) 研究同儕的參與討論：本研究經過幾

次與專家學者、指導教授、個案學校受訪者討論，不斷藉著對話釐清研究的相關概

念，並在每一次訪談後與他們進行檢討與反省，以修正訪談方向，藉此達到資料的

檢核；(3) 資料收集上有足夠的輔助工具：本研究備有兩台錄音設備，確保在訪談

過程中能確實收錄資料。「可轉換性」係指外在效度之建立，亦即由受訪者所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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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及經驗，能有效地作資料性的描述與轉換成文字的陳述。通常增加資料可轉

換性的技巧稱為深厚描述，是建立資料效度的重要方法。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隨時

做田野筆記，以利在轉譯訪談稿時，增加當時情境的回溯，並在轉譯時適時地運用

符號，表達當時的情境脈絡與受訪者的真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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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為四節，內容架構的安排回應研究目的和待答問題。第一節從訪談的逐

字稿先提供個案學校及受訪教師的特質作為背景脈絡，並說明其在課程改革面臨

之挑戰，進而佐以學校文件敘說一心高中準備課程變革的歷程；第二節則從前面的

敘說再延伸、歸納和聚焦，結合文獻探討理論，分析教師個人和學校組織的作為和

影響因素；第三節呈現個人與組織變革準備度的交互影響，然後分析學校課程變革

的具體變化。最後一節為本章的總結，摘要個案學校變革歷程，並將課程變革準備

度圖像化，提供具備視覺化的成果。 

 

第一節  學校的變革條件與課程改革的挑戰 

為提供課程發展歷程的背景，本節第一部份先敘明個案學校變革條件和受訪教

師的特質，此外，也說明他們對於新課綱的想法，引出他們欲求改變的動機；第二

部分則以時間軸為主，敘說個案學校準備新課綱的歷程。 

 

壹、 學校的組織客觀條件與教師文化 

一、個案學校的組織條件：「不山不市」的發展困境 

一心高中雖屬市立，卻有著「不山不市」特色，學校不遠之處有山有海有河，

地理位置稍偏，不過因其距離市區不遠，所以又不像偏鄉學校。學校原為國中，於

民國72年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後於101學年成立高中部，轉型成為完全中學。因

社區內有原住民部落，所以高中部每年級除了普通高中二班、體育班一班外，還設

有原住民藝能班一班。改制之後國高中教師分流，所有高中老師都是外考進到學校

服務。如此變革源自於政策的考量，特別因為當時的市長本身是在地人，鼓勵學生

就近入學，所以高中部的成立帶有濃厚的目的性。由於過去主導學校發展的權力一

向掌握在地方政府，所以當時國中部教師對於國高中教師分流並未有任何抗爭或

異議，變革的過程算是平和(訪談PH_1081013_5)。不過，長期以來學校體質孱弱，

過去在當地的風評並不佳： 

因為學校本身長期以來都屬於比較，比較發展比較狀況比較不好的一個情形。

由於學校高中部成立不久，在市立完中裡面，整個升學也好，招生也好，或者

是對外的形象，或者是大家對他聲望的評價，其實一心高中都是最弱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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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最多的。整個國中來講，我們一樣在聲望上，在外界的評價上，各方面也

都不是很好，都是比較偏弱的。（訪談PH_1081013_5） 

就學校領導能量而言，改制的第一任校長曾擔任過國小、國中校長，轉任一心

國中後，銜命將學校改為完全中學，其作風非常強勢，資源掐得很緊，不過對於學

校硬體設備有其貢獻，這位校長在102學年做完校務評鑑後就退休 (訪談

D1_1081030_28)。接任的校長同樣來自於國中，於103學年8月上任，比較像是救火

隊：「那時候我們學校，好像沒有校長願意來接這個位子，因為覺得完中比較難處

理」(訪談C1_1081021_7)。」他在學校服務兩年半後，選擇於105學年寒假退休。當

時，學校一方面執行高中優質化方案，一方面準備新課綱，D1主任擔任代理校長，

不但要帶領學校再次準備校務評鑑，還得摸索者如何規劃課程發展。回顧往事，主

任以「我還活得下去嗎？ (訪談D1_1080130_30) 」來形容代理時期的「慘狀」。 

一心高中學校規模小，資源也少。人力方面，教師編制共69人，其中23員為高

中部教師，學校代理比例高。過去兩、三年正式教師極少變動，代理老師則只有一、

兩位調校，教師人事還算平穩(訪談PH_1081013_7)。該校教師需負擔多種行政業務

或是參與多樣課程發展社群，教師工作壓力與負擔大(文件66_108學年_優質化學校

經營計畫書_5；文件67_108學年_優質化現況回報單_10)。 

我們學校其實很小，大家覺得好辛苦。每當我公假出去要去招生，或者做些課

程的時候，其實校內的進度也會影響。我們有很多是一人一科，自然就是如此，

一個化學老師，一個物理老師，一個生物老師，一個地理科老師，人員的情況

就是這樣。因為人編制小，人員少，他的負擔就好大。(訪談D2_1080121_14) 

一心在國中時期資源匱乏，成立高中部之後，教育處給予學校的資源比以前稍

微豐富，不過因為地方教育財政窘困，補助仍有不足之處。比方說，高中部自然領

域尚未設有實驗室，所以老師必須自己搬器材到教室做實驗或是跟國中部分享理

化實驗室(訪談C2_1081021_23)。廣義來說，一心高中附近的社區資源包含跨校合

作、大學、地方發展協會、社教機構、或是大臺北區域，不過在學校剛剛成立高中

部時，運用這些資源的機會尚不多。因此，爭取外部專案計畫，比方說均質化、優

質化等，對於該校發展課程有其影響性。特別是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從105學年開

始完全對準108新課綱，強力引導參與的學校落實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像這樣的

外部資源對於一心的課程發展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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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家長會應該是學校辦學的重要夥伴，但是對一心高中所在的學區而

言，國中學生家庭社經條件偏弱，問題較多，功能待強化，所以，多數的家長並無

餘力支持校務。社區中對學生期待高的家長通常是把孩子送到市區高中(訪談

PH_1081013_22)。該校直升高中部的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也都沒有很好，有單親、隔

代教養，或者領有清寒、中低收，或是父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比例很大(訪談

T1_1081021_20)；即便是從別處考進來的學生，家庭背景多屬勞動階級，家長對成

績的要求度也不高(訪談C2_1081021_25-26)。 

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生素質整體來說有待提升。不過，國中老師對於一心的國

中生有這樣的感觸： 

這邊的學生和外面的學生資質開始一樣的，但是三年落差超大，家長是一個非

常大的一個阻力，真的拖了很多。可是我帶班經驗是，我每次帶的班第一次考

出來的一定都不會太好。第一次段考就是考國小程度，我的班甚至有那種一開

始考下來跟人家差10分。但是我就會有把握在三年後，我讓他們高別人10分，

所以它就會差距20。原因不是因為我教的好，而是因為孩子們接收到的東西不

一樣。你養成他一個好的習慣之後，他們就會自己去做延續那樣的習慣，對。

(訪談C3_1081030_14) 

資質不佳但具有潛能的學生，在老師努力引導下，成長機會大。一心的師長們

知道對大部分的學生而言，學校是唯一給予滋養的園地，所以無論如何他們都願意

付出心力。然而，有些家長或學生未必領情。曾任國中導師的C3組長娓娓道出這樣

的故事： 

這邊的家長社經地位很不高，大概十個有九個、八個都沒人管的孩子的，所以

學校是他們唯一的資源。他們會希望你們就是乾脆就幫我一直留啊。可是有些

更好玩的，就是不想讓你留。他就是很怪，他就是不讓孩子念書算了，他也不

讓你留學生。我還好，可是我之前遇到過老師比較可憐，就是有家長遇到老師，

就直接上來罵他說，「你憑什麼留我孩子到7點？」就是很無理。（訪談

C3_1081030_8） 

以上為一心高中在課綱變革上路之前、直到105學年時的樣貌。總結當時一心

的條件，學校處於不利位置，雖為完全中學，規模小，編制員額受限，人力資源有

限，成立高中部後以及面對新課綱缺乏校長領導、家長支持力道薄弱、學生學習有

待提升、學校對於社區資源運用尚未到位，十分仰賴專案計畫經費發展校務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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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教師的文化：教師經歷不同但目標相近 

參加本研究的受訪教師們對於一心的發展有其情感與使命，這些受訪的老師在

準備新課綱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變革的旅程中付出不同的心力，是組織重要的

資產及學校面對變革的有利條件。熱切健談的D1主任為國中家政老師，在校年資

是17年，進入到學校就開始擔任行政職，歷練過生教組、活動組、學務主任，約6

年前接任目前的位置。雖然她年年都喊累，可是行政工作比起導師更吸引她。她表

示，十幾年的行政歷練和經驗，讓她對於決定或判斷駕輕就熟；再者，她身邊有一

群很好的人願意幫忙，所以她覺得工作很有意義(訪談D1_1081030_41)，所以樂在

工作的D1主任就成為穩定學校教務基本盤以及提供教師資源的重要力量。 

溫暖細心的D2主任為國中國文老師，在校年資18年，先後擔任過三屆國中導師

共9年，之後則在教學組2年、資料組2年，之後105-106學年又回到教學組2年，107

學年開始接任圖書館，同時負責自主學習，是國中部和高中部重要的溝通橋樑。 

任教高中數學的C1組長在一心高中服務7年，不只負責專案計畫，也負責高中

所有課務，在D1主任眼中，C1組長儼然是高中部的教學組長(訪談D1_1081021_4)。

年紀輕輕的他曾有離開一心的念頭，但卻沒有付諸行動。一方面是他覺得即便考上

臺北或新北，大概也是從行政開始，不見得會比較輕鬆；另一方面，他一直覺得在

一心教書還蠻開心，這邊學生補習的比例不高，所以不管他怎麼講，學生上課都會

試著去理解；此外，還有一個原因讓他留在一心： 

我自己還喜歡這裡的環境，因為我個人常會想去實現自己的想法。在這個環境

裡面，不管我有什麼想法，無論是我同領域的伙伴或者是學校其他的同仁都可

以比較配合。也就是說只要我有想法、我就可以去做，我還蠻喜歡這樣的環境。

(訪談C1_1081021_2) 

C2組長是高中物理代課老師，兼任活動組，今年在一心是第五年，一方面是「既

然考上了，就留下來 (訪談C2_1081021_12)」，另一方面是隨遇而安的他對於學生

有份情感，也有意願協助行政業務： 

雖然是代課老師，但有感情上的包袱。像我跟之前的班講說我至少會帶到他們

畢業。之後我又接了一個班，第四年也是導師，只是後來因為剛好學務處有一

些事情，所以主任把我找去當那個行政，所以我帶了一學期之後就下導師去接

行政這樣。也不是說我很願意跳入火坑，就我想說，其實我沒想那麼多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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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說主任來找我幫忙了，我也推不太掉，然後就好，那就接下。 (訪談

C2_1081021_13) 

另一位受訪的組長(C3)畢業於一心高中(國中部)，是一位開朗求新的國中數學

老師，曾兼任導師，目前在教務處服務。其在教育界服務總年資共14年，大多數的

時間都在一心高中，但其中有兩年的時間外考到外縣市服務，之後一方面為了就近

照顧家人、再者為了對母校有更多貢獻，選擇回到一心這個比較辛苦的工作環境。

在外縣市的那兩年間讓她感受到截然不同的學校文化和資源的不均等，比方說，新

的學校比起一心具備較佳的優勢，資源多、學生好教、教師大都屬新生代，年齡輕

和年資淺。在那所學校，放學時間一到，老師全都跑光光；課餘的時間，大家一起

聚餐。反觀，在一心高中國中部，老師在課後、甚至假日都在學校陪伴和指導學生，

相對辛苦： 

我調過去的那個學校是一個新興的學校，我去的時候才第四屆而已。學校不在

市區，但是比這邊好很多：學生資質，學校環境，家長社經背景都好。他們就

算家長社經背景很低，也很願意花大錢讓孩子去補習或安親，或者是注意孩子

在學校的表現。學校很多老師都是縣內介聘過來，年紀就跟我差不多，其他考

進來的新老師，年紀，年資都很小，兩、三年而已。但是我覺得他們很神奇就

是，五點一到，全校就空城了，就全部放學了。不是不好，就很OK啊。可是一

心不是這樣，從我知道以來，這邊無條件付出的老師非常多。…兩個學校文化

很不一樣，我也知道回到這裡來，其實是比較辛苦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地方會

比較需要我。我在原本的學校不開心啊，我每天放學都在聚餐啊，我就瞬間在

一兩個月內胖了兩、三公斤。(訪談C3_100081030_6, 7, 9) 

 

三、迎戰變革的動機：變革的必要性和危機感 

用Burke與Litwin(1992)的架構來看，驅使一心高中課程變革外部環境乃是源自

於政策規範，進而影響學校處理改革的的不同面向，組織成員對於變革的認知程度

會影響到其變革準備度，因此下文陳述受訪者對此的感受： 

(一)變革必要與認同 

過去，學校面對一波又一波教育改革，從政策理念到課堂實踐，到最後呈現的

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談到政府在現階段推動實施新課綱的必要性，或

者是否認同新課綱的精神內涵，受訪的老師分別有以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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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校長覺得一定是有改的必要，只是說改革成果、結果好不好：「如果是以全

國來講，我覺得課程變革是有必要性，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其實都太傳統了，或

者是太考試升學了、太僵化了，對。所以其實我們，是有這樣的改革的需要。(訪

談PH_1081013_9)」 

C1組長當學生的時候本來就屬於考試會考很好的那一批人，不過他也玩數奧、

科展，他以前的導師還因此念過他考得不夠好。不過他覺得數奧、科展的課程，比

起上課，給他的滋養還更多，而且他對於培訓的一些的事情還印象深刻。這位老師

他認同12年國教，因為社區高中學生雖然不比前三志願的學生，但仍具有潛能。雖

然老師們開出來的課程不會像數奧或者是科展這麼的深奧，但透過適當的課程設

計，仍可以培養學生，讓他們呈現考試沒有辦法看出來的東西(訪談C1_1081021_17)． 

D2主任認為如果推動一個政策要等到全部的老師都準備好，其實那個點也很

難實現，可能 10年後還沒辦法推，所以她認為新課綱有其必要性 (訪談

D2_1081021_17)，但對於政策舉棋不定的配套措施稍有微詞：  

這個12年國教新課綱有它的必要性，我覺得它應該要推動，但是我覺得有一些，

對我來說，我覺得它的方向是對的。可是有一些配套措施，其實我覺得做得還

不夠。就是有點操之過急。就是他好像這些東西都還沒有準備好，然後就要開

始。(訪談D2_1081021_16-17) 

T1老師的看法相似，她從老師或者學生的角度來看，認同新課綱的精神與改革，

不過她以學科角度來看，覺得數學科上路是有點倉促，並且希望配套可以再做得更

好(訪談T1_1081021_7,23)。雖是如此，她有感受到這幾年學校在準備12年國教新課

綱的努力，即便家長他們的關注的量沒有那麼大，但是學生也好，學校的老師也好，

行政也好，個都是朝這個方向。(訪談T1_1081021_23) 

C2組長則覺得他不太能去評斷此刻是否為推動新課綱的時間點，因為他覺得

現在不推，以後推，很難說哪一個時候叫做適合的(訪談C2_1081021_8)。不過，他

以自己的學習經驗來看，推動新課綱有其必要性： 

我自己在讀國中高中的時候，其實很喜歡去摸課外的東西。所以對我自己整體

來講，我是蠻贊同新課綱。因為應該可以這樣講吧，其實以前我自己在學校的

時候，讀書的時候其實會自己去翻相關的書，或什麼去找相關的資料來看，對

啊。所以說，對啊，學生應該就是要這樣子來學習。(訪談C2_1081021_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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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提到，就老師的立場，像探究與實作這樣新個課程把大家搞的霧煞煞，老

師的工作量變大，薪水卻沒變，有時候還是難免會有抱怨。但是看到學生從學習新

課程得到的收穫，就會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正因如此，他個人是蠻支持新課綱的

推動 (訪談C2_1081021_8) 。 

C3組長則覺得「必要或不必要」實施新課綱並不是問題，而是要回到教育的本

質來看。教育本來就是在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只是新課綱用的是更凸顯、更

活一點的方法 (訪談C3_1081030_25)： 

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實施新課綱嗎？我覺得沒有什麼必不必要，因為據我所知，

我自己的同學在其他不同的縣市，他們其實就是換湯不換藥。像東部的話，大

致上沒有太大的改變。還有我那有遇到一個大都市的老師，發現他們好像為彈

性而彈性；也有變得很有趣、非常好，可是好緊湊，就是很趕很趕。還有把曼

陀羅心法、心智圖還是什麼都編進來，我是不瞭解這跟跟數學有什麼關係，可

是因為他就是校本裡面有講到這些，所以一定要融入設計。我覺得課堂翻轉教

室，翻轉教室也好，它有必要性。可是彈性課程有沒有必要在這個時間出現？

這我不知道，我覺得這是個問號。我們應該這樣講，回到教育的本質，即便沒

有新課綱，其實教學應該要改變。(訪談C3_1081030_24-25) 

從上得知，受訪的教師們大多認同此波課程改革的必要性，有人從教育脈絡切

入，有人連結到自己的學習經驗，有的認為課程改革沒有最好的起始點，即便有規

範，還是有陽奉陰違的情形。所以提到「必要性」，不一定要從政策來看，而是以

教育的本質為依歸。 

 

(二)招生困境促發變革的動機 

提到課程改革，雖然說所有受訪的老師的異口同聲都提到「累呀，就是累。」

不過他們也都認知到課程變革是國家政策，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且，「不改變，

就沒有希望」也是受訪者共同的認知。 

學校發展面臨危機，不轉不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少子化的浪潮嚴重衝擊一心這

所偏鄉小校，108學年高中部一個年級只有四個班，其中兩個普通班、一個體育班、

一個原民班，平均人數在20人之下。在此危急時刻，學校將課綱變革當成轉機，政

策的導入勢在必行，也剛好讓大家趁著這個機會有改變的這個可能性，是一個契機

點。誠如D1主任所言：「當然，新課綱是不得不做，但再來就是面臨很險峻的招生

壓力啊。你要不要活下去？你可能就是要找出跟人家不一樣的特色（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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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_1081030_16）。」C1組長曾經與他的夥伴們討論過危機是不是大家願意改變的

深層原因。他們也認知到這幾年少子化對學校的影響的確很大，若只是走傳統的升

學路線的話，怎麼樣都沒有辦法突圍。所以就得有人去想一些方法做突破(訪談

C1_1081021_11)。 

此外，「改變體質」是一心想要解決的問題。D1主任分析，在地前面百分之30

的學生都到臺北及新北市，留下來的是中後端的小孩，造成學生資質分配結構出現

問題。所以他們希望在地優秀的學生可以留下來：「我們希望改變，就是這個學區

內，真的看到我們改變的人，是不是可以相信我們，不要跑了，我們倒是沒有期待

別人越區來。（訪談D1_1081030_34）」 

不過學校要突破家長對於要求成績的傳統思維，他們想要突破的努力和意圖可

能會受挫： 

有些家長只看成績可能會稍微打擊我們，但是受挫一下下又得爬起來面對，

含著眼淚帶著微笑去繼續，不然從以前挫折到現在，那我們不是已經死在路

邊了嗎？倒不是我們學校的老師有打不死這樣的一個特質，因為目前就是這

個狀況嘛。那你既然在這邊，認同這裡的話，你可能就會想要扭轉。也有人

會說，學校沒有妳不會倒，妳幹嗎那麼累？也有些比較消極的老師，或是年

紀比較大，反正就這樣。可是我還是會覺得說你會希望在一個積極有活力的

環境呢？還是大家想，「反正也輪不到我」的那種環境？所以我們希望營造

大家很積極，很有活力的環境。有活力一定會讓學生看得到，學生能感受得

到。（訪談D1_1081030_17） 

由上面看到，最終「學生」仍是所有努力的中心點。受訪的教師認為學生是他

們「改變」的動機，他們在意的焦點不在於「變革對我有何好處」，反而是「這樣

的變化對我的學生有怎樣的影響？」先以國中數學老師為例： 

我想改，對，我想改變一些事情。最大的動機是來自於學生。對我而言，這就

只是一個工作，但是我希望我的工作可以有意義，我不想要就是真的就是教死

書。其實那樣也可以好好的教過去，其實我沒有差，我可以很平穩的教完它，

然後退休，但是我不想這樣。…其實我最大的改變大概在兩年前，因為我覺得

我受不了。我想要改變這邊的孩子，我想要改變這邊，唉~就是我不想真的就

是只有這樣默默的一直在承受。就是學生一直就是這樣，我想要讓這邊的孩子

也去看看，就是他們拿到最新的東西。我不要用我十年前學的東西教他們教他

們，然後讓他們去面對未來十年，然後你就會發現我傳授的可能也是我二十年

學前的東西。所以我一直想要用最新的東西去教他們，我想要讓他們不要在一

開始就輸給別人。其實我覺得在這邊的學生跟我調到外縣市教到的學生，資質

沒有差很多。(訪談C3_1081030_1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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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個別老師「想改變」，開發課程的社群老師也如此，一方面是因應危機，

二來想要建立特色： 

老師願意組成社群開發課程，我覺得最大的動力是「想改變」。一方面是因為

課綱一定要實施，別無選擇。另外一個因素應該是生存的危機。我覺得其實像

有些國中部老師的改變，是因為我們因少子化開始減班，有的老師可能會被超

額，所以做了這樣改變。然後也有些因為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跟其他國中不

一樣的課程，透過這樣的改變我們就會產生跟其他學校不一樣的課程。然後比

較符合素養，或者是比較新穎的這些課程，然後能夠招國小端的學生進來我們

學校。（訪談D2_1081021_9） 

C2組長表示，政府沒有為新課綱增加人或是增加錢，他自己可以做下去的動力

是一來是對他所參與的課程議題有興趣，他進而表示雖然他比較沒有那麼偉大，但

對一些老師而言，另外一個原因是這樣的課程可以給學生帶來更多的滋養，所以願

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訪談C2_1081021_9) 

整體而言，課綱是政策，一心的老師別無選擇，一定要改變。根據D2主任的評

估，變革的動機約有85%是為自己跟學生，只有15%是因為政策性不得不做這樣的

改變 (訪談D2_1081021_8) 。據此歸納，一心將課程變革當成是改變學校的一個好

機會，不過老師並非為了課綱而課綱，而是以學生為中心，增能學習，藉此做出好

課程，建立品牌，留住人才。 

 

貳、 新課綱在個案學校的開展歷程 

一、摸索嘗試發展課程 

(一)課程改革邊做邊學 

一心於101學年轉型為完全中學，一開始還不知道怎麼做高中部，所以許多事

情都需要從頭開始學習、建立制度。高中部第一年的時候是把補救教學整個業務給

教務處實研組，後來優質化進以後，實研組就成為業務窗口，最後實研組主要就以

優質化跟新課綱準備為主 (訪談C1_1081021_4)。從教育部公告十二年國教總綱到

105學年這段期間，剛好是全國高中職開始起步準備新課綱的第一哩路。一心高中

受到新課綱的影響，多少有些壓力，所以被政策推著往前走。不過，當時的校長並

沒有接觸到新課綱這一塊，缺少校長的引導，教務處成為發展整體課程的火車頭，

除了D1主任外，C1組扮演實質執行的單位(訪談C1_1081021_6)，他們只好硬著頭

皮一邊做、一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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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主任背景為國中部資深家政教師，在剛開始教書時經歷過九年一貫課程(簡

稱九貫)改革，不過當時她剛畢業沒多久，在教育現場懵懵懂懂，搞不清楚九貫是

甚麼，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麼，只知道課程強調能力指標。不過，當時學校倒並沒

有那麼認真看那些指標來設計新的活動課程 (訪談D1_1081030_38)。面對新課綱，

D1主任自認高中課程「好難」，初期透過專案計畫結合校外的人脈和資源，慢慢摸

索與認識新課綱： 

一開始，我對新課綱完全不懂。我在學校起碼已經十幾年了，新課綱跟我習慣

的、或是說跟我應該知道的東西都不一樣。怎麼克服？就一邊做一邊學。我覺

得蠻好的是，那時候我們這個市剛好參加均質化，透過這個計畫拓展了跟其他

校的連結，比較知道在大家玩什麼東西，然後遇到一些好伙伴，其中一個D1主

任(現在已經是校長)是均質化的總召學校，也是我比較直接面對的窗口。他真

的很大方。後來我們學校申請優質化，他優質化寫得比較早，很好心讓我去接

觸這個計畫怎麼做，後來我有什麼問題，我就去求救。(訪談D1_1081030_6) 

就這樣，她跟鄰近高中一起針對新課綱試做些事情，一起摸索，辦過一些現在

覺得很無用的工作坊，還去臺北麗山高中取經 (訪談D1_1081030_8) 。102到105學

年間，這幾所學校在教育處的支持下，透過大學主持的計畫一起合作跨校選修課程，

由每個學校遴選一些學生，每週五下午到大學上課。留在一心校內的學生則分成兩

班，一班配一個學科上課，沒得選擇 (訪談D1_1081030_9-10)。這是學校嘗試「選

修」課程的第一步。 

之後，D1主任思量在選修課裏放兩個固定課程也不行，便跟老師們溝通，建議

用模組的方式，讓一個領域開五週的課程。「我們試著，譬如英文五週認領一下、

社會認領一下，就分配下去。大家也就摸摸鼻子說好，沒有人說不好  (訪談

D1_1081030_10)。」就這樣，領域的老師們同意設計出五週的課程，他們可以自主

規劃如何配置人力上五週的微課程，比方說一個人一學期上三輪，或是不同的老師

各負責一輪，甚至是學科老師一起上。當時，教務處會協助在選修時段原就有課務

的老師調課。這樣一來，留在學校的兩個班級在周五下午的兩堂課雖然仍沒有選擇，

但至少可以上到國、英、數開的多元課程。在「先求有、減負擔」的思路下，一心

用這種很小的微課程的概念起步試行課程，摸索特色出路，讓星期五的課程有了不

一樣的風景 (訪談D1_1081030_10) 。另外一頭，跨校選修計畫實施幾年後，因兩

個困難點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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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後來發現兩個跨校合作的困擾，第一個是車程，拉車時間太久。第二個

是每年輪一個主軸學校，除了跟教授連繫以外，還要以海洋國際串一些大架

構。當這個學校有很強烈的特色的時候，那個學期的課程會很比較精彩。我

們有輪到一學期，我就覺得我們的課太鬆散，因為我們自己在當時沒主軸與

特色可以去串聯。有的學校的科學班海洋做得很早，還有他們寫小論文的功

力也很深厚，所以他們串的主軸就很明顯。所以我們就討論，這樣輪到的感

覺都不一樣啊，那這樣子課程是沒有品質保障嘛。後來就沒有再做下去，大

家回頭在自己的學校開始積極發展特色課程。（訪談D1_1081030_11-12) 

會參與跨校選修課程，無非希望給學校添些特色。但計畫結束時，D1主任心中

非常明白，當時一心高中校內能量太小，課程發展鬆散，而跨校合作還自曝其短，

心虛不已。那個經驗讓她深深感受到，學校若是沒有建立特色，如同面臨死路一條，

如何突破困境成為她重要的課題。 

如同D1主任一樣，C1組長對於國教新課綱和一心高中都有使命感，存在著一

種感情的承諾，驅使他時時思考推動新課綱的策略。他扮演課綱推手，除了勾勒課

程架構、說服老師開課之外，還要如海綿一般不斷學習新的事物，以便於像填充泡

棉一般，哪個課程需要人力就補哪裡，等到課程穩定後抽身，再去補其他的地方。

可是他做到一個程度後，感覺繞圈子，不知道如何往下，「卡關」成為當時心境的

關鍵字： 

嚴格來說，105年的時候，我們的校長領導並沒有特別重視課程發展，不過我們

還是得以生存。但我覺得在準備12年國教新課綱，行政領導、校長領導對學校

或老師的影響，兩個意義我覺得不太一樣。行政領導可以做，可是他做到某一

個層級以後，其實就會卡關，例如說我今天要推學校特色活動，就是那個彈性

活動那邊的，或者是推自主學習，之前105卡關卡得很嚴重，原因之一是我們做

的業務，一直出不了教務處。很多處室都會覺得做課程這一塊以及其他新的東

西就是教務處的業務。 (訪談C1_1081021_14) 

以上是學校在新課綱總綱公布後到105學年為止以教務處為主，對於課程變革

所做的嘗試與準備。當時學校對於課程改革處於摸索狀況，雖嘗試進行選修課程，

但是尚未系統整合，也待突破困難瓶頸，以便建立自己的特色。綜言之，當時一心

高中推動課程邊做邊學，以「先求有」的心態，再繼續往下走，如同D1主任所言：

「我怎麼樣推動新課綱？其實之前我們也以為自己有在高中做選修課，先這樣讓

大家覺得『終於有了，終於有了』，很開心，就這樣好，當然我也很開心，好，這

樣子（訪談D1_1081030_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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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專案邊學邊做 

準備變革、邊做邊學的一心高中轉型為完全中學後第四年，開始申請高中優質

化方案，預期成效有三：強化學生競爭力、提升教師學習力以及學校特色經營永續

發展(文件52_104學年_優質化學校經營計畫書_8)。D1主任回憶，剛開始對於撰寫

計畫毫無頭緒，撰寫方案內文時需要大量參考其他學校的計畫，也搞不清楚第一期

程、第二期程的差別，還被審查委員退件(訪談D1_1081030_41)，幸好校內外有好

夥伴都願意協助，讓一心得以加入優質化的行列。 

 學校參與優質化獲得經費補助是非常實質的好處，此外，一心高中還因此得

以有機會透過外部專家檢驗學校經營的面向：在繳交學校經營計畫書時，就會獲得

審查委員對於學校發展的意見；專家到校諮詢輔導時，也會針對執行面給予許多指

導，讓一心在不同的檢核點內省、反思，邊做邊學、邊修正，這對於成立高中沒有

多久的一心助益良多。比方說，104年的審查委員初審一心學校經營計畫書後，針

對總計畫及子計畫主要具體作為就提出十餘項的建議，其中對學校教師數不多、仍

努力開設特色選修給予肯定，然而，大多數的回饋意見凸顯學校在撰寫計畫上系統

性及關連性之不足。而且，在「學校團隊動能」這一項就直接指出：「建議校長須

對優質化精神與方案更為熟悉，組成核心團隊小組，在學校願景、目標、和執行更

能緊密結合和能滾動修正。(文件52_104學年_學校優質化經營計畫書_57)」，可見

外部專家也看出學校領導功能之不足、學校缺乏系統思維執行計畫、教師動能有待

提升與強化、課程發展尚未完全對準新課綱、績效檢核缺乏明確指標等。所以，委

員建議學校強化社群，以教學研究會和社群運作方式帶動老師成長，或與其他學校

合作，一同開發課程與教學。更重要的是， 

計畫要能面對問題和突破現狀。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要能相互支持和討論，才

有利於組織學習文化的發展，並發揮領導的效力。建議未來聚焦於107 新課綱

的發展和結合。可以思考如何提出校本特色課程發展。在地文化如何和課程結

合，深入耕耘，發展成校本特色課程。(文件52_104學年_學校優質化經營計畫

書_57) 

來到104年期中諮詢輔導，進場的專家肯定學校用心結合資源經營學校特色、

提升學生就業與升學能力、發展適性多元的教學環境。此外，專家也欣賞學校提出

金字塔的整體架構，認為其可以清楚呈現學校優質化的目標和計畫，是學校優質的

重要基礎。不過，專家提醒學校，對於培養學生圖像的能力方向，應聚焦於訂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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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怎樣的學生」的具體目標，作為全校教師教學、課程發展的依據。再者，學校

質化整體架構可再加強，讓各子計畫的具體作為與落實e化、國際化的優質目標可

再更緊密連結，以便放大格局，落實執行(文件53_104學年_優質化輔助方案專家輔

導學校紀錄表_5-6)。 

經過一年的歷練，一心105學年學校經營計畫書的內容大為改進，受到專家的

肯定，如A計畫能聚焦107 新課綱之重點規劃、B 和C 計畫多能呼應優質化KPI、

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社群成為學校推動課程的主要動力、各計畫都能訂有量化與質

化的預期效益、子計畫社群能與大學建立策略聯盟，並能和產官界合作，建立特色。

惟在課程發展上，審查委員認為一心彈性學習以兩班特色班為主，其餘高中生的多

元選修只有海洋特色計畫，似嫌單薄，提醒學校未來在A計畫宜統整規劃總體課程。

此外，在學校動能部分，審查委員建議：「教師之間宜進行跨領域合作，但教師專

業社群參與人數太少，如何支持107 課綱的相關準備工作，宜再有明確的策略或行

動。計畫形成與執行中，行政團隊宜再增加自我增能，支援教師專業社群，並進行

處室合作、行政與教學合作、跨科之間的合作 (文件54_105年學校經營計畫書_a-

b) 。」 

104-105學年，正是全國高中邁向新課綱的第一哩路，一心高中在D1主任和C1

組長的努力下，邊學邊做、邊做邊學，並且透過高中優質化的外部資源，帶領學校

老師一起往前進，算是一心準備變革的預備期，人數受限制、動能待強化、課程先

求有。雖然本研究訪談的老師多數認同課程改革的必要性，也願意投入改革，雖然

優質化方案內容有進步，受到肯定，但是D1主任心中明白，實質上離「課綱到位」

還有一大段距離。 

 

二、遴選校長帶來轉機  

到105學年為止，一心高中對於新課綱的準備及發展一直缺乏校長領導，只靠

D1主任和C1組長帶領核心小組，但兩人在過程中漸漸發現力有未逮。時間來到105

學年下學期，學校剛好需要遴選新校長，在校務及課程發展需求下，他們最後選擇

PH校長自106學年起帶領學校迎向變革。校長遴選在一心課綱準備的歷程中是一個

要的轉折點，以下分別敘述校長的經歷想法和學校的考量，讓該校課程發展的故事

有更清楚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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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任校長的故事 

PH校長在教育界共27年，於高中任教，教學第三年後即加入學校教師會，之後

還有數年的時間曾借調市教師會以及全國教師會，在擔任校長前，在原校負責教務

工作，熟悉高中運作。對於願意轉換跑道，從主任成為學校領導者，PH校長表示

他就是想要發揮、再發揮(訪談PH_1081013_8），畢竟校長與主任的影響有別： 

我覺得主任跟校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影響力也都會有很大的不同。我自

己當主任時，不會覺得我對學校能夠造成什麼太大的改變，我覺得我那個改變

的力道是非常小的，非常有限，因為決定權還是得看校長。若是校長比較傳統、

或 是 無 意 推 動 新 的 東 西 ， 那 麼 主 任 也 無 法 發 揮 太 大 的 影 響 力 。 ( 訪 談

PH_1081013_36） 

PH校長之教師會背景較為特殊，教師會過往給人的印象較為激進，「是否會成

為遴選的阻礙？」他解釋，教師會給人的印象是很犀利，不過教師會的路線或者呈

現出來的給人家的形象感覺不同主要還是「人」的關係。PH校長形象溫和理性，

具備理性論述的特質，從學校教師會到市教師會擔任副理事長、理事長，一路走來

都不覺得與教師會格格不入。當然也是因該市教師會基本上走鴿派風格，不像有的

縣市教師會強勢 (訪談PH_1081013_2) 。經年投入於教師會會務讓他擁有不同的

行政歷練，接觸到政策核心及嫻熟教育法規，對於108上路的諸多政策配套及課程

教學方面知能有許多著墨： 

教師會那一塊有很多的行政歷練，因為那個畢竟不是教學，而是在做組織運

作，只不過我們的組織運作有一點比較像社會運動。我們必須大量的接觸法

規跟政策…，所以我們對法規是非常嫻熟的。我陸陸續續都有借調蠻多年：

擔任過市教師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借調很多年，在全教會借調過兩年，在全

教總也借調過一年。在地方我們應對的是縣市政府，到全國去必須要面對全

國教育部的政策，我們的對口、我們自己批評的對象也好，或者我們一起面

對的對象就是中央，就是教育部。我在這些地方都邊學習很多… (訪談PH-

1081013_3) 

PH校長溫和處事風格，嫻熟於政策法規，能夠站在教師的立場與教育主管單位

據理論述，同時曾擔任過一心高中新課綱課程設計的講座，也是該校高中優質化的

諮詢輔導委員，對於學校課程運作有深入瞭解，這樣的經歷拉近與該校教師的距離，

獲得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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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心高中的考量 

此外，一心學校於校長遴選時的政治考量也有利於PH校長這一方。學校之前的

校長比較像「官派」，都來自於國中，不熟悉高中運作，前一任校長甚至在學校服

務兩年半就退休。而一心學校轉型為完全中學沒有幾年的歷史，但教育主管單位曾

經有一兩次提出來要幫將學校轉高職，但「我們確定的是我們不想要市政府那個方

向，那方向一直是有點…轉高職，設備、師資什麼都是問題，那又會更慘，旁邊還

有一個海事都已經發展那麼久了 (訪談C1_1081021_10) 。」 

所以，此次遴選校長看得出學校對於地方主管單位之「防範」，他們擔心官方

人系進入學校，會影響學校發展的自主權： 

我們一直覺得市政府在推動新東西上給的幫助都不足。然後很多人選其實很明

顯是市府的人馬，所以如果他們進來的話，學校發展方向的比較會變成市政府

主導，可是那可能跟我們想要的方向會差很多。（訪談T1_1081021_9） 

一心高中評估，教師會出身的PH校長對於地方政府教育政策比較具有批判性

思考，會跳脫「官派型」只接受主管單位一切指令的順從模式，讓學校能夠自主決

定未來的方向。除此之外，學校核心團隊非常明白，他們需要一位能夠帶領學校推

動新課綱的校長，協助他們突破難關。T1老師對於PH校長的印象是，他是從高中

主任上來，而且一心高中108課綱的研習，一開始就由他上課，當然他對108是最熟

的(訪談T1_1081021_18)。D1主任則回憶，105學年，她和C1組長兩個人知道要做新

課綱，但是沒有方向，感覺是「繞圈圈，一直繞圈圈、繞圈圈(訪談D1_1081030_14)」。

所以在校長遴選時，她認真地分析候選人的條件： 

我們不是隨便亂找校長的。那時我是學校代表，有做假投票。我也評估要來我

們學校的校長，有哪些候選人，然後我分析他們條件。那時候，我們欠的是一

個有高中高度的人來帶領我們。(訪談D1_1081030_14) 

C1組長也是感同身受，他同樣提到大概是105的時候，做到某個程度已經開始

無法突破。所以選擇校長時，也將課程發展的需求納入考量，而且應該不只是課程

發展，那時候是對整個高中的營運都會比較有幫助 (訪談C1_1081021_9) 。 

正當學校如火如荼準備新課綱的關鍵時刻，PH校長的背景條件以及學校的需

求，讓PH校長脫穎而出，並於106學年接任該校校務。而之後學校的發展的確也證

實當初他們的確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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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領導分層進行 

落實新課綱課程與素養導向教學，對於學校和第一線的老師都是極大的挑戰。

受訪者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都曾思考自己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迎接變革，無論是

校長、主任、組長或是老師，有形無形都扮演這領導的角色。以下就針對校長課程

領導、中間團隊課程領導以及教師課程領導三個層面來呈現研究結果。 

(一)校長課程領導策略 

提到高中課程改革，PH校長從95暫綱、99課綱到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都有參與，

並且他剛好都是在教師會系統裏負責與課綱改革相關業務的窗口。他觀察課改從

以前一路發展下來，十二年新課綱整個課程落實和動能情況比以前「好太多太多太

多了(訪談PH_1081013_9)」。尤其，他認為多年前開始大學入學方式多元化，逐漸

推動申請制度、考招變革等新的制度，讓教育改革走到一個合適點更加有助於學校

的課程發展和學生學習： 

我覺得大學考招是一個蠻關鍵的地方，一旦沒有跟大學考招連著一起談的話，

這些都沒有用。所以這一次的策略，就是從政府端開始，還有所有學校的努力，

而那個策略本身其實又有一種脈絡性。因為推動申請入學，考招才有辦法連動。

申請入學有備審資料，讓學校的課程有機會進到那裡，才會活，才會有意義。

它不是為了考試，如果你只是為指考，那這個都活不了，所以這個還得要大家

的努力。教育改革一個一個脈絡，外在環境政策等等會走到一個成熟的時間點，

但是不是最成熟的，要等到以後我們回顧時，才會知道。不過，這波教改對我

們來講最有利的條件之一是，申請入學已實施10幾年。若說10年前要推考招連

動、學習歷程，恐怕社會的接受度，或連老師自己都不相信，大學當然也不相

信。10年前我們若跟大學說申請入學比考試方法好，我想大學大概很難接受。

畢竟他們想要優秀的學生，當然要用考試評斷，作為唯一的標準。現在不一樣

了，我覺得是因為這10年來有申請入學的經驗。 (訪談PH_1081013_11) 

進入到一心高中後，PH校長認知到自己的使命是拓展行政及教師團隊面對變

革的視野和能量，發揮引進資源的能力，協助教師發展特色課程，進而行銷學校準

備新課綱的創新作為，讓一心的動能可以被外界看到與認同。「學校生存的危機感」

是鞭策其戰戰兢兢掌舵的動力，讓他無時不刻思考有助於領航學校發展的方向、資

源與策略。PH校長認為，新課綱對他經營學校來說是個契機，而照顧到學生學習、

讓他們得以適性發展，是學校責無旁貸的希望工程。 

新課綱對我來講是一個契機，因為老師就是要做課綱。如果沒有課綱，要推動

這些課程，難度當然很高，因為你沒有政策去跟老師講說現在就得做。…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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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意(承擔)，我沒有要把一心變成升學學校，而是要經營品質好的學校，可

以照顧到這些孩子。屬技術型的，他就去技術型，我們也很開心，他只要被我

照顧好就好了。對，因為他在我這裡他可以學到東西，不要變壞，那比他去外

面(混)好，那就覺得很有意義啊。(訪談PH-1081013_23) 

新校長到任沒有多久，就收到教育主管單位對學校未來發展的「指示：建議一

心先轉綜合高中再轉型成技職」，他的回應正符合了當初一心的老師們在遴選校長

時的期待： 

本校好不容易建立五年普高的經驗，正慢慢地摸索出路，108課綱是學校課程

教學的契機，加上現在正在轉型原民實驗班，結合清華大學的「小清華」專班，

有機會創造成為亮點品牌。若轉向技職，對現在努力開設選修、經營社群、準

備新課綱的同仁而言，會有白忙一場的失落，學校士氣在深受打擊下，更難翻

身。我們學校沒有任何技職教育基礎，技職比普高更需要投入龐大的經費和資

源，校舍、設備設施、師資條件等，這些都是本校最弱的條件，用自己弱點進

到激烈的招生戰場上，何況技職的招生更為困難，結果恐怕令人擔憂。       

建議處裏能先進行完中技職轉型方案評估的研究報告，委託學術單位，結合完

中的轉型評估，定能有助政策推動。(文件34_1061026_106-1第三次課發會記錄-

_3-4)」 

在這樣的決心下，PH校長在新課綱上路前兩年進到一心，開始帶領學校準備各

項工作，在課程領導上面，PH校長常常在大小會議宣導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不

過，雖然新課綱有很多很多訊息、即便他對於法規制度很熟嫻，但這兩年來，他跟

老師溝通只聚焦於一件事--怎麼做出一個好課程。好比說在校務會議上，他強調課

綱變革是契機：  

沒錯，我就是這樣跟我們老師溝通，主要是讓大家有信心往前走。因為這就是

我們改變的可能，所以大家都還蠻願意推動這些新課程。「因為別人沒有，我

們有」，我就這樣跟老師講，「那我們就有機會被別人看見，因為別人不做新

課程，別人不做選修，別人不做課程改變，我們做。那我們就不一樣」。(訪談

PH_1081013_12-13) 

當然，發展課程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 108 課綱的要求高中必須開出1.2

到1.5倍的選修課程，老師不得不開課。一開始開課的時候，一般可能大概要求及

格就好，可是PH校長會引進一些行政支援，不但豐富課程的精采度，還讓學生有

呈現具體成果的機會，這是D2主任認為校長很值得稱讚之處： 

  



88 

譬如說像高中有一個課程是主題式閱讀，校長就會居中牽線把協會這些社區資

源放進來裡面。所以他們在主題式閱讀課程裡面放進訪談耆老，然後彙整成一

本書這樣，對。這本書是很具體的成果，而且透過海大銷售。這個整個信心，

整個的能見度上面，都很激勵大家繼續往前走。（訪談D2_1081021_11） 

在協助老師課程設計時，PH校長會適時、適量地給予指導。C2組長提到校長

在課程指導上的力道，他表示當老師們發展課程有問題時，PH校長就會幫忙看一

下，他不會針對學科專業去講，而是給予給予比較整體性、而非單一技術性的建議，

比方說校長會提醒老師課程架構可能有點太鬆散、或是要聚焦什麼。他認為校長跟

老師的溝通及建議等等，都還不錯 (訪談C2_1081021_22) 。PH校長說他以民主又

比較開放的心態給老師專業的指導。當他看到老師發展的課程不行，感到不放心，

就會給一點建議，可是不敢太用力，怕老師受不了，挫折感會太重，並且他拿捏次

數，大概就講一次，兩次，就不講了。(訪談PH_1081013_22） 

我會告訴他們你們課程設計要聚焦，不要太多議題，所以我提醒老師們抓一個

議題即可。例如說，你這一門是海洋生物的專題，那我就建議抓珊瑚礁就好了，

不用又要做這、又要做那。我會告訴他們，我可以找海科館的資源進來，因為

那裡面有有朋友，他們都可以協助。你就聚焦在珊瑚這個概念這樣去設計。還

有可以另外一門科也是海洋，我們就聚焦在海洋廢棄物，你不要又要海龜保護，

然後又要廢棄物，又要什麼…哇，那太多了，不得了。不用，你就廢棄物，而

且你教學生怎麼樣去把廢棄物給分類出來、怎麼去研究沙子、怎麼樣過濾出廢

棄物等。這些都有科學方法，就去學這一套方法。然後就整個課教他們這樣就

好，到最後學生能夠能夠做一個簡單的專題，是能夠提出海廢有關的分析，這

樣 就 好 了 。 我 就 是 這 樣 跟 他 們 說 ， 但 是 接 著 就 要 靠 他 們 自 己 。 ( 訪 談

PH_1081013_20) 

在組織運作上，PH校長到一心之後評估，在員額有限的條件下，還要考量意願

和專長，重組主管團隊不易，所以穩定主任層級，有助於基本盤的運作：「我們行

政都很穩定，說實在我們也沒有太多人可以讓我們輪轉，因為我們扣掉行政，扣掉

導師，就沒剩幾個人，即便要換人也沒得換（訪談PH_1081013_19）。」在有限的

人力下，PH校長也發現，D1主任、C1組長在之前就扮演推動課程改革的火車頭，

就邀請他們組成「三人小組」，每學期三人召開數次學校發展工作小組會議，在會

議上針對重要議題先進行初步的討論。三人小組的討論或決定，會以報告或提案的

方式呈現在課程核心小組，最後重要議題還會請課程發展委員會檢視，以便做成最

後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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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因為校內資源有限，導入校外資源非常重要。PH校長來到一心學校，允

諾教師們只要他們需要任何資源開發課程，他都可以協助導入 ( 訪談

PH_1081013_21)。此外，高中優質化計畫經費是學校發展課程的要來源，特別受到

學校重視。尤其從105學年開始，高中優質化完全對準108新課綱，強力引導參與優

質化的學校落實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讓學校從辦理外掛式活動轉向到發展內建

式的正式課程，這樣的外部資源的確有助於一心的課程發展：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有一些管道是可以幫助學校，並且能提高學校能見度，而

且這個方案是我們整個經費的重要來源。發展課程需要很多經費，例如社群運

作增能、老師帶學生做戶外考察、找講師進來辦理工作坊、有的老師還會找專

業的老師來到課堂上等，這些都需要這個錢，所以高中優質化這個政策對我們

十分重要。（訪談PH_1081013_25） 

其中有一個重點是優質化的經費用於校本教師增能。PH校長說明，因應新課

綱，該市教育處規劃很多的研習，要求老師一定要參加。不過，他的看法是，官方

辦理的研習很多是浪費時間，參加的老師會覺得沒有意義，而且有時讓老師養成不

好的認知，就是「12年國教推那些根本都是完全就沒用的。」所以老師出去參加這

樣的研習對學校課程發展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老師出去受挫，不如回家好好照

顧。我喜歡我自己辦理，我覺得校本有校本的需求，就把資源引進來辦理校本的研

習，否則老師會更累 (訪談PH_1081013_23-24)」。有關增能研習，T1老師認為，校

長領導風格對老師有影響，如果校長比較活的話，他會引進很多外面的力量，讓老

師在學校就可以很多學習的機會。「像現在的校長就是這樣，導入資源，更多的研

習是辦在我們學校。像禮拜三下午是數學研習，就好多選擇，我已經不知道要參加

哪一個這樣子。我們不一定要出去外面，在學校裡面就可以有學習的機會 (訪談

T1_1081021_22)」。 

此外，PH校長同時積極促進國高兩部的交流溝通，讓國中部更加了解高中部，

以利學生選擇直升。首先，此波高中階段課程變革幅度比國中部還要大，很多完中

的核心小組及課發會是國高中分開辦理，但一心高中的國高中部的老師則是共同

參與這兩個重要的課程推動組織。PH校長分析： 

國高中的核心小組或課發會要合要分，其實各有優缺點。合在一起開的缺點是，

有些國中老師會覺得你講得跟我無關，還講那麼多幹嘛？但是優點就是國中老

師會了解高中在做些甚麼。我們學校國、高中辦公室不在一塊，文化上其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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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融合，一起開會的好處是，他們還是會看到高中在課程上面的變革與努力。

（訪談PH_1081013_26-17） 

除了促進國高中教師的互動，PH校長也促成國高中學生學習的融合，尤其是社

團活動。以往，一心高中社團以前都是國中、高中兩部分別各開 8 個社團。PH校

長認為，國中生不會玩社團，而高中生因選擇性不多而感到不滿。所以他就思考把

兩部的社團合在一起，同一時間開 16 個社團，延聘外部比較有趣、比較專業的師

資進來，讓社團多元化，活力化。不過，這需要不斷討論： 

我開始成立小組，請老師找來談這件事情，就一直談，談了一個學期就解決了，

最後在校務會議通過，我們高中生非常開心。後續我發現，原來有更大的好處

是國、高中的交流後，國中部學生對於高中更有認同。我要在國中開選修課程

也是用一樣的策略，先跟老師們談談談，談一學期之後，就開始做了。(訪談

D1_1081013_46) 

從上面可以看出，PH校長用理念性的論述、概念性的引導，一方面促進校內溝

通交流，一方面一再的跟老師強調，學校如何把課程本身要做好，以便做出跟別人

不一樣的課程(訪談PH_1081013_15)。在他接掌一心高中沒有多久，的確已經開始

展現不同的課程樣貌。 

最後，談到行銷學校，D2主任表示，「我覺得我們學校老師們其實都有在做這

樣的事情。可是以前可能沒有對外宣傳，或者是把這些事情包裝。現在的校長在行

銷這方面做得很好，應該是歷屆做的最好的校長（訪談D2_1081021_12）」。不過，

她也表示，校長想要宣傳學校，讓大家可以看到亮點時，相對的就是老師的負擔就

會比較大。所以有時會跟校長建議如何取得平衡，因為路總是要走得長久一點，不

能一次過度耗損人員 (訪談D2_1081021_23)。 

PH校長的作為及策略，贏得學校行政與老師對於他的專業領導給予肯定，讓準

備變革更加順利。D1主任表示，校長106學年來到之後，開始引入一些比較創新的

工作坊或研習。大家開始看的東西多了，開展了視野，開始思考學校要做什麼？什

麼東西是可以讓一個一直沒有特色的學校發光發熱？其次，校長提升大家認知學

校生存的危機感，她覺得正是「生存」讓他們想要試著去面對變革  (訪談

D1_1081030_22)。更重要的是，有方向策略的領導者，讓一心的新課綱不是「玩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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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領導，我覺得沒有辦法(真的發展課程)，頂多就是掛

羊頭賣狗肉。譬如我們開不出這樣子的課，可能就是寫個課程名稱，但搞不好

它就是英文課或是國文課，看是哪個領域去上課。不然，以我們教務的立場，

就看那個領域老師課務不夠，由行政安排去上課，或是就是看看有沒有老師想

想多上什麼課，就讓他們去上這些課。總之，若是沒有這樣的一個領導，我們

現在執行的課程絕對不會這麼系統化。（訪談D1_1081030_39） 

D2主任則表示導師或專任老師對校長的印象會是很積極，想要做一些改變。而

她處於行政核心裡頭，更能夠強烈感受到校長的領導，PH校長對於課程改變不但

很有概念，更重要的是，「校長不是一個只說不做的人，他自己也是會投入，現在

這樣的領導比較正面 (訪談D2_1081021_25) 。」不約而同地，C1組長也有相同的感

受： 

選擇校長時，我們希望引進來一位可以引導我們朝理想的方向前進的校長。我

們選擇PH校長是對他這方面有信心，而且到目前為止，我個人覺得還不錯。一

方面，我覺得他會去整合外部的資源進來。另外一方面是他開會時、會在一些

重要場合一直提到重要理念，像是黃金圈或者是什麼之類的理論。然後至少我

會知道說大概就是往這個方向去。不過我覺得我講不準，因為我一直都是在很

核心的人物。我不確定一般老師會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可是我覺得PH校長在的

時候，會把一些目標或者方向越來越釐清的感覺。而他並不是講講這個方向或

目標而已，而是講完以後，我們可能就真的去想辦法去實現它。 (訪談

C1_1081021_10-11) 

 

(二)中間領導課程作為 

中間領導如主任和組長們，經歷過不同的校長領導，在新課綱上路前兩年的準

備階段迎進PH校長來到一心，大家深切感受新校長對校務及課程發展指導的重要

性，也很願意支持校長，共同為學校的發展打拚。對PH校長而言，D1主任和C1組

長兩人支持的能量非常重要，資深的D1主任人脈廣，是穩定教務工作基本盤的重

要力量，同時是跟國中老師溝通的重要角色；此外，校長掌舵課程發展，也非常倚

重年輕的C1組長，他是跟高中老師溝通的橋樑。當老師需要資源時，會找主任、組

長，PH校長則會固定跟這兩位夥伴討論事情，以便穩住整個課程的方向。（訪談

PH_1081013_31） 

D1主任是教師們信賴的好夥伴，會盡力運用行政資源解決老師的問題。她回想

高中部課程發展走過的歷程：106學年PH校長來了之後，對於發展課程有方法，加

上高中部招生面臨嚴峻考驗，高中老師知道一定得要發展特色，所以大家配合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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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也比較乖，比較認真面對這件事，高中選修課就比較好推動與落實（訪談

D1_1081030_21）。這樣的認知與意願，讓學校不至於等到108來的時候，演出「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樣沒有意義的戲碼。 

不過國中部的動能就小了些，D1主任運用的對策之一是給予資源。她鼓勵老師

透過申請各式專案計畫成立社群（文件36_1070118_106-1第5次課發會紀錄_2），

這些社群不一定會產出課程，不過她以民主信任的方式，並且「偷偷灌溉」這些社

群，希望日後可以開出不同的花朵： 

我們優質化的社群計畫是廣納國中老師一起來申請，我就一直鼓勵老師參與。

當他們發現透過計畫可以辦辦研習、吃吃東西，還可以出去走一走、或者是他

們想買一些小東西，不用每次問教務處有沒有錢、再來，他們也覺得計畫格式

很簡單…這些因素都讓國中部慢慢有老師申請社群。學校對於社群發展採比較

民主式及信任制的支持，我覺得社群不能強迫，但會會偷偷幫它灌溉，所以學

校的風氣就是蠻民主的。（訪談D1_1081030_28） 

但另外一方面，D1主任對於國中部的老師還運用權力掌控「訊息」以達到「威

脅」的目的。她表示，一心的教師會基本上還蠻溫和，學校老師比較天真，只有導

師輪值辦法吵到現在還沒弄完以外，學校老師比較不會去爭取或是計較（訪談

D1_1081030_31）。也許如此，所以當教育部放寬國中員額時，她並未釋放出這樣

的訊息，反而是告訴老師國中部真的有危機，期望以此強化國中部老師前進的動力

（訪談D1_1081030_22）。 

縝密慢熟的C1組長一方面是計畫寫手、二來是課程操盤手，同時也扮演「填空」

的補充劑，成為推動高中部新課綱的主力，也是D1主任左右手。他坦言學校能給

老師的資源度一直都不夠，所以有時候會很納悶，是怎樣的動力支持這些願意投入

的老師可以一直一直走下去。他說答案也許是夥伴同行，也許是學生回饋。無論為

何，他自己為了說服大家開發課程，義不容辭也跟著大家一起行動，而且是哪裡需

要人，就往哪裡去補：「我自己想法很單純，我覺得我都請大家來做，那我怎麼可

以不做？所以我自己就會去找最空的那一段來做（訪談C1_1081021_19）。」比方

說，由化學老師發展的創客課程草創期，他就是團隊的一員，遇到自己不熟的內容，

就自我增能。等到課程發展到某個穩定的程度，C1組長就會抽調，然後去支援其他

社群發展課程 (訪談C1_1081021_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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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談到如何解決人員更動對於實施課程的影響時，C1組長表示，學校目前

開出來的課，尚不至於開學後沒有人上，但社群能量大小以及課程品質管控是他們

擔心的問題： 

我在很多社群裡面，就知道有一些社群他今年能量不夠，人不在…像我們有一

個社群，做類似國際漫遊的課程，之前一開始是由英文老師跟之前的一位主任

及其他學科的老師三人共同發展。可是今年主任調校，另外兩個老師小孩都剛

出生。雖然還是有在做，但就會明顯感覺到那個力道差很多，有點像他就只是

維持著，我現在就要去確認明年的狀況。(訪談C1_1081021_25) 

若真的課程實施有狀況的時候，好比說，課程設計者無法實施課程時，D1主任

和C1組長也需要跳進去，頂著去上課。在如此極大的工作壓力下，C1組長有一陣

子發現自己身體開始有點狀況，最近也開始做些調整 (訪談C1_1081021) 。 

D2主任特別具有同理心，在行政崗位願意多做承擔。新校長到任時，她還在教

務處服務。當學校更加積極準備新課綱之際，她發現所有新增業務，包括各式課程、

自主學習、課程諮詢等，都落在教務處，所以她願意轉換到新的單位，以同理心出

發，接手自主學習的業務(訪談D2_1081021_6)。其行政歷練與情感承諾，讓教務處

多了一個可以並肩作戰的「盟友」。自主學習這一塊是個全新的業務，她也擔心沒

有辦法把它做好，只能邊走邊修正。當她積極參與相關研習時，卻發現不同的講師

所持的觀點作法有互相矛盾之處，困惑之餘，她選擇務實地消化之後資訊後，掌握

自主學習的精神跟規定，採因地制宜的方式，讓這件事得以在一心推動下去： 

自主學習就有分為兩派，一派是18周裡面由老師去帶領三周、四周的微課程，

有，然後有四、五個微課程組成。然後有一派說法就是真的完全讓學生自主規

劃這樣子。我們學校的狀況，師資少，老師負擔也大。高中來說，老師根本不

可能在這18周裡面再去生幾個微課程。所以我們目前有一點「偷吃步」，就是

讓學生自主規劃配合多元選修或者是校訂課程，在選課之後個別擬定自主學習

計畫。也就是在本來兩節的校訂或多元選修，加上自主學習變成三節課，學生

延續他們上的課程，擬出自主學習的計畫，讓多元選修或校訂必修的老師審查

計畫。師資就延續校必或多元，這樣老師負擔沒有那麼大，他還可以知道在他

的課堂上的學生接下來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老師可以從旁協助孩子加深加廣

的內容。（訪談D2_1081021_18） 

再者，她覺得在學校擔任行政，需要「民間友人」，還根據她的觀察，人情在

學校裡占很重的分量。她會給予老師貼心的安排，建立好人緣。以她以前擔任教學

組為例，當時她就會換位思考導師需求什麼？「譬如說以前的班會課在週二早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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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我就會手動調整讓導師在那天的第五節是沒有課，因為他處理班會有時候會

耽誤吃飯，至少一節課休息，給老師一點小貼心這樣(訪談D2_1081021_27-28)。」此

外，她也深知關心老師的「奇摩子」能較為順利推動行政工作。因為學校小，在業

務上她常常主動跟請教老師意見，分享想法，最後雙方磨合，做出決定。 

大校很難這樣子溝通，不過我跟老師的溝通也不是說完全站在他那一邊，而是

讓我們這個事情能夠順利推動。老師很在乎的應該就是奇摩子的問題。有時我

就直接跟他們講說，沒關係我來處理好，當然看人啦。老師他就是「奇摩子」，

老師感覺開心，就會說沒問題我來，當然有的老師還是可以就事論事。(訪談

D2_1081021_27-28) 

除此之外，深知學校文化的主任和組長扮演「教師和校長間」、「現實和理想

間」的橋樑，一方面必須全力展開新課綱的各項準備工作，另一方面必須懂得如何

務實地轉化PH校長的理想和指示，讓準備變革的速度不致於太快、份量不能過重，

以免弄巧成拙。D2主任就表示，有時候跟其他主任在討論的時候，覺得校長「什麼

都要會累死大家啊!」所以她常常扮演「壞人」，跟校長分析說理，什麼先做、什

麼暫緩。 

比方說去年年底校長指示繼續申請「身教式閱讀計畫」的時候，我就跟校長建

議暫緩申請。身教式閱讀需要各班導師配合，不像有一些計畫只要行政出照片，

把它搞定就好了。可是導師也是要參與發展課程。我就跟校長說，因為108課

程，課綱改變，課程改變，老師必須要花很多心力在改變上面，而身教式閱讀

會每一年都推動，我們暫停這個閱讀方案，讓老師能夠全心全意在這個課程改

變上面。若是兩件事都做的時候，老師們可能沒有辦法負擔，然後可能兩件事

都沒有辦法做好。校長認同既然108課綱是目前最要緊的一件事情，也要讓老

師能夠全心投注在課程改變的適應上。所以他後來有接受，我們今年沒有申請。

(訪談D2_1081021_23) 

校長接受D2主任的想法「我們不是不做，而是先做最重要的。因為人的能力跟

時間有限。如果我們要一次做完10件事情，可是都做不好，那我寧願選擇5件事把

它做好，從60分做到80分、90分。然後下一段時間再做其他的事情  (訪談

D2_1081021_24) 。」同樣的，三人小組中的D1主任和C1組長也常常接到校長拋過

來的「球」，心中雖有「好煩」的OS，不過最後還是會用真心話回應校長的發想： 

校長有些想法會先丟在我們三人小組探詢。當然有時候我們很煩，(想說)「你

不要再問，不要再提，煩死了，前面的事情都做不完。」有時候我跟C1組長說，

我們兩個都不想回會怎麼樣？好，不想回先不要回，就是無視，已讀、已讀了

  



95 

都沒有人理他。就是因為有時候雜事太多，完中雜事非常多。不過，我們還是

會給他意見，尤其校長有時候可能撒的東西比較大、比較遠、或是太困難，我

們會把它拉回來點，建議慢一點做，或是這學期沒辦法，下學期再看看，大概

就是會一步一步來。就是因為這樣，其實我們要說服大家的事情，都不會是太

天馬行空或是太不可能的。（訪談D1_1081030_23-24） 

 

(三)學校教師課程作為 

一心高中規模小，教師少，業務卻有增無減，尤其在新課綱推動之後，每個人

工作負荷都加重，苦不堪言。然而，受訪者--無論是正式老師、代課老師、在地人

或是外地人--都一致認知課程改革勢在必行，而且多數老師表達出對學校的使命和

情意，行為意向上也願意付諸行動，尤其在發展課程或是支援課程上，各司其職，

讓學校得以用穩健的腳步迎接課程變革。高中部、國中部教師課程發展的準備作為

整理如下： 

 

1. 高中部老師的行動 

一心高中部在這一波課程改革中遇到的阻力較小，D1主任回憶：「其實我們高

中部老師沒有什麼抗拒，只是說當初在討論學分的時候，曾有領域老師淚灑現場，

因為他覺得他課上不完。只有發生這樣一例，其餘的大多是順著行政端來規劃 (訪

談D1_1081030_23) 。」 

PH校長的觀察是，一心的老師們比較傳統，有相對純樸。高中部老師比較年輕，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變革不太會排斥，也比較有動能，學習力也比較旺盛 (訪談

PH_1081013_18)。受訪的高中數學老師也有相同的看法，她覺得高中部的老師年紀

相仿，容易合作。她進一步表示，為了設計新課程的增能讓她不但可以學習到新東

西，還可以將所學帶回家教自己的小孩： 

我覺得我們會合作跟年紀有關係，因為我發現這個學校同事大家年紀都差不多， 

20 幾歲到 30 歲。然後如果我們有小朋友，同事有小朋友，其實年紀都很近 ，

大概都是 3-4 歲。我們有家庭，有小孩，必較忙。工作上自己去學一些機器人

或是桌遊去引導學生，剛好小朋友也需要這種東西啊，對呀，所以也可以帶回

去教自己的孩子。(訪談T1_1081021_6-7) 

為了讓更多老師合作開發新課程，PH校長進場後，慢慢將學校課程發展的策略

轉化為「透過尋找社群召集人=>建立社群=>社群教師增能=>發展課程」這樣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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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文件17_1070426_核心小組_2）。這個方法再加上行政導入各式資源，的

確促成教師們跨科合作，也凸顯社群的重要性： 

剛開始的選修課都是單科作業，現在的感覺就是比較有引進外面的資源或是跨

科合作。譬如說國文科做的「閱讀式文本」就結合附近社區協會的力量；還有

「海洋創客」，或者我們的校本課程「程式創客」就比較是數學和化學老師結

合，因為跨科合作，社群就很有它的必要性。（訪談T1_1081021_4） 

C1組長覺得一心老師很棒的一個點是，為了發展課程，幾乎每一個老師都會自

己再去找資源，或是問有沒有外部資源可以支援。有時，當老師卡關了，校長會幫

忙引入老師們需要的外部資源，可是也有很多是社群老師自己找到外部資源進來

（訪談C1_1081021_14）。 

由於社群的關係，高中部每一門選修課程都有好幾個老師共同上課，只要有一

個老師上課，其他人都願意一起上，一起學，還不一定有鐘點費，「我覺得老師是

看到學生的改變，所以才願意做，這讓我很感動 (訪談PH_1081013_17)。」就這樣，

老師一起看一門課，然後大家一起討論，接下來如何實施這門課。剛開始老師也有

抱怨，「罵到後來他也做得很不錯。為什麼？就是做出來他自己覺得有點滿意 (訪

談PH_1081013_18) 。」的確，沒有實質報酬的事情，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投入，高中

物理老師(C2組長)表示，老師做額外的創新課程時，不一定甘之如飴，得看每一科

配合的狀況。不過他的學科喜歡設計不一樣東西讓學生試看看，所以還蠻高興之前

透過優質化試行一些他們發展的小課程，現在有時候還可派上用場（訪談

C1_1081021_5-6）。至於有沒有領鐘點費，他強調： 

就我們學校高中部的老師而言，感覺上沒有人是為了錢去開這個課程的。對老

師的影響是事情增加了，但是報酬其實不是有形的，而是比較精神上的，就是

學生給你的回饋這樣子。(訪談C2_1081021_11) 

在一心高中部30多位老師中，大多是新老師，有一半左右如受訪的高中物理老

師是代理老師。D1主任認為，「不管學校怎麼變，是真的還是假的，代課老師他們

都會配合學校做事 (訪談D1_1081030_16) 。」的確，在一心的代課老師也願意一起

「玩」課程，不過代課老師一旦離開，或是師資結構有變化，雖然共同設計課程、

備課、觀課及議課，但課程實施就會造成一些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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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一心的課程變革自從106學年起就穩健向前行，提到變革準備，受

訪的教師們對於高中部的課程準備持肯定的態度，然而，他們表示多少還是會有老

師表示12年國教那麼累，幹嘛這麼投入。而且，剛開始持反對態度、不願意加入的，

到最後還是在外圍，而願意投入的還是會繼續做得很開心 (訪談C1_1080121_18) 。

T1老師(課諮師)評估學校內部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準備度應該有就是七八成以上，不

過她對於尚未試行的課程有些擔心： 

我們有一些課程是比較成熟，有一些比較不成熟。像校訂必修至少試行兩年，

但有一些課程，尤其是明年高二學生要面對的課程，我們都沒試過。譬如說我

開的個人投資理財，都還沒試過，我們不免擔心孩子的反應。我們設計的東西，

孩子覺得可以接受嗎？覺得太簡單還是太難？不管太簡單太難都會影響到孩

子的反應，他們的回饋對於課程發展很重要。(訪談_1081021_10-11) 

從上面歸納，高中部老師年紀較輕，動能很強，工作氛圍和諧、有團隊的力量

支持大家努力增能及開發課程，還會主動引進資源，學生的回饋和表現是激勵他們

往前進的動力。  

 

2. 國中部老師的行動 

相較於高中部，一心國中部的規模稍大，教師人數較多。D1主任認為完中的好

處之一是，他們的國中部兩年前就一直在聽新課綱，研習也是以108課綱為方向，

所以國中部對於課程變革就沒有那麼大的反彈。此外，雖然國中的新課綱變化不像

高中這麼繁雜，但課程計畫與以前的格式差異極大，讓老師們寫起來很痛苦，所以

也認知到變革的現實(訪談D1_1081030_26-27)。不過正因國中在這波教改的變革幅

度較小，老師們在準備新課綱採取稍微被動的態度。 

我們學校是年紀大的老師不太願意做改變，而且有一批是目前國中部的中生代。

他們感情很好，凝聚力蠻強。當然他們不會事事都跟行政作對。我們老師跟行

政其實對立沒有那麼嚴重，但是有些狀況，他會覺得不需要、沒有必要變革。

（訪談D1_1081030_18） 

雖然國中動得比較慢，但當中也有特別積極的教師，其中的關鍵為人格特質。

好學、想創新且不甘於一成不變的老師，在沒有新課綱的時候，就會想法設法充實

自我，到校外研習。新課綱給予這樣的老師更好的機會及更廣闊的教學舞台，讓他

們可以跳脫學科教學，嘗試融入新的事物，讓教學不再只是為了考試。這樣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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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渴望積極吸取新的事物、提升知能。C3組長就是一例，在她調職到他校的期間，

「那個學校有綁第八節，那邊校長不是很願意讓我們去學新的東西，即使有其他學

校老師邀約我，但他也擺明不讓我出門，我很不解，可是我就尊重他。」她坦言，

回到一心原因之一也是為了可以很自在的去做她想做的，或是因為讓她可以在領

域時間出去研習 (訪談C3_1081030_9-10) 。 

在一心，行政的確給很大的支援，給予老師--尤其是「動」起來的老師--參加校

外研習或到外參訪學習的機會。108對他們而言是個轉機，這些老師只要看到有學

習的機會，會一起行動，然後思考如何將所學融入課程： 

譬如像我們現在為了要開那個新北資訊展，我們就會開始調課，之後一起去。

然後回來就馬上討論，這個寒假或者這個暑假，也許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課程

或互動。（訪談C3_1081030_32） 

然而，行政給老師們這樣的支援，但涉及資源分配，不免遭到其他老師們的抱

怨，質疑何以「他們能去，我不行？」對此，C3組長為行政打抱不平，覺得行政其

實蠻可憐的，並且有感而發，強調「動」的重要性： 

你知道，總會有一個聲音：「為什麼他們去、我們不能去？」問題是你們不是

沒有要動嗎？那你們又想要去？然後他們就會說：「為什麼你可以去？」因為

我要去動啊，你們又不動。其實幾乎很少有同仁看到我們在動或有一些資源而

願意一起加入，我覺得就是那個團隊的問題。（訪談C3_1081030_20） 

其實，行政在資源分配上並非只偏頗「動起來的人」。比方說，優質化的經費

不只運用於高中，D1主任也邀請國中老師建立社群，以便用社群帶出跨領域的課

程。根據D1主任的觀察，國中的社群還是傾向是領域為主體，而且並不一定向高

中社群一般以開發課程為目標： 

我們其實都是讓老師先成立社群，你要成立就先成立，然後在合理的範圍內去

經營社群。高中社群都是跟課程對應的，目前國中有社群，但尚未長出課程。

以「生活體驗家」為例，它是一個國中社群，還不是一門課，可是它未來可能

會是課。（訪談D1_1081030_27-28） 

此外，有的國中老師申請社群計畫是為了充實自我，比方說，任教國中的D2主

任透過申請社群認識高中優質化，還希望藉此精進新課綱的知能，她表示：「以前

其實很少老師申請社群，可是今年為了新課綱，有更多高中老師，甚至是國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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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了這樣的社群。像我自己就申請兩個社群，是希望能夠精進108課綱，或學

習課程上面的一些東西 (訪談D2_108121_7-8) 。」 

還有國中老師喜歡跟不同領域的老師組成團隊，以C3組長為例，她覺得「志同

道合」是關鍵：「因為其實不同領域可以激發不同的火花之外，其實真的是志同道

合，你要很多人要契合，你一定有想動，你才有辦法。不然你就會淪為別人一叫你

做、你就做。（訪談C3_1081030_20）」 

 

四、課程準備之組織運作層次分明 

從106學年新校長進場之後，一心高中課程發展有了明確的方向和進度，並大

致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由三人工作小組發想、醞釀、討論與評估學校發展相關是項；

二是在課程核心小組上報告規畫及提案討論；最終，學校整體課程計畫和相關重要

議題於課程發展委員會上提案決議。這樣的層次鋪陳合情、合理且合法的脈絡，讓

課程得以穩健發展。 

(一)學校發展工作小組  

PH校長接任一心高中之後，為了聚焦學校發展工作而成立的三人小組是課程

發展的「啟動器」，核中的核心。三人小組每學期不定期召開5-6次會議「學校發

展工作小組會議」，，擘劃發展課程的相關策略。校方提供本研究該會議紀錄文件

共9份，時間從107年10月下旬到108年11月底7，討論議題大致分為六類：(1) 課程

發展；(2) 學生學習；(3) 專業發展；(4) 資源應用；(5) 招生宣導；(6) 其他相關

事宜。三人小組決定的議題(如表12)，會先提到核心小組中成為工作報告或提案討

論，最後的建議提到課程發展委員會中決議。 

表 4-1 

一心高中學校發展工作小組會議重點 (文件01-09) 

課程發展 

1. 以甘特圖管控課程發展的節奏與速度 

2. 提供課程規劃表 

3. 檢視整體課程時數內容 

4. 討論課程評鑑指標 

5. 檢視課程輔導諮詢宣導手冊 

學生學習 

1. 討論學生社團學習活動  

2. 討論學生暑期輔導活動 

3. 學校特色班級(原民、體育)的經營 

                                                             
7 106學年即成立三人小組，惟紀錄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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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一心高中學校發展工作小組會議重點 (文件01-09) 

專業發展 
1. 規劃新課綱相關校本增能研習、講座及校外參訪 

2. 訂定核心小組學年目標 

資源運用 
1. 討論經費及師資結構問題 

2. 討論對於支持教師發展課程行政資源 

招生宣導 
1. 擬定校外招生宣導及入校體驗課程之模式 

2. 規劃校內國三直升招生宣導工作 

其    他 
1. 檢視校內重要會議議程及提案 

2. 準備高中優質化方案相關事宜 

資料來源：文件1-9 

 

(二)課程核心小組 

105學年一心高中因應高中優質化計畫中之規定成立核心小組，一開始就是國、

英、數、社、自，綜合6個領召加入，由C1組長帶領。不過D1主任表示：「我每次

核心小組我都不知道幹嘛(訪談D1_1081030_13)」。 

106學年PH校長進場之後，核心小組的組織運作漸漸上軌道。PH校長主持第一

次核心會議，就明確指示核心小組的工作任務和提出學校必須發展的特色和待解

決的問題(文件10_1060825_核心小組_1-2)，後來一整年的進度規劃，都讓D1主任

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永遠記得我對校長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來那一年，我們核心小組一整年要走的

期程、規劃跟步驟，甚至我們備課的研習等，終於清楚明確。我發現忽然間我

們學校不再落後了，在市立的學校裏面，我們可能開始走在中間，或者甚至比

較前面。我覺得校長已經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什麼，他會告訴你。很明顯的是，

他來的那一年，我們終於知道在幹嘛了! (訪談D1_1081030_14) 

除了目標明確外，核心小組的組織成員及任務根據課程發展而進行滾動式調整， 

106、107核心小組成員不再由領召組成，而是包括整個課程發展的人力。國高中老

師在核心小組一起準備課程，確認各個課程和願景的關係、討論課程的資源需求、

規劃學生如何選課等，故當時核心小組成員較多。今年(108學年)C1組長跟PH校長

討論後，依校長建議縮編核心小組為6個人左右。(訪談C1_1081021_21)。 

因為這次課程改革對高中的挑戰很大，所以核心小組討論的內容大多跟高中有

關，對此，被邀請到核心小組的國中老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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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國中老師，我在核心裡面，覺得核心放入國中有一個優點就是，國中

老師看到高中做什麼，我就會想如何仿照高中做一些改變。我覺得這是一個刺

激來源，如果核心只有全部高中老師的話，其實國中老師也不知道高中老師在

做什麼，然後也沒有刺激。(訪談D2_1081021_20)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學校教師員額數不多，高中部的老師即便不在核心

小組，也都在課程發展的社群中，所以對他們而言，是否為核心小組成員差異並不

大。 

總之，從歷程看來，核心小組有了方向，每年都有工作目標，高中部的老師終

於有了帶隊的艦長，在課程發展的航道中，穩健向前。研究者彙整一心高中從106

年8月到108年11月底核心小組會議記錄共32份 (文件10-31) ，做成摘要表(附錄四)，

從中可以看到課程發展的重要軌跡： 

1. 106學年：第一次核心小組即確認108課綱18項工作時程規劃、以黃金圈凝

聚共識目標，之後逐步確定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彈性學習、課程地圖等，

同時討論師資結構； 

2. 107學年：發展高中多元選修、校訂必修、國高中彈性學習、高中自主學

習、學生圖像指標、108-110高中三年時數表以及探討國中部與高中部六年

一貫的連結策略； 

3. 108學年：確定學生圖像核心指標、探討維繫社群之策略、課程資料搜集

(課程規劃、教案、錄影)、再探發展六年一貫經營方式、109-111三年總體

課程計畫、課程評鑑、補救教學、探究與實作、特色課程和素養評量。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 

課程發展委員是決定課程架構、時數、內容、評鑑的重要組織。本研究共收集

到一心高中自106年8月到108年11月底為止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共29分(文件

32-51)，這些紀錄的摘要彙整如附錄五。 

學校每學期約召開4-5次課發會。重要的課程相關議題，如時數安排、課程計畫

等，經過課發會之後，才算具備合法性。一心高中每學期第一次課發會在開學前或

第一週召開，較為特殊之處為每年在這會議都提兩個案子，一為「協助行政減課節

數」、二是「學期領域對話討論事項」。討論減課節數是為了盤整學校人力，依據

法規及學校任務安排協助行政人員，進而減課。以108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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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此提案除了條列減課人員及節數外，還加以說明減課原則：「本學年新增加

校外常態性招生工作協助(至國小、國中端帶社團、課程等，規劃以每週出門次數

加上每學期達到1/2週次的協助量，每次各減1節)。(文件49_ 1080905_108-1第1次課

發會紀錄_3-4)」由於資源有限，學校用另外的方式回饋其他付出額外時間指導學生

學習的老師，如協助科展、小論文及球隊練習等，則以簽呈方式每週補休半天。 

「領域對話討論事項規劃表」則條列行政對於領域會議在一學期內共同討論的

事項，提供教學研究會聚焦之內容，並配合學校重要發展方向，這種「由上而下」

的引導有利於教師循序漸進準備課程變革(文件32、37、42、45、49)。其中有些議

題偏向例行課務的討論，但多數為教師專業學習成長和對話分享。不同於核心小組

和課發會，國高中教學研究會分別召開，除了討論行政端提出的議題之外，還會根

據自己相關的工作進行分工，分配他們的教學、評量、活動任務分工。好比說，國

中發展彈性學習課程或高中研發校訂課程，都會利用教學研究會進行討論。但是只

有在教學研究會討論課程是不夠的，所以各領域還會再另外找時間聚會。在「領域

對話討論事項規劃表」的下方，一定加註一行字：「歡迎領召在每次領域對話，留

紙條給校長告知地點、日期、時間。校長會不定期去和領域對話喔!!!」顯示校長留

給領域開會的空間，但又樂意參與老師們的討論。這樣的溝通方式，以及校長對於

課程與活動的參與，受到老師們的喜愛。 

而且我覺得校長其實蠻好是，他對課程對活動對老師，對學生的參與度是非常

夠的。所以老師們就覺得有些東西讓校長知道，或者校長邀請，他們其實也是

蠻開心的。(訪談D1_1081030_24) 

從106學年開始，一心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根據新課綱的工作期程，逐一通過重

要的課程計畫、公開觀課實施計畫及記錄表、自主學習要點、選課輔導流程、選課

諮詢手冊，還於107學年第二學期修正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文件48_107-2第4

次課發會紀錄_4-6)，讓課發會的運作更符合新課綱的需求。 

 

第二節  個案學校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之作為及影響因素 

本研究訪談對像除了校長外，有行政及教師、有正式及代理、有國中及高中、

有核心小組及非核心小組的成員，有資深及年輕老師。本研究從他們分享的故事中

歸納，這些個人都對推動課程變革都有影響和行動力，這符合Hanson(1996)「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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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可以是變革推手」的主張；這些推手編織的故事也打破By等人(2016)提到「變

革領導」的三個迷思，也就是說，一心高中的變革並非只仰賴一個英雄，雖然他們

歡迎有高度視野的領導者，不過也認知光有領導人是不夠的，所以他們個人的貢獻，

描述出一個獨特的故事。以下分別說明這些受訪者個人致力於準備新課綱的取徑

和影響個人配合課程變革的重要元素如下： 

 

壹、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個人準備度和重要因素 

一、面對新課綱的教師個人準備度 

一心高中為一所完全中學，在此波課程改革中，高中老師的動能比國中老師還

要高，主要是成立不久的高中招生面臨極大的挑戰，不變不行；其次是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在高中階段的課程變化比國中階段還要劇烈。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剛好成為

一種學校存活的一個契機。就個人效價分析結果來看，當被問到課綱對他們的影響

時，受訪的教師異口同聲課程變革讓他們的工作增加許多，負擔相對更為沉重；錢

少事多，所以：「剛開始持反對態度、不願意加入的人，到最後還是沒有投入。外

圍的還是在外圍，但是願意投入的則繼續做得很開心(訪談C1_1081021_18)。」當然，

投入的老師們對於「任務多重、沒多領錢」還是會稍有抱怨，就如C1組長所言：「其

實不管怎麼樣，大家還是會一直在討論錢…主要是人不夠、錢不夠、時間不夠，一

定都還是會這樣 (訪談C1_1081021_18) 。」更深一層的發現為，這些老師關注的不

在於自己的利益，而是發展課程與學生學習。如同受訪的組長表示，講到錢的時候，

老師並非是為自己爭取福利，而是希望爭取資源用在規劃或執行課程。而提到學生

學習，有的老師期待課綱可以有更好的配套，以維護學生的權益 (訪談

T1_1081021_7-9)。 

受訪的教師們--無論是來自高中部或國中部，無論是行政或教師--一致認同變

革的必要性，並且願意付出行動，進行變革。教師們願意開課，但就個人效能來看，

教師面對這次的課程變革能量不一，如PH校長說：「以高中部來講，大家對於新

課綱都很願意投入。只不過說大家的負擔很重，或者是能力不見得能夠，因為要開

課嘛，開課涉及到專業發展的能力。這個部份可能是老師需要另外需要協助或加強

的部份 (訪談PH_1081013_7) 。」受訪的老師們在「增能」準備上，有以下不同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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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他們被薦派參加教育主管單位辦理的研習，這些研習多數是對於新課綱

的官方宣導，當他們收到矛盾的訊息，採取的應變方式被他們稱為「偷吃步」，好

比說，負責高中自主學習的D2主任就用因地制宜方式，讓自主學習跟多元選修或

是校訂必修結合，一方面減輕老師負擔，二來是提供學生可以諮詢的師資(訪談

D2_1081021_18)；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針對於課程是否可以與學科知識連接連結

這一件事，在時間壓力下，就參考其他學校的資料來修正課程計畫，重點是「做自

己可以做的」(訪談C2_1081021_09)。 

有時，他們主動呼朋引伴參加校外的工作坊或展覽，帶回所見所聞，努力融入

課程設計。現在，在校內也可以學到很棒的東西，誠如國中數學老師說：「以前都

不能放任我去開研習，不能…就是我都只能去外面啊，可是我現在可以請一些很厲

害的老師來。(訪談C3_1081030_32)。」此外，藉著參與高中優質化，教師們可以參

與許多主題式工作坊，如計劃撰寫培力工作坊、彈性學習及團體活動工作坊、自主

學習意義與實務工作坊、選課輔導手冊工作坊、系統思考工作坊等(文件66_108學

年_高優經營計畫書_3)。尤其新校長進場後引進許多創新的校本研習，如黃金圈、

課程設計工作坊、素養導向工作坊等，教師個人從中感受到「從內變革」的核心價

值，以及提升課程教學上的知能。 

除了增能外，由於學校員額編制小，受訪的教師們也感受到單打獨鬥無法持久，

所以採用「一起來」的策略，尋求志同道合的夥伴，組成社群，共同設計課程。一

心的教師社群為開發課程的核心單位，他們不但共同備課，還排開課務共同觀課，

讓自己熟悉課程的運作，如此萬一有人員變動，課程還是可以延續下去 (訪談

T1_1081021_5-6)。這樣的作法看似增加教師的工作量，不過好幾位老師都表示「發

展課程」賦予工作新的意義，他們從中收穫不小。此外，教師還以個人的力量和人

脈引進校外資源，也是增加課程設計能量的另一種方式。他們結合社區或大學，創

造出學校特色課程，並且逐步推廣，慢慢受到重視與肯定。 

從本研究受訪者面對變革所採取的行動做為來看，他們已成為Fullan(1993)眼

中的變革推手(change agent)，以個人專業發展做為準備變革的基礎，而且從行政的

引導讓個人能量拓展到社群、學校逐漸形成學習型組織，這樣的路徑與管理大師

Senge等人(1999)的主張不謀而合。不過，從個人故事也得知，「面對變革，不動的

人還是不動」，學習與變革尚未全面到位。目前一心高中是否能以這些變革推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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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共同突破Senge和其同事(1999)在《變革之舞》一書中提到的「死忠派與不信

任者之間的拉鋸」這個困境，持續發揮動能的影響力，值得關注。若可以挑戰成功，

不僅是個人、連同組織都會會形成一個具持續發展性的生態系統，以更大的能力和

韌性來面對變革環境的各種遭遇和挑戰。 

 

二、影響個人配合新課綱的重要元素 

本研究分析影響個人變革準備度的因素之結果大致與許多學者的主張吻合，不

過放到一心高中的脈絡下，有其特殊性。以下就心理態度個人特質、、變革效能和

變革效價加以說明。 

Oreg (2006)主張變革態度由「認知、情意、行動意向」組成，雖然Piderit(2000)

主張變革態度錯綜複雜，不過從一心的故事呈現一個正向樂觀的態度趨勢。認知層

念上來說，教師們大多認知到政策出發的課程改革沒有選擇、勢在必行，也認同課

程變革的精神與理念。更重要的是，在少子化的威脅下，大家明白此次課改是扭轉

劣勢的契機；情意方面，受訪者雖然承受到課程改革帶來的壓力負荷，「紛紛喊累」，

但是對於目前在做的事情感到有意義，「玩得很開心」，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及

認同；在行為傾向上，他們這一、兩年對於變革所付出的精力和行動，提供學生多

元豐富的發表舞台，讓學生展現實作成果的機會，種種改變慢慢得到內外部正面的

回應，這些都提升個人變革準備度。 

除了心理態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個人的年紀、個性、職務、職涯經驗

等個人特質和變革準備度都有相關，但影響的程度有差異性。就年紀來說，一心的

國中部的教師年齡層偏高，高中部都是年輕老師，對於變革顯然較有心理及行動上

的準備。國中部動起來的比例相對低的多。C3組長表示，國中部的老師年紀偏大，

遇到新課綱用期待老師用比較「活」的方式教育學生解決問題，但對學校裡面五、

六十歲的老師而言，難度極高，改變不易 (訪談C3_1081030_26) 。不過，她參加

的社群成員都是國中老師，跨越領域，也跨越年紀，其中有年紀大她一、二十歲的

資深老師，也有年紀相仿的的夥伴，大家志同道合，共同前進。由此看來，年紀大

的老師未必不會改變，年紀輕的老師也不一定會跟著動，人格特質反而扮演比較重

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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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本研究共訪談七位師長，三位男性、四位女性，教學年資從6年到27年。

從訪談過程中，感受到七個任不同的個性：PH校長穩健親和、D1主任熱切健談、

D2主任溫暖細心、C1組長縝密慢熟、C2組長隨遇而安、C3組長開朗求新、T1老師

婉約耐心。雖然個性相異，但這七位受訪有兩個共通點：(1) 對於變革的因應風格

都很接近，認知到這波課改對於學校的重要性，皆以開放樂觀的信念擁抱變革。(2) 

雖然受訪者都覺得目前工作充滿挑戰，非常辛苦，但是認同其價值與意義，並滿意

現況，這也成為提升變革準備度的重要因素。 

就職務而言，七位受訪者各自在不同的崗位上付出，他們每個人是變革推手，

正向積極，超越自我，靠內在驅動改變，試圖增進學校能量。他們是Quinn與 

Sonenshein(2008)眼中正向的特異分子，以扭轉現行的制度為目標，贏得他人理解

與信任，讓更多人投入共創新局，他們證明領導並非專指特定的功能或正式的職位，

從校長到老師都扮演重要角色。PH校長認知到自己是學校領導的靈魂人物，以較

寬廣的格局帶領變革，是一心近年轉變的一大助力。中間領導如主任們和組長，深

切感受到校長在課程領導上的力道，全力支持，還扮演實踐理想和務實操作間的橋

樑，他們懂得如何說服領導「做好一件事勝過同時做好多事」，讓準備變革的速度

和份量得以配合學校體質穩健進行。受訪者中還有教師領頭羊，他們都曾帶過班，

現在分別擔任導師兼任課諮師召集人或是行政組長，並且參與社群，研發課程。他

們共通性是，不約而同地非常聚焦於變革對於學生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職涯經驗比起職務對於一心老師們準備變革有更深的影響。這些

經驗包括在校內有過不同的行政歷練，如D1主任、C1組長以及D2主任；在校外不

同的單位或學校服務過，如PH校長、C2組長、C3組長及T1老師。他們以開放的心

態，讓不同的經驗淬鍊自己的心智與知能，慢慢內化為自己的信念。「破框」的意

象不斷在故事中出現，為個人為組織，「想改變」成為共識。而集結這些人的力量，

方得以讓一心稍稍突破重圍，嶄露頭角。其中最鮮明的故事為曾因為先生工作異動

而調到外縣市任教過兩年的國中數學老師： 

我以前是很乖的，哈哈哈，我以前非常安靜，就是老師叫我幹嗎，我就幹嗎，

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因為我是這裡畢業的，所以對我來講我就是…就是頭

都要比別人來得低一些。…可是我回來之後，我就會開始慢慢思考…尤其我自

己在那邊去研習的時候，看到很多人都已經跨出去在那邊翻轉，為什麼我們還

在這裡這樣子？如果我沒有出去的話，我還是會動，但是不會跳那麼快。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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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嘗 試 去 做 ， 但 就 是 會 比 較 … 的 確 會 比 較 慢 ， 因 為 刺 激 太 少 。 ( 訪 談

C3_1081030_28-29)。 

綜整以上發現，不同的個人特質如年紀、個性、職務、和職涯經歷對於變革準

備度都有一定的影響，只是程度不同，這個結果與羅奉文與李誠(2001)對變革抗拒

和Phillips(2017)對變革準備的研究稍有差異。在本研究中，年紀雖然對於變革準備

有影響(年紀大的比較不容易改變)，但並非關鍵因素，人格特質扮演的角色較為顯

著(開放、熱忱者較容易迎接變革)。職務方面對於變革準備的影響乃在於不同職務

有不同的使命，只要信念一致，在哪一個位置並非重點。比較之下，職涯歷練對於

變革準備度的影響更甚，尤其是當人格特質較為開放，具備較成熟的反思能力的老

師，會積極思考如何突破困境，實踐教育最根本的理念。 

除了個人特質之外，研究發現教師個人效能和變革效價同時影響變革準備度。

這些老師個人效能的故事處處應證Bandura (1977)四種建立自我效能的信息，有的

老師憑藉著自己過去成功或失敗的經驗累積增進自我效能感；有的則藉由觀察別

人的優秀表現類推到己身的效果，見賢思齊而提升個體的自我效能；有的受到他人

的鼓勵、評價、建議、勸告，進而強化自己擁有的能力的信念；還有老師因為處於

高壓力而引發身心的疲勞與焦慮，降低自我效能感，但在調適之後，仍正向往前。

最後，這些老師對於課綱變革的效價與Holt等人(2008)的主張非常不同，在人少、

錢少、事情多的情境下，他們對課程變革的反應不在於「這對我有何好處？」，也

不在乎是否能在改變的過程中有被公平的對待，而是關心學校未來的發展以及學

生學習的效果。此外，變革效價直接影響變革承諾(Weiner, 2009)，一心教師對於變

革的承諾大多出於Allen與Meyer(1990)所稱的情感性承諾，他們對於組織或變革的

承諾並非因為物質利益，而是源自深厚感情依賴、認同和投入而所表現出來的忠誠

和努力工作。 

 

貳、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組織準備度和重要因素 

一、面對新課綱的學校組織準備度 

轉型為完全中學的一心高中受到地理位置、社區環境、少子化衝擊以及缺乏領

導等種種因素的影響，限制學校發展，招生不易，前途未卜，連教育主管單位都要

求該校評估未來轉型為職業學校的可行性。不過學校老師明白，再度轉型對於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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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並非有利，所以105學年下學期趁著校長遴選的機會，選擇一位有高中經驗及

高度的校長來領導學校前行，整體組織準備新課綱的作為如下： 

第一，發揮主要支持的力量：學校鼓勵教師成立社群，一個社群代表一個可能

的課程，D1主任以高中優質化的經費灌溉社群，信任包容，即便還開不出美麗的

花朵(課程)也耐心等候(訪談D1_1081030_28)。學校全力支援有產能的社群，提供老

師充實知能的機會，拓展教師的視野：「我們就是跟著去，校長帶著我們去聽啊，

去看。其實可以看到很多蠻有趣的，真的 (訪談C3_1081030_24) 。」此外，學校為

課程引進不同資源，豐富學生學習的成果，甚至安排師生出國發表 (訪談

C1_1081021_16)，也吸引媒體對於該校特色課程的報導(文件68)，提升整體組織的

能見度及自我效能。 

第二，持續宣導外部訊息：這兩年，對於外部訊息的處理，學校領導對於108

新課綱採取的策略是高倡導，掌握Armenakis(1993)對於訊息的處理，讓學校教師認

同變革的必要性。D1主任回憶，PH校長最厲害的就是從106開始，在大大小小所有

的會議「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大家一直聽到108、108，洗腦了兩

年，不但高中部，連國中部都知道「要變、要變、要變」(訪談D1_1081030_25）」。

對於內部的溝通，學校則運用Armenakis(1993)所主張的「說服式的策略」，D1主

任通常負責國中部，C1組長負責高中，校長則是「會在某一些關鍵時刻的時候，他

會找比較難溝通的去溝通，或者是的他會就是找大家一起來確認這件事情是要做

的這樣子 (訪談C1_1081021_9) 。」 

第三，促進內部溝通交流：學校還不斷促進國高中的對話與交流，提高國中教

師對於高中部的了解與認同，並且轉化既有的文化氛圍，有利於學校的轉型變革。

以核心小組為例，雖然這是高中優質化的一項要求，可是該校使用的策略是國高中

共同參與核心小組，D2主任提到這樣的安排得以讓國中老師從中思考如何轉變，

是很好的刺激。在這樣的脈絡下，部分國中老師受到高中課程發展的影響，以社群

的力量共同學習，並結合過去指導學生的經驗(如小小導覽員)、與大學合作的課程

(如桌遊)、或是教師個人專業學習(如數學電機)，於108學年開始實施跨班選修課

程。 

第四，積極推廣宣導課程成果：一方面吸引校內國中畢業生選擇直升，二來對

鄰近國小、國中推廣學校特色課程，讓外界漸漸對他們刮目相看。招生宣導從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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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體驗到以課程為主軸，對該校是創新的作法，增加行政及教師團隊的工作量，

可是大家認知到「不做不行」，還有看到這樣的宣導方式的確收到效果，所以在108

學年持續安排這樣非常耗力耗時的工作(文件30_1081017_核心小組_1)。 

一心高中整體組織準備新課綱的作為如同Shea, Jacobs, Esserman, Bruce與

Weiner ( 2014)所見，是一個動態的歷程，受訪者都覺得學校在動能和知能有進步，

學校整體準備度中上，而國中和高中部的準備度也不同，個人差異性就更大。D2

主任從學校整體來評估一心這一兩年準備108新課綱的文化氛圍，大家的用力的程

度大概有6.5到7分，她同時認為，高中的投入度的話，大概可以到8-9分，可是國中

因為變動並不像高中那麼多，所以國中大概就是5到6分，甚至是4到5分這樣子(訪

談D2_1081021_5-6)。」 

總言之，高中部因為研發多元選修和校訂必修的課程，加上校長專業領導及專

案計畫專家意見，讓高中教師團隊能量攀升；國中部動起的來教師比例極少，年紀

大的老師對甚至對於會考題型的變革可能還處於「無感」狀態；然而，變革意願高

的老師在社群扮演領頭羊的角色(訪談C3_1081030_18)，未來國中部效能是否夠隨

著社群能量的擴大而增加，值得持續關注。 

 

二、驅使組織推動新課綱的重要元素 

影響學校組織課程變革準備度因素同時源自外部和內部。「外部環境」的險峻

是驅使一心高中推動新課綱的關鍵元素，換句話說，即便沒有政策規定，一心面臨

存或廢的關口，勢必需要採取行動。所以，對於領導團隊來說，危機意識是啟動變

革的開關，而國教新課綱在這時機給予他們扭轉劣勢的機會，所以課程改革剛好提

供一個組織推動變革最合理、合法又適時的切入點。除了危機感之外，本研究分析

其他影響組織變革準備的因素還有文化氛圍及學校資源(包含教師、學生和家長、

社區和專案計畫)、組織效能和組織效價。 

就文化氛圍而言，PH校長及幾位受訪者都認為一心高中在新課綱準備期間，漸

漸發展出正向文化氛圍，有利於推動課程改革。根據Burke和Litwin (1992)，氛圍是

個人對於組織如何管理他們以及他們如何有效與同事完成工作的感知。一心的教

師社群以互助共享共學的方式實施課程，彼此補位，他們感受到融洽的氛圍。此外，

組織信任對於提升變革準備度十分重要。受訪者充分表現對於教師與行政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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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水平信任及垂直信任潤滑組織運作，有助於提升變革準備度(McCauley & 

Kuhnert, 1992)。一心以社群運作強化對於同事的信任，促進老師們的認知、情緒和

意向的準備度，證實Zayim與Kondakci( 2015)在這方面的研究。 

文化是深入組織的信念與價值(Burke & Litwin, 1992)，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不同

的變革接受度(Abdul Rashid et al., 2004)。雖然一心的學校文化漸漸轉型中，不過，

創新組織文化比營造融洽的氛圍困難許多。文化由價值和結構等不同的元素交織

為龐大又影響深遠的概念(Combe, 2014)，而臺灣的教育改革往往受到太多政治社

會因素的干擾，一心學校文化是否能夠持續正向發展，仍需要時間來證明。 

就內外資源來論，一心高中的學校規模及地理位置都處於劣勢，尤其是校內人

力資源，因編制小、代課比例高，可能無法順利推動課程改革。不過，小校的規模

讓教師容易凝聚(訪談C2_1081021_5)、教師也認知到單打獨鬥無法因應新的變革，

故即便教師員額少，仍是發揮極大的力量。結論是，一心在這波改革歷程，聚集極

優秀、有熱忱的人力資源，以小博大，即便人員變動仍是隱憂，但展現的成果超過

自己的預期。 

就學生素質來看，一心的老師們表示，無論直升或外考進來的孩子，學術表現

都不會很亮眼，不過他們在這所小校的優勢是有很多表現的機會，可是相對通常一

個學生要當好多人用。除此之外，學校對於訓練學生表達很用心，所以國中到高中

有很大的改變，是在自信的部份 (訪談D2_1081021_14-15) 。C2組長表示，過去為

了提生學生在學科考試上的表現，還蠻想做什麼，但是又有點無力感。現在透過開

發課程，少了學科分數的壓力，反而更能去想除了成績，老師們還可以帶給學生什

麼，課程內容就比較貼近那種真的實際想要的東西，「學生也很喜歡，至少跳脫學

科性，他反而比較沒有壓力，可以比較投入這樣子 (訪談C2_1081021_5) 。」國中

的數學老師觀察到，高中部在課程發展上提供很多讓學生展露的舞台，譬如學生可

以在高中時期就自己出書，也可以把導覽做得很好，高中部的課程對學生來說都是

非常有意義(訪談C3_1081030_33)。與生活結合的課程增進學生自信與能力、無形

間提升學生的素養，一心高中對於學生的涵養，已符合新課綱的目標之一。 

家長人力資源對一心高中而言是匱乏的，有此認知，學校也不會對家長在協助

校務發展上有過多的期待，而是更加積極連結外部資源，如爭取競爭型計畫，導入

鄰近的社區協會、海科館或大學資源，以滿足課程發展軟硬體上的需求。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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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心高中發展課程有其影響性，如高中均質化給予一心跨出自己的範疇與其

他學校合作，雖然這樣的合作最後並無實質的效果，但拓展了中間領導的視野與反

思；此外，高中優質化則促使學校從辦理外掛式活動轉向到發展內建式的正式課程，

尤其從105學年開始，高中優質化完全對準108新課綱，強力引導參與優質化的學校

落實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這樣的外部資源的確有助於一心的課程發展。 

最後，為了瞭解受訪者對於組織準備度其他重要因素的看法，本研究除了訪談

外，還個別請他們用組織的角度思考來回答「組織推動變革準備度問卷」上的題目

(附錄三)。這些題目源自於Weiner(2009)的理論，總共有四個面向：組織變革效價、

組織變革承諾、組織變革資訊評估及組織變革效能及。受訪者回覆摘要整理於下表： 

表 4-2  

受訪者對於組織推動變革準備度看法彙整表 

變革面向 整體評估 重要觀點 

組織變革 

資訊評估 

這個面向涉及課綱變革所需

的設備、專業、時間、技能、

資源、訊息等相關，受訪者整

體回答「不同意也不反對」的

比例較前三個向度要高許多。 

時間、資源、設備等項目乃

受到客觀條件限制，所以成

為組織變革準備度要突破之

處。至於加以強化專業和訊

息處理，則是可供學校參考。 

組織變革效能 

整體來說，七位受訪者對於該

校組織變革效能給予中高以

上的信心肯定。多數的老師對

於組織實施新課綱時，可以讓

成員投入、支持他們適應改

革、夠順利協調工作、能夠持

續推動新課綱感到有信心。 

雖然大家對學校推動課綱的

方向和作法頗有信心，不過

對於未來則沒有全然把握。

這一點和訪談資料完全吻

合。 

組織變革效價 

所有的受訪者對於組織變革

效價的評估也是正向偏高。多

數認為課綱變革與學校價值

相容，認為新課綱變革對於學

校及社區有幫助，會讓事情變

得更好，他們認為組織重視課

綱變革。 

受訪者的回應與訪談結果相

似，一心認同變革價值，最

重要的關鍵為學校存亡之

際，課程改革是扭轉劣勢的

樞紐。 

組織變革承諾 

八成以上的受訪者同意學校

多數的老師(含行政人員)承

諾、並且想要實施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大多數的老師認為組

織成員受到激勵而願意實施

新課綱。 

PH校長雖然認為該校教師

對於組織變革有承諾，不過

他認為學校老師在這一次課

綱應該是半推半就進行改

革，對於教師想要推動課程

改革這個說法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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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一心高中教師認為課程變革具有意義，願意承諾，對於學校推動

課綱也具有信心，不過需要再提升變革資訊評估的項目，如充實設備、善用時間、

提升技能、引進更多資源等，方可更加提升組織變革準備度。 

 

第三節  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交互作用及影響 

綜合第一節的歷程和第二節剖析，本節前半段先以陳佩英(2020)的系統變革動

能概念模型來分析一心高中「個人準備度」和「組織準備度」的交互作用，接者從

中萃取出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加以說明，最後則帶出一心高中課程變革在這樣的

交互作用下所展現的具體變化及未來發展。 

 

壹、 「個人準備度」和「組織準備度」的交互作用  

學校組織變革不僅僅是在例行工作上增加新的任務，也需要教師採取新的行為

及改變心智習慣，對於教師的認知、情意產生相當程度的張力。改革者相信創新作

為將會改變老師、進而改變組織，不過其實老師反過來會改變改革，其中一個因素

是老師會選擇性實施改革。與其將這樣的「變形」當作問題，不如將其當成機會，

讓變革隨著學校本身的需求和知識轉化，成為混合形式，讓變革目標成為假設的藍

圖，而非固定的標的，這也讓分析「個人準備度」和「組織準備度」的交互作用有

其困難度。 

雖然評量準備度並非易事，但本研究依據訪談文字稿和文件等資料，將一心高

中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發展放到陳佩英等(2020)的概念圖中，試圖以動態的方式呈

現進展的變化(圖4-1)。圖中藍點代表組織準備度之變化，紅點代表高中部個人準

備度之動態，橘點則為國中部個人準備度之狀態，點狀大小代表在該象限的狀態，

大者、實心點表示動能強，小者、空心點代表還須觀察後續的發展。藍色和紅色兩

條直線的箭頭個別標示組織和個人準備度的走向，實線部分代表穩健發展，虛線則

表示尚未到達穩定的狀態。紅色箭頭表示個人變革準備度的走向趨勢。 

從訪談收集到的故事得知，幾乎所有的受訪老師在這個變革旅程中，都以學生

學習為重要的變革效價。高中部教師個人準備度可以說是促進組織準備的能量來

源，當教師見證學生在多元選修課程有較好的表現時受到激勵，提升其成就感。因

此，即使個人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來增能、規劃課程、設計教學，但仍願意邊做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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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邊學邊做。教師在變革過程同時受到領導團隊在增能及資源上的支持，讓他們

對課程變革更加認同，所以變革發展趨勢從停滯階段到興起階段，逐漸來到落實階

段。國中部的老師仍處停滯，但是少部分有動能的老師受到高中部課程發展的影響

也一起跟進。老師們積極發展、落實新課程，不過是否得以永續發展，也待觀察。

當然，這個互動概念圖旨在勾勒出兩者間的發展趨勢和狀態，並非提供決斷確切的

結果。 

 

圖 4-1. 一心高中課程變革個人與組織互動概念圖 

註：藍點代表組織準備度之變化，紅點代表高中部個人準備度之動態， 

橘點則為國中部個人準備度之狀態。參考資料：陳佩英等 (2020)。 教育

變革準備度的概念發展與重要因素之探究。未出版手稿。 

 

綜言之，一心高中整體組織從弱勢崛起，學校在招生壓力下，由行政團隊領導，

對內凝聚共識、支持社群發展課程；對外引進資源、主動出擊招生宣導。共同的努

力讓學校已脫離停滯階段，進而有「積極表現」，變革準備度約有六七成以上，慢

慢朝向「永續發展」。學校認為發展課程建立特色為主軸對校務發展有幫助，不過

變革方案在未來是否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或是得以完全落實，還需要時間檢驗。 

 

貳、 影響個人和組織準備度交互作用之兩個動態因素 

雖然本研究從文獻整理出影響組織變革準備度的因素還包含「組織溝通互動」

和「領導作為」，但在研究分析文字稿的過程，發現這兩個元素極具動態特性，同

低 

低 

高 

高 

組

織

準

備

度 

個人準備度 

落實階段 

永續取向 

進展階段 

表現取向 

停滯階段 

觀望取向 

興起階段 

發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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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帶動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因此將之歸類為影響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交互

作用的關鍵因素，說明如下： 

 

一、組織溝通對於變革的影響  

學校組織，尤其是公立學校的體制，其運作絕對無法像私人機構有彈性。當然

學校各式業務行事必須以合法為前提，但在法治之下的彈性空間，通常「人情」走

在前面，「說理」跟在後面，當需要「法規」搬到檯面上，應該已經是十分「膠著

對峙」的情況。所以，學校的互動溝通，正式會議的宣導說明不可或缺，而以隱諱

的方式、請託的方式或是非正式的進行溝通，讓工作得以順利推動或是獲得重要的

「情資」也很常見。一心的國中部對於高中部從排斥、遲疑到肯定，正式與不正式

的溝通協調在其中有著相同重要的份量。 

此外，公立學校的領導通常沒有實質的權力，對於教師兼行政並沒有真正發號

施令的權杖，能夠憑藉的是誠意和機運。好比說，在許多學校，大家都會覺得課程

這一塊的新東西就是教務處做，造成教務處負擔益加沉重，這在一心也不例外。有

時候新業務推動就是卡在主任，學校就會透過一些方法去繞過，直接找組長發展學

校一些活動，所以這所學校組長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訪談C1_1081021_14-15)。此

外，有些業務必須是處室主任換手後，才可以順利推動。比方說，一心自主學習的

業務因故遲遲沒有進展，直到106學年D2主任到新的單位後，自主學習才有突破。

這個轉折的關鍵是出現一位有同理心的老師(D2)，倒並非全然是校長的關係。因為

「若原來的那位處室主任堅持不要做自主學習，分工還是會有挑戰。因為即便分工

到那個處室，但是可能沒有後面的推動，就會變成形式 (訪談D2_1081021_4-5)。」 

有效的互動溝通還出現於學校領導和中間領導及教師之間。PH校長溫和理性，

懂得如何拿捏給予給老師在課程設計上的建議，並且明白用課程切入絕對比對教

學下指導棋來得適當。他也尊重中間領導的心聲，再適當的時候會踩煞車或放慢速

度，避免欲速則不達。主任和組長雖然口頭掛上「他好煩」，但實質表現的是對校

長的信任與信服，他們與校長共事，可以「講真話、當壞人」，並無Quinn與 

Sonenshein(2008)所擔心的「操控」成分。訪談資料顯示，行政及教師、教師及教師

之間的合作氛圍也是互信與尊重。唯一例外的是D1主任「隱瞞」國中員額增加的

事實，但出發點是為了組織生存，希望強調危機讓學校老師更加積極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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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從公立完全中學的體制來看，雖然國高中兩部合在一校，但因各自有不

同的師資、課程和目標，使得步調難以完全協調一致，國高中兩部常有隔閡，造成

經營管理的困難。一心建校於於民國72年，目前國中部多資深老師；該校到101學

年方成立高中部，從外招考的師資偏年輕。高中部成立之初並未受到國中老師的認

可，連招收直升生都有困難。至於國中老師如何漸漸了解高中部呢? PH校長進場

之後，不但讓國高中老師共同加入核心小組和課發會，也開始拋出六年一貫課程的

議題，希望促進國高中交流，當國中部的老師們認同高中部教師在課程上的努力及

用心，就有可能鼓勵學生直升。這個提案列在107年度第四次核心小組的會議中：

「六年一貫課程必須要直升達到一定比例才有意義，高中部如何做能讓國中部老

師認同之策略，國中部如何了解高中部未來與大學的連結發展。跟學校老師如此得

以促進國中部對於高中課程發展的認識，進而促成國高中更多的交流與溝通」。 

這個議題經過國高中老師的討論後，決議分為兩部分，就提高學生動機部分，

老師們形成的共識為：(1) 持續辦理微課程、(2) 宣導就近入學、(3) 增加社團活動

精彩度(學生會因為社團選擇學校)、(4) 增加班際比賽活動、(5) 成為市立高中「唯

一」有合作社之學校、(6) 可再詢問其他導師。促進教師交流的方法則有(1) 國高

中互相上課(包含一般課程或多元課程)、(2) 公開觀課邀請同領域國高中共同參與、

(3) 辦理微課程交流活動、(4) 辦理混齡上課，一次國中老師上，一次高中老師上、

(5) 辦理老師間的社團、(6) 教師間互相打招呼、(7) 用電子看板跑馬燈流通訊息。

(文件23_1071213_核心小組_3) 

透過對話交流，促進國中部老師對高中的認識，方才開始鼓勵學生直升。另，

面對課程變革，高中動力高於國中，也是藉由分享共學的方式，讓國中部見識到「實

作型」的新課程對於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給予國中部「開展」的機會，進而思考

跟進的方法。 

有關學校內部的溝通，國高中之間師資的差異是必須解決的問題，誠如一心高

中在104學年高中優質化專家輔導前所提出需要協助之疑難：「高中部年資最多4年，

國中部年資最多33年，彼此教學經驗及學制範疇差距較大，對整體學校發展共識，

需要不斷透過各種管道來凝聚(文件53_104學年_優質化輔助方案專家輔導學校紀

錄表_1)」此外，國中的老師對於成立不久的高中部尚未具有十足的信心，態度保

留。任教國中的D2主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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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的國中老師並不放心把學生交給高中老師。還有老師說不

要直升，那個上面不好，什麼什麼的。我的一些好朋友是導師，我們私底下聊

天，會聊課程或者是一些學生的問題。我就會聽到他們說為什麼他們不鼓勵孩

子念我們學校的一些原因。主要是一開始我們直升率非常低，後來統合發現是

因為國中老師不了解高中老師到底在做什麼。當不了解，可能就不放心。(訪談

D2_1081021_21-22)。 

另外，國中部的老師最在乎的是，高中部的老師有沒有照顧到學生。受訪的國

中老師直言，國中老師很在乎的是高中老師對孩子們的態度，因為我們會覺得高中

老師跟國中老師帶學生有差異性： 

國中老師就是真的什麼都管啊，就像媽媽。可是你會發現高中他沒有，因為他

就是希望孩子自主，培養他們獨立，所以他當然就不會介入太多。國中老師就

會去看高中老師他們對孩子到底關心多少？或者是他投入多少？後來高中老

師 對 孩 子 的 態 度 受 到 肯 定 ， 我 們 才 會 陸 陸 續 續 去 推 ， 這 樣 子 。 ( 訪 談

C3_1081030_30) 

D1主任表示，剛開始國中老師的確對於高中部的變化沒有感覺，D1主任和D2

主任都表示，後來國中部有老師加入核心小組或承擔行政業務後，有機會被薦派去

研習，開始看到人家一些些不一樣的東西，就思考我們可以做什麼？所以這些國中

老師也開始變得不一樣(訪談D1_1081030_22)，漸漸有感。即便沒有兼行政，其實

國中老師也有變一些些，因為行政端會把高中升學訊息釋放出去，像在會議上講到

繁星，榜單出來也很清楚，國中老師就會更有感覺(訪談C3_1081030_29)。此外，

因為高中優質化和12年國教新課綱促進對話，國中老師比較了解高中的努力，就增

加信心(訪談D2_1081021_21-22)。另外一個策略用於全校備課日，一心寒暑假的共

同備課日除了教師增能之外，還安排教師分享他們開發的課程。這是尊榮老師，給

他們一個舞台展現自己的課程，也讓他們有機會帶著學生展現成果。「我記得有些

國中老師看到他自己帶上來的學生上了高中，成變成一個新的樣子，他們也蠻驚訝

的 (訪談C1_1081021_22) 。」 

行政除了在不同的會議上宣導、邀請老師們參與重要討論重要的議題、找出有

效策略促進國高中的交流、打破兩部之間的隔閡外，私底下的溝通協調也很重要。

尤其是要說服老師推動課綱，C1組長提到三人小組在這方面的分工： 

在說服老師推動課綱，校長、主任跟我跟在不同的地方施力溝通。跟我比較有

關的會是高中的夥伴，所以我會有比較多時間是跟高中夥伴溝通。國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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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就是(教務)主任。校長比較是會在某一些關鍵時刻找比較難溝通的去溝

通，或者他會找大家一起來確認這件事情是要做的這樣子。高中的話我們大概

105就比較有共識，那時候大概有四五個領召願意共同發展課程。國中的話，大

概是這兩年校長不斷的去找國中部的老師們溝通這件事情，才有進展。(訪談

C1_1081021_9) 

最後，一心將互動溝通的觸角延伸到校外，對於一心高中，除了課綱努力之外，

對外的招生宣導十分重要，運用的策略包括平日邀請國小端的學生來參訪，或是寒

暑假辦理營隊。D1主任說，過去接待來訪學生的做法比較單調，基本上就是帶著

學生繞校園，然後設計一個才藝競賽。等到她接教務處後，就用她以前帶童軍團的

經驗，把較為靜態校園參訪變成動態的擺攤闖關活動。好比說有六個班來，就分成

12隊，準備12關，用比較遊戲的方式來介紹學校的特色課程或學校團隊。雖然當時

內容沒有那麼豐富，而且還勞師動眾，蠻累的。不過這樣一來，來訪的人開始發現

學校不一樣(訪談D1_108130_35)。尤其當學校加入像桌遊這樣的課程元素給小學生

體驗後，在旁邊陪伴的國小導師開始認為一心有跳脫原民跟體育，發現這個學校的

特色。（訪談D2_1081021_9） 

PH校長來了之後，以闖關方式辦理的招生宣導繼續實施了兩年，可是他覺得這

樣不妥，「我不喜歡那個，那個只是好玩而已，只是在玩遊戲，跟課程無關(訪談

PH_1081013_40) 。」校長的想法是，凡是來到一心的學生，就給他們體驗課程，「一

班給一個課程，國中來，就請高中老師給他上課；國小來，就請國中老師來上課。」

他還會請老師把修課的學生順便找進來參與(訪談PH_1081013_39)。 

對教務處而言，新課綱每一件事情都跟教務處有關係，招生宣導也因課程發展

以及校長的要求演變為新的形式。這些事情以前都不用做，規劃成這樣後都需要教

務處配合執行，還得讓他們拜託老師共同參與。校長明白這是一種額外的負擔，不

過他非常感恩教務處都很願意幫忙：「他們知道做這個有幫助，也願意幫我。如果

我 遇 到 主 任 他 不 願 意 幫 忙 的 話 ， 我 覺 得 可 能 會 打 很 大 的 折 扣  ( 訪 談

PH_1081013_40) 。」就D1主任的角度來看，這種一、兩堂微課程的體驗可以讓來

訪的老師和學生發現一心的蛻變，對於一心加更好奇。她說：「你不知道做了這些

事會有多大的效益，但是不做不行，因為這樣子，別人看得到，有些老師才會發現

我們不一樣。(訪談D1_1081030_36)」現在會考完後會有一些學校的國中生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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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的微課程，即便人力吃緊、即便非常累人，他們仍是咬緊牙根安排人力，就是

為了要讓外面的人看到一心的亮點，甚至還要到國小、國中帶社團：  

別人說你們學校桌遊好像很有名、很厲害。我們有個老師甚至是台科大創遊裡

面的副總召之類，很多學校老師漸漸知道我們學校有這個人，也知道我們學校

在做桌遊，會帶著學生去各個地方發表，加上校長很愛在臉書上發文，還有喜

歡找記者來，就是透過這些東西讓人知道我們的特色。目前桌遊在鄰近的一些

學校應該算是比較深化了。所以，我覺得我們也要去國小、國中帶社團，去做

這些事情。(訪談D1_1081030_37-18) 

招生宣導還包括寒暑假的營隊，對象為小學生。剛開始營隊就是用微課程的概

念，辦了好幾年，以前都招不到人，終於從去年寒假營隊開始有額滿，而且有秒殺

這樣的情況。因為體育還是希望找到有興趣的學生，營隊結合特色課程和體育活動。

上午讓學生體驗微課程，中午學校供餐，下午學生上體能活動，所以家長好喜歡的

(訪談D1_1081030_36)。D2主任說，一心的營隊跟其他國中最大的不同在於「課程」，

因為一心有高中部，高中的課程發展走得比較早，讓國中部提供的微課程比其他學

校「前進」： 

各校對招生還蠻積極的，所以別的國中也在做這樣的事。但是課程發展應該我

們這邊比較前進一點。主要是因為高中部先做課程，高中部應該這樣做下來的

話，應該是今年是第三年。（訪談D2_1081021_9-10） 

國小孩暑假的營隊打出名號，一心也試著在國中推動，可是發現國中比較難做。

「這個不像國小的媽媽，就把小孩子有地方塞，他就不用管了，他多開心？因為國

中小孩子自主性大了，寒暑假要來不來，很不好教 (訪談D1_1081030_37)。」不過

積極招生的一心高中認知到招考外面學生很難，所以這一兩年運用不同的策略鎖

定自己學校的國三生，讓他們體驗多元選修課程。「我們國三禮拜二白天上午是技

藝教育，剩下來的可能是高中傾向的孩子，我們上學期辦理兩次，讓他們體驗不同

的課程，下學期也會再辦理。(訪談D1_1081030_37)」 

PH校長改革招生宣導的方式，讓更多人認識老師們開發的課程。同時，他也勤

寫臉書，分享學校活動，強打課程特色，建立學校品牌。此外，教師們也會以個人

力量引進資源，甚至吸引大學主動合作。這些個人而起的互動溝通的策略都提升組

織的能見度和協助建立特色形象。這些都是個人和組織在準備課程變革中，共同演

出的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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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積極對內對外的溝通交流，如同Elving (2005)的主張，一方面「以溝

通傳達訊息」，尤其強調課程變革是扭轉學校命運的契機，對學校未來發展有好處，

也就是以這樣的「組織變革效價」來凝聚內部的共識，共同踏上變革旅程；一方面

「以溝通創造社群」。無形之間，一心同時運用Quinn與Sonenshein (2008)強調的

「事實和理性說服的說理式」和「重視關係和開放對話的參與式」這兩種策略，也

符合採用Clampitt等學者(2000)「強調與探究」溝通策略。對於提高個人對變革的準

備度及使組織產生自我變革的動機，頗有助益。 

 

二、領導作為對於變革的影響 

從一心高中的歷史脈絡來看，成立高中部之後到105學年為止，學校領導者缺

乏高中經驗，力有未逮。PH校長進場前，D1主任和C1組長對於推動新課綱的正陷

於膠著失措的狀態。套用Reeves(2009)的理論來看，當時一心的組織變革能力不高，

不過中間領導蓄勢待發，期待組織有所突破，讓學校不至於處於「準備抗拒」的狀

態，但因不見校長領導在課程變革上展現能力，不免加深挫折感，降低變革的準備

度，距離「準備變革」階段還有一段距離。在106學年的關鍵時刻，學校得到一位

具有高中經驗的領導者，而剛好這位校長不但擁有相當的專業與視野，對於帶領學

校轉型、迎向變革具備強烈的動機，也展現規劃與行動的能量，關注到組織學習的

需求，在這兩年間提升教師個人和學校組織的變革效能，提升教師的信心，促進教

師變革的意願和承諾。 

領導風格和作為同時讓學校文化及氛圍具備動態的特質，因為一個有正向作為

的領導者對於改變學校的體質以及變革準備度確實有影響力。D1主任就說：「他

會讓我看到非常清楚的哲學理念或是教育經營的理念，這個學校才有方向。不然，

我 不 能 歸 因 到 以 前 的 校 長 ， 但 是 我 們 覺 得 我 們 就 是 在 繞 圈 圈  ( 訪 談

D1_1081030_30)。」校長課程領導策略運用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點：(1) 領導課程

教學：理性分析宣導新課綱的重要性，領導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2) 善用組織運

作：成立學校發展工作小組，運用核心中的核心力量迎接課改；(3) 導入外部資源：

統整專案經費和社區資源，辦理校本研習及協助課程；(4) 促進國高交流：增加國

高中的交流與溝通，給予學生更豐富學習機會；(5) 行銷學校特色：利用不同管道

積極行銷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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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校長激勵集體改革，其領導作為多少可回應到楊小微 (2005)所主張的「轉

型性變革的學校領導」，兼顧學校制度重建與文化更新。不過，PH校長課程領導

的切入點並非如Fullan (2002)的主張從文化的變革與再生開始，反而是以課程改革

為手段，引發學校教師信念和行為的改變。此外，變革領導團隊無形間展現吳秉恩 

(2013)所主張的「領導傳承指引」及「專業管理需求」，即便變革演化上未臻成熟

理想，卻是小校目前可以開創的新局，套句D2主任的話：「其實我們學校屬於偏鄉

學校，可是我們能做到這樣真的要給自己拍拍手(訪談D2_1081021_14) 。」 

所以，校長在變革時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定向、抓住主軸，以此給予團隊

任務是為關鍵。推動課綱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課程發展和教學設計都很重要。若以

每週35節課來看，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彈性學習、團體活動合起來的比例其實沒

有部定必修和加深加廣來得重，學科的教學評量可能比開發新課程更為重要。不過，

現階段，PH校長只掌握「研發課程」這件事作為變革的主軸，雖然他也擔心素養

導向的教學，也認為老師需要耕耘部定課程的教學法，不過：「以我來講，我還是

現在先做課程，因為談課程，你可以讓老師開始動。你真的要讓老師動。直接跟他

談教學，那個動的困難度很高。(訪談PH_1081013_27）」 

由上可得知，就行政團隊和教師個人而言，學校是否有一個方向明確的領導者

影響極大，核心成員對於學校領導人之言行、所見所聞最為直接，他們也會與其他

老師分享深刻及真實的感觸。但對教師而言，中間領導的重要性更甚於校長領導，

好比說，當被問到行政是否「給力」時，扮演資源供應者的D1主任就常被提到，她

的熱心獲得所有受訪者的肯定。一心領導團隊落實DiFonzo與Bordia (1998)的主張，

建立一個以變革為中心、開放且集體性的規劃過程，讓受到變革影響的國高中教師

儘量參與會議與社群，共同參與決策，進而提升了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 

雖然校長領導是關鍵，行政卡關校長來解，可是有時候校長解不開，可能由老

師來解決問題，畢竟，校長要實踐理想、推動事情的時候，若沒有老師願意跟進，

也是有志難伸。這顯示，學校要發展校務或課務，並非只是校長一個人的事，中間

領導和教師領導同等重要，這些領頭羊自認做的只是跟老師溝通協調而已，不過溝

通的效果可能比他們想像的還大。Armenakis等學者(1993)提出的模型就強調，變革

領導者的責任就是要「傳遞變革訊息給所有的員工」。在一心，變革領導或是變革

推手分佈於不同崗位，從校長、主任、組長到老師，他們運用了Armenankis等(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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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的三個傳遞訊息的策略：直接溝通說服、主動參與和有效管理內外部訊息。變

革接收者接收到各種正面的、激勵的以及學習的訊息，他們認知課程變革對學校存

續的重要性，見識到教師有扭轉現況的自我效能、還感謝學校提供主要的支持。所

以在這一層面上，各層級領導的各式作為匯集成一股不小的力量，讓一艘快要下沉

的船得以續航。 

最後，即便一心的領導團隊並沒有刻意運用策略管理變革，不過若將一心高中

課程變革的歷程故事放到De Caluwé與Vermaak(2004)的五色變革模型中，可以得知

在此課綱變革時機，一心高中透過一些能夠引導學習的協作者，運用評估和獎勵

(如經費挹注)、社交集合(社群對話)和情境領導等正確的方式激勵教師們，漸漸把

一心創造為集體學習的場景，學校組織正經歷一個學習的動態過程。整體而言，學

校工作氛圍和諧有序，但組織完全以開放空間論壇、自我導向小組、肯定試探詢的

方式來成長。大家認為變革是可以想像實踐，只可惜沒有保障。簡言之，一心高中

整體組織變革與課綱變革在De Caluwé 和Vermaak(2004)的五色變革光譜中以紅色

和綠色較為顯著，表示學校領導重視激勵和學習，並以此提高變革準備度。 

 

參、 個人與組織交互作用對於學校課程變革的影響 

一、良好氛圍文化被提升 

整體而言，一心高中內部文化溫和，過去在課程運作趨向傳統，在快速變化的

時代，較為不具競爭力。成立高中部之後，學校資源稍多，再加上高中優質化方案

資源的挹注，對學校教學設備、教師精進的確有些影響。然而，學校的地理位置和

歷史脈絡讓教師對於學校發展的前景不具信心。所幸，課綱改革帶來契機，翻轉學

習的氛圍。從PH校長的角度來看，一心高中部的老師目前的文化氛圍有助於發展

課程：  

我覺得這個學校到目前為止，就大家的心情，就還都就比較穩一點。比較不會

覺得說完蛋，這個學校快要不見了。所以，面對這個變革還算有一點穩。這樣

的氛圍是還蠻適合推動新課綱，所以大家對於變這件事情的接受度是很高，一

般都不願意變的原因是我們都做得好好，你給我變什麼？我們不一樣，我們是

一個快沉的學校。(訪談PH_1081013_8) 

T1老師回顧，這幾年新課綱帶來許多挑戰，老師「多重任務」、工作忙碌許多，

不過他覺得學校的氛圍很好，遇到很大的困難就求救，整個辦公室會動起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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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基本上都投入課程改革，幾乎沒有外圍的人(訪談T1_1081021_26)。C1組長

則認為學校正處於一個有利的時機來面對課綱變革，他對於學校在課綱上的準備

度也感到樂觀： 

我可以感受到整個學校為了準備12年國教新課綱的氛圍，動能蠻好的。在校長

領導下，我們應該有抓到核心價值，接下來還有一些行動跟策略，所以我覺得

我們過去這幾年在12年國教新課綱的準備上，如果是從1—10來把分數的話，

我會覺得在7。目前整個學校的氛圍、文化都有利於在這個時間點，剛好就往

上走這樣子。（訪談C1_1081021_11） 

「小校優勢」有助於同事互動和增進工作氛圍，不時浮現在訪談中。D2主任認

為學校人本來就不多，有時反而是小校的優勢，因為人少促進更密集的互動。大校

各科的辦公室如果完全分開，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直接互動。此外，雖然小校比較辛

苦，可是一心目前的文化跟氛圍其實還蠻有利於老師做課程共同的對話(訪談

C2_1081021_5)。此外，完中的優勢是，國高中可以互通有無，國中部可以知道高

中部在做什麼事情，高中部也可以知道國中在做什麼事情。T1老師表示： 

因為我們人少，所以其實不管是國小，國中或高中辦的任何研習，我們都是國、

高中一起參與，國高中老師只要有空就一起來了。比方說下禮拜我們高中因為

個人投資理財課程，我們學校有買台灣現金流的桌遊，會請設計那套桌遊的人

來教我們，如何用這套桌遊讓小朋友更容易學習投資的概念。我就問國中部的

老師有沒有興趣，然後他們就說好，最後有5個人參加。（訪談T1_1081021_28-

29） 

國中部的老師受到高中課程發展的影響，進而思考如何變革，108學年國中部

開始實施跑班選修課程，除了校長努力溝通之外，應該就是在此脈絡與思維下順利

推動： 

我們課程發展應該是這個地方比較前進一點吧，我覺得這跟高中部先做了課程

有關係。高中課程的改變已經到第三年，國中老師就看到了，就會覺得願意跟

著，然後做一些不一樣的發想，接著去修正課程。所以文化跟氛圍其實是還蠻

正向的。（訪談D2_1081021_10） 

綜合受訪者的說法，學校的氛圍文化是值得肯定的。新課綱是一個政策，需要

大家一起努力。高中部願意變革的人比例算是很高，包含正式老師、新任老師及代

理老師。除了政策之外，少子化的危機更是促使大家改變的動機，讓學校利用課程

變革扭轉局面，雖然大家不知道未來12年國教到最後會發展怎麼樣，可是多數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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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這個精神，並且覺得在這個時間點應該做一些改變。一心高中在做了這些課程改

革之後，也看到學生的改變。國中老師看著高中部的改變，對學校的整個發展漸漸

產生信心，因而鼓勵國中學生直升高中部。（訪談D2_1081021_28） 

 

二、課程發展成效見曙光  

對一心高中而言，變革主要的效價是學校的生存，能夠建立學校課程特色，擦

亮學校招牌，對校務發展一定會有幫助是集體共識。這幾年，一心高中的老師覺得

該校的課程因為校長的領導和大家的努力，在推動12年國教新課綱這一塊的確比

較踏實，也比較認真，而且比其他的學校要稍微領先一點(訪談D2_1081021_10)。

D1主任就說到，過去一心學校的經營一直沒有特色，學校剛好把這一波課程變革

帶來的壓力轉變成助力，當然校長的引導也很重要，他讓老師們很認真去思考自己

可能可以發展的東西，雖然覺得很多配套真的還在摸索中，但她覺得這個至少有點

天時地利人和 (訪談D1_1081030_38-39) 。 

一心這三年真的看到變化，學生學習有改變，國中部、高中部的人數，在今年

都微幅增加。簡言之，從招生人數看出一點點成果：「我們這邊(這個地區)高中招

生 人 數 今 年 更 慘 ， 大 家 減 招 的 情 況 下 ， 我 的 招 生 人 數 有 增 加  ( 訪 談

PH_1081013_34) 。」看到效益，PH校長一樣會以課程特色當作未來中長程計畫的

主軸，(訪談_PH_1081013_24) 

除了以人數作為課程變革成效的指標外，老師們看到的還有不同於往的學生學

習。雖然，一心的學生入學成績不夠亮眼，但老師們覺得經過引導，他們仍可有不

錯的表現，尤其在試行新課程之後，學生們在強調實作探究的多元選修上彷彿是

「活了過來」，顯現較高的學習興趣。這樣的動能未必能夠持續到學科學習，不過

已比傳統式的學習來的有變化及意義。 

創新課程學生很喜歡，至少跳脫學科性的，他反而會是他覺得比較沒有壓力，

他可以比較投入。我本身參加的社群是海洋跟創客，海洋的部份跟我本科直接

關聯性比較少，但是有時候上課提到一些東西，剛好我有match到的時候，就會

提一下這樣。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選到我的選修課，所以他不一定會有很

強的連結，但還是會把這個元素帶進本科教學去。(訪談C2_1081021_13) 

PH校長觀察，12年國教新課綱的準備過程當中，對於學生學習有蠻大的影響。

一心高中部的學生的確在學力上並不頂尖，即便是透過繁星到不錯的大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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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成績也不見得太好。可是老師們跟學生相處後，會覺得他們的能力還不錯。這

些學生在考試上沒有辦法那麼靈活，可是如果要他規劃一個事情，他可以做得很好，

他是有能力有素養的，可是那個東西在考試上面，其實都沒有辦法顯現  (訪談

C1_1081021_15-16) 。 

我們的學生在升學成績上挫折感很大，因為他們大都屬於升學比較弱的學生。

而我們研發的這些課程都強調實作、有產出，例如桌遊設計做桌遊、創客程式

寫程式、主題閱讀做繪本、訪談做社會調查，會激勵有一些學生找到自己，覺

得我好像不錯，我居然可在這裡面做出一個作品。再者，我們都會幫他發表，

讓學生有成就感，提升自我感覺。像我們的繪本已經連兩年出版，學生就會覺

得自己也做得不錯這樣，如果考試他們可能就不怎麼樣。(訪談PH_1081013_33) 

C1組長也表示，老師設計的實作型課程就是學生體現素養的舞台。他說一心有

些學生真的就是苦幹實幹型，剛入學時可能也不太能上台發表，但他們一步步照老

師的方法還是可以做出了某種成果。比如去年海科館幫日本高中生尋找研究微塑

膠的夥伴時，PH校長積極接洽，牽起連結，最後由桌遊設計的海洋國際的老師帶

著學生出國，在日本教授前發表他的研究。老師們知道那些學生的程度可能沒有辦

法好好做出一個科展，但學生能有此表現，老師們引以為傲(訪談C1_1081021_16)。 

 

三、專業知能視野有開展 

談及教師專業發展，PH校長覺得高中部面對課綱變革沒有問題，而且這三年間，

越來越多的老師們改變認知，他們的努力並非只是為了執行新課綱，而是為了學生

學習及學校前景。教師們的課程發展專業能力也被提升，重點是他們都會參與，都

會互動，都會合作 (訪談PH_1081013_28)。此外，新課程改革讓一心的老師有機會

將觸角往外延伸，結合社區資源，甚至延伸到大臺北區域。比方說，負責海洋課程

的社群主動引進海科館資源，淨灘活動則與師大推動環保的教授合作 (訪談

C2_1081021_21)，還有大學看到一心的努力，全力支援，成為老師發展課程的好夥

伴，無形間也提升了老師的專業成長： 

我們老師雖然人數不多，但是參與課程的人不少，還有外部資源來與我們合作，

像台科大的團隊幫助我們桌遊設計及密室逃脫這兩個課程，後來他發現其實我

們台科大很多人啊，而且我們也很活躍，後來就乾脆把很多的資源投入我們學

校，像是他是讓金融系的老師過來這邊，所以我們這邊好像變成台科大的一個

駐點中心這樣子。（訪談T1_1081021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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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主任有感於她在學校成立高中部之後得以有機會跳脫既有的侷限，個人和專

業都有所成長，所以她常常思考如何拓展老師的視野，尤其是希望習於在框架下行

事的國中老師展開視野。她的觀察是，這波課程改革和校長領導都給予老師很多學

習的機會： 

我覺得有少數國中老師因為這一波課程改革，眼界有慢慢的被打開，只是動起

來的人還是不多，因為國中的課程結構真的變化不大。但是起碼有人在變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有人在變。（訪談D1_1081030_15） 

從上面的脈絡得知，106學年一心高中的課程較為穩健發展，面對少子化，行銷

學校特色課程也更為積極。他們不只將課程推廣到校外，或是安排國中國小學生參

訪學校，也希望可以自己國中生可以直升，所以內部的溝通與推廣也成為重點。以

下分述一心高中如何運用內、外部溝通策略，以便彰顯特色，突破少子化的危機。 

 

四、課程改革先盡人事 

一心高中這兩三年致力於課程改革，引進不同的工作坊，讓全校老師共同形塑

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再依據這樣的共識設計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課程，高中部課

程發展帶動國中部的課程轉變。高中的物理老師覺得如果把課程做起來，可能會吸

引到更多的孩子來到這裡，因為大家的課程設計，對學生來講是有用的，學生在多

元選修學的興趣態度等還可能遷移到學科學習。不過整個學校的發展到最後會不

會因為這個樣子吸收到更多的國中生，他沒有把握，只能說盡人事聽天命。(訪談

C2_1081021_27-28)。  

D1主任並不奢求孩子都要送過來，只期待說孩子不會跑掉。 (訪談

D1_1081030_33)。當老師們這麼認真做課程的時候，她告訴自己這對高中的發展會

有幫助，也覺得學校會有改變，「不過我們的改變可能是我認定的『好』，我不知

道在這學區的家長眼中，要變到什麼程度才是好。(訪談D1_1081030_33)」她也表示，

現在社會越來越多元，不同需求的家長會看見不一樣的東西，因為他知道對他的孩

子而言，成績不會只是唯一的選擇，「但目前成績仍是大部份人的選擇，所以若是

家長態度不變，我們很辛苦。(訪談D1_1081030_16-17)」 

C1組長則用不同的角度看待這件事，他說有的家長是看課程、有的家長重視成

績，所以應該沒有辦法肯定地說，做到課程改革這些東西，整個學校就會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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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104開始試行課程，現在把它變成正式課程，不管是國中也好，高中也

好。我覺得一般的家長在打聽學校的時候會有兩種類型，一方面是注意到課程

的家長，有的學生的確是說因為要這個課程進來我們學校。另外一方面是說，

如果你本來就是看升學率的，你再怎麼看一定是建中、北一女的成績，我們再

怎麼改變你，他們還是這個狀態。(訪談C1_1081021_12) 

C3組長觀察小學來參訪的老師們的反應是「這三年一心真的成長很多」，他們

看到的已經不再只是以前那樣子嘻嘻哈哈，然後發發糖果，就是真的有看到老師設

計的課程。一心的國中部真的有一些轉變跟改變，一年比一年好，而家長陸陸續續

看到國中的轉變。當其他學校大概都減班，一心的國中部沒有減班。算是穩定了，

她擔心的是高中部未來的發展： 

國中是學區制，但高中沒有辦法做這種事，範圍太大，他沒有辦法去拉，而且

還是那句話，就是大部份的家長，他依然是很比較升學導向，總的來說我很擔

心這個高中。(訪談C3_1081030_34) 

同樣是國中部的老師，D2主任對於高中表達相同的憂心。她說，依她的觀察，

新舊課綱真的差很多，新課綱提供學生展露學習成果的舞台，譬如他們在高中就會

自己出書，也可以把導覽做得很好，他們在課程裡做的事情都是非常有意義，是很

難得的一件事。不過她說，雖然大家都說開出好的課程會吸引好的孩子，可是很多

家長沒有辦法感受那種轉變，讓高中部招生真的很辛苦。 

很多家長會覺得那不是升學的指標，他們會覺得那對他們沒有幫助，或者有的

用比較舊的傳統觀念選學校，他會覺得名聲依然更重要。所以我還比較擔心高

中那一塊，因為這三年這樣下來，感覺人數並沒有因此增加太多，會讓我比較

緊張。(訪談C3_1081030_33-34) 

PH校長也坦言，追求考試升學和著力新課綱彷彿是兩股不同的力量，拉扯學校

的走向。準備新課綱，大家做的力道很不一樣，比起附近的完中，一心算是很扎實

地進行課程轉化工程，但是拚考試升學的學校，力道就小點。 

應該說他們不做12年國教是因為要拚升學。畢竟沒有人可以預測明年會怎麼樣？

我學校三年後會怎麼樣？因為大家不知道結果怎麼樣，所以用最保守的角度來

看，有些學校一定是不會放掉原來升學這塊兒。一定不敢放，因為…（訪談

PH_1081013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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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雖然一心從課程變革看到一些正向的改變，但招生的壓力如影隨形，「別

人拚成績，我們拚課程」讓校長心中存有一絲絲的矛盾和焦慮：  

讓我現在會睡不著覺的就是我怕招不到生，然後還有課程的品質，因為不是每

個課程都滿意嘛。就是說，我擔心12年國教的課程可不可以推得動，然後推動

之 後 ， 是 不 是 會 有 更 多 學 生 留 下 來 ？ 我 沒 有 把 握 ， 沒 有 把 握 。 ( 訪 談

PH_1081013_34) 

C1組長則是認為每一件事情都會有它的好，有它的壞，成功的比率某種程度上

很多都是瞎猜的，只是為了給自己多一點安慰。他說發展課程是有意義的，不過非

常的辛苦，對身心都有非常影響，有低落，有受傷。不過還是秉持「做了就是」的

信念，反正努力經營總是會有自己的特色，他有自信的說： 

我比較喜歡新課綱發展出來的氛圍跟文化，我現在的狀態已經發展，不管有沒

有信心，就是繼續往下走。就算就算失敗，雖然這樣講不好，我們可能也還會

轉化出另外一條自己的路出來。（訪談C1_1081021_31） 

從上面的故事看來，受到少子化的影響，一心高中在逆境中求生存，高中部老

師們對話頻繁，都非常的認真，不計一切，願意投入，還帶起部分國中老師的動能。

他們對於行政領導有信心的，對同儕也有信心，共同努力做好課程，變成亮點，期

待讓大家都，以便讓更多的孩子選擇這個地方。對於未來有焦慮、有擔憂，並未全

然有把握，但是看得出來大家堅持的決心。 

 

第四節  故事摘要與變革準備歷程圖像  

我國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就性質而言，乃是Hanson(1996)所提到的「計畫性

變革(planned change)」，強調系統及周延的方法策略，並有確定的目標性。又因為

來自於政策的改變，屬於Razik與Swanson(2001)主張的強迫式的變革(Razik & 

Swanson, 2001)，也就是說，從108學年開始，全國學校別無選擇，一定要從新生的

課程逐年變動到位。國家訂定的教育改革往往涉及全面性、長期性，其中大量涉及

學生升學進路的制度變化及教師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所以，影響學校改革的因素大

至社會環境因素(Cuban, 1990)、小到基層教師(張盈堃、陳慧璇，2004)，而學校組

織是否規避全面性的改變而採取「權宜式」做做樣子或基於專業知識與環境變化做

「本質上」的變革，各校在歷程和程度上就有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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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ack與Tobin (1994)特別強調歷史脈絡的組織變革歷程，他們認為組織模式並

非與歷史無關的(ahistorical)產物，而是特定的一群人在特定的時期、因著特定的興

趣及價值交織而成的結果，並與政治息息相關。一心高中的課程變革歷程正印證

Tyack和Tobin兩位學者的論點，同時也凸顯了個案敘事的價值性。唯有走進具有歷

史脈絡的故事中，才可以聆聽到真實的聲音、發掘深層的意涵以及紀錄這所學校面

對變革的掙扎與應變。在這一節，先簡要小結一心高中課程變革的歷程故事，再佐

以課程變革準備度之圖像，做為本研究之發現結果。 

 

壹、 個案學校課程變革故事摘要 

簡要回顧一心高中變革的歷程，一心轉型成完中沒多久就開始小幅度地嘗試實

施選修課程，不過因著跨校合作的機會，D1主任深刻感受到學校能量不足、課程

缺乏特色，吊車尾的挫敗感讓她開始想做些改變。103學年新課綱公布的時候，D1

主任接教務約兩年，辦公室組長不是菜鳥就是國中老師兼任，對於高中的業務完全

不懂(訪談D1_1081030_6)，面對新課綱倍覺艱難。她也回憶，由於高中課程的變化

跟她過去十幾年的經驗和習慣完全不一樣，讓她在課程變革初期感到極為挫折，但

被逼著漸能掌握：「我也是從看不懂課程計畫，是什麼鬼啊？學分表看不懂，我是

國中老師，拿了看了，不看，不看…但是成立了高中之後，就逼著一定要弄清楚。

現在也不算專家，起碼看得懂這樣，別人不能唬弄我這樣的 (訪談D1_1081030_5）。」

幸好，D1主任也說，學分規劃有一個非常可靠的夥伴--任教高中數學的C1組長，

「因為他邏輯思考能力非常強，這是他很厲害的地方，所以我們非常仰賴他在學分

配置的狀態 (訪談D1_1081030_19）。」這兩個人成為一心高中推動課程改革的推

手，在105學年開始為新課綱做些改變，不過走到一個階段，就開始原地打轉。 

恰好，那正值一心高中遴選新校長的時機，有鑑於過去的校長都來自於國中，

「沒有高中校長的規格跟高度，真的沒有辦法經營高中 (訪談D1_1081030_29）。」

加上面對改革幅度極大的高中課程，一心團隊明白：「我們現在欠的是一個有高中

高度的人來帶領我們(訪談D1_1081030_14）。」就在如此的變革需求及學校老師的

期待下，具有教師會背景及課程專業的PH校長脫穎而出，從106學年開始帶領一心

高中發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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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校長到了一心，盤整人力資源，發現主任都是國中部的老師兼任，對於高中

的文化生態理解度和操作模式還有不足之處(訪談PH_1081013_28）。不過，PH校

長考量到行政重組之後會更混亂 (訪談PH_1081013_30），所以選擇穩定行政團隊。

他一方面借重D1主任對於行政業務的熟練度和積極作為，一方面善用C1組長對高

中課程的投入，組成三人小組：「老師如果需要資源的時候會去找，會找主任、找

組長。然後我會固定時間跟這兩位討論事情，因為要 hold 整個課程的方向。還有

目 前 遇 到 什 麼 問 題 的 話 跟 他 們 討 論 ， 然 後 告 訴 他 們 可 以 怎 麼 做  ( 訪 談

PH_1081013_31）。」 

三人小組在校長的引導下，共同策劃課程發展方向與內容，運用民主、遊說、

激勵、連結、支持等策略落實新課綱，鼓勵國高中部老師對話，提供學生表現的舞

台，對內對外推廣特色課程。種種作為，如學校的努力、老師的課程、學生的表現

等受到校內外社區的肯定，108學年，在大家減招的情況下，一心招生人數反而增

加，對此，PH校長說：「我相信這件事情是對我們學校有幫助的，目前也看出一

點點成果(訪談PH_1081013_34）。」一心高中的變革歷程，從PH校長在106學年進

場後，在變革決策上符合Mintzberg與Westley(1992)所提到的「願景推動」和「程序

規劃」。學校願景的形成乃廣納各領域老師的意見，凝聚共識而來；課程推動依照

新課綱總綱所揭示的重點，儘量在會議上逐一項目討論規劃。 

受訪的教師知道學校做的方向及方法都正確，不過對於未來的發展卻沒有全然

的信心，主因是少子化的浪潮下，招生真的很困難。一旦涉及到招生了，大家就不

會有信心，校長甚至直言：「沒有把握，我睡不著覺。我認為這會幫助我的招生，

但我沒有把握，很難講。你問高中部老師 我們學校還會存在嗎？其實我覺得他們

也不見得有信心。(訪談PH_1081013_34，52）」其實不只是高中老師覺得沒把握，

受訪的國中老師對於高中部的未來也感到憂心。 

 

貳、 個案學校變革歷程圖像 

一心高中從變革歷程摘要請參考附錄六，從時序發展來看一心高中的課程變革，

可以標示出幾個轉折點：101學年學校成立高中部，改制為完全中學，高中老師對

外招考，不過主任多為國中部教師兼任。學校轉型過程平和，但國高中教師年齡層

有落差，存在隔閡；102學年起，加入跨校選修，幾年的合作讓一心得以比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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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和友校在課程發展和學生學習上的差異，進而感受到學校特色不足，希望可以

做些改變。在缺乏校長在課程領導這個面向的著力，D1主任和C1組長兩人摸索嘗

試，104學年起開始加入高中優質化，引進外部資源和專家諮詢；105學年課程發展

才開始對準新課綱，成立課程核心小組，高中部推動拼湊式的「多元選修」，不過

發展歷程慢慢出現瓶頸。106學年新任校長進場，循序發展國高中課程，讓學校能

量進入新階段。本研究根據上面的歷程，連結到研究架構(圖2-13)以個案學校課程

變革個人與組織互動概念圖(圖4-1)，最後繪製該校課程變革準備度之圖像(圖4-2)。 

準備度發展歷程隨時間變動，以Lewin(1951)變革三階段來看一心的變革歷程，

該校高中部從102學年由行政開始摸索嘗試少許改變，慢慢進入「解凍階段」；從

105學年起，在解凍中陸續展開局部行動，讓老師已微課程的方式進行「選修課程」；

106學年開始，有更多的具體行動，展現能量，到108學年的具體變革成效是已建立

特色課程的亮點，同時班級數也穩定下來。不過因為新課綱目前只在高一實施，預

計未來兩年甚或更長仍會處於「行動階段」，學校改革方針不變但會有滾動式修正。

至於展望未來，一心感受到不確定性，所以距離「再凍結」還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甚至可能等不到穩定狀態，又要迎接下一波的課改。 

 

 

102-105學年 106學年108學年 

 

       解  凍  階  段 
   

圖 4-2. 一心高中課程變革準備度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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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了敘說個案學校變革歷程故事外，還探究影響個案學校的變革準備度

的因素。上面的歷程圖從驅使變革的情境特點開展，這些特點包含外在課程改革的

推力及內在學校生存之危機。接著可以看到影響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因素分布於

不同的位置，這僅代表每個因素影響力道不一，而非標示這些因素的出現的時機。

比方說，學校資源、文化氛圍、組織效能、組織效價等因素對於組織準備變革都有

一定的影響。不過，雖然學校資源不足，但一心相信課程變革對學校有好處，組織

作為以這個信念為基礎，還是得以突破資源匱乏的限制，以特色課程提高學校聲望，

所以在圖中，學校資源的位置就比組織效價來的低。這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個人變革

準備度的因素中，雖然個人特質相異，但受訪教師認同發展創新課程可以提升學生

學習，這樣的信念強化變革承諾，比起年紀、職位、個性等個人特質更有影響。最

後，在圖中動態的溝通互動和領導作為從左下到右上提升，代表這兩個因素在兩個

層次的交互作用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既影響個人，也影響組織變革的準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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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建議與省思 

第一節  結論 

從103年年底教育部公布新課綱總綱後，全國高中在其揭示的方向、主軸和架

構下，逐步走到同樣的軌道上；105學年開始，高中優質化扮演引導變革準備的重

要角色，標示十幾項準備工作、提供系列創新增能研習，讓參與高中優質化方案的

學校得到更好的支援體系，共同為課程變革而努力。此波新課綱改革需要個人及組

織打破既有框架，拋棄舊有思維、迎接典範轉移，只談「個人抗拒」過於消極，只

看「組織領導」過於狹隘，只有「技術操作」流於表象， 

此刻，撐起學校需要集結教師個人的專業、能量、熱忱和信念，用團體共享的

力量，方得以共行。此時，教師個人準備度就是關鍵。然而學校老師教師在鬆散的

教育體制中，在強迫性的政策下仍擁有極高的個人自主性，若學校組織無法激勵個

人、凝聚共識、組織社群、導向學習，多數人會用「權宜方式」應付內外壓力，逃

避做全面性的改變而做樣子，課程變革淪為敷衍行事，學校就無法落實課綱精神與

內涵。雖然如此，各校內外在條件不同，個人和組織的準備歷程必然存在著差異性，

影響各校落實課綱的精神和內涵的幅度，是值得深究的一個面向。本研究在課程改

革的脈絡下，透過一所完全中學研究學校及個人面對課程變革的準備度，研究結論

包含一心高中課程變革歷程、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和兩者間的交互影響，共有以

下幾點： 

 

壹、 學校生存危機為啟動課程變革歷程的首要因素 

一心高中的故事描述一所偏鄉小校在客觀條件受限的情況下，如何試圖突破

學校現有的困境，尋找出路，不要沈船，其中特別聚焦於個人和組織面對變革準備

度的作為和影響因素。仔細剖析，這所學校的「生存危機感」比起「課程改革」是

一股較為顯著的推力。不過，由國家政策而來的課程改革給予學校推動變革的契機，

讓領導「借力使力」，在此基礎與脈絡下，學校掌握政策改革來建構合法正當的說

理，讓學校成員了解外部環境的變化與需求，內部溝通訊息還加上解決生存危機的

急迫性，引導組織成員發揮能量，迎接變革，扭轉劣勢。換言之，組織推動新課綱

的目標不純粹只為落實政策或是衝破成績的天花板，而是讓學校既可趁機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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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校不同的特色，又可照顧到不同學生的需求，並且用實作課程激發學生潛能，

藉此發揮學校亮點、提升學校能見度，終以穩定學校發展為目標。 

 

貳、 遴選新校長是改變學校變革條件的重要關鍵點 

「校長遴選」在一心高中的變革歷程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當初在選擇

領導人時，中間行政領導人認真分析每個候選人的特性、背景與能力，從內外環境

的需求，謹慎選擇一位最適合學校發展的領航人。新校長進場後讓學校準備變革的

條件產生變化：變革訊息是明確的、變革策略是系統的、變革管理是團隊的。雖然

客觀條件無法立即改變，但是組織成員感受到校長課程領導的智慧與能量，信任領

導和同儕是共同面對變革的好夥伴，對於組織和變革的承諾帶濃厚的情感連結。因

此，即便大環境充滿不確定性、人力不足、資源有限，學校成員願意投入課程研發，

不但看到學生的改變，也引起外部的肯定，進而在招生工作上獲得小小的成就。雖

然學校對於掌握未來的命運沒有十足的確定感，但校長課程領導促進教師認同變

革的必要性，進而行動，是變革歷程非常生動豐富的篇章。 

 

參、 職涯經驗和組織作為深深影響教師變革準備度 

從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敘事看來，教學職涯經歷及組織作為與教師變革準備

度關係密切。在一心教師故事中，有人從跨校合作交流感到自己與組織的不足、有

人經歷調校比較校際條件與發展、有人從不同的學校訊息看到自己學校的優點。這

些都觸發與開展教師內在思考，刺激情緒感受。這些情緒可能是負面、感到不足，

也可能是正面、受到激勵。無論是哪種感受，對於具備心態開放、創新求變以及反

思行動的教師個人特別產生加成作用，比起年紀或是職務，更有助於提升其對變革

之準備。組織的變革作為同時影響教師個人準備度的感受，當組織展現變革行動力

為學校和個人帶來榮譽感和成就感，形成一股帶來正念的力量，則有助於提升變革

準備度，這不但正吻合Holt等(2013)的理論，也顯示個人和組織準備度密切的關係。 

 

肆、 個人變革效價關注焦點在學生學習非個人利益 

提及新課綱的對於個人效價的衡量，「個人利益」絕對不在這些受訪老師的考

量中，而「學生學習」的成效才是支持老師做出改變之原力，所以個人對於新課綱

的承諾可被視為是對學生和組織的承諾。這正凸顯教育領域和商業管理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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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教育為百年大業，以人為本，讓學校與追求利潤的商業組織的目標迥異，所

以談到效價，就有不同的標準。這些受訪師長懷抱熱誠與理想投入教育，把新課綱

的挑戰當成是逆轉學校命運的機會，奮力一搏。這些受訪者知道，發展新課綱是「錢

更少、事更多」，帶來更多的工作負擔，遠遠超過他們可以得到的實質回報。雖然

口頭上喊累、有時也會抱怨，但是鮮少有人用金錢來衡量這一切。他們關心學生表

現和回饋，而且為此自我精進、團結合作。學生突破性的表現帶給他們成就感，讓

他們更願意持續往下走。 

 

伍、 完中國高中部更需要加化訊息處理及溝通互動  

訊息處理和溝通互動對於完全中學而言具有挑戰性，原因在於國高中的課程

變革幅度不一、升學目標和策略也有差異。不過，一心高中多元化處理內外訊息和

國高中的溝通交流，不但促進工作氛圍，且有效提升組織變革準備度。值得學習的

策略如下：首先，校長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不斷倡導新課綱變革的精神，國中部教師

就會接收到許高中新課綱相關訊息，對於高中課程改革比較了解。第二，一心的國

中部教師兼任主任或組長時，有機會參與校外與高中課程改革的研習活動，視野更

加廣闊，回到學校就會轉化訊息為行動，拓展影響力。第三，學校領導善用「融合」

的策略–融合國高中社團、安排國高中共同參與核心小組和課發會、規劃國高中校

本研習、導入創新工具引導思維轉化。第四，讓國高中老師在共同備課日分享各自

研發的課程，甚至讓受到課程滋養的直升學生現身說法，讓國中老師更加了解創新

或特色課程的價值。這些溝通交流凝聚全校老師共識，共創學校願景、學生圖像。

該校國中部老師看到、聽到、學到、感受到，於108學年開始實施跨班選修，是課

程發展的一個重要改變。 

 

陸、 有為的領導團隊如同帶動變革準備度的領頭羊 

學校領導--包含校長及行政團隊--是推動校務的火車頭。在一心高中的歷史中，

成立高中部初期缺乏高中經驗的領導者，讓中間領導人無法走出困境。直到106學

年開始由於新校長有明確的方向和具體的作為，學校組織才開始突破困境。一心高

中的PH校長以「全力推動新課綱」為方向，以「聚焦課程發展」為主軸，以「溫和

民主溝通」為手段，以「堅持做對的事情」為信念，讓老師們感受到他的意志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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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同時也讓整個組織穩定下來。穩健與新課綱同行，由此可見，具有民主風格和

堅定信念的校長，絕對是影響變革準備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層的行政團隊是落實校

務發展的主要力量，行政人員與老師溝通的訣竅在照顧到老師的「奇摩子」，「民

間友人」也是行政人員在執行公務或推動業務非常重要的促進劑。行政人員在遵守

法規及公平正義的原則下，懂得以較為柔軟的姿態與學校老師互動與溝通，往往可

以較為順利達到目標。此外，掌握資源的行政人員，若能夠無私支援老師在發展課

程的需求，也往往可以得到教師的信任，建立更好的合作基礎。更重要的是，具備

「同理心」的教師，在兼任行政時，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待業務，願意承擔，共同

合作，才可以讓行政團隊發揮更大的力量。此外，一心的故事也顯示培養教師領頭

羊成為變革推手的重要性。在良好合作氛圍與領導作為下，教師個人在認知、情意

和行為意向表現積極主動，個人效能在準備歷程中因為受到不同的滋養，如參與創

新工作坊、與校外合作學習、導入外部資源、跨領域社群共同備課，並且增加教師

參與核心小組和課發會等決策經驗，不但逐漸提升課程設計知能，更得以擴大視野、

突破框架。 

 

柒、 影響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因素力道有強也有弱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從文獻探討歸納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的各種因素，再以

受訪者的敘事來印證學者的理論與主張，進而提出發現和結果。一心高中的故事讓

本研究突破「統包」或「條列」因素的作法，看到每個因素在其中不同的影響力。

這主要是因為教師個別的敘事貼近真實生活的樣態，讓研究者得以透過抽絲剝繭

的方法看到各種影響因素的差異性。如同結論第參點提到，教師個人經歷比其年紀

或職務更有影響力。此外，依據歷程圖的分析，個人條件又不如個人變革效價和承

諾來的大。影響組織變革準備度的因素亦然，比方說，集體變革效價比起組織資源

更為關鍵。這顯示，雖然充實組織資源對於變革十分重要，但強化內在的信念要比

增加資源更為重要。一心高中在資源匱乏的請況下，以爭取競爭型計畫或其他外部

資源當作強化信念及支持行動的取徑之一。總言之，影響個人和組織準備度的因素

力道有強也有弱，組織可以彈性運用激勵、強化、調節等方法，讓這些因素相輔相

成，更有助於達到變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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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互相影響而且相互加乘 

沒有個人的組織是虛幻、沒有組織的個人是孤鳥，組織與個人息息相關，組織

文化影響個人，個人思維影響組織，這種相互影響的關係也存在於個人與組織的變

革準備度中，兩者相互加乘，形成動態的緊密關係。個人準備程度因人而異，但在

一心這樣員額不多的小校中，當投入準備課程改革教師的比例提高時，學校處於積

極行動期，即便還有個別老師處於觀望或停滯，但個人或組織仍會感受到集體變革

準備度之提升，甚至也會獲得外部的肯定與認同。此外，「組織內外溝通交流」和

「領導團隊特質作為」帶動兩個層次的準備度，貫穿其中。公開、有效與順利的溝

通交流促進信任、強化承諾；民主、支持與合作的領導團隊凝聚變革效價與促進變

革效能。學校變革能量高，再加上領導團隊變革能量高，整體組織會展現彈性，適

應環境和文化的轉變，進而帶動個人的變革準備度。 

 

第二節  建議 

承續上面的結論，本研究對於「教師個人」、「學校組織」和「未來研究」提

出以下的建議。對老師的建議有(1) 主動掌握變革訊息，掌握契機開展自我；(2) 呼

朋引伴準備變革，積極參與變革增能； 對學校的建議包含 (1) 凸顯變革領導角色，

拓展領導團隊能量； (2) 規劃變革支援系統，妥善處理內外訊息； (3) 考量變革

管理能量，依據條件因地制宜； (4) 提升個人變革準備，擴大組織變革能量。對後

續研究的建議有二：(1) 採用質性訪談量化問卷並行研究法；(2) 開展研究內容範

疇及拉長研究期程。說明如下： 

 

壹、 對教師的建議 

一、主動掌握變革訊息，掌握契機開展自我 

學校教師在變革的巨輪下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以不變應萬變，一是擁抱變革

的挑戰。從一心高中的故事來看，影響教師面對變革的心智模式關鍵往往是「學

生」，受訪的一心師長們願意堅持走在改革的路上，乃因看到學生在學校提供的特

色課程上有所成長與具體表現；即便對於未來沒有信心，還是選擇「做了就是」。

若是教師沒有投入研發課程，就看不到學生發揮潛能的機會，老師「展開自己」有

助於「成就學生」。建議教師抓住契機拓展個人的視野和體驗不同歷程，來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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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變革準備度。「在學校教書」在現代有不同的意涵，老師不再只是教學者，同

時也是學習者；老師不再只是老師，同時也要共同承擔學校校務的發展。一心高中

的老師在員額極少的情況下，一人身兼多職及擔負多重任務是常態，受訪的教師們，

有的經過不同的行政歷練而突破框架、有的在不同的學校服務過而更想付出、改變

現況，有的因學校轉變為高中後看到更大的可能性，這些個人經驗豐富職涯、也豐

富生命。所以，轉換可能帶來契機，就像一心老師們的「職涯變化」，就衍生出其

面對變革另一種形式的能量。 

 

二、呼朋引伴準備變革，積極參與變革增能 

教師面對改革，與其扮演被動的「變革對象」，不如扮演積極的「變革推手」，

但在任務多重的壓力下，單打獨鬥不如呼朋引伴。從一心的教師社群看到「一個人，

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這一群夥伴，不一定同齡、不一定同科或是同領域，

重點是「志同道合」，他們並非依據冷冰冰的政策或是仰賴校長的意志來推動規劃

課程，而是以社群的力量規劃課程和設計教學，可以自己充實增能、願意主動尋求

資源。找到好夥伴，一切為學生、為學生一切，讓變革旅程更加有意義及成就感。 

 

貳、 對學校的建議 

一、凸顯變革領導角色，拓展領導團隊能量 

一個穩健有效、贏得信任的領導團隊是發展變革重要力量。然領導並非校長一

人之責，組織需要一位具備遠見、策略明確、理性對話、關懷傾聽、專業投入、知

行合一、勇於承擔的校長。這位校長不只吹響發動改革的號角、而且還可與老師並

肩作戰、又能為學習引進資源，並可彰顯學校特色品牌，是穩定教師的領航者，是

成員學習的楷模。當然，廣義的學校領導並不限於校長領導，拓展領導團隊力量就

是提升學校準備變革的能量。主任、組長的中層行政領導，有時勝過校長一人的影

響力，不過沒有校長的指引和建議，行政團隊也會迷失方向。校長在實踐教育理念，

也需要中層領導的支持與執行；校長理想過於夢幻或龐大，中層領導扮演魔鬼代言

人，直言溝通。校長和所帶領的行政團隊理念相契、行動一致，對於校務發展十分

重要。團隊能量慢慢從由內擴散，讓核心中還有核心，社群外還有社群，然後帶出

教師領導的力量，讓正向的變革準備可以取代抗拒的負面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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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變革支援系統，妥善處理內外訊息 

變革需要「主要的支持(principal support)」，有些支持來自於外部，如教育主

管機關或是家長及社區的力量，但源自於學校主體性的支持體系，對於變革管理非

常重要。校內變革支援系統可能是無形的，如精神上的鼓勵；有些是有形的，像是

經費上的挹注。但最重要的是有要將支援網絡系統化、分層化，讓組織成員準備變

革有所依據。以一心高中為例，從三人小組到核心小組到教學研究會以及課程發展

委員會，會議議題緊扣住課程發展的重要任務，並確定任務的優先順序、盤整人力

與分配資源，支持教師組織社群，並以社群為發展課程的主要單位，這些都有系統

設計的巧思。此外，領導團隊以高倡導的方式傳播新課綱的訊息，不過在實務上校

長先抓住「課程」的主軸，把課程品質當作擦亮學校招牌的保證，這樣的訊息一而

再、再而三在校內形成共同的語言，讓組織成員接收明確的訊息，提高致力研發課

程的意願和能量。此外，一心高中對於國高兩部的溝通展現策略，一方面以溝通來

傳遞訊息，一方面以溝通成立社群，並且積極促進國高中交流，提升國中部老師對

於高中部的認識與認同。這些都顯示，系統規劃變革支援，妥善處理內外訊息在革

中的重要性。一心高中還克服人力不足，向外溝通宣導示範，邀請外面的師生到校

體驗參訪，努力將校內的優點。「規劃變革支援系統，妥善處理內外訊息」是本研

究給學校第二個建議。 

 

三、考量變革管理能量，依據條件因地制宜 

攤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內涵，比較其與學校實際運作的情況，兩者間存在著

當大的鴻溝，從內要克服的是心智模式，在外要改革的是時數架構、教學方法，中

間要盤整的是人力、空間、時間、經費等配套，對各校而言，豈止是只有「難」這

一字而已。此刻，建議學校善用「滾動方式」換取學校實施課綱的彈性與空間。就

一心來說，滾動始於「偷吃步」，也是他們致力落實新課綱規定、因地制宜的做法。

「偷吃步」，不是擱置不做；「偷吃步」，也不是違背規定；「偷吃步」是依照規

定，但又考量學校準備變革的客觀條件，做出對老師及學生最好的安排，是屬於適

合學校的模式。當學校條件改變，比方說員額提高、資源較為充裕時，原有的偷吃

步，可以漸漸調整為更加符合、甚至完全符合課綱的精神與規範，這是務實的做法，

也是滾動式改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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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個人變革準備，擴大組織變革能量 

個人和組織相依相存，沒有個人，就沒有組織；但沒有組織，也不會有個人。

在個人和組織兩個層次的變革準備度也是如此，而且本研究發現提升個人準備度，

並加總個人準備能量，會匯集成為組織變革準備。當組織準備度提高，表示組織效

能的提升，進而會帶動個人準備度。當然，個人對於變革準備的程度還是受到不同

的個人和組織因素左右，比方說個人對於工作的承諾、在課程教學上的知能，對於

同儕工作氛圍的感受，還有參與組織學習的程度。組織可以從這些方面著手，營造

提升個人變革準備度的組織環境， 

 

參、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採用質性訪談量化問卷並行研究法  

就方法而言，評估變革準備度通常以問卷調查為起點，對象為所有可能受到變

革方案影響的關係人；隨後再以訪談或焦點座談釐清與變革相關的根源、因素或行

動。然本研究限於時間因素，僅透過訪談與文件蒐集與分析資料，瞭解個案學校對

於新課綱準備度的歷程，進而了解個案學校實際推動與轉化課程的情形。如此的研

究價值之一在於深入了解學校準備課程變革時的特性以及被忽略的因素，提供重

要的洞見。然而，研究結果缺乏普遍性，不容易類推至其他學校，僅能提供個案學

校的實務經驗，做為他校推動課程變革以及相關政策的參考。所以，對於未來研究

的建議若有較為充裕的時間及人力，可先以變革準備度的問卷進行調查，再以個別

訪談及焦點座談的方式收集深入的故事。如此的研究在多元的文本交織下，可以對

主體性展開更大的光譜，讓研究結果更具全面性。 

 

二、開展研究範疇及拉長研究期程 

個人和組織準備度在本國教育研究仍屬新興議題，可供參考及探討的文獻絕大

部分來自於西方國家，還需要更多的本土學者致力拓展相關的範疇，以便於累積豐

富的研究成果。在內涵上面，變革準備度通常有特定的情境和努力，不過一個組織

有可能對於某個變革方案有高度準備，但對於另外的變革計畫則不然，這個觀點可

提供未來研究個人和組織變革準備度的方向。亦可針對同一主題涵蓋多種類型的

學校，針對學校準備課程變革進行較大規模、量化、質化並行的研究。再者，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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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變革準備進行中長期的研究，畢竟變革準備度並非靜態，而是一種不斷流動且循

環的狀態，若將變革準備視為一種常備的狀態，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就不會僅限於變

革的初期準備，而是可以延續觀察到變革總結性的結果為止。對變革準備進行長期

性的研究，還可以分析課程變革前後，個人的態度的能力及組織文化、效能的轉變。 

 

第三節  省思 

本研究以「變革準備度」為主題，選擇一所完全中學為研究對象，主要原因之

一乃是研究者本身也是完全中學的校長，兩所學校地理位置、規模大小、文化氛圍

差異極大，但正可透入訪談及文件深入了解兩所完中在準備變革的歷程之「同」與

「異」。研究者期待這份為偏鄉小校在變革巨輪下留下的印記，不但對學術有所貢

獻，同時也可以從中獲得不同的啟示。研究者從一心高中的故事獲得的省思有以下

幾點： 

第一點是有關兩校面臨的挑戰和突圍的勇氣與策略。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位於

都會區，交通便利、資源豐富，比起一心高中，在推動新課綱上較具優勢。不過，

無論學校處於何方，兩校校長皆認同課綱變革的精神與價值，也同樣掌握新課綱核

心理念致力於擘劃學校願景、勾勒學生圖像、繪製課程地圖、爭取校外資源、激勵

學校老師。當然，因為學校文化差異、脈絡不同，所以面對的挑戰也有差異。一心

的發展出現生存危機，高中部招生尤其不易，PH校長的使命為奮力拯救一艘即將

沈沒的船，以推出高中部的特色課程、國中部的多元選修為切入點，讓課程成為翻

身或轉型的槓桿。相較之下，研究者所在的學校尚不至於面臨存亡命運，不過從內

在變革最大的挑戰是與傳統的升學思維抗衡。「實施新課綱，讓課程發光發熱」是

一心穩住學校的策略之一；「實施新課綱，會不會讓升學率下降?」是研究者學校

教師於推動課程改革初期的疑慮。兩校面對的挑戰不同，不過學校與多數教師都逐

漸展現變革意願並展開變革的行動策略。一心高中部老師動能很強，國中部老師慢

慢跟進；研究者的學校師長也慢慢認同推動課程的必要性，不過比較之下，一心突

破重圍的勇氣更值得敬佩，變革的作為也值得學習。 

第二點是兩校都有跨領域社群，不過一心高中的社群以開發一門課為任務，是

值得學習之處。一心高中教師人數少，一人身兼數職，卻能夠落實跨領域課程設計，

難能可貴。受訪的老師表示，學校員額編制小，單打獨鬥頗為吃力，團結合作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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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此外，他們也認為小校相較於大校，容易凝聚、形成共識。但在這些優勢之

後，是老師們展現變革效價與組織承諾，信任領導和共識的夥伴，願意犧牲時間共

同備課、觀課和修正課程。國高中部皆透過優質化經費成立跨領域的社群作為研發

課程多元選修及校訂必修的單位，社群召集人成為核心小組的成員，讓他們更接近

決策核心，並擁有較多的資訊和資源，無形之間提升變革準備度。跨領域開發的課

程超越教師所教授的學科專門知識時，這些老師主動積極安排相關增能活動，有個

別學習、有共襄盛舉，也會主動連結校外資源，拓展學生學習的機會、豐富學生學

習的內涵。 

在研究者的學校，課程往往以教師個人或是學科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為研發設計設計單位。雖然學校有成立多元選修社群和校訂

必修社群跨領域社群，但這些社群並非以共同開發一門課程為任務，主要專業學習

活動為確定課程實施的流程、選課、評量規準等，有時會安排老師分享其設計的課

程，不過實質跨領域的課程尚不多見。最近，有一個社群比較貼近一心的跨領域社

群是由圖書館主政，號召20多位教師成立的自主學習社群，這些老師為高一新生共

同設計三個自主學習微型培力課程，於108學年的彈性課程，頗受好評。其他跨領

域的社群則屬自發性，在適當的時機，以主題式合作設計課程活動，如國文與音樂、

英文與科技等，展現不同的學習亮點。雖兩校開發課程各有策略，跨域社群開發一

門課程的作法更可直接促使教師進行更多的專業學習和對話，是未來研究者的學

校可以學習之處。 

第三，研究者從一心高中招生宣導策略學習到行銷學校不同的策略。受少子化

的影響，行銷學校、展現亮點為當務之急。不過一心高中以課程為招生的策略，是

研究者覺得可以學習之處。其實，除了由輔導室進行校外宣導招生活動之外，在過

去，研究者的學校也曾像一心一樣辦理過國小數學營或是國高中Open Day，後來

評估效益不大，就停止類似的活動，改為拍攝影片或製作系列海報來行銷學校。不

過，研究者自我反省，與其讓招收對象被動了解，不如讓他們實際體驗。若學校參

訪活動或是營隊效益不佳，應該積極調整作法，而不是取消活動。此外，研究者有

時會以體恤老師的思維，減少勞師動眾的動員活動，不過看到一心的老師們可以配

合規劃1-2小時的微課程，讓小學生或國中生體驗，還可以到校外以社團的方式展

現學校的特色，領悟到老師其實都具備共同的特質，只要領導團隊更加堅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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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相信老師們會以發揮課程亮點為榮，並且以提高學校能見度為為己責。「溫

柔的堅持」是研究者可以再深化之處。 

最後，研究者感覺各校對於此波課程變革的認知和準備因校而異，結果也會大

不同，但是對於總綱所要求的基本盤勢應該有一致性，當學校落實準備這些基礎工

作後，「應該」有機會呈現以下從外到內的轉型樣貌，(1)空間轉型：新課綱各類選

修課程或分組教學對於空間需求量大，為滿足不同課程與教學的需求，學校必須盤

整空間、改造空間、製造空間，改變既有學習空間樣貌。(2) 課程轉型：部定必修

不再是學習唯一的重點，多類型課程的安排不但打破學校原有的作息安排，並且促

進教師發揮團隊精神，共同設計課程及分享歷程。(3) 教學轉型：因應入學考試納

入素養導向題型的趨勢，教師努力增能、突破傳統教學法，從單向灌輸學生知識轉

變為給予學生機會應用知識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教室教學風景因此改變為多樣化。

(4) 學習轉型：新課綱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和增加學習選擇，提升「學習如何學習的

能力」和獨立思考受到重視，學生被訓練具備思考、自學、表達、研究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5) 角色轉型：普高課改新增「課程諮詢教師」和「學生學習歷程」，賦

予導師新角色和新功能，有些學校甚至思索打破傳統導師制，讓全校教師共同承擔

責任。(6) 組織轉型：多元複雜化的課務帶入大量的行政業務，連動學校行政組織

變革，分工成為藝術，組織重整成為新選項。(7) 文化轉型：最深層的變革在組織

文化，為了讓新課綱順利上路，理想的校園文化充滿信任、合作，處室與處室間、

行政與教師間的對話與溝通順利和諧。 

在課程改革的脈絡下，一心高中譜寫的課變革準備歷程故事，不但是扭轉學校

命運的希望工程，同時實踐新課綱「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

景、以及轉化教育內涵與品質的機會。然影響教育的因素錯綜複雜，正因如此，可

能許多學校對於學校或是課程未來發展，就如本研究之個案學校，「沒有把握，先

做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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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普高課程內涵與相關規定 

類型 內涵 相關規定 

部定

必修 

依據部訂綱要

實施 

是所有學生皆須修習的基本要求，由教育部發布課程綱

要，訂定最低必修學分。 

培養學生 

核心素養 

從全人教育出發，以培養學生核心素養及奠定基本學力，

並具備通識應用能力為目標。 

強化縱向 

連貫與統整 

各領域可研訂跨科之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實驗）型等主

題的課程內容，供學生學習，提升學生通識與綜合應用之

能力。亦得採適性設計以因應學生學習之差異，相關設計

由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研訂之。 

校訂

必修 

校本 

特色課程 

係依學校願景與特色發展，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但

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可以專題、跨領域/

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索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

等課程類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之

能力。以通識、知識應用或校本特色課程為原則學校得依

其發展特色、師資結構及相關條件開設之。 

選修

課程 

加深加廣 

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需要。可由教育部訂

定或指定教育專業團體（大學、學術團體或普通高級中等

學校學科中心等）發展課程綱要供學校選用或運用，或由

學校發展選修課程教學大綱；上述內容經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通過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送各該主管機關備

查。 

補強選修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個別學習需要，補強學生在部定必

修課程學習之不足，確保學生的基本學力。 

多元選修 

由各校依照學生興趣、性向、能力與需求開設，各校至少

提供6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可包括本土語文、第二外國

語文（含新住民語文）、全民國防教育、通識性課程、跨

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及探索體驗、大學預修課程或

職涯試探等各類課程。 

特殊需求 

依照特殊教育及特殊類型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所安排之

課程，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需有學生家長參

與訂定。 

團體

活動 

團體活動時間每週2-3 節，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

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合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每週1 節

或每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1 節之限制。團體活動實施內涵如下： 

班級活動 

由導師輔導的班會或班級性活動，用以實踐民主議事程

序，推展班級自治、 

聯誼活動、班級團體輔導及生活教育活動。 

社團活動 
依學生興趣、性向與需求、師資、設備及社區狀況成立社

團，並在教師輔導下進行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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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內涵 相關規定 

學生 

自治會活動 

輔導成立學生自治會組織，以提供學生服務、反映學生意

見等事務，如班聯會、畢聯會或其它學生自治組織。 

學生服務 

學習活動 

配合學校、社區需要，實施計畫性的服務學習活動，如校

園志工、社區服務、公共服務、休閒服務、環保服務等。 

學校週會 

或講座 

依據學生興趣與身心發展階段、學校背景與現況、家長期

望、社區資源辦理的例行性或獨創性活動。如週會、通識

教育講座。 

團體活動三年整體實施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校行政人員、專任教師、導

師及學生代表組成課程發展機制，參酌師生家長意見，結合各類課程，納

入學校課程計畫，並參酌各校特性、指導人員、設備、場地、活動時間與

社區資源等因素彈性設計實施。 

對於身心發展有特殊需求之學生應安排適當之活動項目，並給予特別輔

導。各項活動之實施計畫務求周全，應顧及學生身心發展與安全措施。 

評量應依據活動目標及學習內涵，採用多元的評量方法。評量宜分工合作

分層負責，班級活動由導師負責評定，社團活動由社團指導老師負責評定，

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由各處室或相關人員負責評定。評量

結果由導師彙整，適切參酌學生自評、同儕評量、家長評量及其他相關人

員的評量資料實施總評。評量結果以文字描述為主，得視學校需要輔以等

級呈現。 

彈性

學習

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每週2-3 節，依據學校條件與學生需求，可運用於下列課程

或活動： 

學生 

自主學習 

為發揮學生「自發」規劃學習內容的精神，各校對「學生

自主學習」精神的保障與作法，應納入年度課程計畫備

查，並列入校務評鑑及輔導訪視之重點項目。 

選手培訓 彈性學習時間得安排教師授課或指導，並列入教師教學

節數或支給鐘點費。全學期授課者列入教學節數；短期性

授課或指導支給鐘點費。 

充實增廣 

/補強性教學 

學校特色活動 

依據學生興趣與身心發展階段、學校背景與現況、家長期

望、社區資源辦理的例行性或獨創性活動。如教學參觀、

媒體識讀、學習成果發表、節日慶祝、健康體適能、國內

外交流、聯誼活動、校際活動、始（畢）業活動、親職活

動及其他創意活動。 

其他注意事項 

專題

跨域 

專題與 

跨領域課程 

各校開設跨領域/科目專題類課程，其專題小組人數及每

位教師配置小組組數所需經費及相關規定由各該主管機

關訂定之。教師進行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之協同教學，

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其協同教學節數可採計

為教師教學節數，所需經費及相關規定由各該主管機關

訂定之。 

選課

輔導 
發展課程手冊 

為落實學生適性選修課程，領域綱要研修小組應配合領

域課程綱要之研訂，同步發展各領域課程手冊，建立完整

  



163 

類型 內涵 相關規定 

課程架構，並描繪升學及職涯進路關係，供教師選課輔

導、學生選課參考與大學院校選才參採之用。 

強化課程 

輔導諮詢 

學生適性選修輔導需搭配課程諮詢及生涯輔導，包括參

考性向及興趣測驗、大學院校進路建議的選修課程等。學

生每學期應與課程諮詢教師討論，諮詢紀錄應列入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教師若擔任課程諮詢教

師得酌減教學節數，師資認證及相關辦法由各該主管機

關訂定之。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頁15-19。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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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課程改革脈絡下一所完全中學變革準備度之歷程研究 

行政領導訪談大綱   

個人資料 代號 

性別  年紀  

教育背景  教學年資  

在學校年資  行政領導年資  

行政背景與資歷  

其他經驗  

 

一、 請您簡要概述學校背景、校園氛圍、教師文化及學生學習。 

二、 (必要性)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於108學年上路，學校也準備多年。您覺得推動此

波課綱變革是否會影響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和學校發展? （請舉具

體的例子）。  

三、 (支持)準備國教新課綱，學校行政團隊(校長及主任)對於推動課綱變革的信念

為何？學校領導有共識嗎？您們支持教師推動新課綱與課程發展的策略為何?  

四、 (信心)您認為學校大多數人都會承諾努力推動課綱與發展課程嗎？從這幾年

的經驗，您相信學校教育與經營會因此而有所改變或更加優化嗎?對於學生的

學習有哪些具體的改變？ 

五、 (效益)過去三年的準備實施課綱變革歷程中，您的工作受到那些具體的影響? 

個人的感受如何? 而新課綱上路後，心情又如何? 

六、 整體而言，你覺得新課綱改革有其必要性嗎？原因為何？ 

七、 請問您對於目前的教師兼行政工作是否感到認同或滿意?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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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脈絡下一所完全中學變革準備度之歷程研究 

教師訪談大綱   

個人資料 代號 

性別  年紀  

教育背景  教學年資  

在學校年資  行政領導年資  

行政背景與資歷  

其他經驗  

 

一、請老師簡要概述學校背景、校園氛圍、教師文化及學生學習。 

二、(必要性)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於108學年上路，學校也準備多年。您覺得推動此

波課綱變革是否會影響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和學校發展? （請舉具

體的例子）。  

三、(支持)準備國教新課綱，您感受到學校領導團隊(校長及主任)對於推動課綱

變革的信念為何？學校領導有共識嗎？他們支持教師推動新課綱與課程發展

的策略為何?  

四、(信心)您認為學校大多數人都會承諾努力推動課綱與發展課程嗎？從這幾年

的經驗，您相信學校教育與經營會因此而有所改變或更加優化嗎?對於學生的

學習有哪些具體的改變？ 

五、(效益)過去三年的準備實施課綱變革歷程中，您的工作受到那些具體的影響? 

個人的感受如何? 而新課綱上路後，心情又如何? 

六、整體而言，你覺得新課綱改革有其必要性嗎？原因為何？ 

七、請問老師對於目前的教師工作是否感到認同或滿意?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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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組織推動變革準備度問卷 

組織推動變革準備度問卷 (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 ORIC)  

1 2 3 4 5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反對 有點同意 同意 

組織變革承諾 (C) 

1.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承諾要實施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1  2  3  4  5 

2.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會盡一切力量去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1  2  3  4  5 

3.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想要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1  2  3  4  5 

4.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決心要實施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1  2  3  4  5 

5.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受到激勵而有意願去實施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1  2  3  4  5 

組織變革效能 (E)  

6.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對於組織可以讓成員投入實施十二年國教新課

綱感到有信心。 
1  2  3  4  5 

7.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對於他們能夠掌握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進度感

到有信心。  
1  2  3  4  5 

8.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對於組織能支持他們適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感

到有信心。 
1  2  3  4  5 

9.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對於他們能延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推動動能

感到有信心。  
1  2  3  4  5 

10.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對於他們能夠回應因為實施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而起的挑戰感到有信心。 
1  2  3  4  5 

11.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對於他們在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時能夠順利

協調工作感到有信心。 
1  2  3  4  5 

12. 我們學校的教師(含行政人員)對於他們能夠管理因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

人事衝突或利害關係感到有信心。  
1  2  3  4  5 

組織變革效價 (V) 

13. 我們覺得課綱變革與學校價值相容 1  2  3  4  5 

14. 我們覺得需要實行新課綱 1  2  3  4  5 

15. 我們相信課綱變革對學校及社區有幫助 1  2  3  4  5 

16. 我們相信課綱變革會讓事情變得更好 1  2  3  4  5 

17. 我們相信課綱變革是件好事 1  2  3  4  5 

18. 我們重視課綱變革 1  2  3  4  5 

組織變革資訊評估（I） 

19. 我們相信我們有實行課綱變革所需的設備 1  2  3  4  5 

  



168 

組織推動變革準備度問卷 (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 ORIC)  

1 2 3 4 5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反對 有點同意 同意 

20. 我們相信我們有實行課綱變革所需的專業 1  2  3  4  5 

21. 我們相信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執行新課綱 1  2  3  4  5 

22. 我們相信我們具備推動課綱變革的技能 1  2  3  4  5 

23. 我們相信我們有足夠的資源來實行課綱變革 1  2  3  4  5 

24. 我們知道實行課綱變革需要花費的時間有多少 1  2  3  4  5 

25. 我們了解實行課綱變革需要哪些資源 1  2  3  4  5 

26. 我們知道推動課綱變革，每個人必須要做的事情有那些。 1  2  3  4  5 

資料來源：薛廷悠 (2019)。優質化學校組織變革準備度量表建構與信效度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臺北市。“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for implementing change: 

a psychometric assessment of a new measure,” by C. M. Shea, S. R. Jacobs, D. A. Esserman, K. Bruce, & B. J. 

Weiner, 2014. Implementation science, 9(1), 7. 

 

  

  



169 

附錄四 一心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摘要表 

一心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摘要表（106年8月-108年11月底） 

時間  重要報告及提案討論案由 （共67案） 

106-1-1 

1060825 

報告：105學年核心小組執行情況。（1）完成學生圖像草案及學生素養。(2)校訂

必修主軸Learning by Doing。（3）106學年試行5門多元選修(主題式閱讀、資訊

Moving、專題研作、玩出「東」「西」來、海洋國際) 

案由一：108課綱核心小組工作時程規劃與理解 

成立學校課程核心團隊 調控師資員額與專長 

研讀並理解新課綱 培力教師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凝聚共識與願景 選用教科書與教材準備 

繪製學生學習圖像 研議應有之行政及設備支援配套 

發展學校校訂本位課程 建立學生課程輔導諮詢機制 

建構學校課程學習地圖 盤整現有資源釐清問題 

規劃多元選修跑班模式並發展課程 規劃新舊課綱銜接過濂方式 

規劃彈性學習時間實施方式與內容 建立並試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規劃並完成三年課程規劃表 發展課程評鑑 

案由二：一心特色課程~以黃金圈的思維模式凝聚共識 

說 明：檢附學生圖像素養工作坊、學校願景工作坊、彈性學習課程學生問卷、

研擬一心特色課程。 

決 議：共識凝聚如下 

1. 以動手作創作為核心 

2. 產出可以方過類似TED的形式發表 

3. 可透過Design for change方式引導 

4. 名稱需具體有利於行銷 

106-1-2 

1060912 

案由一：108課綱核心小組工作時程規劃與甘特圖。 

案由二：學校願景及校訂必修課程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三：原住民實驗教育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106-1-3 

1061012 

案由一：本校校訂必修課程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二：本校原住民實驗教育計畫課程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三：本校學校願景，提請討論。 

1. 文字敘述需更白話好懂。 

2. 主要理念：「成為更好的『人』」需更有宣傳效果。 

3. 提供相關建議如上次記錄。 

4. 由領域帶回討論。 

106-1-5 

1060111 

報告事項：願景討論之紀錄 

案由一：本校107學年課程規劃草案， 

案由二：本校108學年課程規劃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二：本校學校願景，提請討論。  

1. 綜合以上意見後調整為「八色鳥的天空─宏觀自信、不斷進步」  

2. 於12/22課發會中修正為「宏觀自信、不斷進步」後通過。 

106-2-1 

1070301 

案由一：108學年國中彈性課程規畫，提請討論。 

1. 5節彈性課程中，1節班會，1節社團，1節閱讀指導，2節多元課程。 

2. 各國中領域帶回討論可發展社群主題：建議可由目前高中有之桌遊設計、

ERmaker、程式創客、海洋國際、玩出東西來、主題式閱讀向下發展。於下

次會議再提出討論。 

案由二：本校108學年課程規劃草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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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摘要表（106年8月-108年11月底） 

時間  重要報告及提案討論案由 （共67案） 

案由三：本校師資結構建議，提請討論。 

106-2-2 

1070329 

案由一：108學年國中彈性課程規畫，提請討論。 

案由二：本校108學年課程及107學年原民班課程規劃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三：課推與課發現況調查回報單，提請討論。 

106-2-3 

1070426 

案由一：優質化輔導訪視學校回應及課推與課發調查回報單策略規劃圖檢視。 

1. 透過尋找社群召集人=>建立社群=>社群教師增能=>發展課程方式進行。 

2. 高中部分維持現有社群，增加獨領綜藝社群；國中桌遊課程社群由黃老師、

盧老師、林老師協助進行；小小導覽員目前可能有課程但無社群召集人；國

中理財社群由梁老師、林老師等人協助籌畫。其他社群召集人再行尋找。 

案由二：本校108學年課程及多元選修、校訂必修實質規畫。 

1. 高二一學分多元選修課程進行文創思考，107學年可能配合獨領綜藝社群發

展，發展3種不同屬性的文創類型課程，再搭配校訂必修程式創客，與程式

創客中實現文創課程中思考。建議高二週五上午課程可以為： 

 週五 

第一節 補救教學/自主學習 

第二節 多元選修(文創) 

第三節 自主學習 

第四節 程式創客 

也解決高二多元選修少一節，使週五第 4 節能進行特殊課程。 

2. 高一課程，因目前教師負擔已過大，如確認學校已有1.2倍選修，不再加開

新課程。以一學期的課程來設計，上下學期學生再換不同主題。 

3. 多元選修選課方式延用目前使用問卷方式，因題目沒有明顯區隔，之後再

由社群召集人共同調整問卷。 

106-2-4 

1070531 

案由一： 本校多元選修及國中彈性課程規畫。 

說 明： 本校確認由社群方式發展多元選修及國中彈性課程，邀請【課程領導

人】設計思考工作坊團隊協助本校進行課程規畫。 

106-2-5 

1070628 

案由一：本校自主學習規畫草案。 

案由二：本校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規畫草案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高

一 

桌遊設計(對開) 

程式創客(對開) 

英語話劇 主題式閱讀 海洋國際 體育專題 

高

二 

 眾藝show 玩出東西來 數位教育 

遊戲課程 

體育專題 

案由三：本校普通班、原民班課程規畫草案 

案由四：本校體育班課程規畫草案 

107-1-1 

1070913 

報告 

1. 108課綱請於10/1前，上網填寫相關課程，課程名稱請不要超過6個字，且盡

量未來都固定 

2. 因優質化課程社群預算分配及相關執行說明，應任務變更，107學年核心小

組改由社群召集人組成討論共備課程，名單如下 

案由一：優質化圖書經費分配事宜 

案由二：多元選修課程選課方式 

案由三：國中彈性課程評量方式事宜 

107-1-2 

1071004 

案由一：國中三年彈性課程發展方式 

案由二：高中彈性學習規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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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摘要表（106年8月-108年11月底） 

時間  重要報告及提案討論案由 （共67案） 

案由三：自主學習規畫草案。 

案由四：108學年學分時數表調整。 

案由五：107-1校內國三特色體驗課程安排 

案由六：國中彈性課程評量方式事宜 

案由七：優質化課發與課推回報單 

107-1-3 

1071101 

案由一：國中三年彈性課程發展方式 

案由二：國中彈性課程發展甘特圖 

案由三：本校高中課程地圖規畫草案 

107-1-4 

1071213 

案由一：高中部108課綱學分時數表 

案由二：學校願景實作指標發展 

案由三：素養導向多元評量的共識 

案由四：課程間與學生圖像及大學學群的對應 

案由四：國中部與高中部六年一貫的連結策略 

說 明：六年一貫課程需要直升達到一定比例才有意義，高中部如何做能讓國中

部老師認同之策略，國中部如何了解高中部未來與大學的連結發展。 

決 議： 

1. 提高學生動機部分： 

(1) 持續辦理微課程 

(2) 宣導就近入學 

(3) 增加社團活動精彩度(學生會因為社團選擇學校) 

(4) 增加班際比賽活動 

(5) 基隆市立高中「唯一」有合作社之學校 

(6) 可再詢問其他導師 

2. 增加教師交流部分 

(1) 國高中互相上課(包含一般課程或多元課程) 

(2) 公開觀課邀請同領域國高中共同參與 

(3) 辦理微課程交流活動 

(4) 辦理混齡上課，一次國中老師上，一次高中老師上 

(5) 辦理老師間的社團 

(6) 教師間互相打招呼 

(7) 放電子看版跑馬燈流通訊息 

107-1-5 

1080110 

報告重點之一 

1. 108學年優質化計畫預計在下學期期初繳交，相關資料整後後會再提供給各

社群，有以下幾點重大改變說明。 

(1) 計畫規畫需有長程(3年以上)考量，但執行為1年期逐步進行。 

(2) 除了過去多元選修社群外，需增進各科教學研究會對素養、評量、課

程諮詢的安排。 

(3) 核心小組計畫擴大為課發會計畫，再將課發會編各種不同小組(如自主

學習、課程諮輔等小組規畫) 

(4) 計畫撰寫優良得450萬，可得300萬，待加強得200萬以下。 

案由一：107 學年下學期高中部多元選修選課方式 

案由二：108 學年高中部及國中部多元選修選課方式。 

案由三：107學年下學期國三招生宣導模式及12/25國三特色課程宣導檢討 

案由四：108新課綱相關工作檢視 

107-2-1 案由一：本校課程與大學學群之對應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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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摘要表（106年8月-108年11月底） 

時間  重要報告及提案討論案由 （共67案） 

1080221 案由二：原住民重點學校課程發展相關事宜。 

說 明：本校為原住民重點學校，自這學期起成立原住民相關社群，社群會議中

建議事項如下： 

1. 辦理初階「原住民青年領袖培育營」，透過辦理營隊使本校教師成為營隊輔

導老師，增加原住民相關知能，並將其發展為學校特色。 

2. 發展「族群關係」課程，之前相關研習中強調，增進族群關係為互相了解文

化，需加強漢民族對南島民族的認識，而不單純認識各自己的文化，才能促

進互相了解共同發展。 

決 議： 

1. 國高中特色課程安排 

2. 4/2、4/16三四節國三招生宣導模式及細節。 

107-2-2 

1080321 

有關選課輔導手冊報告：籌畫中，預訂於 6 月份上傳至教育部及本校網頁。 

案由一：4/2、4/16 三四節國三招生宣導模式及細節。 

臨時動議：圖書館107-2資料搜集費分配。 

107-2-3 

1080418 

有關選課輔導手冊之報告：已完成初稿，5 月份檢視後預訂於 6 月份上傳至教

育部及本校網頁。 

案由一：校本課程時間安排 

案由二：108 學年校本課程師資安排 

案由三：校本課程空間安排 

案由四：學生選修課程細節討論 

案由五：高中部自主學習相關安排事宜 

案由六：選課輔導流程說明臨時動議 

案由七：校定必修程式創客材料費需由學生自行負擔，是否於新年度註冊費一

起繳交。於代收代辦中新增項目。 

107-2-4 

1080613 

案由一：選課輔導手冊檢視 108 學年選課輔導手冊需於 6 月 28 日上傳，請老

師協助檢視再轉課程諮詢教師委員會通過後上傳，詳如附件。 

案由二：體育班課程計畫檢視 

案由三：國中彈性課程增班討論本校 108 學年國中核定班級原為 3 普通班+1 體

育班，因特教酌減人數增為 4 普通班+1 體育班，與原規畫 3 門課程有

出入，請提供相關意見供教務處參考。 

案由四：特色課程回饋 

說 明：107 學年於高中部試行 6 門特色課程，是否有相關意見回饋供未來規

畫參考。 

決 議： 

1. 社群因教師生涯更動成員，維繫社群需更多教師參與。 

2. 課程需要大量材料，需提供相關相關材料費。 

3. 教師專業度不足，需要外部資源進入。 

108-1-1 

1080911 

案由一：學校發展策略研討 

說 明：107 學年優質化訪視記錄如附件一及附件二，108 學年優質化計畫初

審學校發展相關意見如附件三，107 學年優質化成果報告相關意見如

附件四，如何於學校發展中增進相關規畫。 

決 議：併至案由三討論。 

案由二：課程發展策略研討 

說 明：108期初備課日專家提供意見簡述如下，應如何協助課程發展及保留： 

1. 課程發展應於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中增進校本核心素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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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摘要表（106年8月-108年11月底） 

時間  重要報告及提案討論案由 （共67案） 

2. 應強調「學什麼？」及「怎麼知道學到？」，，加強表現任務的制定，18週

的程協助學生完成最後表現任務。 

3. 訂定各學習段落評量 

4. 於課程中加強提升學習動機部分 

5. 持續滾動式修正，將課程具象化，詳細各週教案發展，增加並備社群使課程

示會因人員調動消失。 

案由三：108 學年核心小組工作檢視依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發展，建議課程相關

準備工作如下（表很好） 

1. 原新課綱發展準備工作移至教務處工作小組進行。 

2. 108學年核心小組重點工作如下： 

(1) 學生圖像核心指標發展 

(2) 學生評量指標 

(3) 維繫社群之策略 

(4) 課程資料搜集(課程規劃、教案、錄影) 

(5) 六年一貫經營方式 

108-1-2 

1081017 

課程發展重要報告：108學年核心小組重點工作如下： 

1. 學生圖像核心指標發展 

2. 學生評量指標 

3. 維繫社群之策略 

4. 課程資料搜集(課程規劃、教案、錄影) 

5. 六年一貫經營方式 

案由一：六年一貫經營方式的實務 

說 明：107 學年有辦理校內國三微課程體驗，108 學年是否依相同模式辦

理，討論項目(1)校內國三微課程體驗(2)校外微課程體驗(3)過去自然

科辦理之達文西科學週之經驗。去年辦理 11/20、12/25、4/2、4/13、

4/16 三次。 

決 議： 

1. 針對非技藝班辦理，故不停技藝班。 

2. 暫訂於12/10及12/31第3、4節併成2班辦理，。12/10由已有課程之海洋國際、

主題式閱讀、藍印術擇二辦理。 

3. 12/3日文高校來訪高一多元選修及桌遊已需參與活動，故12/31改協商由尚

未產出微課程之個人理財、獨領綜藝或玩出東西來擇二辦理。 

4. 未來加強訓練高中學生能帶領外校國三學生課程，訓練可能可透過彈性學

習或額外時間配合微課程分享方式進行。 

案由二：學生圖像核心指標發展與學生生評量指標 

1. 將相關指標先做成表格方便討論。 

2. 提供相關資料搜集學校老師意見，例如利用google表單。 

108-1-3 

1081107 
案由一：學生圖像核心指標發展與學生生評量指標 

說 明：檢附本校學生圖像， 

 
核心素養 素養指標 

問題解決 
1. 具備探索問題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2. 運用適當策略解決問題。 
3. 透過行動與反思，積極面對挑戰。 

溝通表達 
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能力。 
2. 能進行經驗、思想價值的情意之表達與互動。 
3. 能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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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紀錄摘要表（106年8月-108年11月底） 

時間  重要報告及提案討論案由 （共67案） 

社會參與 
1. 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2. 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精神與行動。 
3. 能尊重認同多元文化，具備國際化視野。 

自信、自主、 
樂於學習 

1. 提升各項身心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2. 認識自我，肯定自我價值。 
3. 透過學習不斷自我精進與超越。 

 

提案二：優質化輔導訪視重點諮詢項目。 

說 明：本校課發與課推發展表格如附件二，11/21優質化輔導訪視希望委員著

重重點為何？依課發與課推中總體課程計畫推動之需求項目。 

資料來源：文件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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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一心高中課程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摘要表 

一心高中課程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摘要表(106年8月-108年11月底) 

時間 106學年起課發會提案討論案由 （共77案） 

106-1-1 

1060831 

案由一： 討論本學期協助行政減課節數 

案由二： 106學年第一學期領域對話討論事項規劃 

說明：提供教學研究會聚焦之討論內容，並配合學校重要發展方向。 

106-1-2 

1060921 

案由一： 討論本校公開觀課實施計畫及記錄表  

案由二： 討論本校校外活動或校內活動式課程申請表  

意見反應 

1. 原定12/12二、三年級藝文領域成果發表會，因為三年級技藝班活動；二

年級維持原訂時間，三年級如果沒有適當時間，將分班及舉行。 

2. 二段下午之戶外教育規劃，請教務處提早規畫並轉知。 

3. 資訊設備採購案，優先以筆記型電腦為主。 

106-1-3 

1061026 

案由一： 本校校訂必修課程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二： 本校原住民實驗教育計畫課程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三： 本校學校願景，提請討論。 

案由四： 因應本校招生計畫以及活動，擬請各領域研發一套活動式課程模組。 

案由一： 討論有關教育處長要求本校評估轉型為技職學校一案。 

106-1-4 

1061221 

案由一： 本校願景確認，提請討論。 

案由二： 107學年課程計畫，提請討論。  

案由三： 國中部課中補救教學方案申請，提請討論。。 

106-1-5 

1070118 

案由一： 107高中課程計畫修正，提請討論。 

案由二： 優質化計畫各領域教師社群分配說明，提請討論。  

案由三： 第二學期協助行政減課節數，提請討論。  

案由四： 106-2國中部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提請討論。 

案由五： 106-2高中教育階段不分類巡迴輔導班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106-2-1 

1070222 

案由：第二學期領域對話討論事項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提供教學研究會聚焦之討論內容，並配合學校重要發展方向。 

106-2-2 

1070412 

案由一： 本校 108學年課程綱要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二： 107學年原民班課程規劃草案修正案，提請討論。 

案由三： 108學年彈性課程規畫，提請討論。 

106-2-3 

1070517 

案由一： 107學年國中部學習領域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規劃，提請討論。 

案由二： 107學年國中三年級會考後課程安排，提請討論。 

案由三： 普高課程綱要學校課程計畫 106學年學校課程自我評鑑課程評鑑 

106-2-4 

1070614 

案由一： 107學年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校內審查及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融入教學 

案由二： 普高課程綱要學校課程計畫 106學年學校課程自我評鑑課程評鑑 

106-2-5 

1070727 

案由一： 確認107國中部體育班課程學習領域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規劃 草案。 

案由二： 確認 107學年國中部課程計畫及會考後安排審查事宜。  

案由三： 確認本校「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普通科」計畫之課程學分表草案。 

案由四： 確認 107學年國中部特教課程計畫草案。 

107-1-1 

1070906 

案由一： 請討論本學期協助行政減課節數 

案由二： 107學年第一學期領域對話討論事項規劃，提請討論。 

案由三： 本校 108學年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規畫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四： 本校校長及教師公開觀課實施計畫，提出修正。 

107-1-2 

1071108 

案由一： 108學年學分時數表調整，提請討論。 

案由二： 高中彈性學習規畫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三： 自主學習規畫草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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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課程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摘要表(106年8月-108年11月底) 

時間 106學年起課發會提案討論案由 （共77案） 

案由四： 國中彈性課程評量方式事宜，提請討論。 

案由五： 國中三年彈性課程發展方式，提請討論。 

案由六： 國中彈性課程發展甘特圖，提請討論。 

臨時動議：(1)科展是否可以回復到由自然以及數學兩科輪流。(2)第一次課發

會所提，班會課資源班的學生抽離，讓整個班的經營會有問題。請相關處室提

出具體說明。 

107-1-3 

1071220 

案由一： 本校 108學年學分時數表調整，提請討論 

案由二： 學校願景時做指標發展說明，提請討論。 

案由三： 國中部與高中部六年一貫的連結策略，提請討論。 

107-2-1 

1080214 

案由一： 107學年第二學期行政減授課調整案，提請討論。 

案由二： 107學年第二學期領域對話討論事項規劃，提請討論。 

案由三： 107學年第二學期國中部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提請討論。 

案由四： 107-2高中教育階段不分類巡迴輔導班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案由五： 108學年教科書選用期程確認，提請討論。 

107-2-2 

1080321 

案由一： 檢附本校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組織及運作原則，提請討論。 

案由二： 敬請教務處檢視排課狀況，是否可以考慮避免主要學科都排在下午。 

107-2-3 

1080502 

案由一： 校本課程時間安排，提請討論。 

案由二： 校本課程空間安排，提請討論。 

案由三： 學生多元選修、彈性學習課程選課流程，提請討論。 

案由四： 高中部自主學習相關安排事宜擬安排第一週的自主管理會議共同說

明，並修正本校自主學習實施規範，提請討論。 

案由五： 高中選課輔導流程，流程如下圖，提請討論。 

案由六： 108 學年新課綱教育處所規範之課程計畫範本，除了各領域、處室所

需提供之規畫外，目前法定議題需要調整，提請討論。 

107-2-4 

1080620 

案由一： 檢送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 

案由二： 108學年國中部及高中部教科書選用結果確認。  

案由三： 檢送本校 107學年普通高中課程自我評鑑結果。 

案由四： 檢送本校課程諮詢手冊。 

案由五： 檢送本校 108學年國中部課程計畫。 

案由六： 檢送本校 108年度國中部課程評鑑計畫。 

案由七： 檢送本校高中 108學年入學體育班課程計畫。 

案由八： 107 學年排課原則如下，希望各領域了解教務處的困難，希望也可以

提供寶貴建議。 

108-1-1 

1080905 

案由一： 本學期協助行政減課節數 

案由二： 108學年第一學期領域對話討論事項規劃 

案由三： 討論本校校長及教師公開觀課實施計畫 

108-1-2 

1081031 

案由一： 依據 108.06.28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擬於本次會議中確認各組委員名單，提請討論。 

案由二： 檢附 108學年高中部課程計畫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三： 檢附109學年高中部課程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108-1-3 

1081128 

案由一： 檢附本校學生圖像核心指標發展與學生生評量指標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二： 檢附 108學年高中部課程計畫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三： 檢附 109學年高中部課程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案由四： 檢附本校課程評鑑計畫(草案) ，提請討論。 

資料來源：文件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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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一心高中新課綱準備重要歷程一覽表 

一心高中新課綱準備重要歷程一覽表 

時間軸 104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行

政

團

隊 

校長領導 

105學年寒假前任校長在學校服務2.5

年後退休，105下學期由D1主任代理校

長。 

PH校長上任，全力帶領學校教師團隊準備新課程，成立三人小組以及穩

定課程核心小組。 

課程業務 

總綱公告後，教務處為推動新課綱主要單位，舉凡課程發展、

自主學習、課程諮詢、學習歷程全部皆由教務處實研組負責規

劃推動。 

107起，自主學習業務由教務處轉至圖書館 

重

要

會

議 

學校發展 

工作小組 

(三人小組) 

(無) 

校長、D1主任、C1組

長三人小組開始運作 

(但未留紀錄) 

上學期：5次會議 

下學期：4次會議 
至11月底：4次會議 

課程核心小組 (無) 
開始運作 

(沒有會議資料) 

上學期：6次會議 

下學期：5次會議 

上學期：5次會議 

下學期：4次會議 
至11月底：3次會議 

1071203開始於會議中 

討論六年一貫連結策略 

1080911核心小組討

論三個非常重要的議

題 

學校發展、課程發展

及課重點工作 

課程發展委員

會 
(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上學期：5次會議 

下學期：5次會議 

上學期：3次會議 

下學期：4次會議 
至11月底：3次會議 

學校願景 (因應優質化方案，有發展學校願景) 

上學期以黃金圈 

凝聚共識，確定新願

景 

上學期研討確定 

學校願景實作指標 
持續實施 

學生圖像     
發展學生圖像 

核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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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新課綱準備重要歷程一覽表 

時間軸 104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重

要

專

案

計

畫 

高中均質化 
103學年起四校合作海洋國際飛鷹班 

（每班40位學生），共辦理三年。 

飛鷹班因為交通安排、學校輪流主辦品質不一致以及聯盟學校轉而申請

教育處精進計畫而決定停辦。 

教育處 

專案計畫 
(無資料) 

六校合作精進計畫，成立市級學科中心 

但尚未有實質運作的意義 

高中優質化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首度申請，申請

內容以活動為

主，尚未形成課

程。 

自105學年開始，高中優質化計畫目標及內容架構完全對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一

心高中透過高中優質化專業支持系統，循序漸進規劃新課綱課程、成立課程核心小組、致力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培力增能等。原先擔任一心高中優質化方案的諮詢委員的PH校長於106學年

開始接任校務，對於優質化的執行有更好的帶領。 

高

中

課

程

發

展 

課程發展原則  
106第一次核心小組 

確認特色課程原則 
依照原則實施 

多元選修  以輪轉式試行課程 

106下學期確定多元 

及校必課程架構 

試行課程，並於下學期

檢視實施成效，進而實

質規劃兩類課程實施方

式 

正式實施 
校訂必修  

自主學習  
107上學期通過要點 

107下學期確認實施方式 
正式實施 

選課輔導手冊 

課程諮詢 
 107下學期討論通過 正式實施 

原民課程  
下學期確認強化原民文

化課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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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高中新課綱準備重要歷程一覽表 

時間軸 104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國中彈性學習課程  

106下學期開始討論 

國中彈性學習課程規

劃，並參考高中選修

課程研發國中多元課

程 

107上學期提出課程發展

甘特圖 (將於108彈性學

習中實施跑班選修) 

正式實施 

共4門課，每週2節 

公開授課  107上學期通過計畫 正式實施 

國高中社團 國高中社團活動分開辦理 

PH校長提出國高中融

合式社團，與學校老

師溝通半年。 

107學年起國高中社團混合共同辦理，共開設16

個社團，供國高中學生選修。優點是國中部有更

豐富的社團活動，高中部有更多的選擇。 

空間盤整  107下學期開始為各式課程盤整學校空間 

教師專業發展  

辦理全校共同備課日，邀請有影響力的講座或團隊到校辦理工作坊，如

學校願景、課程地圖、課程設計工作坊、素養導向工作訪。學校支持鼓

勵教師進修，與大學合作導入資源，並且安排校外參訪，比如到麗山高

中及北政國中等課程發展較為成熟的學校學習觀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