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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of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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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吐y is to construct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of curriculum. To provide background

knowledge , this paper began with a version of the origin of curricu

lum governance. Then , li臼rature pertaining to the fields of public

policy , educational policy , and curriculum were reviewed and

synthesized in order to define the thre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the

governance of school curriculum. The analytic framework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interwove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ur

riculum related policies promulgated by governments , curriculum

governing strategies employed by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

and the overarching mechanism of curriculum governance. Finally,

since curriculum governance is a field rarely stu吐血d in Taiwan , this

study encouraged researchers to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it.

Keywords: curriculum administration , curriculum governance, curriculum related
policy

154

九0年代主要企業包織理論與學校行改革新

九O年代主要企業組織理論

與學校行政革新

張明輝

【摘要】

近年來，受到校園民主化及教師法等相照法令公布之影響，學校組

織變革及學校行改革新遂成為學校教育改革的新焦點。

由於企業組織在因應變革的能力方面，向來優於教育組織;因此，

企業組織理論應有其可供學校行政革新參考之處。是以，本文乃分析學

習型組織、網狀組織‘加速度組織、教導型組織及虛擬團隊組織等九 0

年代主要企業組織理論之內涵，並歸納其共同特徵以作為研訂學校行政

革新策略之參照。

上述理論的共同特徵，包括:共罔顧景、授權、專業分工‘團隊學

習、資訊流通、參與管理、培養人才及彈性機動等，這些共同特徵對於

學校行政革新而言，具有啟發性的參考價值。

再者，本文針對九0年代主要企業組織理論之各項共同特徵'提出

其在學校行政革新應用之具體作法及建議;另外，並提出學校行政革新

在應用企業組織理論時，所必須面臨的限制及應有的正確理念，以供參

考。

觀鍵認 ]主要企業組織理論

2學校行政

3.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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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企業組織理論的發展，仍然是不斷地推陳出新。而其中最主要

一、理論內攝

的理論包括，學習型組織理論、網狀組織理論、加速度組織理論、教導型組

織理論和虛擬組織理論等，茲分別引述如次﹒

九0年代玉要企業組織理論與學校行政革新

157

(→學習型組能理論

「學習型車且織 J i系指 {國組織能夠不斷學習，以及運用系統思考模式嘗

試各種不同的問題解決方案，進而強化及擴充個人的知識和經驗並改變整髏

組織行為，以增進組織的適應及革新能力(吳清山、林天祐，民 86 : 6J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Senge 教授，於1990年出版{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

織的藝甜苦和實務) (The Fifth Discipline :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一害之後，帶動了學習型組織的風潮。許多企業組

織紛紛轉型為學習型組織，以因應經濟情勢的變革。茲就真理論內涵分述如

下:
1.學習型組織的基本假設

從Senge的論著中，可歸納其理論的建構，主要係依據下列各項假設而來

(盧偉斯，民的 233-238 )

(1)組織系統是一種心物聯合構成的相對實體。

(2)組織的目的為共享的顯景 (shared vision)

(3)個人能不斷的學習、白我精進o

(4)人群關係的建立，在於III隊學習。

(5)組織係從變革中求出路o

顯然，學習型組織是一種不斷在學習與轉化的組織，其學習的起始點在

組織成員個人、工作關隊、整體組織，甚至亦發生在與組織互動的社群中。

而學習是一種持續性、策略性運用的過程，並與組織成員平日的工作相結合。

此種組織學習的結果，將可導致組織成員知識、信念及行為的改變，並可強

化組織部新和成長的動力(孫本初，民84:5 )

2.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練與基本條件

針對前述組織的學習障礙， Senge (1990) 提出了五項修練的策略，此五

項修練包括﹒(郭進隆諱，民的，梁中偉譯，民81 : 110-114 ;盧{韋斯，民

85: 246)

(1)系統思考 (system thinking)

解決組織的情題，應辦除僵化、片段約思考方式，並以整體性的視野，

觀察事件發生的環狀因素和互動關係，以及經織筒題的一連串變化過程，I而

非片段的但別事件，避免為立即解決問題，而忽略了問題約整體性o

言章、前

竇立、九0年代主要企常組織遑論之肉三百

與共同特徵

民國84年教師法公布之後，中、小學學校組織產生實質的變革，並形成

學校行政部門、教師會及家長會三足鼎立的組織架構(張明輝，民87 : 7) 。

使得傳統以科層組織型態運作為主的中、小學行政體系，也必須面臨重新調

整的新局。

另一方面，由於校菌民主化的結果，學校教師由過去在學校行政運作過

程中，處於被動的角色轉而採取主動參與的角色，復以，相關法令所賦予教

師會及教評會的權貴，亦使中、小學學校行政運作，亦面臨重新整合及調適

的必要。

近年來，我毆及先進國家均強調「教育鬆綁 J (educational

deregulation) 和「學校本位管理J (school回based management)等理念，這

些理念也帶動了學校行政的變革。過去由教育行政機關統一規範的學校行政

運作模式，也必須轉化成學校自主管理的取向，進而建立各校的學校特色;

其次，學校本位管理的運作型態，亦導引學校行政由校長、主任及組長等行

政主管的決定，轉化成自全體教職員工參與決定或「分享決定J (shared de

cision making) 的型態。

然而，變革J (change) 並非郎代表「革新J (innovation) ，因此，

為期中、小學學校行政變革能更具成效，則應有突破性的改革策略。一般而

言，企業組織在因應變革時，具有較大的機動性及彈性。因此，如參考企業

組織的相調理論內涵或原理原則，能否作為學校行政革新的參照，以因應學

校組織的變革，即是本文所擬探討的核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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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精進 (personal mastery)

培養組織成員自我挑戰的胸懷，確認擬達成的目標並全力以赴、專心致

之;而當組織成員面臨挫折的情境時，其挫敗緊張的情緒正是激發個人創造

力的來源，組織成員如能克服情緒性的退縮反應，並作適當的反省、調整和

修正，則較易成功。

(3)改善心智模式 (improving mental models)

傳統科層組織的信條，強調管理、組織與控制，而學習型組織的信念，

則是願景、價值觀及心智模式，唯有鼓勵組織成員有多樣化的觀點和意見，

才能在意見交流或行動實踐的過程中，激發團體智慧凝眾共識。

(4)建立共享願景 (building shared vision)

建立共享顛景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組織溝通過程，而且願景的建立有其進

階的指標，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任務。

(5)團隊學習 (team learning)

建立團隊學習的關鍵在於組織成員潤的「對話J (dialogue) 和「討論」

(discussion) 的能力，此種對話強調以向中求異的原則來探索真理，透過對

話能讓組織成員正親自己思維的障蔽，進而面對事實，並學會欣賞不同的意

見，發展更高層的共識。

此外， Senge (1990) 也指出不同的組給志不同的總段，應採取不同的學

習工具，他認為五項修練都有其不同的適用詩機，五項修練的每一項都關係

我們如何思考、真正想要什麼以及如何彼此互動和學習，而五項修練必須集

合發展，才能獲致可觀的成效，其中，系統思考並整合各項修練，形成一套

相互連貴的理論與實務。(吳↑台靜譯，民81: 114)

出上述 Senge有關「學習型車E織」的基本理論架構中，吾人可以睡著解惟

有建立持續學習的組織文化，才能避免組織體質的老化，也才能在未來變化

多端的競爭環境中，保有競爭的優勢。

3 學習型組織的主要學習工具

Senge (1990) 彙整相關學者的研究，列出許多項組織學習的工具，他並

指出不同的企業在不同的階段，應使用不同的學習工具，其中有兩項最主要

的學習工具為(蘇育琪，民82 : 76-77) :

(l)情境企劃 (scenario planning)

組織成員一起商討組織未來的情境可能會如何，在每個人所想出的可能

性中，其實就披露了個人對組織的優缺點，以及對整體大壞境的看法，並且

透過情境企劃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組織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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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度會談( deeply dialogue)

組織成員採取固定時問面對面對話，運用推論、假設、因果循環及情緒

疏解等深度匯談工具，藉以破除對話雙方的成見，找出問題的成圓，促進組

織成員的凝致力，共同解決問題。

t二)網狀組鍛理論

近年來，企業組織為提升競爭力，除致力於組織的扁平化之外，更主張

將越織層級打散成為一張觸，形成機動、彈性和層級少的「網狀組織J (Web

Organization) 。

在網狀組織中，網上每一個網點均能獨立運作，並依據任務需要機動組

合，以速度和彈性取代層級複雜的科層體制運作。目前國內外大型企業如

IBM 、宏募集蠻和聯電集團等，也都採用網狀組織建構其企業組織，以提升

組織的競爭力(王志仁，民的:34-36) 。

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教授Lorange (1996) 指出﹒建構網狀組織的步

綴，包括﹒(耳!自王志仁，民85 : 36-37)

1 破除組織的疆界，塑造有競爭力的組織成員。

2.解決組織內部分工及財務實l分等問題。

3 充分實施授權。

4培養組織成員的專業知能。

5.組織內部資訊的流通與透明化。

另一方面，網狀組織除了可提升其組織效能與競爭力外，也會帶來一些

衝擊。包括:

1.由於網狀組織以任務為結合，靠的是組織成員的能力而非階級，更因

為資訊的流通，組織層級將會逐漸淡化，中階主管人員也會慢慢消失。

2.網狀組織的管理功能減弱，經營的部分別加章。

3 領導者的角色從發號施令者轉變為後勤支援者，負責協調衝突，使每

一位組織成員均能發揮其潛能o

4.由於網狀組織缺乏周定的上司下屬關{系，企業倫理也將面臨重新定義。

日加速度組織理論

加速度組織理論(Accelerating Organization Theory) 係 Senge 在麻省

理工學院的問事Maira 和 Scott-Morgan (1997) 兩位學者所提出的論點，他

們採取「允厥執中」的立場，脫離思考層次與理想模式等較不著邊際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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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接探究組織變革的實際方與步廢。其理論要點包括(鍾漢清謬，民86 :

14-15 )

1.從組織成員的認知程度，來檢核組織是否已準儷推動變革。

2變革的方法，首先由牛頓式策略轉變其心智模式為相對論式策略，亦

即以更寬闊的眼光來掃賠環境，對於任何隱而未現的型態或事情，以

更歸放的心胸、柔性與彈性來看待。

3願景除了建立目標之外，更應植入熱望與雄心。

4.不斷強調核心價值觀，並且注意紐織的未成文規則。

5.設計流通性高、障礙性低、結合性強的網狀組織，讓全部組織成員均

能參與管理的環境。

6.建構可以支持變革的系統或制度，如競劃變革的各種推動組織流程、

表單設計、領導風格及獎勵制度等。

換言之 r加速度組織理論 J 綜合了「再造學派 J (reslructurism) 和

「學習型組織 J 的效率與創造力、行動與情感、策略與執行，並紮根於經驗

及日常事務中，以達成組織的加速學習，並且在組織改革與學習的過程中，

重視人性函，採取中庸之道，重新把焦點壹於策略性目標，並激發生生不息

的變革活力，了解組織的未成文規則，改變組織政策與結構、避免變革與績

效脫節，使組織成員成為變革的主人而非犧牲者，並且建立連續寮習以及高

績效的學習架構。

個教導裂組織理論

Tichy 和 Cohen (1997) 兩位學者在所出版的{領導動能> (The Lead

ership Engine : How Winning Companies Build Leaders at Every Level)

一書中指出，成功企業與成功領導人的關鍵能力，就在於創造更多的領導人，

才能夠因應變革與生存競爭，而二十一世紀的組織，不僅必須成為「學習君主

組織J 更要進一步走向「教導型組織J (Teaching Organization) 。亦即

每位主管都能親自傳授、培養各階層的領導人，才能發動強勁的競爭力，創

造永績的成功(吳恰靜，民87a : 114-117)

「教導型組織」強調教比學困難且更重要，領導人自己就是師父。建立

教導型組織，就是要建立領導人培養領導人的組穢，每一層級的領導人同時

就是導師的組織，藉由從上到下的教導觀念和傳承經驗，讓組織的每一階層

都能快速領略經營之耍，並執行領導區隊所期望達成的經營模式(任美珍，

民87 :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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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導型組織」中，領導人的主要任務包括

1 從過去的經驗學習。

2.發展出可傳授的心得。

3 發展出如何為組織增加價值及制勝的想法。

是，灌輸組織成員可以協助組織達成目標的價值觀。

5 創造正面的情緒能量。

6 堅忍、做出困難的決策。

7 將上述所有的任務，綜合成為一則生動有力的故事，用來激勵他人勇

往直前，追求組織更美好的未來。

前述「加速度組織理論」與「教導型組織理論 J 在本質上與「學習型

組織理論」有其相通及相輔相成之處。因而，於應用學習型組織的原理峙，

能適度結合「加速度組織理論」及「教導星星組織理論」的重要理念，將可擴

大學習型組織的實際運作效能。

個虛擬蠶隊組織理論

虛擬屬隊組織理論 (Virtual Team Organization Theory) ，係 Lipnack

和 Stamps 在《虛擬團隊> (Virtual Teams: Reaching Across Space, Time

and Organizations with Technology) 一書中所探討的主題。

Lipnack 和 Stamps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試圖描繪新科技所帶來對組織

型態的街擊，他們發現一種沒有時間、空間顯闋的新組織概念，這種新組織

將以目標為整合中心，透過網路科技將人們連結起來，使得組織的倫理和權

力都有了全新的變化。(詹宏志，民86: II)
將來會有更多的組織利用新科技帶來的可能性，建立一種新的工作環境，

而這種依工作特性與任務組合的小組，沒有明顯、固定的辦公場所，彼此成

為「遠距工作夥伴」。這些新世代的工作型態將對組織的管理者及種織成員

造成衝擊。

至於，虛擬闡緣組織的一般特性，刻包括下列各項:(鄭懷超諱，民

86 : 14-16)
1.虛擬團隊在感覺上和行動上與司般圈隊無異。

2 虛擬團隊使用網際網路和企業內部網路溝通。

3.虛擬屬隊和傳統不同之處，在於使用通訊科技聯繫'跨越時空與組織

共事。

4 虛擬園隊必須包含永恆的、不IZSI時空改變的人類固體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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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虛擬團隊所面詣的挑戰，為如何在保有組織型態優點的同時，創造及

改進處擬團隊和網路科技。

二、共同特徵

綜合九0年代主要企業組織理論的內涵，可歸納出下列各項共同特徵:

(一)共同願景

學習型組織、教導型組織及加速度組織等企業組織理論，均強調組織共

同願景的塑造，而且，共罔顧景也是導引組織變革與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

特別E重視組織成員對於組織變革狀態的認知，並且整備因應變革的必要條件

與知能。另一方面，願景也必須隨著組織變革的不同階段不斷檢討和修正。

口授權

授權幾乎是九0年代各主要企業組織理論所共同強調的組織運作特徵，

授權有以職位為依據;有以專業分工及任務分配為依據，其主要著眼點均在

提升組織的效能及整體競爭力。

(三)專業分工

網狀組織理論及處擬團隊組織理論特別重視組織的專業分工，縮狀組織

並強調依照組織任務需要而機動組合，以速度和彈性取代科層組織的運作，

以提升組織的整體競爭力。

國聞隊學習

學習型組織、教導型組織和加速度經織等企業組織理論，十分愛稅組織

的團隊建構及組織成員的團隊學習。其中，學習型組織更強調經由團隊的系

統思考，培養組織成員整體觀照的能力;而教導型組織亦主張領導者帶動組

織星星隊的共同學習與成長。

同資訊流通

網狀組織理論和虛擬攝像經織理論，特別強調組織的資訊應與全體組織

成員分享，並且依據專業分工及任務提供其必要的資訊，以提升組織成員的

競爭力。在虛擬團隊組織中，更需仰賴資訊網絡的建構，才能達成虛擬圈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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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運作。

開參與管理

加速度組織、網狀組織和虛擬團隊組織等企業組織理論，均強哥哥組織應

使其成員具有正確的認知和主動積極的態度，並經由適當授權及資訊科技的

運用，使組織成員均能參與組織的變革任務。

(七)培養人才

學習型組織理論和教導君主組理論特別重稅人才的培養，學習型組織本身

即具有全區人才培養的特質，包括組織的領導入和部屬均是不斷在學習與成

長，以追求自我超越的目標;而教導型組織則是由組織的領導者親自教導組

織成員，在教導型組織中，領導者的主要職責即在培養更多的領導者。

(i\，) 5單性機動

彈性機動也是加速度組織、網狀組織和虛擬團隊組織所共同具備的特徽，

強調將組織設計成流通性高、障礙性低及結合性強的架構，使組織各部門的

成員能彼此相互支援、以提升整體競爭力及組織效能。

上述九0年代主要企業組織理論所強調的共同特徵'亦即各企業組織在

進行「組織再造」時，所必須採取國應組織變革的各項重要條件。惟如何將

這些共同特徵應用至學校行政的革新，員自析述如下。

學、企業組織盟論在學校行政革新之是月

茲針對九0年代主要企業組織理論的共同特徵'在學校行政革新應眉之

可行性，提出下列各項具體作法以供參考:

一、共同顧景

共同願景的形成，必須在學校行政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充分運用各種機

會加強溝通，並參酌學習型組織主要學習工具一「深度匯談」的方法，在不

損及學校同仁和諧之前提下，理性溝通與協商，以逐步凝緊教職員工之共識，

並且將教職員工對校務發展的不同期待與意見納入，形成具前膽性的校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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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計畫。

其次，在計畫形成之後，仍須親實際情形不斷檢討修正，並在民主、理

性的溝通氣氛下，激發出積極參與和相互激勵約情緒能量。

二、授權

授權或授能為九0年代主要企業組織理論的另一核心觀念。以學校組織

的現況而言，教師會已成為學校組織的重要一環，並且也依法參與實質的學

校行政運作。

因此，在學校的教學事務方面，諸如各校教學研究會之運作、各校教師

授課時數之訂定，也宜授權由教師會專賣處理;必要縛，自學校招關行政人

員列席參與，亦可凸顯尊重教師教學專業自主權之特色。

其次，有關學校行政領導與決定方面，授權也是校園民主化之後的必然

趨勢，因此，強化對主任及組長層級之授權，參採學習型組織及網狀組織專

業分之之特性，落實分層負責並改進組織決策流程，期提升整體學校行政效

率。

三、專業分工

雖然目前學校行政已有部門化及專業分工的設計，惟為因應學校組織變

革之趨勢，很狀組織以專業分工為導向之組織設計 (organizational design)

似可作為學校行政組織重整之參考。

例如﹒將人事室與教評會之業務整合為學校人事行政網;自II導處與輔導

室業務整合為學生事務網;學校建築及教學設備及校園安全整合為總務行政

網;教務處、教學研究會及教師會整合為教學事務網;校友會、家長會及與

其他民意機關、媒體等之互動整合為公共瞬係網;並將各總結合成為彈性、

機動且幾乎沒有層級之稱狀紐織。

此種依網狀組織之特性所進行之組織再造(restructuring) ，將可提升學

校行政運作之機動性與彈性，大幅提升行政效率，並能整合不同處室之意見，

發揮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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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隊學習

近年來，團隊學習已成為企業為提升競爭力的主要策略之一，而「圖像

建構 J (team building) 也成為「組織再造J (organizational restruct盯

ing) 的模式之一。

學校行政為因應學校組織生態之轉化，在執行特定任務時，如能採取蠻

隊建構的方式，將行政人員與教師適當編組，共同參與決定和分享經驗，應

可增進學校組織雙重系統中，行政系統與教學系統人員彼此間之相互了解，

並提供彼此專業成長之機會。

其次，星星隊學習亦可透過學校行政運作過程中，各項委員會或小組的設

置，對於某些較具爭議性的問題，進行必要的溝通與協商，亦可提供委員會

或小組成員彼此相互學習的機會。另外，霞隊學習尚可應用在學校行政人員

的在職進修活動方面，以有效提升學校行政人員素質，增進整體學校行政績

效 o

五、資訊流通

為提升學校行政績效、發揮整體學校效能，必須學校組織的成員均能擁

有充分的資訊。而資訊流通最便捷的途徑，即為善用資訊科技。

其具體作法為將網路科技應用在學校行政上，如利用電子佈告機、電子

信箱等網路溝通系統，作為學校組織成員闊的溝通媒介，以建立雙向溝通的

管道。

另外，學校行政資訊的透明化，使每位學校組織成員，包括行政人員與

教師，均能充分了解學校行政的作業流程與具體內涵。不刻意隱瞞資訊，例

如將各種在職進修機會、教職員工福利事項等，在校園網路上公布周知。使

學校組織成員均能有效掌握學校行政運作之脈動，則將進一步凝聚組織成員

之向心力並增進其參與感。

六、參與管理

目前教師法及教評會等相關法令，均有參與管理的規定。教師法規定各

級學校可成立學校教師會，教師會並可依法派員參加學校行政會議及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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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有關之各項會議。教評會設置辦法更規定專任教師應占全體委員人數的

二分之一以上，亦即中、小學學校行政參與管理之發展趨勢。

為期學校行政能符合校園民主化的潮流，學校行政主管1i:採取參與管理

的方式，以防放的胸襟，盡量將學校組織成員納入學校行政的運作過程中，

針對學校組織成員的特性進行任務分工，使每一位學校組織成員都有參與學

校事務的機會，除可增進彼此的了解外;更能有效凝里去共識，提升學校教育

成效。

七、培養人才

有許多學校行政運作的技巧，係仰賴實務經驗約累積。除了一般性的在

職進修活動外，學校行政人才的培養，需經由不向職務的歷練而累積行政經

驗。因此，不同職務的輪詞，也是學校行政人才培養的必要過程。

教導型組織理論，主張組織的領導人親自傳授經驗、培養人才。因而，

學校校長及主任等主管人員，如能將其擔任主管之經驗，包括:曾遭遇何種

困難、如何克服、叉如何成功等經驗，俟機向部屬傳授，亦是培養人才約有

效策略。

因此，學校行政主管應以寬闊的心胸、前瞻性的根光，親授成功秘訣予

部屬，如此，學校行政人員素質自然能提升，學校行政革新的目標亦可加速

達成。

八、彈性機動

為有效服務問仁、提升學校行政效率，學校行政措施的彈性化乃是必要

的條件;另為促使學校組織成員擴大參與學校行政事務，維持學校行政支援

措施的高度機動化，也是學校行政革新所努力追求的目標之一。

在彈性化的具體作法方面，如修正不合時宜的學校行政規定;保持學校

人力調配的靈活，各處室人力彼此能彈性相互支援;執行任何學校行政措施

時，均能保有適度的彈性空間;以人性化的關懷措施彌補科層組織的過度僵

化等。

至於機動化的具體作法方面，則力求在學校各項資源，如空閩、經費、

人力等的調配方面，隨實際需要或意外狀況發生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能

適跨進行調整及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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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企業組織理論在學校行改革新是月之限制

觀諸企業組織理論對於學校行政革新的各項啟示，由於企業組織和學校

組織都是組織的類型之一，其組織目的雖有不同，唯其革新內涵及變革趨勢，

則有其相遇之處。因此，企業組織理論的內涵在學校行政革新的應用，應具

有幸臣當的可行性。

然就組織的不同特性而言，學校組織是屬於規範性的組織，其領導者負

有以身作則、教化他人之道德領導的職責。另外，學校組織的運作，係強調

組織成員間彼此互動的倫理。因此，如接將企業組織較為重視利益和績效的

革新特徵'應用至學校行政的革新，則必須採取較為審慎的策略。

換言之，學校行政革新可參考企業組織理論的主要精神，而非全盤的移

植。否則，將無法發揮其應用的效能。例如，企業組織請求績效的精神，可

以導哥|至學校行政運作的考核或評鐘，但不宜強調以金錢或物質的酬賞為手

段，此郎為學校組織在引進企業組織理論與策略的同時，所必須進一步深思

的課題。

另一方面，學校組織有其鬆散結合及行政與教學雙重系統之特性，因此，

在運用企業組織的相關理論時，也必須掌握學校組織之特性，落實專業領導

與規範領導的作法，並且以人性化的關懷取代企業組織以實質利益為導向的

經營理念，塑造學校教育人員培養國家未來人才的共同願景，增進學校行政

運作的彈性及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如此，才會給學校行政革新帶來正面的

助力。

T五、#右言吾

出於受到學校組織變革及校園民主化的影響，學校行政運作也面臨前所

未有的挑戰，如何將學校行政部門、教師會、家長會及學生會加以星星合，建

立和諧且具績效的行政運作模式，則是現階段各級學校行政所共同努力的方

向。

分析九0年代主要企業組織理論，包括學習型組織理論、稱狀經j織理論、

加速度組織理論、教導製組織理論及虛擬露隊組織理論等，均具有共罔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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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專業分工、國隊學習、資訊流通、參與管理、培養人才及彈性機動等

共同特徵'這些共向特徵對學校行政革新而言，極其參考價值。

本文針對企業組織理論的共同特徵'提出學校行政革新的若平具體建議

以供參考;而各級學校如能進一步參採企業組織理論的主要內涵與精神，將

其適當應用於學校行政的革新，應可有效提升學校的愛體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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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the Innov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tin箏，那ud @'hlUf.(J.

Abstract

Recently , the 吐emocracy trends within the school campus have

cause往 organizational changes in schools and the innov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Since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have better capac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 we researched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Web

Organizatio缸， Accelerating Organizatio且，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Virtual Team Organization.

We found thes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re very useful to the im

provement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use of thes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o

the innov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Keywords: maj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theory , school administration ,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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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的意義及其

在學校行政問題解決的應用

黃乃癸

【摘要1

隱喻被界定為觀念系統。乃因隱喻是無所不在的，因此學校成員的

學校行政行為，深受隱喻的影響。更進一步看，學校行政問題的產生，

也無可避免地受到隱喻所影響。因此，要解決學校行政的問題，從隱喻

的運用來啟示行動的方向，顯得很重要。本文皆在藉由隱喻意義的分析，

然後將隱喻在學校行政問題解決的應用進行文獻與個案分析。結果發現，

隱喻的運用，之所以具備學校行政情題解決的功能，是自為視實體可以

被建構，視真理是相對的、短暫的、視語言的運用是觀念系統的提供。

因此隱喻的運用之所以具有解決學校行政問題的功能，在於它可以創造

新實體、激勵新知識的學習‘促進實驗的機制，因為如此行動將有助於

學校行政問題脈絡的診斷。

關鍵詞 I 隱喻

2.觀念系統

3 獨!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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