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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厝學校本位經營機制

推動教學翻新之探討

學校本位經發比一改革措施，乃是將與學校經營有闊的決策權力下放

給教師、家長和其他學校層級人士，期能透過行政系統的改造革新來進

步導引出教學系統的創新精進。所以，學校本位經營如果能精心設計善于

運用，進而在教學上發揮積極正向的功能，則將是我國教學創新努力的契

機。在我國大力推動學校本位教育改革之初始階段，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

利用學校本位經苦的機制嘗試創新教學，以提高教育品質。為造成上述目

的，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座談會商等研究方法。研究結果顯

示 利用學校本位經營推動創新教學具有相當可能性，學校本位經營在原

本單純的權力下放設計之外，如果納入情勢分析、願景塑造、參與結構、

人力再造、激勵導引、評鑑監控等運作策略可提供學校推動創新教學的有

利基礎。在此有利基礎下，搭配妥善的配套措施，學校可嘗試發展各種學

校本位的教學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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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based management (SBI\在) as a schooling reform involves

delegating some control over budgets , personnel , an<I instructional program

to teachers , parents, and other stakehol吐ers at school level. In the best

case, SBM that requests school members fulfill accountability to

student performance. Particularly when teachers are empowered to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s, SBM is a potential for improving

practice. Accordingly , SBM may become a key component of recent

to reform our educational system

Therefore ,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generating

innovations through SB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BM mechanisms are

effective for generating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s. The S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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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經營 (school-based management , SBM) 此一改革措施，乃是

將與學校經營有闋的行政管理決策權下放給教師、家長和其他學校層級人

士參與。理懇 t ，學校本ill經營透過行政系統的改革能進一步導引出教學

系統的精進。因為，學校本位經營打破科層體制的案臼，賦權教師

(empowering teacher) 去參與學校的運作經營，並發揮其教學自主權威。

而在此一架構下，教師可藉此機會用心於課程的設計與創新教學。特別是

當教師得到正確引導被充分授權去發展創新教學峙，學校本位經營將有提

升學生成就之可能。所以，學校本位經營如果能精心設計，並適切運作，進

而在教學創新上發揮引導催化的功能，不音是當的各項重要教育改革的有

利基石。

根據國外相關研究發現:單純的實施學校本位經營並不保證一定會導

致教學創新和學生學習進步。許多獲得權力下放的學校並未能充分掌握學

校本位經營此目改革機制，來凝竟史學校所有權益人員(stakeholder) 的智

慧和精力，以共同努力改善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反而常陷於權力鬥爭的泥

沼之中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1994; Quellmaz, Shields &

Knapp , 1995; Wohlstetter & Mohrman , 1996) 。

另外一方面，相關研究也證實，必須將學校本位經營置於一整套學校

本位革新系列中，循序漸進的推動革新，才可能實踐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

學，進而促成學生學習進步。在此發展歷程中，所包括的各項重要革新要

素，不只是單純的權力結構的轉移而己，必須利用促進教學創新的機制來

實際推動教學創新方案，並結合各種配套措施，才能讓權力下放發揮應有

的功能( Smyl間， Lazarus & Brownlee-Conye凹， 1996; Robertson & Briggs,

1998 )

回歸本士，在這種強調權力下放由學校自己管理自己的學校本位經營

方式之下推動創新教學是否可行?可行的創新教學方案有哪些?需要哪些

(→學校本位經營促進創新教學機制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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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o口 Wohlstetter and Mohrman (1995); Wohlstetter and

Mohrman (1996); Wohlstetter , Van Ki仗， Robertson and Mohrman (1997)

等人所進行的跨學區、跨國家的大型研究發現，相較於推動學校本位經營

國外棺關研究發現學校本位經營若要真正發揮其在教學創新上推波助

溜的作用，必須在單純的權力下放制度設計之外，結合有利因素，將學校

本位經營轉化成為 促進教學革新的機制，進而擴大學校本位經營的實質

內漓。另外，從所謂學校整體改造(restructuring school) 的角度來全面關

照，學校本位經營，此一學校行政系統的革新必須同步整合學校教學革新，

才能符應學校組織行政、教學系統有機連帶運作的實際風貌，也才能真正

落實學校層次的教育改革。毆此，在進入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推動教學

創新實證研究之前，必須先探討構成促進教學創新的學校本位經營機制之

要素為肉，適合利用此等機紛來大力推動的學校本位教學創新方案又為何。

易言之，唯有事先探討塑造學校本位經營機制的有利因素以及可行的學校

本位經營創新教學方案，吾人在進行「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推動教學創

新」的實證研究，方可立足於一堅實的基礎之上。

機制以{史學校掌握這些下授權力進行實質的教育革新工作?又需要哪些相

關條件自己合?凡此種種，目前國內仍缺乏系統性的完整研究。至此，本文

擬就研究者所完成國科會專案「學校本位經營的創新教學模式之研究」結

果，摘取有關利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推動教學創新研究成果發表於此，以

供政府研訂教改政策、基層學校推動學校本位教學創新和學界進行相關研

究參考。基於此，本研究目的在於 (寸調查學校本位經營推動創新教學的

可行性，日研究學校本位經營之下的可行創新教學方案;日探討學校本位

經營導向創新教學的可能策略與配套措施。

(

一一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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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教師勇於嘗試創新教學技銜，其囚，校長不盟軍地激勵教師、家長、社區

人士以創建一個閱隊合作的感覺，並必須引導學校成員發展出共享的顧景，

其五，校長廣泛地蒐集外面教育研究與實踐之資訊，並與教師分享;其六，

校長能夠尋求各項校外支援(包括家長、社區人士)以協助學校本位的進

修活動;其七，校長廣泛地謀取資源以支持教師的參與決策或獎勵教師的

優異表現 (Noble ， Deemer & Davis , 1996; Wohlstetter et 泣， 1997) 。簡言

之，成功的學校本位經營學校其校長不只扮演行政領導的角色，同時也扮

演教學領導的角色，積極帶頭創導創新教學方案，並給予教師各種支援與

協助。

3.權力.

權力下放本是學校本位經營的主軸，上述美國相踴研究結果證實能夠

積極主動推行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且卓然有成的學校，往往是透過決策

會議組織來協調學校相關人員參與決策，並成立各種次級決策或工作小組

來進一步分散權力 (Robertson et 祉， 1995; Woh1stetter & Mohrm甜，

1996 )

所謂的決策會議組織指的是學校審議會、學校本位決策會議、學校委

員會之類的學校本身最高層級決策組織(Wohlstetter & Mohrman, 1996) 。

透過這樣的決策組織，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家長、社區民眾可以齊男主

一堂就學校創新教學共商大詐。所謂的成立各種次級小組，指的是成立各

種小組委員會以進一步分散權力 (Woh1stetter & Mohrma丸 1996 )。小組

委員會擔負起學校最高層決策會議組織之工作小組功能，其接收學校最高

層決策會議組織的意見加以發展，並提出建議案尋求最高層決策會議組織

的認可 (Wohlstetter & Mohrrr帥， 1996) 。

所以，權力下放到學校之後必須要進一步設計出規言語教學創新的決策

參與結構，以及分工合作的教學小組，並在此權力下放基層學校人員設計

下，拋棄過去學校科層體制的繁文耨節，創造出更彈性靈活的「扁平化」

學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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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上毫無建樹的學校，主動實踐教學改革的學校其所推動的學校本位經營

常利用下列要素建立共機制:教學引導系統、領導、權力、知識、訊息、

酬賞、資源。茲進一步分別逐一說明如下

1.教學引導系統:

雖然學校本位經營強講學校層次的參與決策，舉凡教育人員專業發展

的規劃'挑戰性的課程與學習經驗的提供，預算與人事的自主權掌握，學

校重要政策的分享決定，都強調授權給在地的學校教育相關人員。不過，

學校畢竟隸屬於一個更大的系統之中，以美國而言，學校存在於州政府、

學區之中，這些上級系統必須提供一個堅強的核心，以為權力下放學校之

導航( Dav泊， 1996) 。所以學校本位經營並非意昧著所有事情都必須由學

校層級來做決定。特別是在強調以學校本位經營機制促進教學革新，進而

提升對學生服務的品質時，這些上級常須指定教學革新的架構以為各校努

力的目標 (Robertson et a!., 1995; Wohlstetter et a!., 1997) 。而所謂的上

級系統提供的教學革新架構通常指的是州政府或者學區主管當局頒布的課

程綱要、教學改革方案等 (Quel1maz et a!., 1995) 。

f住這些上級指導綱領只是一個大原則，指引一個大方向，學校依舊保

有彈性空間，可根據學校實際需要對上級教學引導架構作適度的選擇與修

正，並發展出一套屬於學校自身的教學引導系統，亦即一個有關學校教學

的共享庫里景 (Robertson et 泣， 1995; Wohlstetter et 泣， 1997)

換言之，若要有效實施學校本位經營，基層學校應透過學校同仁與家

長共識所塑造的學校廢景，來引導學校教學創新的方向。

2.領導.

上述大型研究結果證實校長在學校本位經營中扮演領導者角色，其可

以從以下幾方面來提升學校本位經營推動創新教學。其一，校長扮演一個

改革的經營者角色，不斷地鼓勵教師乃至家長、社區人士廣泛的參與決策;

其二，校長扮演一個支持學校相樹成員，協商統合各方分歧的意見，解決

不同利益團體衝突的促進者角色;其三，校長廣泛地與成員分享領導，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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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酬賞﹒

相關研究發現推行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有成的學校，常使用酬賞來

激勵政人員、教師、家長與學區民眾。這些酬賞包括物質性的與象徵性的。

所謂物質性酬賞包括增加教師該外的薪資，發放參與學校審議會的行政人

員、教師、家長代表、學運代表開會津貼，減輕教學負擔等等。所謂象徵

性酬賞，包括校長利用肢體語言示好，校長函哥哥教師、家長、社區民眾的

善意，將教師、家長有關參與教學優良事鎮刊載於校刊的榮譽，選拔年度

優良傑出教師、愛心家長的活動，致贈學校相關成員鮮花的謝忱，舉辦聯

歡慶功派對的慶典，提名棺關人員擔任學校次級決策小組召集人的榮耀，

交付學校相隙人員主辦霆大活動的信任等等 (Robertson et aI., 1995;

Wohlstetter & Mohrman , 1996)

循上所述，基層學校若能設計誘因機制，彈性觀1賞學校教育相關人員，

例如滅授上課時數、頒發畫畫效獎金、補助教師進修、表揚表現優異教師等

等，這些舉措將能提升學校本位經營作為一個促進教學革新機制的功效。

7.資源:

相關研究結果指出:積極推行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的學校深知額

外資源對推展創新教學任務的重要性。於是這些有心改革的學校透過各種

對外活動來開發各種有形、無形資源。以有形資源拓展為例，學校派代表

或者是由校長親自出面參與地方上商業組織董)J會，出席各種企業集團定

期會議，或者尋求私人基金會贊助等方式來爭取經費的補助、教學科技的

諮詢服務乃至人力支援等。就無形資源聞拓市霄，學校藉著和地方報社長

期合作關係爭取免費宣傳學校郎新教學的機會，透過加入「精英學校聯盟」

之類的教育專業聯盟來獲取額外的教師進修機會，藉著和附近大學合作的

方式來閱單醫學校相關人員專業進修管道(Quellmaz et 泣， 1995; Wohlstetter

et aI., 1997)

簡言之，推動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若能搭配自主的食錢資源利用、彈

性詩詞資源運作、創意酬室主資源操作、廣闊訊息資源閱發、活化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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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知識

根據先前所述相關研究發現實施學校本位經營學校要有良好決策，常

需要相關知識支持。這些知識包括創新的教學方法、課程改革方案、先進

評量技術之類的教學專業知識，以及維繫良好決策團隊所需的組織管理、

人際互動之類的固體決策知能(Wohlstetter & Mohrm閥， 1996; Wohlstetter

et a I., 1997) 。相關知識支持，參與決策人員才不至於不知所措，行政入
忌、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及家長、社區人士的學習成長就變得非常重要。相

關研究發現成功推展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的學校，將專業知能的發展看

做是一個持續不斷地儲備學校本位創新教學能量，以及建構一個廣泛參與

的專業學習社群之歷程 (Robertson et a!., 1995; Wohlstetter et aI., 1997) 。

而常見的專業成長模式包括以下幾種型態 種子教師模式、團隊學習、和

大學合作結盟、參觀教學、資源共享等(Quellmaz et aI., 1995) 。

因此，透過參觀成功案例，學校的實際作法是，邀誇專家學者蒞校指

導，乃至實施系統化的學校本位進修制度等等學校人力資源再造的工作，

才能幫助學校層次權力下放的順利運作以及實際教學創新的推展。

G 圭亞冉

一時研究結果發現積極推動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的學校往往宣

言十了多重的資訊溝通機制，強調訊息的傳播與蒐集要更加廣泛，於是有

學校設立了校務通訊、團隊里去會的機制來傳達訊息，有些學校透過問卷

查、測驗評量的實施來蒐集固自量訊息、 (Wohlstetter & Mohrman , 199(:\

Wohlstetter et aI., 1997) 。
在學校所要傳達的訊息當中，最重要的是說明學校經營方向和使命|

顧景聲明，藉此顯景的傳遞來凝眾人心;在學校所要接收的訊怠中，最

耍的自是有關教師教學實施成效的回饋訊息和有助於教師創新教學的訊d
r et aI., 1997) 。易言之，一個 E可

分享 (Robertson et al刊 1995; Wohlstette
活力的學校本位經營學校是需要精心設計的自我評鑑制度，來藉此訊息佐

饋機制進行學校組織的自我修正調整，從而創建所謂的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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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生活問題的解決;其二是 r 教什麼 J 和「怎麼教」是不可分離而各行

其事。既然要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而不是背誦那些未曾與生活產生有意

義連結的零碎事實，就要採取符應這種強認高層次思考與問題解決技能的

教學方法或者策略 (Elmore & Associates, 1990; Murphy , 1991; Woh1stetter

et a!. , 1997)

增進理解教學架構下可行創新教學方案包括﹒強調學習內容深度以及

批判思考的統整課程，重新改造班級組織結構，建構有意義學習社群的合

作學習，強認教學與評量之結合，讓評壘成為自然學習情境一部分的真實

評量 (Woh1stetter et a!. , 1997)

2.因才迫性的教學方案:

所謂囡才遮住的教學方案，其終極目的在帶好每個學生，可進一步從

兩個角度來加以申論。其一，對不同能力的學生而言，教學要考量不同學

生的個別差異，而朝向所謂的因才遮住、成人盡性之遍性教學;其二，對

具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而言，不論是智力缺陷、行為偏差抑或弱勢族群學生，

在教學上要發揮回歸主流的精神來滿足這些學生的特殊需求，以保障其應

享有的教育品質之權益(林生傳，1988 ' 1999a; Robertson et a!., 1995) 。

因才過位教學架構下可行創新教學方案包括 強調因應個別學生不同

能力、經驗與社經背景，而採取允許學生以不同方法、速度學習，並提供

不同有利學習支持系統和多元學習切入點的個耳目化教學;以概念、原則為

基礎，提供各種學習路徑、學習方法、學習情境以供學生選擇，讓學生有

機會去探奈與利用所學關鍵概念、原則於真實生活情境的多樣化教學(林

生傅， 1988 ' 1999a; Robertson et 泣， 1995)

3.運用科技的教學方案﹒

科技運用的創新教學方案，一方面是符應高科技的資訊時代需求，以

培養學生能夠利用這些現代化高科技工具來學習與生活應用;另一方面更

是整合這些高科技產物(特別是電腦相認科技)，來將教學科技從「電腦

或其他科技產物在教學上的應用」的處境，推進到「為教學而發展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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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度等等相關配套方案，將能促使學校本位經營機制之建構更有效可行。

總結上述，根據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有利於教學革新的學校本佼經營常

利用權力、知識、資訊、酬賞、教學引導系統、領導、資源等要素形成助

長機制。以權力運用來促進參與決策，藉由知識成長來增長參與人員參加

區體決策與改革教學之知能，資訊蒐集利用來提供良好決策和改革實踐所

需資料，酬賞機制用來表彰成員的表現，教學引導系統用來發揮改革導航

的功用，有效領導來凝聚成員向心力以致力於改革，利用資源來主持實踐

改革措施。

(.=)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方案

倍上所述，學校本位經營必須轉化為促進教學革新的機制，再結合有

意義的實質教學革新，才能真正將學校本位經營導悔改善教學，提升學生

表現的理想作用途徑。然而適合學校本位經營的創新教學方案又為何呢?

GAO (1994) 的研究發現指出，實施學校本位經營部新教學卓然有成的學

校實施合作學習、混合能力編組、協伺教學、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c

ment) 、教師討論教學的共同計章時段、強調批判思考技巧的課程等。

Robertson等人( 1995)的研究結果指出，在學校本位經營架構下可行的教

學革新措施包括統整課程、合作學習、其實評量、應馬科技教學、回歸主

流方案、個別化教學、無年級教室、協同教學等等。 Quellmaz 等人

( 1995 )的研究發現進行學校本位改革成功的學校實施合作學習、學校中

的小學校、統整課程、電腦科技應用教學、彈性課表、協同教學與另類

量等等。

研究者將上述相關研究發現加以歸納整理，提出下列適合學校本位

營的創新教學方案之歸類架構。

1 增進理解的教學方案﹒

所謂的增進理解的教學方案強調雨點﹒其一是要培養學生批判思考、

建構知識、統整概念的能力，以造就學生能夠將學校所學知識技能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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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與過程

育效能。根據相關研究指出，與學校本位終營行政促進機制串聯一起的教

學革新的方案包括了 培養學生理解與應用能力的「增進理解教學方案」

考豈不同學生需求與特質的「因才適位教學方案 J 利用資訊科技協助教

學並實踐郎新教學理念的「運用科技教學方案 J 讓教學發揮解放與啟蒙

功能，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多元文化教學方案」

運用學校本位經苦機制推動教學創新之探討 163林生f寧、李是Ji氏、廖仁智

(一)問卷調查

本研究設計「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問卷」進行調查。此研究問卷包

括四層面 1.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推動教學創新可行性; 2學校本位經營導

向創新教學可能策略途徑; 3.學校本位經營之下可行創新教學方案; 4.學

校本位經營推動教學部新配套措施。本問卷於編製峙，研究者依據文獻探

討與國內實際境況，確定四個歸類架構，意!lP四個分量表。並多方徵詢學

者專家和實務工作者以確定其建構效度，務必使每一道題都合乎研究目的，

力求題目的歸短合乎研究架構。此外，問卷在編製完成正式施2萬之前先進

7預試，根據預試結果進行t考驗 (CR值)、相關分析等項目分析工作來

德上所述，吾人可見並非實施學校本位經營即能輕易啟動教學創新，

以求教育改革落實在教師的教學革新，表現在學生的學習成就之提升。欲

運用學校本位經營來推動教學的創新，需要利用上述各種有利因素來塑造

一套有效機制，並藉此機制順勢推動合適的教學創新方案。而上述塑造學

校本位經營機制的有利因支如何轉化成摹層學校實施學校本位革新的策略?

選擇何種教學創新方案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推展?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機

制推動教學創新是否有其必要?是否可行?又該順帶提出那些配套方案以

協助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推動教學創新?凡此種環仍須實證研究的探討設析。

因此，研究者依上述文獻探討結果，採情卷調查法和座談會高法來進行研

究。

教學系統或者電腦整合其他視聽科技產品的電子化教學系統」的境界，因

此能夠根據教學需要來設計發展高科技教學輔助系統，真正達到利用科技

促進教學革新之目的 (Robertson et 泣， 1995) 。

這種科技運用的創新教學方案，包括以下兩種取向﹒其一是利用現成

的當代高科技產物來協助教學或者學習，例如利用電腦做數學運算、文書

處理乃至利用電腦網路搜尋數位化資訊;其二是利用高科技發明來設計出

能夠達成增進理解的教學，像是設計也能夠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路徑的互動

式影碟系統，發展能夠模擬人腦訊，患處理歷程的智慧型的電腦輔助教學系

統(李新氏， 2000) 。

4. 多元文化的教學方案

所謂多元文化的教學方案，其核心目標在於培養學生成為一個邊界的

跨越者(border-crossers)穿越優勢族群所預設的種種界線，以批判性的

角度來閱讀世界與閱讀文字(reading the world and the word) 。多元

化教學方案的主要教學策略乃是引導學生學習以邏輯的思維架構去分析4

1繕，並不斷和自我以及社會各種組成分子進行對話，以破除那些偏狹的自

n sociocentric beliefs) 的就我中心與我族社會中心信念(egocentric and s

果考教學。而批判思考教學策略可借用下列教學技街來實現:其一，讓

主在教師協助下相互質疑、辯論的辯證對談( dial叫cal discourse) 技街

其三，以一個有爭議恆的真實事件(如種族歧視、政治迫害、經濟利益

突)來讓學生分組合作蒐集證據，進行辯論、反詰的政策論究( jurispr

udential inquary) 技街;其三，將一個各方爭議的事件釐清之後，編劇
排不同版本、不同人演出的行動劇，讓觀眾評判是非，討論公道的角色

演技術，其侶，設計出能夠促使學生深度融入「跨文化溝通J (intercultur

communication) 減少文化不利囡素所造成測驗偏誤(test bias) 的多

評量技街。

綜上所述，將學校本位經營的管理系統轉化成驅動教學革新的機制

後，必須緊接著搭配有意義的教學革新才能使學校本位經營發揮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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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專案主持人的引導下讓與會人員針對上述問卷調查發現進行有系統的討論，

並就有爭議處進行深入探討。

3.資料彙整處理:

兩次座談會商管進行書面和錄音紀錄，研究小組人員將兩次座談紀錄

資料彙整之後進行內容分析，然後研究小組再針對座談會商結果進行深入

討論詮析。

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推動教學創新之探討 165林生傳、李新氏、廖仁智

(一)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推動教學創新可行性

根據聞卷調查的結果，如表I所示，園中小教育人員對於利用學校本位

經營來推動教學創新多數抱持肯定的看法。其中第3題「讓學校自己管理

自己，可能有助於學校顯景的實現，並發展學校辦學特色。」國小、閩中

教育人真正向支持率分別高達92.7% 、 92 阱。此外，有關利用學校本位經

營可使基層人員感到受重視並提升教師士氣因而更顯意支持教改，促進家

長對學校的向心力並改善學校社區互動關係，自主運屑經費於實際需求避

免資源浪費等題(第4.5.6.8.9題) ，圈中小教育人員正向支持率也都在80%

以上。可見大部分回答者反應運用學校本位經營可以推動創新教學。

但若深入解讀正向支持率較低的第 1 、 2 、 7題，可知關於「學校本位

經營讓學校基層人員不知道如何運用上級釋放的權力」、「實施學校本位

經營要學校研發符合自己需要的改革方案，會出現力不從心現象」、「實

施學校本位經營，教師要參加許多課外的校內會議，消磨不少教學準備時

間而影響教學品質」等問題，分別有33.6% 、 39.9% 、 40.6% 的國小教育人

員以及的 4% 、 46.4%、 47.6%的圈中教育人員表示可能發生。換言之，雖

然多數人認為學校本位經營推動創新教學可行，但仍必須妥善設計以克服

若干潛在阻力，特別是有哥哥基層學校如何利用這些新增的權力提升學校人

員專業知能與自信心以促進教學創新，如何妥善分配權力以避免全體人員

叫座談會商

本研究最後階段，邀請專家學者以及國中小行政人員、教師針對問卷

調查分析進行兩次座談會商，以詮釋寶證研究結果，進行修正補充，並提

出建議。座談會商邀請大學教授8位、研究生2位、校長 10位、主任7位、

教師5位，合計32位。座談會商實施過程如下:

1.研擬初步研究結果:

總結先前問卷調查結果，整理成衛要式的初步研究文件，以供與會的

專家學者協商討論的基礎。

2 邀請專家學者代表參與座談:

根據研究需要邀請理論界有關教育行政、教學方面有深厚學養的教授

參與座談，此外邀誇園中小實施學校本位經營與創新教學有學富實務經驗

之校長、主任、教師來參與座談，藉此機會進行實務與理論的對話，彼鬥

相互置在盪以對問卷調查結果做出建設性的詮釋以及相關建議。座談時間按

照國中小分組進行兩次，一次是90年 1 月 10 日，另一次是90年 1月 19 日。每

次座談之前先郵寄上述詞卷調查結果摘要以便與會人員事先研闊，而座談

會商當日 閱始先由國科會專案研究小組報告問卷調查主要發現，接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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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題目，並進行內部 致性分析 (Cronbach f，系數)與因素分析以建立問

卷的信度和效度。

研究樣本係利用分層隨機抽樣決定。先按院轄市、北中南束以及學校

規模大、中、小分層，按定頸、隨機化抽樣。使北、中、南地區各不同規模

的學校教育人員皆有機會對此一問題表達反應的機會。故以台北市、高雄

市、台北縣、台中縣市、台南市、高雄縣、花蓮縣等地國民中小學行政人

員與教師為抽樣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研究以及數量統計分析 o 計國小和國

中各自抽樣480位教育人員，共960人為樣本。國小部分，共回收有效問卷

426份，回收率 88.75% ;園中部分，共回收有效問卷424 份，回收率

88.33% 。



*p(.05 **p(.OI
備註針對第1 、 2 、 7題等反向題皆己轉碼，所謂正向支持比率係指不贊成題目所言的百分比。

8學校本位經營使教育某唐人員受到應有的重磁 84. 7料 5 81. 3** 6 *
，而更顯意支持教改措施。

9 學校本f立經營呼應家長參與校務需求，有助於 88.3料 4 86.8** 2 n.s

學校和社區互動關係的改善。

座談會商人員指出大多數函中小教育人員的確贊同以學校本位經營推

動教學懿新的必要性，也多數認同利用學校本位經營來推動部新教學。例

如許多有心教師想嘗試創新教學常因為缺乏學校整體力量的支持而挫折不

已。而圈中部分支持率較低則與國小教育人員較顯意配合學校政策，園中

行政控制力量較薄弱不無關{系。例如，國小採包班制，教師幾乎都是安分

守己的留在班級照顧學生，並接受學校行政系統的支援;I蜀中則不然，因

為沒有包班制的約束，下完了課有些教研就離閥混級甚至離開學校。

此外，座談會商人員指出基層教師的確欠缺教學創新的能力與自信心，

對於過多的教學郎新相爾會議多所抱怨，基層學校也普遍對於下放的教學

會j新自主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對此，座談會商人員提出兩項建議:其一，

權力下放要循序漸進，在上級機串串輔導下，逐步引導學校獨立自主;其二，

對教師而言，權力下放主在於提供課程教學革新自主的空間及後援，至於

其他行政管理議題，不必事事要教師參加會議討論，以免耗損教師構思執

行郎新教學的時問與精力。

*自

園中教育人員

正向意見 差異比較

百分比排序

國小教育人真

正向意見

百分比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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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題

7 實施學校本位經營，教師要參加許多課外的校 5日.4料 9 52 吐

內會議，消磨不少教學準儷時間而影響教學品

質。

林生偉、李新氏、廖仁智

主1 國中小教育人員對學校本位經學推動教學創新可行性意見卡方考驗

闊小教育人員 國中教育人員

題 自 正向主幸免 正向意見 差異比較

百分比排序 百分比排序

1學校本位經營讀學校基層人員不知道如何運用 的 4料 6 59.6** 7 *

土級釋放的權力。

2 實施學校本位經營要學校研發符合自己需要的倒也 l料 7 53.6 8 *

改革方案，會出現力不從心現象。

3讓學校自己管理自己，可能有助於學校顧景的蛇神* 92. )** n. s

實現，並發展學校辦學特色。

是實施學校本位經營，讓教師、家長覺得對學校的 2** 5 84.4** 4 n. s.

更有影響力，因而對學校更有向心力﹒

5.讀學校自主管理，可能使得教育經費運用在實的 2科 3 83.1** 5 *

際的需要上，避免浪費。

ι將權力下放給教師，讓教師覺得更有教育專業的 4料 2 85.2** 3 *

自主權，有助於教師士氣的提升。

166 教育研究集刊第48輯第3期

參與所有決定-切太大小小事務的決策會議所可能造成的時間排擠效應。

此外，閩中教育人員在所有題目的正向支持比率都比國小教育人員低，

其中第 1 、 2 、 5 、 6 、 7 、 8題，國小教育人真正向選答比率皆顯著高於函中

教育人員 o 可見圈中教育人員相較於國小教育人員對於學校本位經營推動

創新教學比較不認悶，這從近年來國小比園中t也，~胡可問品+ι的晶宮

改革即可免端倪。例如，許多國小早在政府推動學校教育改革前就已經率

先嘗試開放教育、田園教學、統整課程、班群教學。而這國小包班

國小教師時時刻刻留在班級、學校指導學生的組織生態也不無關{系，畢竟

不常留在班級、學校就比較感受不到學校本位經營對於教師的助益。例如，

國小教師總管一個班級的各科教學，如果沒有學校的授權自支以及有形資

源贊助和無形報勵，教學工作負荷將是無比沈重。



刃而解。

換言之，構成學校本位經營助長機制要素所轉化而成的學校組織運作

策略其實是相互依存且相輔相成，而非各自作業獨自發揮。校長教學領導

在國中稍有困難， t)、其他組織運作策略輔助即可彌補缺口。同理可誨，在

國小教育人員支持率最低、國中教育人員支持率{到數第二的「為鼓勵教師

主動參與，學校本位經營可設計誘因機制(如免除部分授課負擔) 0 J 若

在執行上稍有問題，扁平化的溝通系統免去繁文耨節或是與其他學校策略

聯盟分攤研發創新教學方案壓力一樣可以達到激勵的效果。

表2 圈中小教育人員對學校本位經營導向教學創新可能策略意兌卡方考驗

國;J教育人員 國中教育人員

題 自 正向意見 正向意見 差異比較

百分比排序 百分比排序

10有效實施學校本位經營，應透過學校河仁與家的 l料 10 90.9** 13 *
長共識所形成的學校顯景，來引導創新教學方

向。

11賞施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應依照學生的性向特 95.8料 7 91. 6** 10 *
賞，來規劃他們未來發展方向。

12要有效運作學校本位經營，應探討可能有助於 97.2料 2 92.6** 4 *
學校創新教學的因素(如教師專長、社區文化

資源)。

13實施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應嘗試分析可能阻礙 96** 6 91. 9** 9 *
學校改革囡素(如保守組織文化)。

14為配合學校本位經營的推動，應建立「扁平化 97.4** 92.1** 5 n. s
J 的溝通系統，去除不必要的繁文耨節。

15實行學校本位經營之後，學校要成立規劃推動仰伊* 11 92.1料 5 n. s
該校教學創新的專門工作d鉤。

16為落實學校本位經營，學校應本於同仁專長， 96. 7** 3 93.9** *月K

讓大家分工合作形成各種教學王作小組。

11 實施學校本位經營學校的校長，其領導角色應 92.5牌 14 84.1** 16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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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校本位經營導向創新教學可能策略途徑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去日表2所示，園中小教育人員普遍贊成利用構

成學校本位經營機制形成要素:教學引導系統、領導、權力、知識、訊息、

酬賞、資源所轉化成的種種學校組織經營策略來導引教學創新。在國小部

分，每一題的正向支持比率都高於90% ;在國中部分，除了 17 、 18題支持

率為84.4%、 89.7%以外，各題正向意見百分比也都在90%以上。整體而言，

還是國小教育人員的支持率高於閩中教育人員。其中第 10 、 11 、 12 、 13 、

14 、 17 、 19 、 21等題，國小教育人員正向選答比率皆顯著高於園中教育人

員。

這幾個學校本位經營機制形成要素轉化而成的學校本位經營導向創新

教學可能策略，可歸納成以下幾項﹒情勢分析(第 11 、 12 、 13題)、顯景

塑造(第 10題)、參與結構(第 14 、 15 、 16題)、人力再造(第 19 、 20 、

22題)、激勵導引(第 17 、 18 、 21 、 24題)、評鑑監控(第鈞、 25題)

國中小教育人員都極力贊成利用這些運作策略來促使學校本位經營導向創

新教學，權圈中教育人員在「實施學校本位經營學校的校長，其領導角色

應從行政的領導轉型為教學的領導，並幸苦頭倡導創新教學方案。」這一題

的支持率84.4%明顯少於其他題目 89.7%至目的 9%的支持比率。這與國中教師

習慣分科教學，以教學同一科目教師群為參照團體，不期望只專精於某一

其他學科教學的校長來領導其教學的心態不無關係。相對於此，國小教師

各科目皆須教學，而校長乃是由教師升任，當然比較能夠勝任教學領導的

工作。

針對上述，圈中教育人員對於校長扮演教學領導角色帶頭提倡創新教

學方案支持率較低此一議題，座談會商人員指出，在目前教育生態下，校

長要強勢領導原本就困難重重。而盟中教師的自主性又比國小教師的自主

意識強得多，其對於校長的教學領導之認同性當然相對較低。不過這也並

非無法破解，出席座談會詣的園中實務工作者認為，校長若能妥善組織各

種教學決策會議並賦權教師，籍由各種教學E軍隊的分工合作此問題即可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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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上所述，既然這些轉化構成學校本位經營助長機制要素的運作策略

是緊密聯繫的，也勢必可加以組織成，合邏輯且可行運作步驟。經由座談

會商的建言以及研究人員的研討，這些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構成要素所轉化

的組織經營策略可分成以下幾個循序漸進的步驟，以幫助基層學校利用

校本位經營革新機制來推動教學創新﹒其 v 對於學校進行教學創新各項

國小教育人員 國中教育人員

正向意見 正向意見 差異比較

百分比排序 百分比排序

有利與不利因素進行情勢分析的工作(第 11 、 12 、 13題) ;其二，根據情

勢分析的結果，凝聚學校教育相關人員共識發展學校願曼(第 10題) ;其

三，在校長的領導下(第 17題) ，成立教學創新工作小組(第 14 、 15 、 16

題) ，進行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知能進修(第 19 、 20 、 22題) ，以奠定教學

創新的有利基礎;其四，一方面透過各誘因鼓勵的設計來激發教師投入教

學創新(第 18 、 21 、 24題) ，另-方面結合各種評鑑數控的設計來督促教

學創新的推展(第鈞、 2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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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校本位經營之下可行動j新教學方案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如表3所示，在學校本位經營架構下可行創新教

學方案方面，問卷所列教學方案:多元智慧教學、個耳目化教學、網路電腦

教學、多元文化教學、兩位平權教學、生活化教學、雙語教學，超過92%

的自小教育人員，超過閥的函中教育人員認為可在學校本位經營架構下

推行，就統計分析而言，可宣稱園中小教育人員都持肯定看法。雖然除了

第26題外，國小教育人員在各種創新教學方案的正向支持率都顯著高於函

中教育人員，但若分開各自觀察圈中小教育人員對各創新教學方案的支持

率，可發現其實差異不大，只有雙語教學不論是圈中抑或國小教育人員的

支持百分比都落在最後一名旦與其他教學方案有一段差距。在國小方面本

無英語教學，短期內實施雙語教學可能吾吾擊性大，而園中雖本就有英語教

學，但是分科意識型態作祟，要實施雙語教學讓英語也在其他學習領域出

現，非英語教學專長教師可能會抗拒。但一如上述，在國小透過策略聯誼

可引用校外資源克服英語師資不足困境，在函中利用教學團隊合作協同教

學也一樣可克服其他學習領域教師英語教學能力不足問題。換言之，只要

民功運作上述學校本位經營導向創新教學策略，其實各種創新教學方案都
有在學校發展的可能。

座談會商人員的怠見分析結果顯示，若能真正運作學校本位經營導向

創新教學策略，結合相闋的配套措施，並發揮學校本位經營斌權增能

*

*

*

ll. S.

n. s.

n. S

n. S

n.s

93.3** 2

93.3** 2

92.1** 5

91. 6** 10

91. 6** 10

90.9** 13

89. 7料 15

92.1** 5

題目

*p<.05 本*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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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政的領導轉型為教學的領導，並帶頭l倡導

創新教學11案。

18 為鼓勵教師主動參與，學校本位經營可設計誘 90.6料 16
因機制(如免除部分授課負擔) 0

i9 學校要建立學校本位進修制度，進行系統性進 95.5料 8
修活動，將學校發展為一學習型級議。

加學校得聘請專家學者來指導各種學校本位創新 94.6牌 12
教學方案。

21學校可與附近學校聯盟合作開發學校本位經營 96.2料 5
架構下的創新教學方案，並互相支援。

也學校可以參觀成功案例學校作法，吸取成功經的 5料 是

驗，模擬研發自身的課程教學革新方案。

2為了解創新教學的成效，實施學校本位經營的 93. 7料 13
學校應有自我評籃的機制。

2是為使教師充分發揮專業知能，推動學校本位經 9 1. 9** 15
營的學校應彈性酬賞表現優異的老師。

自學校本位課程教學改革措施經評鑑有缺失者. 95.3料 9
應提出改進或替代11案。



(empowerment) 的驅動效應，學校大可進行各種有利於教育改革的教學

創新方案。特別是在當前九年一貫課程大力推動，所謂的小班教學精神、

學校本位課程等等學校教改方案上路之際，各個學校都可在學校本位經營

的架構下，嘗試研究發展出屬於自己學校特色的教學創新方案，並不限於

問卷所列的七種創新教學方案。一如文獻探討所述，舉凡符應培養學生理

解與應用能力、考量不同學生需求與特質、利用資訊科技協助教學並實踐

創新教學、讓教學發揮解放與啟蒙功能以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等精神之教學

創新皆可努力聞發實踐。

表3 圈中小教育人員對學校本位經苦之下可行創新教學方案意見卡方考驗

國小教育人員

正!詞意見

百分比排序

前，實施學校本位縛，營的學校應滯應社會多元文化的 8料

發展趨勢，進行多元文化的教學創新。

21£合國際化趨勢，可利用學校本位經營的機會 92.3料

來嘗試雙語教學方案。

28為貫徹兩位平權的理念，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的.5料

可試辦兩性平權的創新教學方案。

妞，實施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應嘗試個~~1t的教學的 5抖

實驗，來設法帶好每個學生。

划實施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應結合資訊科技，努 96. 0料

力從事網路教學、電腦教學。

31學校可在學校本位經營架構下，推動多元智慧 9日 9料

的教學實驗。

詛採取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可規劃諸如學習步逅的 l料

、生態教學區、成果，展示區之類的生活化教學

情境。

*p<.05 **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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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校本位經營推動教學創新配套措施

問卷調查結果顯水，如表 4所示，在學校本{在經營推動創新教學可能

配套措施方面，包括金錢資源(第鈞、 34 、 35題)、時間資源(第 36 、 42

題)、醜賞資源(第 37 、 39 、 40題)、訊息資源(第 44 、 45 、“題)、人

力資源(第 38 、 41 、 43題)等各種資源運作的配套措施。就整體統計分析

而言，除了第 40題而言 r 為有效創新教學，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可以發

展彈性教師薪資結構，按照的新教學領效來決定教師薪水的多寡及晉級方

式 J 有30.3%與30.1%的園中小教育人員表示不認同之外，其他題目國中

小教育人員都持肯定看法。尤其是 r 34 為使學校本位經營落實在創新教學

上，學校應可提出特定比率的人事贅，來延聽教學所需特殊專長人員。」

r 36.實施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為了成功推動教學創新，可彈性規懿學校作

息時間，以方便安排老師利用無課時間開會研商。」、 r 46.學校本位經營

的學校要成功推動教學創新，可透過各種家長、社區人士參與的會議(如

班級家長會、親職教育座談)來分享重要教學改革訊息。」等題目，蜀中

小教育人員一致高度認悶，正向支持比率高達92%以上。因此，要有效以

學校本位經營機制來推動創新教學是特別需要可生產教學人力的金錢資源、

提供參於決策時街資源以及行銷學校口碑的訊息資源之配套措施。

比較鷗中小教育人員意見差異，則可發現第38題「為有效推動教學會j

新，實行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可比照一般師範院校附屬中小學，成立研究

發展處，專門負責課程教學的研發。 J 以及第42題「為了讓學校本位經

營學校不斷創新教學，學校得和大學合作，提報需要接受在職教育教師，

安排於寒暑假期獨參加進修活動。」皆有綴著差異。圓小教育人員比園中

教育人員更贊成於學校成立研究發展處以及和大學合作實施教師在驗教育。

由此透露出國小與國中格較，其人員編制較不足，教師群較需要校外學術

機構提供訊息。換言之，就國小而言，要成功實踐學校本位經營推動創新

教學，必須就創新教學所需研究發展資源加以補強。

另外在第33題「要使學校本位經營有效導引到教學創新上，應、可5單性

*

*

家

*

*

*

n. s

差異比較

3

2

是

6

5

7

91. 9**

92.1**

89.5**

90.2**

日1.1**

87.6**

93. 1**

國中教育人員

正向意見

百分比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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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5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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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座談會商的國小寶務工作者呼應間卷調查結果，表示園小的確人

少事多，但國小教師卻又是最積極從事學校本位教育改革的一群，亟需政

府擴充區小組織編制，提供更多的創新教學資源。針對以教師薪資結構彈

性化來作為獎勵教師創新教學績效支持度明顯偏低一事。座談會裔人員提

出以下意見 其一彈性薪資結構之革新茲事體大，牽連範圍廣大，單純

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推動教學創新之探討 175

聞中教育人員

正向意見 差異比較

百分比排序

*

n. s.

n.s

n.s

n. s

n. s

國小教育人員

正向意見

百分比排序

自題

林生傳、李毛rr 氏、廖仁智

*p<.05 **p<.OI

41 要使學校本位經營學校在教學創新土有所成效 91. 8料 9 89.7料 11
，學校可和大學合作方式，提名優秀老師到大

學進修學位，並給予全額補助。

42為了讓學校本位經營學校不斷創新教學，學校的 5料 3 92.1料 6
得和大學合作，提報需要接受在職教育教師，

安排於寒暑假期間參加進修活動。

4主利用學校本位經營推動教學創新，學校應鼓勵 94.1** 6 91. 6帥 7
參加各項研習活動的教師提出創新教學方案。

44運作學校本位經營實踐教學革新工作，學校可 93.0料 8 92.6帥 4
和社區合作召聞辦學座談會，宣導學校重大教

學改革績效。

4且在學校本位經營架構下推動教學創新，學校應 87.6料 13 89.2軸 13
定期對外發行刊物，向廣大社區宣告創新教學

成效，並徵求各界建言 a

是且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要成功推動教學創新，可 95. 1料 5 93.1料 2

透過各種家長、社區人士參與的會議(如班級

家長會、親職教育座談)來分享重要教學改革

訊息。

國/J、教育人員 閩中教育人員

題 目 正向意見 正向意見 差異比較

百分比排序 首分比排序

且要使學校本位經營有效導引到教學創新土，應的 7抖 7 89.5** 12 *

"iiJ彈性運用特定比率的經贅，不受一般法規限

制，來改善教學環境。

'l4為使學校本位經營落實在創新教學土，學校應 96. 7料 95. 7** n. S.

可提出特定比率的人事費，來延騁教學所需特

殊專長人員。

站為有效推動教學創新，實施學校本位經營的學的. 1料 11 90.0** 9 n. s.

校自行爭取到的社會資源，得不受一般法規拘

束，根據學校實際需要體性運用。

36賞施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為了成功推動教學創 95.3料 4 92.6** 是 n.s

新，可彈性規劃學校作息時筒，以方便安排老

研利用無課時間隔會研商。

訂擔任學校本位自j新教學特別任發的教師，可比 91. 3料 10 93. 1** 2 n. s.

照行政人員酌以減少授課時數。

且為有效推動教學會I新，實行學校本位經營的學 95.8** 2 91. 4** 8 *

校可比照一般都範院校附屬中小學，成立研究

發展處，專門負責課程教學的研發自

混為使學校本仿經營學校能有效推動教學創新， 89.2** 12 90.0** 9 n.s

教師個人創新教學實驗或研究成果皆可作為教

師爭取績效獎金或升遷之依據。

4且為有效創新教學，學校本位經營的學校可以潑的7料 I是 69.9 14 n. s

展彈性教師薪資結構，按照創新教學領效來決

定教師薪水的多寡及晉級方式。

運用特定比率的絞贅，不受 般法規限制，來改善教學環境。」盤中小教

育人真正向支持比率差距4.2%也達顯著差異，這與劉小教育經費較挖掘，

在包班制教學型態中若要改善教學環境需要更多元彈性金錢資源不無關係。

表4 閩中小教育人員對學校本位經苦推動教學創新配套措施意見卡方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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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五、車吉言命學生3主言義

政主管身分在最高決策組織之下，打破處室界線成立一制度化運作的核心

工作區餘，持續推動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工作。

H結說

值此教育改革風起雲湧之際，基層學校亟待學校本位經營機制的促進

催化，以推動教學創新，進而真正將改革落實在教學，表現於學生學習成

就上面。本研究根星在於學校本位經營推動創新教學相關研究發現，進行問

卷調查及學者專家、學校基層人員的座談會藹，得到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 在上級機關的引導下，循序漸進實施學校本位經巷，有助於基層學

校推動教學創新:

綜合問卷調查與座談會商研究結果，運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j來推動教

學創新有其可行性，但為了克服基層學校面臨前所未有的權力下放所導致

的信心不足，和照會與教學時間衝突等伺題，一方面要由上級機關逐步授

權給基層學校，輔導學校獨立自主，另一方面權力下放給教飾的部分應著

重於教學的自主創新，不應加重行政事務在忙於教學創新的教師們。

2.學校本位經學在原本單純的權力下放設計之外，納入情勢分析、願

景塑造、參與結構、人力再造、激勵導引、評鑑監控等運作策略提

供學校推動創新教學的有利基礎.

根據文獻探討，成功的學校本位經營不只是權力下放給學校而已，其

必須包含教學引導系統、領導、權力、知識、訊息、酬賞、資源等要素的

綜合運用。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基層圈中小教育人員贊同白這些要素所轉化

而成的學校本位經營推動創新教學運作策略。座談會爵的結果進一步將這

些運作策略組裝成合理可行的實施步驟，一個路始嘗試實施學校本位經營

以推動教學創新約基層學校首先必須對於學校進行教學創新各項因素進行

情勢分析的工作，根據情勢分析的結果塑造學校發展顧景，然後在校長的

逆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推動教學創新之探討 177林生偉、李新氏、廖仁智

國制度化的工作圈緣

為了克服人員流動，工作不銜接的困擾，校長有必要以首席教師兼行

176 教育研究集刊第48輯第3期

採取獎金獎勵比較可行，其二，作為獎勵的標準必須有→套完善的制度，

且為眾人接受，沒有太大爭議，才能據此核發獎勵金。所以如何設計能夠

支持學校本位經營推動創新教學的配套措施，但此配套措施本身又不會帶

來另一(區潛在的爭議點實相當重要。

此外，綜合學校本位經營導向教學創新的策略與配套措施，座談會爵

的結果提出以下幾項補充意見

1.多元化的績效評鑑:

評鑑對象不只限於教師，也要包括行政人員，評畫畫的方式應不只一種，

且其功能要多元化，多發揮診斷的功能。

2 彈性化的小組成員:

像是校務會議之類的學校最高決策組織，其組成分子有法規範，回然

可避免政治氣氛濃烈學校為了席次門爭不己，或是造成校長指定，組織成

員淪為橡皮圖章的弊病。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表面妥協下找來 群不是

真心投入的人士與會，也是問題百出。因此在學校本位經營架構下各種次

級決策或是行動小組應保有選擇最有利學校、最適合學校組織運作的彈性

空濁。

3.機動化的改革計畫﹒

目前學校通病是計畫多如牛毛，但卻是計畫多於行動。學校本位改革

計畫應該不是「完美計畫」而是 f 行動中的計畫 J 並隨著績效評鑑提供

自饋訊息做即峙的調整。

4.專業化的教學系統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是當前中小學教育組織再造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之

一，若國家經費許可應儘可能增加專賣行政人員編制，實施 r 教學和行政

分流 J 把若干行政業務外包，讓教師更專心於教學革新上。



仁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發現，回應當前教育改革趨勢，研究者提出三點建

議。

應當前教改訴求的創新教學。座談會商結果更進一步指出，在學校本位經

營機制的強力支撐與催發下再結合妥荐的配套措施，各個學校都可嘗試研

究發展出屬於自己學校特色的教學創新方案。

1 以學校為主體的教育改革策略，必須整合學校行政與教學革哥哥，不

能脫離獨立運作:

當前國內大力推動的所謂小班教學和學校本位課程等等基層學校教育

改革，雖然有教學為先，行政後援的意味，卻也有光改革學校的教學系統

就能讓基層學校脫胎換骨的盲點。本研究發現以學校本位經營各項有利機

制所轉化而成的促進教學革新策略和配套措施的確有助於教學創新的閱展，

因此在競劃學校本位教學革新之際不能忽略學校行政系統的發合配套革新。

換言之，沒有學校本位經營的情勢分析、願景塑造、參與結構、人力再造、

激勵導引、評鑑里直接等運作策略提供學校推動創新教學的有利基礎，以及

各種配套措施的搭配運作，教學為先恐怕是教學孤軍奮鬥。所謂情勢分析

可以進行學校教學部新的影響因素之SWOT分析，願景塑造可以學校本位

教學革新實施計畫來具體呈現，參與結構可以本於教師專長靈活組合教學

團隊來有效分擔教師工作壓力並激發教都合作的能量，人力再造可以從建

立學習型級織著手，實施學校本位教師進修制度，激勵導引、評藍藍監控的

設計，在相鶴配套措施的支援下可嘗試教師績效獎金、減免授課時數以及

實施教師教學行動研究、自我評鑑制度。至於所謂的配套措施，像是延騁

特殊教學專長人員、成立學校研究發展處、彈性運用學校經費等等，是需

要相關法規解套以及社會資源的廣泛運用才可能實現。畢竟齒家財政有限，

與其不斷要求增加國民教育經費，不如開放學校以更多元、更創意的方式

去閃發運用各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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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領導下，成立教學創新的參與結構，實施學校本位教師進修，以提供

教師教學創新所需的專業知能和自由發展空間，再結合各種激勵導引和評

鑑監控的設計來催化、督促教師教學創新的開展。

3 學校本位經營促進教學創新的配套措施，應強調包括行政人員的多

元化績效吉于鑑'彈性組合的決策行動小組，機動調整革新計畫的運

作，減輕教師行政工作負擔的教學行政分流，建立學校不因人事調

動受影響的永續工作團隊: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園中小教育人員肯定金錢資源、時獨資源、酬賞資

源、訊息資源、人力資源等各稜資源運作的配套措施有助於學校本位經營

推動教學創新，但也同時透露出像是彈性薪資結構之類牽連範筒廣大的措

施仍有不少質疑。座談會商結果一方面指出教師彈性薪資茲事體大必須妥

善因應，另一方面從更寬廣的角度對所謂的配套措施進行更周延完整的定

義補強工作。其重點包括績效評鑑對象與芳式的多元化，以免學一標準針

對單一人員(如根據教學績效決定教師薪資)所帶來的種種紛爭;參與結

構設計組織的彈性化，以便學校採取最有利的方式去進行權力的再下放，

爭取積極有效的決策行動;學校本位改革計畫根據績效評鑑提供回饋訊息、

做即峙的更新認整，避免為計，畫而言f畫流於形式;實施「教學和行政分

流 J '讓教師更專心於教學創新工作1:'避免繁多的行政瑣事占去教師太

多時間與精力;建立制度化的工作國隊，克服人事變遷的街擊以持續推動

學校本位經營創新教學工作。

是.在學校本位經營機制的支持下與妥善的配套措施支援下，每個學校

可勇於嘗試發展有學校特色的教學創新方案:

文獻探討指出光是實施學校本位經營並無法保證教學革新，必須一併

進行教學創新，讓學校本位經營機制發揮作用助長教學的創新才能真正稱

得上是所謂成功的學校本位經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圈中小基層人員普遍

贊成在完善的學校本佼經營設計下進行多元智慧教學、個別化教學、網路

電腦教學、多元文化教學、兩位平權教學、生活化教學、雙語教學等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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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學校本位的教改方案，必須採取循序漸進輔助基層學校獨立自主

的方式，不能單純下放所有權力.

本研究發現實施學校本位經營要採取逐步提升學校自主能力，漸進權

力下放模式，才不至造成學校人員不知如何運用下放權力或是缺乏自主進

行學校本位革新能力的困境。事實上一個學校本位教改方案的推動是需要

一些策略性的步驟，根據本研究發現從學校自我約情勢分析、塑造願景、

建構參與結構、推動人力素質再造、激勵與監控機制設計運作一直到真正

的教師教學創新工作的推展，上級機關除了公布各項實施辦法、獎勵制度

和辦理教師研習之外，還可嘗試透過扶植示範的種子學校以及策略聯盟的

方式來協助基層學校 步接著一步獨立自主，並因此發揮校際經驗交流和

訊息分享的效果，讓不同學校人員相互打氣鼓勵，避免嘗試錯誤、士法煉

鋼式的自力救助。畢竟地方國民教育主管機構工作繁重，與其要求其獨力

幫助所轄全部關民中小學成長改進，不如以種子學校、策略聯盟，包括跨

學區、跨學制(如大學、高中、國民中小學聯盟)的合作學習，來幫助每

一所學校發揮學校本位經營的精髓，落實學校本位的教改方案。

3.以教師為童心的教學革新工作，必須有學校整體革新的精心設計作

基礎，不能片面要求教師:

教育改革必須落實在教學，表現於學生的學習成就，這是不爭的事實，

但這也並非意味教師耍一屑擔負成敗之責。本研究情卷調查發現在教師參

與教學革新工作上，因參與棺協會議而影響教學品質的質疑不小，而按照

教學績效發展教都彈性薪資的配套措施正向支持意見也較低。另一方面，

座談會高的結果也極力強調全校性的整體革新設計，而非單獨針對教師童

身裁製。因此，基層學校在積極推動各項教改方案之際，不能只片面要求

教師進行教學創新，並因此只單獨訂定實施有關的制度辦法，如教師教學

評鑑、教師成績考核等單一規範。學校教育相關人員在要求教師全力教學

創新之前要有整體性的學校革新設計，在教師全心教學革新之際要有全校

性的支持體系，在教師盡其所能用心創新教學之後要有全面性的績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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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校課程是一個不斷建構、更新的過程，九年一貫課程革新強調課程

不再只是固定的教科書，而是活化的內容。如果要因應學生、學校、以及

社會變遷的需求，提升課程品質，以學校為主體的評鑑 學校本位課程評

鐘，成了課程發展中一種兩面的必然機制。過去，學校教師的聲音在課程

發展和評鑑中是穩而不顯的，甚至被忽略，久而久之，教師也懷疑自己是

否擁有足夠的知識能夠改進課程。然而在參與評鑑過程中，教師必須討論

課程的通切性，呈現自己的觀點和論述，教師不僅要知道自己擁有什麼知

識可進行課程改進，也要理解這上些知識是如何建構出來的，以作為下一

個行動的依據。參與課程評鑑也正是教師籍以展現教師實踐知識，進行專

業判斷的契機。

目前學校進行課程發展 jF jt於呈現課程內容的書面作業，對課程目標、

內容、實施等迫切性的問題並未史進一步探析。較之歌美國家，如美國、

英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國教育人員對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及教師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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