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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根據 Schein（2010）的組織文化觀點探討一所私立幼兒園（甲園）的組織文

化內涵。根據 Schein（2010）的觀點，組織文化為組織在面臨內部整合、與外部適應問

題時，成員如何解決問題的共同學習歷程；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因此為：甲園面臨的內部

及外部問題為何、其調適的學習歷程為何。本研究透過觀察、訪談、文件蒐集等方式進

行研究。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 現任 C 園長甫接手甲園時用真誠的態度、主動照顧老師等之舉，建立雙方信任關

係。同時她看見教師專業能力不足的問題，運用各種方式培養教師能力，包括教

學能力、口語表達與臨場反應能力、以及敏感度。當教師專業能力與日俱增，園

長漸進式地授權給老師，給予每位老師輪流領導的機會。 

二、 甲園教師在同事的領導下亦能順利運作，形成良善的團隊合作模式，其主要原因

有二：（一）透過討論建立共同目標－課程轉型；（二）傾聽彼此聲音、溝而能通。

甲園的團隊凝聚力來自於：有困難時能相互扶持、彼此激勵，多鼓勵少責備。 

三、 甲園的團隊精神為雁行文化，其核心價值為團隊合作、激勵同伴、互相扶持、輪

流領導。而其雁行文化的基本深層假定推敲為：（一）在空間的本質上，甲園的空

間安排呈現出園長與教師權力對等，呼應輪流領導的授權概念。（二）在人性的本

質上，甲園強調團隊成員彼此激勵，管理者認為成員需要的是接受挑戰、不斷地

學習，這樣的假設較偏向人性本善的一端，認為人性是具有潛力、與可塑性的。（三）

在人類關係的本質上，甲園園長及教師認為人類是合作的本質時，在人與人的關

係之假定上，強調團體如何集力完成一件事。 

四、 甲園在組織文化形成的過程中，C 園長扮演重要的角色，呼應 Schein（2010）對

於領導人之於組織的觀點，亦即當團體遇見問題時，創辦人或領導人所提供的問

題解決方案，背後隱藏的即是他們的看法、價值觀與基本假定。 

關鍵字：幼兒教育、組織文化、雁行理論、園長領導、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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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f a private kindergarten. Based on 

Schein’s (2010)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means a pattern of shared basic assumptions learned by a group as it solved its problems of 

external adaption and inter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following are questions of this study: 

what are the problems of external adaption and internal integration in this case? What are the 

shared basic assumptions learned by the group members in this case? The data were gathered 

through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document collection.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the 

following: 

1. At first the director established mutual trust between herself and teachers, and then she 

cultivates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Finally, the director empowers gradually to every 

teacher. 

2. By discussing to have common goals and listening to each other’s voices, the group works 

well. Besides, when anyone has troubles they will give her a hand, by encouraging more than 

blaming.  

3. The team spirit is flying-geese model, which contains core values of teamwork, 

encouragement, supporting each other, and everyone can be a leader. There are three basic 

assumptions in this study:  

(1) Assump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space were to believe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space in 

the directors and teachers can be reflected the reality of empowerment.  

(2) Assump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considered that individual was active, potential, 

and creative. 

(3) Assump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were teamwork.  

4. The leadership of the directo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Based on Schein’s(2010) theory, when an organization facing some 

problems, leaders provides their own solving ways, which usually contains their own 

opinions, values and underlying assumptions.  

 

Key Wor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lying-geese Model, 

Leadership,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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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者的經驗 

研究者因為課程的需要，有幸到甲園參訪。甲園是一所大學附設幼兒園，規

模較小有四個班，主要提供該大學教職員子女就讀。參訪甲園那天是在早晨抵達，

首先迎接我們的是一道雕花鐵門，兩側所植的九重葛正值花季，開滿桃紅色的花。

接下來映入眼簾的是一排停滿腳踏車、玩具車的小型停車場，或高或低的樹木散

落園中。仔細看可以發現地面上、牆壁上都保有孩子塗鴉的蹤跡。園方邀請我們

與孩子一同用早餐，用餐地點在教室後院的木製平台，早餐是學校每日自產的新

鮮牛乳與有機地瓜，用完早餐的孩子可以去拿旁邊的圖畫書來看，早餐時光在聊

天、笑語中結束。接著園方安排我們參觀園內環境，然後回到大型會議室進行團

體簡報，再以小組互動的形式，讓我們自行翻閱陳列在旁的課程檔案、日誌等書

面資料，在場的幾位教師都很樂於為我們解惑、共同討論。午餐時，我們用自己

帶來的餐具（園方事前請我們自帶餐具）享用與幼兒一樣的餐食，用餐時，延續

小組互動的形式，幾位老師分散坐在不同的小圓桌，邊用餐邊與我們各自聊天、

延續未完的討論。 

參訪甲園，研究者感覺園方的空間配置、環境設備、服裝、用具等傳遞著一

種氛圍，帶給研究者一種特別的感受：用餐時，讓我們與老師圍坐在一起用餐、

聊天；園方簡報時間不長，把時間放在讓我們自己瀏覽資料，教師在一旁陪伴、

及時回應我們個別的問題，及最後由園長、教師及我們圍成圓圈互動、討論，有

時會因為我們的問題而臨時點名由某位教師出來與我們對談；教師在回應我們的

問題時，態度親和而充滿自信、在各方面問題（方案教學內容、親師溝通、行政

工作…等）回應侃侃而談，看起來每位老師都對園所各方面情況相當了解，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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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立刻回答參訪者的問題。 

  我在甲園中所感受到的這種親和、悠閒而自信的風格，與研究者以往參訪的

幼兒園迥然不同，引發研究者好奇：為什麼他們帶給研究者如此不同的感受？因

而想進一步深入瞭解一所幼兒園的人員態度、作法、活動或環境設備安排及其內

容與形式，有什麼象徵意義嗎？如有，代表著什麼意義呢？這些意義又是如何形

成的呢？  

 

貳、學校組織文化初探 

基於上述問題，研究者開始閱讀有關學校組織文化研究的文獻，發現組織文

化的研究可追溯自組織行為研究，屬於管理學領域。1980 年代台灣的組織行為

研究逐漸發芽，1990 年代之後，組織行為研究在台灣蓬勃發展迄今，多數的研

究是管理學領域（鄭伯勳、姜定宇、鄭弘岳，2007）。吳璧如（1990）是國內第

一篇學校組織文化相關研究，研究國小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的關係，結果指出相

較於教師變項（教師的性別、教育背景、職務、服務年資）與學校環境變項（地

區、學校規模、創校歷史），學校組織文化對於學校效能最具預測力。後續學者

及研究也支持學校效能與學校組織文化間有顯著的正相關（吳清山，1998，鄭曜

忠，2001；陳燕慧，2002）。此外，學校組織文化也發現與教師組織承諾、工作

滿意度有關。Cheng（1993）發現香港的中學中，強勢的學校文化與教師承諾、

內在性工作滿足、以及外在社會滿足有正相關；廖年淼、何信助、賴銘娟（2004）

發現臺灣地區高職學校教師的組織承諾高低與學校文化類型有關，任教於理性主

導、成長調適、凝聚共識、層級節制類型之學校文化的教師，在組織承諾得分較

高。許清勇（2003）以桃竹苗地區四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

現國民小學組織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具有顯著正相關。 

上述的研究雖指出學校組織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其研究重點多放在學校組織

文化與其他績效成果 （學校效能、教師組織承諾、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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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關注組織文化如何形成、組織成員如何習得組織文化、組織文化又是如何展

現、以及發揮效用等歷程，未能回應研究者的好奇及發問。研究者因此繼而閱讀

採質性研究取向之學校組織文化研究（王智淵，1995；陳慧芬，1998；廖德文，

2002；劉茂玄，2002；林進生，2004），發現這些研究皆引用 Schein（2010）的

組織文化三層次（人為飾物、外顯價值觀、基本假定）來探討學校組織文化內涵，

也都共同從三個層次描述學校組織文化的展現，以及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的因素

（校長領導風格、校長領導行為、成員價值觀），但仍舊較少提及學校組織文化

如何形成、以及成員如何習得。但這樣的閱讀讓研究者首次接觸 Schein（2010）

的理論，深深為它著迷。 

 

参、與 Edgar H. Schein 的相遇 

Schein 在 1985
1年寫《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一書，起因是為

了澄清組織文化的概念，書中所使用的案例，有許多是 Schein 以顧問的角色進

入組織所做的臨床研究。以 Ciba-Geigy
2為例，他被邀請幫助一個組織建立革新

的氣氛，在瞭解各個單位及其問題後，他觀察到該公司有一些正在進行的革新作

為，於是他寫下這些作為，再加上自己的經驗與建議，交給延聘 Schein 至公司

的某位內部成員，請他分發給不同單位的經理們。數個月後，Schein 發現那些經

由 Schein 個別交付建議的經理們都覺得他的意見很有幫助且切中核心，但卻很

少人將訊息傳遞出去讓其他人知道。此外，Schein 建議讓不同部門的主管單位參

加某些會議，以促進橫向溝通，但這建議卻無法得到支持。Schein 發現無論他怎

麼提供甚麼策略，似乎都無法讓訊息在組織中流通，然而，組織成員卻也都同意

橫向溝通的確可以促進組織革新，對於這樣的現象 Schein 感到很困惑。 

 直到 Schein（2010）開始審視自己對於組織運作的假定，並測試自己的假定

                                                      
1
 Schein 在 1985 年寫《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一書，於 2010 出了第四版。 

2
 Ciba-Geigy 是一歐洲化工業公司，在 Schein（2010）書中常出現的案例之一。Schein 受邀為分公司建

立革新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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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契合 Ciba-Geigy 所運作的系統，由此帶入了「文化」的分析。他發現原來該

公司有一個很強的假定，即是主管的工作是其私人範圍，不容他人侵犯。對主管

來說，將 Schein 所寫的建議傳遞出去這個行為，即在暗示對方不知道紙上的建

議，而該公司的主管們一向最自豪自己對於工作上的事無所不知。 

從這樣的經驗， Schein（2010）體會到瞭解組織文化對於組織改革的重要，

他將組織文化定義為：「一組共享的基本假定，是在組織解決自身的外在適應和

內在整合問題時所學會的，由於運作良好所以將之視為是有效，並且在面對相關

問題時所應有的正確知覺、思考與感覺方式，教導給新的組織成員。」（頁 18）

組織文化的本質是基本假定，透過人為飾物與外顯價值觀來反映。依照組織文化

的可見度將其分為三個層次，從具體到抽象、從表象到深層、從外顯到內隱，分

別是：（一）人為飾物（artifacts）：可見的組織成品，像是物理環境、使用的語

言、服裝、組織的故事、規範；（二）外顯價值觀（espoused beliefs and values）：

組織明示的目標、策略、及哲學觀；（三）基本的深層假定（basic underlying 

assumptions）：成員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覺、思考與感覺，可看成是組織成員已內

化的信念。 

從 Schein（2010）的觀點回看甲園，它在環境布置、硬體設備、活動內容及

形式的安排呈現的風格，應該就是他們組織文化的展現，反映著該幼兒園更抽象

的外顯價值觀以及最深層的基本假設。Schein（2010）的論點延伸了我對幼兒園

外顯環境及活動的好奇，想更進一步瞭解幼兒園外顯的安排或人為飾物所蘊含的

象徵意義可能反映著什麼信念與價值觀或深層的基本假設？  

 

肆、幼教領域中的組織文化研究 

為了瞭解國內外學校組織文化的研究概況，中文方面搜尋了臺灣期刊論文索

引系統、臺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國科會政府資訊系統以「學校」、「幼兒教育」、

「幼兒園」、「幼稚園」、「托兒所」、「組織文化」等關鍵字，找到了 34 篇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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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61 篇期刊論文、142 篇碩博士論文；英文方面搜尋英文資料庫 EBSCO、

ERIC、ProQuest，以「school culture」、「organizational culture」、「preschool」、

「kindergarten」等關鍵字搜尋，找到國外學術期刊找到了 234 篇。但這些分析有

關組織文化的研究，研究對象包括幼兒園、國高中小學、大學、軍校、行政機關

以及教師，專門針對幼兒園的之組織文化相關研究很少；國外文獻中未能找到幼

兒園組織文化的研究，而國內研究找到國科會研究報告四篇（丁雪茵 2000，2001，

2002，2012）、期刊論文兩篇（李新民、戴嘉南、黃美惠，2005；丁雪茵，2008）、

碩士論文八篇（黃美惠，2005；謝易臻，2007；李碧雯，2008；黃琦珍 2008；

葉怡伶，2008；陳淑姿，2009；卓佩茹，2011；李欣潔 2012）。 

國內找到的組織文化研究依其研究典範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研究主要將組織

文化當成一個自變項，探討成員對於組織文化的知覺與其他變項（如：幼教師對

組織的承諾、園長領導行為、課程變革）之關係。例如：李新民等人（2005）採

用Wallach（1983）對於組織文化的定義：「組織成員共享的中心思想，組織成員

不自覺的內化表現於組織日常生活中。」及其提出的組織文化構面（科層性文化、

創新性文化、支持性文化），編製一份幼教師對組織文化知覺與組織承諾的評量

工具，並用以探索幼兒教師組織文化知覺與組織承諾之間的關聯。其研究結果發

現：（一）幼教師組織文化知覺是一多向度心理構念，幼兒教師組織文化知覺包

含科層性、支持性、創新性文化等三個因素構面。（二）三種組織文化知覺與幼

兒教師組織承諾（價值承諾、努力承諾、支持性承諾）都有顯著正相關，其中相

關程度較高者為創新性文化知覺與價值承諾，支持性文化知覺與努力承諾，以及

支持性文化知覺與留職承諾。 

李碧雯（2008）沿用李新民等人（2005）之組織文化知覺量表，研究幼教師

組織文化知覺與課程變革（合作落實、執行壓力、角色任務、修正改進）的相關

性；研究發現幼教師在創新型組織文化知覺得分最高，與修正改進有顯著正相關，

表示教師所知覺到的創新型組織文化越強烈，在課程變革時關注到修正改進的層

面也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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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易臻（2007），採用Quinn和McGrath（1985）所建立的競爭價值途徑

（competing values culture）所歸納出的四種文化類型（發展文化、共識文化、層

級文化、理性文化），研究組織結構、組織文化與園長領導行為的關係；他的研

究結果指出：（一）理性文化層次最受教師重視，其次為發展文化、共識文化則

被忽略。（二）四個文化類型皆與園長領導行為（倡導、關懷）有顯著正相關。 

上述研究皆以發展量表，來測量幼教師對組織文化的「知覺」程度，但這樣

的作法並無法確定教師知覺組織文化等同於該組織的文化。就如同Schein（2010）

所言，文化的本質是基本深層假定，當組織成員面對相關問題時所應有的正確知

覺、思考與感覺方式，因為經長時間、持續地、有效地運作，因而組織成員很難

意識到基本深層假定的存在。故研究者認為上述研究並未碰觸到組織的深層、內

隱文化，僅探討成員能意識到的組織文化層次。 

第二類研究3以詮釋主義取向探討組織文化內涵。例如：丁雪茵（2000，2001，

2002）採取個案研究方式，透過參與觀察、訪談、文件蒐集等方式，分析、比較

公私立幼兒園的組織文化；研究發現公立幼兒園屬於扁平式組織，決策模式重在

集體參與；私立幼兒園屬於垂直式組織，決策權集中在老闆身上。丁雪茵（2012）

採行動研究的方式，以輔導人員的角色進入幼兒園，透過參與觀察、訪談、文件

蒐集等方式先瞭解該園組織文化，再從中介入協助園所進行課程改革。她的研究

結果指出輔導者在過程中，應密切注意組織文化的情境，適度地因應調整輔導策

略，必要時甚至須重新塑造組織文化，才能達到課程改革的目的。 

黃琦珍（2007）研究科技產業附設幼兒園的組織文化，發現該企業附設幼兒

園之組織文化特色為：（一）具有「以人為本」的人性假定，相信人性本善。（二）

在人際互動方面，將教師、家長與公司視為以幼兒為中心的「生命共同體」。（三）

以「重視專業」的假定，鼓勵成員以實證和溝通做為取得共識的方法。卓佩茹（2011）

研究一所華德福教育取向托兒所的組織文化，從該園在Schein（2010）的三層次

上的狀況來描述該園的組織文化：在人工製品層次展現對於幼兒感官經驗的重視、

                                                      
3
 第二類研究將在第二章第二節詳細探討，故在此僅陳述主要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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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價值觀與信念強調營造一個充滿「愛」的環境、基本深層假定為所有活動的基

礎皆以奠定幼兒發展為首要考量。黃琦珍（2007）與卓佩茹（2011）的研究皆為

個案研究，透過觀察、訪談、文件蒐集等方式，以Schein（2010）的組織文化三

層次為架構，探討幼兒園組織文化特色，可惜的是未能看見研究者探討組織文化

的形成歷程，以及組織文化三個層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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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承上節，因著參訪甲園看到其獨特的物理環境，營造出的氛圍，引發研究者

對於幼兒園組織文化及其內涵的好奇，接續引發對於組織文化的形成及運作的發

問。故本研究嘗試以 Schein（2010）組織文化理論為架構，採取個案研究法，探

討一所私立幼兒園的組織文化內涵。由於參訪時對甲園悠閒的氛圍、老師在座談

中散發出的自信印象深刻，故以甲園為研究對象。與甲園接觸後，得知她們曾經

歷經一段動盪的時期，團隊缺乏組織架構、當時人事異動大，在現任園長接手後

發現老師專業能力不足，在教學評鑑上未能通過…等內、外部問題。不過如今研

究者看到甲園已非如此，引發研究者好奇的是，在現任園長接手後甲園演變成今

日樣貌的歷程。 

  根據 Schein（2010）的觀點，組織文化即是組織在面臨內部整合、與外部適

應問題時，成員如何解決的共同學習歷程。故本研究期能藉由訪談老師與園長有

關甲園面臨的內外部問題、及其調適的學習歷程，來瞭解甲園組織文化內涵。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 甲園在內部整合或外部適應時，是否曾遭遇問題？是什麼樣的問題？ 

二、 甲園如何處理所遭遇的問題？他們的調適歷程為何？ 

三、 園長領導對於組織文化的影響為何？ 

 

  



 

9 

第三節、名詞解釋 

壹、私立幼兒園 

屬於教育系統，招收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為一提供教育及照顧服

務之機構。公立學校所設幼兒園應為學校所附設，其與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設立者為公立，其餘為私立。但本法施行前已由政府或公立學校所設之私立

幼稚園或托兒所，仍為私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3）。 

 本研究對象（甲園）為一大學附設幼兒園，屬於私立幼兒園。 

貳、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組織成員共享的中心思想，組織成員不

自覺的內化表現於組織日常生活中。本研究採用 Schein（2010）對組織文化的定

義：「一團體在解決內部統整問題與適應外部環境時所學會的基本假設，這些運

作良好的基本假設被視為有效的，當面臨相關問題時，成員將這些基本假設當成

正確的知覺、思考與感受的方式，並且傳授給新進成員。」（頁 18）。Schein 依

照組織文化的可見度，從外顯到內隱、具體到抽象、表象到深層，將之分為三層

次：人為飾物、外顯信念與價值觀、基本深層假定，其中，基本深層假定又分為

六面向，分別是：真理與真相的本質、時間的本質、空間的本質、人性的本質、

人類活動的本質、人類關係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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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組織文化 

壹、組織文化的研究假設 

文化的概念源自於人類學，而人類學對於文化的概念一向分歧，不同主題的

研究者對於組織文化有不同的假設。Martin（1992）分析研究者對於組織文化的

探討至少有三種假設：（一）是整合假設（integration hypothesis），主要強調組織

的和諧和同質性。認為組織文化具有共享性、一致性，組織成員透過外顯行為和

具象徵性意義的符號展現共識；較為管理階層所接受（二）是分化假設

（differentiation hypothesis），著重組織的分裂與衝突現象。強調組織文化的衝突

性與不一致性，認為共識僅存在於次級文化（組織中的次級團體形成的文化），

將研究焦點放在次級文化間的變動歷程；較適用於缺乏權力與管理地位的組織。

（三）是零碎假設（fragmentation hypothesis），強調組織中的多樣性和變動現象，

認為組織中的各種文化形態彼此相存，因而難以達成穩定的共識。 

組織文化的研究焦點也相當歧異。Smircich（1983）將組織文化的研究分出

五個主題，分別是跨文化比較管理（comparative management）、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組織認知（organizational cognition）、組織符號象徵（organizational 

symbolism）、潛意識的過程與組織（unconscious process and organization）。Smircich

與 Calas（1987）認為前二者採用的是功能主義的研究典範，其假設是「組織擁

有文化」，將文化視為組織擁有的特質之一，研究者將文化做為變項，強調其預

測、類化、因果推論，及控制的功能。後三者採用的是詮釋主義研究典範，其假

設是「組織就是文化」，注重組織生活之意義與過程的主觀性與詮釋性；其研究

旨趣在於瞭解特定情境中的意義，因而常以局內人的觀點進入研究場域（引自鄭

伯壎、姜定宇、鄭弘岳，2007）。 

Alvesson 與 Berg（1992）認為組織文化可由「共識－衝突」及「客觀－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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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向度的組合情形來分類，其中「共識－衝突」指的是對於組織理論的假設是

否有共識的程度，例如社會秩序、價值等；「客觀－主觀」指的是對於科學的意

念是主觀或客觀的程度，例如對事實的認知、知識的形成方式等。依據不同程度

的向度分部，組織文化的研究典範可分為四種：詮釋主義（interpretative paradigm）、

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激進結構主義（radical structuralism）、激進人文主義

（radical humanism） （引自鄭伯勳、姜定宇、鄭弘岳，2007）。鄭伯壎、郭建志、

任金剛（2001，頁 7）將上述組織文化的研究典範以座標圖呈現，如圖 2-1-1 所

示。依據 Alvesson 與 Berg 的統計，現行的組織文化研究多集中在功能主義取向

與詮釋主義取向的研究上，其中又以功能主義為主流。 

 

圖2-1-1 組織文化研究的歸類  

資料來源：鄭伯壎（2001）。載於鄭伯壎、郭建志、任金剛（主編），組織文化：員工層

次的分析（頁 7）。臺北市：遠流。 

 

 學者對於組織文化的研究假設分歧，發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題。丁雪茵（2008）

指出 Schein（2010）嘗試整合前人的觀點，提出組織文化的定義與研究方法；強

調組織文化的一致性與共享性，以臨床研究方法，試圖從瞭解組織文化來幫助組

織解決問題。Schein（2010）的論點為後來組織文化研究奠下基礎，為很多詮釋

研究所採用，下段詳細介紹其組織文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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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Schein 的組織文化觀點 

Schein（2010）認為文化涉及幾個重要概念：（一）文化由組織成員共享的價

值觀、規範、儀式、行為模式、傳統、氣氛等；（二）文化是深沉、穩定的，意

指文化較抽象、較不屬於意識層面的，而是深埋在更深的層次；（三）文化是一

個聚合體，將上述的價值觀、規範、儀式、行為模式、傳統、氣氛等包容在一起，

而成為連成一氣的整體。由此來看，Schein（2010）強調文化的共享性與整合性。

故主張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共同學習的歷程，學習的歷程在於當組織面臨外部環

境適應與內部整合問題時，組織成員共同解決問題；他認為一旦瞭解組織的文化，

就可以解釋許多組織的不合理現象。 

一、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共同學習的歷程 

Schein（2010）認為當組織在面臨下列兩種情況時所共享的歷程，即是成員

學習到的文化內容：（一）組織處在外部的環境中，為求得生存與適應外在環境，

所進行調適的循環歷程；該歷程包含五個步驟：發展組織的使命與策略（mission 

and strategy）、從使命與策略發展出目標（goal）、從目標衍生出方法（means）、

評量（measurement）組織完成目標的程度、從評量結果加以修正（correction）；

（二）組織在內部整合的歷程時，所可能面對的課題：此歷程包含：創造共同的

語言與共同的概念性分類（creating a common language and conceptual categories）、

劃分團體界線與身分認同（defining group boundaries and identity）、權力和地位分

配（distributing power, authority, and status）、發展人際關係的規範（developing rules 

for relationships）、獎罰的界定與施行（allocating rewards and punishment）、解釋

不能解釋的－意識形態與信仰（managing the unmanageable and explaining the 

unexplainable）（引自陳千玉，2003）。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Schein（2010）將組織的發展歷程分為外部適應與內部

整合，然而他強調組織是同時面對外部適應與內部整合的問題，雖然在內容中分

開介紹但實際上兩者應是彼此牽動。根據上述組織文化的形成歷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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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in（2010）提出對於組織文化的定義：「一組共享的基本假設，是在組織解

決自身的外在適應和內在整合問題時所學會的，由於運作良好所以將之視為是有

效，並且在面對相關問題時所應有的正確知覺、思考與感覺方式，教導給新的組

織成員。」（頁 18） 

接下來依序說明提出，組織處在外部的環境中，為求得生存與適應外在環境，

所進行調適的循環歷程之五步驟。 

（一）成員透過適應外部環境而習得組織文化 

1. 發展組織的使命與策略 

首要正視的問題是組織在適應外部環境時，都必須發展出攸關生存問題的共

享概念，也就是組織的終極使命為何？組織為什麼存在？進而衍生出可達成組織

使命的策略。藉由發問「組織在一個較大的系統（scheme of things）中的功能為

何？」有助於思考組織的終極使命與策略。舉例來說，學校最明顯的功能是教育，

除此之外潛在的功能包含：（一）讓孩子在有能力進入勞力市場前培養相關技能，

學校也提供一個場所讓孩子不在街頭遊蕩，且避免童工產生；（二）根據社會的

需求將孩子納入、集合在不同的技能科別中學習；（三）讓與學校系統有關的行

業得以生存。 

由此來看，組織有其明確的功能，也有部分隱而不顯的功能，因此組織使命

是一個複雜的多重功能課題，而組織要能生存下去必須要在某程度上滿足所有的

功能。組織內部的爭執通常來自於，成員對於不同功能間的優先次序有不同意見，

如果成員對於優先次序能取得共識，可以強化成員對於終極使命的認同，形成組

織文化的一部分。反之如果無法達到共識，組織可能會破裂或是解散。 

2. 從使命與策略發展出目標 

接下來根據使命與策略會衍生出幾個共同目標，目標與策略的區別在於前者

反映的是組織當前、短期的生存課題，而使命與策略較沒有時間性，關心的是組

織最基本的使命。然而即便在核心使命上達成共識，也不能保證組織成員就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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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目標。以 DEC
4為例，他們在核心使命達到共識－生產出在市場上能取得優

勢的產品；然而高層在看待市場的功能有不同想法，有人認為市場競爭力意味在

國際性雜誌刊登廣告，建立良好形象；有人認為應將資源投注在專業雜誌上做廣

告；有人認為是要發展更新一代的產品等。 

在這例子中不同的高層對於市場競爭力有不同的目標，反映出公司高層尚未

達到共識，因此無法界定明確目標。Schein 認為如何取得共識是 DEC 必須解決

的問題，當這類相似的情形一再重複運作，且有效將問題解決達到共識，便可以

視作組織文化的一部分。 

3. 從目標衍生出方法 

為達成目標會發展出要使用的方法、手段，這關係到每天要做的行為，因此

需要達到更高度的共識。相較於抽象的組織目標，方法更為具體，如組織架構、

勞力分配、獎勵系統、薪資系統等。 

在發展可以達成目標的方法時，能同時處理組織的內部整合課題。舉例來說，

為達成目標所發展出勞力分配的課題，於是牽涉到在組織內部誰是上司能做決定，

誰是下屬要聽命令，而需要界定組織的內部架構。上述例子可支持組織面對外部

適應與內部整合的問題時，確實是同時發生且互相牽動的過程。 

4. 評量組織的成效 

組織對於如何測量表現（performance）須取得共識，才能了解組織的成效，

並且在結果不如預期時，知道應要採取甚麼補救行動。舉例來說，某些公司教導

執行者相信自己的判斷，以此做為決策基礎；某些公司則教導他們要以上司的意

見為決定依據；有些公司則是以市場研究的實證資料做為基礎；有些公司依循專

家的意見。唯有在評量組織成果的指標上取得共識，才能夠了解組織運行成效的

好、壞。 

 

                                                      
4
 Digital Equipment Corp（DEC）為一間美國電腦公司，是 Schein（2010）書中常出現的案例之一。Schein

受邀為顧問，替公司改善高階團隊的溝通問題，以及增加團隊的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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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評量結果加以修正 

在評量指標上形成的共識，影響組織會採取甚麼修正或補救的策略。舉例來

說，DEC 的診斷與補救是透過內部成員公開討論、辯論所產生，在討論的過程

後通常會依此採取行動自我修正；Ciba-Geigy 的補救行動通常是局部進行，盡可

能不讓壞消息傳往更高層，除非是關乎全公司的大事發生，最高層管理者會進行

完整診斷過程，再由特遣部隊協助補救措施的執行。 

 然而修正過程並不限於問題發生時，當公司亮起成功的信號，也可能表示需

要修正，例如要加速公司成長腳步、或發展更謹慎的策略而能穩定控制成長等。

在這些課題上達成共識是公司運作高效率的關鍵，亦是組織文化的一部分。 

組織進行外部調適的五個步驟是一循環歷程，過程中不斷地尋找、取得成員

的共識，有效地解決外部問題，於是形成組織文化假定的一部分。除了外部調適，

內部整合的歷程也是組織文化的一部分，外在適應的課題與內部整合的問題互相

依存，是組織要同時面對的問題。 

 

（二）成員透過內部整合習得組織文化 

1. 創造共同的語言與概念分類 

一個組織必須建立一套溝通系統和語言，才能解析組織中所發生的事情。舉

例來說，某食品公司老闆曾請 Schein 幫忙解決組織成員們都知覺且經驗到的「嚴

重的衝突」，然而當 Schein 問到公司成員是否有與同事發生衝突的經驗，幾乎所

有人都否認有衝突的發生。Schein 後來才察覺原來他與組織成員對於衝突的定義

有所不同：（一）Schein 認為衝突是一個普通的字眼，意指人與人之間發生任何

程度的互不認同，但組織成員認為衝突意指嚴重地對某個人感到不以為然。（二） 

Schein 認為衝突是人類常發生的正常情況，但組織成員認為衝突不是好事，如果

一個人和別人發生衝突表示處事能力不佳（Schein, 2010）。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

組織成員擁有共同語言，他們對於衝突概念的理解明顯與 Schein 不同。擁有共

同的語言與概念分類才能進行有效地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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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甲園5也有同樣的經驗。在與 T6 聊天的過程中，教師解釋園所活動

會由不同教師輪流領導，說：「這就是我們（指甲園）常談的『雁行』」。對於非

屬於組織一員的研究者來說，乍聽到雁行所浮現的困惑，即能夠突顯「雁行」屬

於該組織的共同語言。教師在研究者提出疑惑後才進一步解釋「雁行」即是雁行

理論，該園所認為成員之間的關係就像雁群，而成員在組織中的互動模式就像是

雁群在飛行過程中輪流領導、合作的模式。 

2. 劃分團體界線與身分認同 

 當團體要產生運作時，必須要有的共識之一即是覺知誰是團體的自己人

（insider）或外人（outsider），以及其評斷的標準何在。最初決定誰是團體成員

的標準是創辦人或領導者，然而經由成員間的互動、測試後才對標準形成共識。

Schein 認為藉由一些發問可以瞭解組織對於自己人與外人的界定標準。像是「詢

問成員他們會想要找甚麼樣的新成員？」以 DEC 的徵人過程為例，應徵者須經

過五到十人的晤談，只有得到全數通過的人才能被錄取。一旦受雇於 DEC 通常

很少被開除，剛開始表現不好的人，通常會歸因到工作分派不當。又例如

Ciba-Geigy 則認為所受的教育背景是決定成員資格的關鍵因素，公司大部分的技

術與管理人員都具備科學背景。 

 定義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也有團體內晉升的象徵意義。最初對於自己人與外

人會有不同的對待規則，團體對於自己人給予較多的好處、信任、報酬，更重要

的是歸屬於某團體的認同感，而外人則否。 

3. 權力和地位分配 

 一個新形成的團體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還有如何將權力分配妥當。每個人

都帶著不同程度的優越感與認定的地位來到新團體，對於「擁有影響力」也有不

同程度的需求，並且被賦予的權力與權威也有程度上的差異。 

團體形成的過程中隱含了十分複雜的相互試探，看誰會賦予誰多大的權力，

以及誰會從誰那邊尋求權力。創辦人在此過程中深具影響力，因為他制訂最初的

                                                      
5
 甲園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詳細內容將在第三章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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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可以授權給他挑選的人，有時候某些成員會因此得到正式職稱。然而經過

不同領導者與新進成員的加入，最初的權力分配規則已有所改變，這段測試的歷

程即是形成組織文化的一部分。 

經過幾次接觸，研究者發現甲園的 T6 被賦予接洽外來者、帶領外人認識環

境、給予協助等工作。但 T6 並未有甚麼正式職稱（如行政組長），在身分上與園

所其他教師無異，因而引起研究者的好奇，「為什麼在眾多老師中 T6 被賦予這樣

的機會？」、「是誰在決定這些機會？」因此又引出「園長與教師之間的權力關係

為何？」、「不同教師之間的權力關係為何？」的問題；藉由這些發問試著分析在

甲園內部，如何透過權力和地位分配的過程形成該園組織文化的一部分。 

4. 發展人際關係的規範 

新的團體要面對的問題還有如何處理上下階層的問題，以及如何建立同事間

的平行關係。同事關係和親密的問題源自於如何處理感情、愛與性別角色。人生

最初經歷的團體為家庭，故從父母與手足身上所學到的相處之道，經常會再帶進

不同的團體中。團體中的人群來自各地，擁有不同的家庭經驗，故新團體的成員

所使用的相處模式須建立共識。 

舉例來說，DEC 的領導人認為要產生好的決策，就要鼓勵成員挑戰權威，透

過激烈的辯論來取得共識。所產生的結果是，成員在工作上高度衝突、競爭，而

少有親密的氛圍。對於組織中的人際關係，研究者在甲園與組織成員互動時，都

曾聽成員提到幼兒園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大家的感情就像家人一樣。引起研究者

好奇「所有組織成員都有相同的感受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而這

些感受可能反映的是組織成員如何處理感情、愛與性別角色，以及他們從原生家

庭帶著甚麼樣的價值觀，到了組織後又是如何建立相處模式的共識。 

5. 獎罰的界定與施行 

 賞罰系統在組織亦能發揮作用，其功能在於讓遵守規範者得到獎勵，不遵守

的人得到懲處。首先團體對於規範要有共識，甚麼是獎勵甚麼是處罰，同時也要

對執行賞罰時的態度有共識。瞭解一個組織的賞罰系統能揭露組織文化中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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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與潛藏的假定，一旦清楚怎樣的行為會得到讚賞，怎樣的行為會被譴責，就

能夠進一步推論這些評價背後所隱含的假定。 

 對於新成員來說，要判讀甚麼是獎勵、甚麼是處罰很困難，除非深入了解組

織的文化。舉例來說，在某個公司新人被大聲責罵，不了解該公司文化的人會認

為這是種懲罰，實際上這是老闆認為做得好的表達方式，在這間公司忽略才是一

種懲罰。 

  陳淑姿（2009）一所私立幼兒園組織文化的研究中，西西幼兒園（研究對象）

將獎勵制度分成獎金獎勵與獎項獎勵兩種。獎金的部分，幼兒園會將一大部分的

盈餘當作分紅獎金給予教師考核結果優良者，卓越教師會獲得六個月的分紅，特

優教師獲得四個月的分紅…等。評鑑項目包含十大面向：課程設計與發展、教學

能力與學習區輔導、學習檔案與研究、家長關係與親職教育、課程合作與協同、

品格教育與常規、健康保健與安全、行政配合、品德技能、創新成長，教師會先

針對上述項目自評，再由園所主管根據平日對教師的觀察，經由討論劃分出教師

的考核等級。在獎項獎勵的部分，園所會頒發一些特別的獎項，像是最佳教學日

誌獎、最佳幼兒檔案評量講…等。研究者認為從西西幼兒園的獎勵制度反映該園

要求教師要能夠面面俱到（包括教學能力、協同合作、親師關係、行政工作、個

人品德與成長），依據教師的表現給予薪資及獎勵以此推論西西幼兒園在人類關

係本質的假定上，較可能偏向於競爭關係的一端。 

6. 解釋不能解釋的－意識型態與信仰 

 每個團體都可能遇到不在控制內、無法解釋的課題，當科學尚無法解開謎團

前，組織需要一個基礎（basis）可將這些謎樣的事情，放進一個具有意義的脈絡

中解釋，以消除成員的不安。舉例來說，可能是宗教信仰、或者是故事傳說，透

過這樣的歷程創造出一個意識形態。 

 DEC 流傳著一個關於某位工程師重生的故事，這個工程師在公司很重要，他

參與了幾個重要方案，結果所有的方案都失敗，他並未因此被解雇，公司因而更

堅定其核心假定：如果某人失敗是因為與工作不適配，只要找到適合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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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有成功的表現。這個故事的背後隱藏的另一假定是，任何個體都有價值，只

要受雇於公司就表示是有能力的人。 

 從以上組織文化形成的歷程中可以看見的是，每個組織都不斷地在學習如何

成為一個組織，而這個過程複雜且有多個面向。在瞭解組織文化形成的過程後，

接著浮現的疑惑可能是組織的文化源自何處。 

 

（三）組織文化的來源與建立  

Schein（2010）認為組織文化的根源可追溯自三者：（一）組織創辦人的信念、

價值觀與基本假定；（二）組織成員隨著組織一同解決外部適應與內部整合時所

面臨的問題，所日積月累的學習經驗；（三）新進成員與新的領導者帶入新的信

念、的價值觀與基本假定。上述三者對於組織文化的建立都有重大的影響，其中

尤以創辦人的影響力為最，因為組織成立的使命即來自於創辦人，同時創辦人決

定了最初的組織成員，以及影響了組織在面臨外在適應與內部整合時所產生的偏

好與反應。 

創辦人與領導人如何發揮其影響力將文化深植於團體之中呢？當團體遇見

問題時，創辦人或領導人所提供的問題解決方案背後隱藏的即是他們的看法、價

值觀與基本假定，在實際執行解決方法的過程中，創辦人或領導人的價值觀與基

本假定將潛移默化的深入團體成員的思考、感覺與行為當中，同時成員一邊進行

複雜的內在調適。前所描述文化深植於團體的過程，是由創辦人與領導者透過某

些機制（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傳達他們的假定，以下將逐一介紹。 

1. 領導者平常所注意與控制的事物 

  創辦人或領導者常習慣性地關注某些事情將會是文化深植最有力的機制之

一，特別是當他們有意識地注意到這個過程，而且其行為與之一致的時候，就會

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傳遞方式。舉例來說，領導者所提出的問題常是關於某

些特定的事物，這樣的一致性讓組織成員能清楚地察覺領導者優先考慮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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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信念。反面來看，組織成員也會透過觀察領導者對於哪些事物沒有反應，由此

解讀領導者所傳達出的訊息所隱含的假定。 

  此外，有的領導者會藉由表示憤怒、生氣等強烈的情緒來傳遞訊息，即便是

情緒較內隱的領導者，當他們生氣時員工還是能感覺出與平常的不同。一般來說

員工對於主管的負面情緒會感到恐懼，因而會盡量避免做出讓上級生氣的行為，

故組織成員會在這樣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領導者的假定。 

  舉例來說6，Ｃ園長很重視教師參與討論、表達個人意見，她曾提起她觀察

到 T1 與 T3 在會議與討論中較少發言，她便在會議中告訴兩位老師，應當要求

自己在討論任何議題時勇敢地說，如果只聽別人說久而久之習慣了，於是便不動

頭腦去想，其實能力的增進是需要常常練習。從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發現，T1 與

T3 經過Ｃ園長的提醒後會更加注意「發表個人想法」，而其他教師也會因為園長

在會議上公開提出而更明瞭園長所傳遞的這個信念。 

2. 領導者對關鍵事件及危機的反應方式為何 

  當組織面臨到困境、危機的考驗時，領導者的應對態度、處理方式將會創造

新的規範、工作流程與價值觀，甚而反映出潛藏的基本假定。危機處理歷程在組

織文化形成與傳遞中特別明顯，當組織面臨危機成員的緊張感將伴隨而生，成員

為了減少焦慮會努力學習、極力尋找解決危機的因應之道。 

  組織成員會認為甚麼樣的情況是「危機」？這個問題本身就能反映出某部分

的文化。Schein（2010）認為組織的危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被創辦人或領導者

所定義的危機；二則是被創辦人或領導者知覺到的危機。組織的危機常常是伴隨

著外部環境的生存問題而生成，創辦人或領導者因應生存危機而發展出的解決方

案，所反映出的正是其深層假定，當這些方案能有效解決問題，即促成創辦人或

領導者的深層假定成為組織成員共同學習的基礎，組織文化因而深植。 

  黃琦珍（2008）所研究的企業附設幼兒園（竹心附幼）曾面臨關園的危機，

當時原所屬公司（台巨公司）將與新公司（竹心公司）合併，竹心公司認為幼兒

                                                      
6
 研究者在幼兒園組織文化相關研究中未找到合適的例子，故以本研究中的Ｃ園長為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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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非公司的專業領域，有意結束竹心附幼或轉為外包。後來經由附幼的家長會會

長（同時亦為公司副總經理秘書）向公司高層提出簡報，說明附幼對員工的重要

性，以及附幼園長與教師的教育專業後，學校得以保留。從竹心附幼遭遇外部生

存危機的例子中，可以發現附幼家長因為同時身兼公司員工，故所提出的建議較

容易上達公司高層。再者家長透過讓高層瞭解附幼的幼教專業，藉以化解公司對

於學校附幼存廢的疑慮。公司領導者對於「專業」的重視，反映出竹心附幼的組

織文化特色。 

3. 領導者資源分配所依循之看得到的標準 

  透過分析組織如何建立、分配其預算，也是揭露領導者價值觀與假定的方式，

例如當組織預算有限時，領導者會選擇先將錢運用在甚麼地方，以幼兒園來說可

能是硬體設備、餐費、教師研習進修、教材更新...等。除了金錢外，資源的分配

也是一種，例如園長如何分配人力資源，除了正規的教師外，尚有實習老師、義

工家長…等都可看做是資源的一種。 

  前文曾提及的竹心附幼園長相當強調教師的專業成長，認為透過進修能提升

教育專業能力。她除了安排每學期兩次校外參觀，更鼓勵老師主動參與研習，或

是自行安排有興趣的師訓課程；並且每年提供每位教師至少一萬元的研修費用，

且在教師進修時間予以公假、安排代課老師，讓老師得以無後顧之憂安心進修（黃

琦珍 2008）。竹心附幼園長為鼓勵教師進修所投注大量的資源，顯現出領導者本

身對於提升專業能力的重視。 

4. 細巧的角色示範、教導及訓練 

  領導者與創辦人本身的行為對於傳遞價值觀與假定給組織成員有很大的影

響，尤其是新人。正式的訊息諸如領導者對於新人的歡迎致詞，非正式的訊息像

是新人透過實際觀察、與領導人互動所接收到的訊息等，通常非正式的訊息會是

較有力的訓練與教導機制。 

  以卓佩茹（2011）研究的一所華德福托兒所（晨光托兒所）的組織文化為例，

晨光托兒所執行長認為華德福的理念與其生活哲學是一致的，因而創辦該校。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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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長並非每天待在園所，主要是在學校活動或會議時出現，雖然如此，教師們認

為執行長能夠在教師需要時給予支持，像是適時回應教師在課程上所遇到的問題，

認為他帶給托兒所一股穩定的力量。此外，執行長以身作則讓教師看見其對華德

福教育的熱誠以及本身對於提升專業能力的重視－執行長不僅參與國內華德福

相關組織的活動，亦參與世界性華德福教育的講習，同時對於園內教師專業能力

提升不遺餘力，從示範課程運作到課程內容的討論，都是由執行長親自為教師上

課。 

5. 領導者配置獎酬及地位看得到的標準 

  成員從自己的升遷、績效考核、上司的獎賞與懲罰…等種種經驗中，也能學

習到領導者的價值觀與基本假定為何。成員受到獎賞與懲罰的行為有何？組織獎

賞與懲罰的形式為何？領導者透過不停地將組織成員的行為與獎賞、懲罰做連結，

而有效地傳遞領導者的價值觀與假定，特別是這套獎懲標準與領導者本身的言行

一致時，能達到最大效益。 

6. 領導者招募、甄選、拔擢、退休及調職之看得見的標準 

  篩選新成員的過程是最有力量的文化深植與保存方式。篩選新人的標準即是

領導者對於組織成員的期待，領導者認為合適的人選多半會與自身的行事風格、

價值觀、信念、基本假定較為相近，因而領導者透過招募確保組織文化的延續。 

  黃琦珍（2008）發現竹心附幼看重的「人格特質」有兩方面，一是包含愛心、

耐心與同理心的教育特質，二是誠信、溝通抗壓與勇於接受挑戰等特質。竹心附

幼的明明園長表示人格特質是選任老師的第一考量，重要性大過老師本身具備的

專業知能。而竹心附幼招募新人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透過招募面談體制，挑選

具有相同教育理念的教師，二是與大學幼教（保）系所合作，提供教學實習與工

讀的機會，當園所需要老師的時候，則可從曾經實習或工讀老師的資料庫挑選合

適人選。明明園長認為透過實習制度進入園所任教的老師，所需要的文化磨合期，

相對來說，比招募面談進園服務的老師來的要短；因為在實習期間見習生能實地

瞭解園所的教學理念與模式、園務運作、價值觀與信念…等，另一方面園方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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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機會瞭解實習老師的人格特質。從竹心附幼招篩選新成員的過程中，可以看

見組織領導者對於新成員的期待，能得到領導者認同的應徵者多半與領導者有相

近的價值觀、信念等，故透過這樣的篩選方式組織文化得以保存與延續。 

 

二、組織文化的三個層次  

  組織文化以甚麼樣貌呈現？依據 Schein（2010）所說，組織文化依照其可見

度可分為三個層次，大原則是從具體到抽象、從表象到深層、從外顯到內隱，分

別是人為飾物、外顯價值觀、基本深層假定。 

（一）人為飾物 

  人為飾物是進入一個組織時最容易察覺的文化層次，像是物理環境、使用的

語言、服裝、組織的故事規範、儀式等。Schein（2010）指出人為飾物雖然易於

觀察但是卻難以解讀，觀察者很難單由人為飾物來解釋其在組織中所代表的意義，

或者進一步判斷它們能否反映重要的基本深層假定；除非能夠在組織中停留夠長

的時間，或者嘗試分析那些規範了組織成員行為的外顯價值、規範、日復一日的

運作原則。 

（二）外顯價值觀 

  外顯價值觀包括組織明示的目標、策略、及哲學觀。要瞭解外顯價值觀的學

習歷程要回溯到組織初創時所面臨新的任務、問題，最先提出的解決方法反映出

「某位成員」對於是非對錯、有用無用的假定，即便該解決方案得到組織領導者

或成員的認同，都仍然停留在價值觀的層次，因為該問題在實際行動上尚未得到

所有成員的普遍認同。直到成員採取實際的行動執行該解決方法，共同見證成功

解決問題的歷史，並且成員們也對該成功有相同的知覺，此時逐漸開始轉化的歷

程，首先是個人的價值觀或信念轉化為共享價值觀（shared value or belief），如果

這樣的過程持續發生而且總能成功解決問題，最終將從共享的價值觀或信念轉化

為共享的假定（shared 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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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深層假定 

  當某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可以持續地、有效地運作，該解決方法就會被成員視

為理所當然的知覺、思考與感覺。該解決方法一開始可能是被某個價值觀所支持，

後經長時間、持續地、有效地解決問題而逐漸成為不容置疑的真理，使得組織成

員在不知不覺中就使用該方法解決問題。 

  外顯價值觀與基本深層假定的區別在於前者反映的是部分組織成員的價值

觀；而後者反映的是組織成員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有效，經過時間的累積最終被

成員視為理所當然，內化而成無意識的運作。例如前述曾提到甲園所的 T 教師使

用「雁行」這個語言，語言即屬於人為飾物的一種，經研究者訪問 T 教師得知，

甲園並非一開始就使用「雁行」的概念，而是在園所發展至某個階段經Ｃ園長提

出，認為「雁行」似乎適用於當時組織的發展，因此Ｃ園長先把想法拋給某位教

師並討論可行性，再慢慢傳遞給園裡的其他教師；從該園所出現「雁行」的概念，

爾後討論、付諸行動至今已超過十年。起初「雁行」是Ｃ園長的個人價值觀，經

過長時間推行運作後，這個概念現今仍會出現在教師們的語言中（觀察，130509、

觀察/甲園對外演講，130529、觀察/家長會，131004、觀察/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

131107、觀察/乙大學幼教所參訪，131202）。 

  由外顯價值觀轉變到基本深層假定的歷程可以發現，揭露基本深層假定有其

難度，在於它已內化為組織成員的一部份，成員幾乎很難意識到基本深層假定的

存在，增加了研究者挖掘組織深層文化的困難度。研究者要試圖揭開已存在的深

層文化，就只能從外顯的人為飾物切入，再藉由訪談瞭解組織的發展歷史，挖掘

出組織深層文化形成的軌跡。 

 

三、基本深層假定六向度 

  Schein（2010）認為文化的本質是基本深層假定，透過人為飾物與外顯價值

觀來反映，為了便於讀者理解，他將基本深層假定分為六個向度介紹，但強調實

際上這六個向度常常是互相依存、交織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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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理與真相的本質 

  每個組織的文化底層有一組關於何者是「真」以及如何定義「真」的假定，

並以此做為行為與決策判斷的基準。Schein（2010）為真實可以分為三種層次：

經由考驗而放諸四海皆準的物理性真實（external physical reality）；經組織成員共

同認定之價值的社會性真實（social reality）；以及屬於成員主觀經驗的個人真實

（individual reality），此真實無法與其他人共享。 

2. 時間的本質 

  時間的本質是指組織成員對時間的知覺與感受。若是對時間的經驗不同，容

易對事件在時間脈絡中的意義產生誤解，增加溝通上的困擾。處理事情的步調、

生活的節奏、完成事情的優先順序、事件持續的時間都是解析時間的主體。 

  透過一些關於時間的不同向度，有助於了解時間在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例

如基本的時間取向是：過去、現在或未來，過去取向的公司想著昔日一向如何；

現在取向的公司重點在完成眼前工作；未來取向的公司著重長期規劃。又例如單

功能（monochronic）或多功能（polychronic）時間取向，前者把時間看做單功能

性，在一個時間單位只做一件事情；後者把時間看做多功能性，是以「完成甚麼

事」來定義時間，且可以同時進行多件事。 

3. 空間的本質 

  從組織建築物的位置、建築風格、裝潢與實物擺飾等都可看出組織或領導者

所持有的價值觀與基本假定。此外，空間的分配也可作為權力階層的象徵，每個

組織對於誰應該擁有多大的空間與怎樣的空間，都持有不同的假定。人們對空間

的感覺有其生物性的根源，會清楚界定躲避的距離（若感覺被侵入，會引發逃跑

行為）與關鍵距離（若感覺被侵入，會引發攻擊行）。因此在組織中，成員也會

透過不同的線索（身體語言、眼神接觸、其他工具）用以界定個人與親密的空間。 

4. 人性的本質 

  在每個文化中，對於作為人類的意義，以及人性善惡都有其共享的假定。以

組織的層次而言，人性的本質是指用甚麼眼光來看管理者與員工。McGregor（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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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提出兩類假定，沒有效率的主管傾向 X 理論，認為人有惰性所以需要規範

與控制；較有效率的主管持 Y 理論，認為人是自我激勵、自我實現，所以須要

的是面對挑戰而非被管控（引自 Schein, 2010）。 

5. 人類活動的本質 

  人類活動的本質指人類視其所處環境，而調整產合宜的行動來適應環境。在

這方面有三個不同的取向：實踐取向（the doing orientation）認為自然可被操控，

主張人類應當迎向自然的挑戰、控制環境；存在取向（being orientation）認為大

自然具有不可抗力，人類很難去改變自然。依此取向運作的組織，會在環境中尋

找可安身立命的位置，而非嘗試開發市場（Handy, 1978, 引自陳千玉，2003）；

相稱存在取向（being-in-becoming orientation）介於前兩者間，主張在符合自然的

前提下，發展自己最大的才能。 

6. 人類關係的本質 

  每個組織都存在一種讓成員覺得舒適的互動關係，如權力、階層與影響力關

係以及愛、親密與同事關係。關於人類關係的本質也可能反映更基本的人類本質。

舉例來說，如果組織認為人類天生具有攻擊性（人性本質），就會建立許多能控

制攻擊的系統，並擁有要公平競爭的個人關係假定。若是組織認為人類是合作的

本質，在關於人類關係的假定上，會強調團體如何集力完成一件事。 

 

  綜上所述，Schein（2010）對組織文化所提出的論點，以詮釋主義的角度出

發，看幼兒園組織文化的內涵，探討其組織文化生成之影響因素。他的論述涵蓋

組織文化的本質（基本深層假定）與展現（透過人為飾物與外顯價值觀），並剖

析組織文化的形成歷程（組織面對外部適應與內部整合時所習得的共識）。他主

張透過臨床研究的模式，以顧問角色進入組織，協助組織解決問題，為此須瞭解

局內人（組織內部成員）的觀點，故在此過程中即能發覺與組織文化相關的訊息。

因此，本研究將以其理論為基礎，探討幼兒園的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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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組織文化實徵研究 

  國內研究幼兒園組織文化者並不多，根據其研究典範大抵分兩類：（一）以

功能主義為研究典範，其重點在探討組織文化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像是組織

文化與園長領導行為的關係（謝易臻，2007）、幼兒教師對於組織文化知覺與組

織承諾的關係（黃美惠，2004；李新民、戴嘉南、黃美惠，2005）、教師人格特

質、與組織文化知覺對於課程變革的影響（李碧雯，2007）；（二）以詮釋主義為

研究典範，深入探討個案的組織文化：像是比較公、私立幼兒園組織文化（丁雪

茵，2000、2001、2002）、企業附設幼兒園（黃琦珍，2008）、華德福教育托兒所

（卓佩茹，2011）、以及透過瞭解幼兒園組織文化後，以行動研究的方式革新組

織文化（康素杏，2008）、輔導幼兒園課程的變革（丁雪茵，2012）。第一類研究

的發現及其不足已於第一章陳述，本節主要呈現採詮釋主義取向的組織文化研

究。 

  詮釋主義的組織文化研究有不同的方法。Schein（2010）蒐集有關組織文化

假定的資料是透過臨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的方式，臨床研究通常是組織出

現問題而請研究者、或可稱之為顧問來協助解決，因此組織成員自發性地提供資

料給臨床研究者，研究者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然而然能發現與組織相關的文

化信息；研究者的角色較為被動。臨床研究有一個基本的假設，也就是要了解任

何一個組織，就要試著去介入、改變它，這是了解組織的最佳途徑。 

  相對於臨床研究模式，人類學者慣用的民族誌研究，主張由研究者透過長時

間觀察的方式蒐集資料，並盡量減少對於組織的干擾。鄭伯壎（2005）整合臨床

研究與民族誌兩種方法，提出「臨床民族誌研究方法」，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為

主客，研究者是顧問也是觀察者，解決組織問題的前提是必須先了解問題的原因。

國內研究大都採民族誌研究方法，因為研究不多（丁雪茵，2001、2002、2003；

黃琦珍，2008；卓佩茹，2011），以下逐篇介紹。 

 



 

28 

壹、丁雪茵幼兒園組織文化相關研究 

一、組織文化與課程變革的輔導歷程 

  丁雪茵（2012）（以下以「丁教授」稱之）接受青青幼兒園邀請輔導其課程，

當時面臨的內部問題是要將課程模式由單元教學轉變為主題教學，但在改革推動

時沒辦法得到所有教師的認同。丁教授以輔導者的角色進入青青幼兒園，透過參

與觀察而進入班級、教學研討會觀察，在取得信任後全程（教室觀察、教學研討

會）錄音錄影並轉譯為文字檔。研究助理參與每一次的輔導活動，以旁觀者的角

度紀錄輔導者與教師的互動歷程與相關訊息（像是肢體互動、參與人、座位安排

等）。同時幼兒園教師在非正式場合的互動與談話、園所的各項活動包括運動會、

畢業典禮、新生家長座談等，也都在觀察之列。除了觀察之外，也透過正式深度

訪談領導者來了解園長與組長的理念、自我角色期待、幼兒園特色、對於輔導的

期待、教師在輔導過程中的轉變等問題；以及透過 E-MAIL 與閒聊，了解教師對

於輔導的反應。 

  歷經六年半的資料蒐集（2005-2010），研究發現青青幼兒園的課程變革歷程

大致分為三階段：（一）解凍階段：透過參與班級觀察、教學研討會以及和老師

的 E-MAIL 往來，丁教授分析該園組織文化特色有兩點：一是班級各自為政，很

少關心其他班級的情況，全園性的活動或行政工作以輪流和分工的方式彼此分攤

工作；二是教學研討會的互動模式多以單向報告為主，呈現的報告內容較多是正

向的部分，少有提出問題討論，或者省思性的對話。在此時期「課程模式轉變的

決定」也並未真的獲得全體教師的共識（教學組長程老師認為園所雖對外主張統

整教學，然而實際上部分老師的課程模式仍是單元教學），由此看來組織對於課

程模式尚未達到共識。 

  輔導初期丁教授採取順應既有的組織文化策略，先建立與教師的信任關係

（如會議前後的閒聊、E-MAIL 回應等）。接著，嘗試針對教師的互動歷程進行

介入，像是將會議座位由ㄇ字形轉變為口字形，建立「用愛心說誠實話」新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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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然後再適時（投入輔導兩年，發現園所教學型態似乎改變不大）給予教師

壓力，而讓全園教師取得願意改變的共識。 

  （二）重塑階段：根據 Schein（2010）組織的深層文化應該是全體成員有一

致的共識。丁教授以輔導者的角色介入，提供策略協助成員能達成共識。例如原

先的教學研討會互動模式多單向報告、少對話，為了使成員的意見能雙向交流，

聽見不同的意見才可能討論，逐步形成共識。丁教授改變會議的座位、增加麥克

風（人為飾物層次）、建立「用愛心說誠實話」新的價值觀（外顯價值觀層次），

於是組織團隊的互動模式有明顯的改變。 

  輔導是一種臨床研究，輔導者為解決組織內部問題而介入，先要做的是診斷

組織問題，再提出改變策略幫助研究對象。在此階段研究者有明顯介入，透過一

些輔導策略，如改變研討會進行的時段與長度、會議討論模式的改變、會議主持

人由輪流制改為固定，專由一位有意願、善於事前準備且能聚焦主題的教師主持。

該階段對於組織文化有較為深入的介入，組織團隊與互動模式有明顯的轉變。 

  （三）再凍階段：教師已較為熟悉方案課程的實施，也因為經過參加教學卓

越獎比賽而提升自信心。此階段成立了「課程發展委員會」，有計畫地將前面嘗

試過的新措施（如期初訂定教學計畫、擬定教師專業成長 IEP、每 2-3 週繳交教

學省思等）加以制度化。各項規定雖無明確的獎懲制度，但會在教學研討會公開

討論不符合規定的內容，透過同儕壓力督促老師遵守各項規定。經過一段時間教

師皆更熟悉方案教學，也因為參加教學卓越獎而建立專業信心，再透過「課程發

展委員會」制訂有助於改變課程模式的措施，成為全園必須遵守的正式制度。 

  如同 Schein（2010）所言，文化是一股深沉、穩定的力量，改變文化需要很

長的時間。當全體成員對於課程模式能形成真正的共識，經過長時間的運作，能

夠有共識地克服困難、解決問題，便形成組織深層的文化。 

 

二、 公私立幼兒園組織文化個案研究 

  丁雪茵（2001、2002、2003）進行兩所公、私立幼兒園組織文化的研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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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與觀察、訪談、文件蒐集等方式，瞭解兩所幼兒園組織文化特色；從不同

面向（組織架構與制度、外在環境、內部整合問題、園長角色）來分析比較公私

立幼兒園組織文化的不同。她發現：公立幼兒園（一）屬於扁平式組織，以同僚

關係為主，決策模式重在集體參與，園內溝通模式平等且民主，但也有溝通不良

和各自為政的情況發生。（二）由於園內經費來自於國家撥款，受到的市場壓力

較小，因此對外環境的敏感度低、缺乏危機感，反應較慢不容易彈性調整或改變。

（三）家長對教師的期待與干預都較低。（四）園所內部強調人際和諧及如何長

久共事。（五）教師的教學自主性較高，須兼任行政工作。（六）在考核方面，公

幼未有篩選不適任教師的機制。（七）園長職位是輪流的，主要工作是擔任教師

間的橋梁，最主要的任務是與上級單位（國小或政府）維持良好關係。 

  相對的，私立幼兒園（一）屬於垂直式組織，以階層關係為主，決策權集中

在老闆身上，溝通模式是上對下的宣達模式。（二）園所經費來自於家長，受到

的市場壓力直接且持續，所以對外環境敏感度高，應變也快。（三）因為外在環

境壓力與個人生存緊密相關，促使教師追求個人成長。（四）家長對於教師有較

高期待與要求。（五）園內行政與教學分開，教師的教學自主性較低（還須考量

不同課程模式）。（六）園長的權力來自老闆授權，主要任務是園所的生存問題，

以及面對家長，並保持園內的溝通、教師職責、獎賞制度等的建立與施行。 

  丁雪茵（2000、2001、2003）的研究對於公私立幼兒園組織文化有全面性的

描述，提供幼兒園組織文化研究者一個參考依據，在探討組織文化可從不同面向

切入。要注意的是，丁教授所進行的是個案研究，能否代表國內公私立幼兒園的

組織文化，尚有待考證。根據研究者初步瞭解，本研究對象（甲園）雖是一所私

立幼兒園，卻屬於扁平式組織；且教師的教學自主性較高，須兼任行政工作，偏

向丁教授公立幼兒園組織文化的發現。因此本研究也參考四個面向，探討甲園的

組織文化內涵。 

 



 

31 

貳、企業附設幼兒園組織文化個案研究 

  黃琦珍（2008）透過參與觀察、訪談、與文件蒐集資料等方式進行組織文化

的研究，觀察內容包括會議（家長委員會、園務會議、母親節活動會議）、活動

（牙齒健檢、家長座談會、母親節、幼小銜接、萬聖節、全園疏散演練等）、日

常作息。所獲得的資料則以 Schein 所提出的基本假定六向度為架構進行分析。 

  該企業附設幼兒園的組織文化特色有三點：（一）具有「以人為本」的人性

假定，相信人性本善。（二）在人際互動方面，將老師、家長與公司視為以幼兒

為中心的「生命共同體」，因此在空間環境、身體語言、人類關係與人類活動的

假定中，都圍繞在「家」的意象，人與人之間有家人般的情誼，重視員工在工作

與家庭間的時間與活動取得平衡。（三）竹心企業附幼認知人有自我實現的需求，

以「重視專業」的假定，鼓勵成員以實證和溝通作為取得共識的方法，展現個人

專業知能以及追求自我實現。 

  依照 Schein（2010）的觀點，深層的組織文化應該是全員共享的基本假定，

但從黃琦珍的研究發現，無法確定她所發現的組織文化特色是否為全員共享的假

定。舉例來說，黃琦珍分析該園組織文化在「真理與真相的本質」的向度是「重

視實證」，並舉例說明數字在園所能夠說服組織成員，例如園長希望說服公司替

教師加薪時，必須蒐集同地區幼兒園的新資與福利情況；園長認為教室亮度不夠

想說服公司增加燈管數時，要直接拿出儀器測量明亮度，以數據來說服公司。但

這些都是園長所述，不能確定這是幼兒園所有成員的共享假定；而且園長是為了

說服公司而提出數據資料，可以肯定「重視實證資料」是公司的文化，然而並無

法確定是幼兒園內部人員擁有這樣的假定。 

  Schein（2010）提到人為飾物容易觀察卻難以解讀，研究者很難輕易推論所

觀察到的人為飾物是否對於組織深層文化有著重大象徵意義，須要透過一步步剖

析才能進一步了解。研究者認為黃琦珍可以透過觀察、訪談其他教師，以及公司

主管人員，瞭解大家對於「以數據資料做為說服的依據」的想法為何，才可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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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服力的證明該組織具有重視實證的組織文化。 

 

叁、特殊教育取向幼兒園的組織文化特色之研究 

  卓佩茹（2011）同樣透過參與觀察、訪談、與文件資料蒐集，進行一所華德

福教育托兒所的組織文化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則以 Schein 所提出的六個基本假

定向度為架構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該托兒所呈現的組織文化特色如下：（一）人

工製品：在環境布置、教具提供等所營造的氣氛，皆是為了提供幼兒完整的感官

經驗。課程設計強調順應幼兒發展的階段，不強迫幼兒認知性的學習，給幼兒很

大的空間去探索環境。常配合節慶舉辦活動（如母親節、聖誕節），但該托兒所

進行的節慶主要依據台灣傳統節慶，並配合節氣進行慶典活動，活動目的在於希

望幼兒從中學習到對萬物心存感恩。（二）價值觀與信念：以「愛」為出發的價

值觀主導托兒所的辦學理念，營造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主張若是在幼兒時期感官

能得到良好照顧，便能具有健全的人格以及瞭解自我。（三）基本假定：認為所

有活動的基礎都以奠定幼兒的發展為考量。 

  但，研究者很難從該托兒所的外顯飾物直接連結到其基本深層假定。舉例來

說，卓佩茹分析提出該園的組織文化在「真理與真相的假定」一向度是「重視幼

兒感官經驗的獲得」，她列舉幼兒園的外顯飾物（如：教室內的顏色、聯絡本、

書包和布偶等都使用較柔和的顏色）；提供多元、自然材質的玩具，目的是為了

讓孩子接觸不同的觸覺刺激；在節慶交替時舉辦節氣慶典活動，活動當天提供幼

兒品嘗季節食物，藉此帶給幼兒嗅覺與味覺的刺激。但對於這些外顯飾物如何連

結到基本深層假定描述不多。 

 

肆、總結 

  從上述以 Schein（2010）的組織文化架構為基礎的研究中，本研究得到的啟

示有：（一）分析幼兒園的組織文化可從四個面向來探討，分別是組織架構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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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外在環境（主要挑戰、外部市場、家長的期待、幼教專業的地位、名聲品牌

建立、評鑑對於幼兒園的影響、親師關係）、內部整合問題（提出主要內部問題、

同僚關係與階層關係、內部統整的原則、搭班問題）、以及園長角色。（二）分析

組織文化時如非必要盡量避免將組織文化分類、切割。Schein（2010）雖分開討

論外部適應與內部整合問題，但其強調兩者是互相依存、環環相扣的關係。故研

究者會將重點放在張顯組織文化的共享性與一致性，在分析組織的深層文化時，

試著尋找六個基本深層假定交織、串連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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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說明研究進行的方法與歷程，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參與者

的選擇原因與背景；第二節敘述邀請研究對象的過程，以及進入田野的情形、研

究者在田野的角色；第三節則說明資料分析的與信實度；第四節說明研究倫理守

則。 

第一節、介紹研究參與者 

壹、研究參與者選擇原因 

一、環境與氛圍 

  如第一章所述，研究者曾因修習幼兒教育行政一門課而參觀了甲園，一進到

園所立刻看見停放一整排滿滿的腳踏車與玩具車，數量很多（目測至少有三十輛）

且擺放在開放的戶外活動空間。腳踏車與玩具車雖然沒有嶄新的外觀但看起來乾

淨、狀況良好，研究者推測孩子有足夠數量的腳踏車可以使用，看起來沒有生鏽

或布滿灰塵推測經常被使用。再者甲園騰出一大片空間用來擺放三十輛腳踏車，

從園方將空間資源分配在孩子的遊戲設備上一舉動，研究者感覺到園方對於孩子

的看重。 

  其次，甲園的環境帶給研究者自然、優閒的氛圍，猶如一個幽靜的秘密花園

藏身在繁忙的都市叢林之中。通往甲園的鑰匙是大馬路旁的一條小徑，兩旁種植

高大濃密的植物，穿越小徑後是一大片大學校園的停車場，置身於此已感受不到

都市的喧囂，迎面而來的是甲園那道爬滿藤蔓植物的雕花大門。園所的正中央是

一大塊四四方方的草皮，中間栽植的樹木不時傳來蟬聲，還可以看見松鼠穿梭在

樹間，時值夏天香蕉樹結實纍纍。四方草皮的外圍是孩子的跑道與腳踏車道，地

面畫上簡單符號做為遵循方向的視覺提示，像是箭頭、起點與終點等。環繞在跑

道外圍的是由家長接送區、休息室、辦公室、教室、菜圃、以及各式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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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園營造的環境與氛圍讓研究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甲園似乎有一些說不上來

的獨特之處，不同於一般都會區的幼兒園，這股疑惑讓研究者因此想更進一步認

識、深入瞭解甲園。 

 

二、成員互動情形 

  除了園所環境外，在參訪與討論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甲園的教師與Ｃ園長

7之間的對談、互動都很自然，沒有感受到上司對下屬的權威、或下屬對上司的

距離感。在場8的教師都能對外來參觀者的提問侃侃而談，顯出對於自身專業的

自信。Ｃ園長說：「十幾年前我們的老師常常要跟家長鞠躬道歉，面對家長很沒

有信心；可是現在不一樣囉！我都告訴別人我們有九個園長，所以如果要找園長

的話找誰都一樣。」（訪談/Ｃ園長，121109） 

  Ｃ園長認為每個教師都有做為一個領導者的能力，所以願意授權給教師，相

對的Ｃ園長也要承擔下放權力後可能產生的風險，當教師未能扮演好領導者的角

色，Ｃ園長就必須要包容、承擔不那麼理想的結果（訪談/Ｃ園長，121109）。研

究者好奇的是：甚麼原因促使Ｃ園長願意授權給每位教師？甲園教師從專業自信

不足到能擔綱領導角色，期間的轉變歷程為何？ 

  參訪當天的討論形式也讓研究者印象深刻，甲園安排半小時介紹園所基本資

料（宗旨、教學理念、教學模式等），接著讓我們各自翻閱文件檔案（教學日誌、

學生作品紀錄），我們隨時可向現場老師提問、進行討論，進行模式有一對一（一

位老師對一位同學）或小組討論（兩、三位同學對一、兩位老師）；我們的座位

是由幾個小圓桌圍湊起來，每桌都有一至兩位教師與我們同坐，這樣的空間配置

除了方便討論外，也拉近教師與我們（外來參訪者）的距離，讓人覺得當時的氛

圍是輕鬆、愉悅的。問題討論進行約半小時，到了午餐時間我們仍延續這樣的座

位安排，一邊與教師聊天一邊用餐。用餐結束後，進行團體討論，大家搬椅子圍

                                                      
7
下段將詳細介紹研究甲園與成員。 

8
參訪當天在場有 4位老師再加上Ｃ園長，甲園共有教師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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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成一個大圈，進行提問與回饋。甲園所安排的討論形式，讓我覺得與Ｃ園長以

及教師間的關係是平行對話。研究者好奇的是：甲園為什麼安排這樣的討論形式？

甲園在其他情境（如園務會議）的討論形式又是如何？ 

基於前述在參訪時所引發的疑問，因而決定邀請甲園做為研究對象。 

 

貳、研究參與者描繪 

一、組織概況  

  甲園是一所大學附設幼兒園，隸屬於甲大學校園建設基金會，校園建設基金

會主要負責的項目是：設置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加強校園軟硬體設備、推動

員工在職訓練，促進文教休閒活動等。甲大學校園建設基金會設有董事會負責管

理，甲大學校長為董事長，董事組成分別由甲大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主

任秘書擔任，以及熱心於校園建設事務的人士聘選之。董事會職權包括基金募集、

管理與運用，業務計畫審定與推行，年度收支與決算之審核（文件/甲大學校園

建設基金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由此來看，甲園的經費來源一部分是學費、另一

部分則來自校園建設基金會，而甲園長對上的直接負責對象則是甲大學校長。 

甲園內部人事組織一位園長（研究中稱為Ｃ園長）、八位教師（研究中稱為

T1-T8）、一位廚工、二位兼職工友，下圖 3-1-1 為甲園組織架構圖。 

 

 

 

 

 

圖3-1-1 甲園組織架構圖 

大學校園建設基金會－董事會 

教師、廚工、工友 

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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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教師兩人負責帶一班進行教學工作，班級編制採混齡，下表 3-1-1 呈現

甲園每位教師的年資與任教班級。除了帶班以外，教師尚須各自負責行政工作分

別有：會計、總務、出納、幼兒圖書、教保、電腦設備、保險、環境設施。 

表3-1-1  

甲園教師的年資與班級 

 班級 年齡 代號 年資 

大

小

手

班

級 

白鵝班 小班 T6 16 年 

T3 21 年 

海獅班 大、中混齡 T5 16 年 

T8 11 年 

大

小

手

班

級 

花鹿班 中、小混齡 T7 13 年 

T1 27 年 

浣熊班 大、中混齡 T4 16 年 

T2 24 年 

助理老師（大三到甲園實習結束後，每周仍安

排時間到甲園，碩士論文研究對象為甲園的個

案） 

T9 - 

- Ｃ園長 15 年 

 

  甲園正式立案於民國八十五年，實際上在立案之前已開辦二十餘年（為保護

研究對象在此不多述），T1、T2、T3 皆於立案前就已在甲園任教至今，可說是元

老級教師。民國八十五年立案之後，甲大學校園基金會正式聘請 A 園長，民國

八十六年 A 園長因為在採購、學費上相繼出問題而被解聘，於是暫由園內教師

代理園長（B 園長）。同年共有五位職員、教師離開甲園，同時有三位新血（T4、

T5、T6）加入。民國八十七年甲園有五位教師離職，其中包括 B 園長，同年Ｃ

園長受聘為甲園園長。整體來說，民國八十六、八十七兩年可說是甲園動盪的時

期，當中有過半職員與教師離開，又有新的領導者與多位教師加入，此後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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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異動，在民國八十九年、九十一年各有一位新教師加入，自此成員固定。圖

3-1-2 呈現甲園歷年來的人事異動情形。 

 

 

 

 

圖3-1-2 甲園歷年人事異動 

 

二、甲園生活作息 

  一早孩子到學校會先進教室放書包，然後到戶外遊戲區看看今日開放哪些活

動與遊戲器材，此時會安排一位值班老師注意孩子的安全，另外會安排一位老師

於校門口值班。甲園共有四個班級，研究者觀察到值班老師對於每位孩子或家長

都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就好像四個班級的孩子與八位老師其實是一個大家庭，照

顧每個孩子是教師共同的責任，班級與班級的分際不是那麼重要。 

  早餐時光有的班級在教室進行，有的班級會在教室後方的庭院、或教室外的

座位區享用。早餐的內容通常有甲大學牧場當日鮮乳、以及養生的食材像是地瓜，

75年

78
年

81
年

85
年

•立
案

86
年

87
年

88
年

89
年

90
年

91
年

T1 加入 T3 加入 

2 位職員離職（含 A 園

長） 

3 位教師離職 

T4、T5、T6 加入 

5 位教師離職（含 B 園

長） 

C 園長到任 

T7 加入 T8 加入 T2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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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園長曾說現代人的飲食太精緻反而對身體不好。甲園所提供的早餐食材取自大

自然，強調食材的有機、原味，這一點從甲園的校園環境也可窺見。 

  甲園有自己的「有機」菜圃，菜園的肥料就來自於每個孩子的「貢獻」，種

菜之外，還栽種許多不同的果樹，像是香蕉、椪柑、洛神花等。甲園刻意營造的

自然環境還不止如此。以所種的樹木來說，園內最外圍（最靠近圍牆）種的是能

吸引蜜蜂、蝴蝶的蜜源植物；其次種植隨季節有不同型態的植物如櫻花、槭樹；

常綠植物；以及種子能做為小鳥或松鼠食物的樹木。從甲園的飲食與校園環境，

反映出其對於自然與生態的重視，同時從環境教育扎根，讓孩子直接從生活中認

識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用完早餐之後，孩子要自行負責清潔工作，除了每日的基本工作－擦桌子、

地板外，不時也可以在園內角落看見教師帶著孩子拿掃把在打掃。接著是進行將

近兩小時的分組與方案教學的時間，結束之後準備用餐、午休。睡醒之後進行的

活動依照各班教師安排略有不同，通常是借書、福祿貝爾恩物操作、說故事或者

體能活動，表 3-1-2 為研究者以白鵝班為例之甲園一日作息。 

表3-1-2  

白鵝班一日作息 

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7:30-8:30 上學、戶外騎腳踏車、大肌肉活動 

8:30-9:00 早餐時間 

9:00-9:30 培養良好生活習慣、自理能力、清掃 

9:40-11:30 分組與方案教學 

11:30-14:30 午餐、刷牙、清潔工作、鋪睡袋、午睡 

15:20-16:10 借書、福祿貝爾恩物操作、說故事、體能、律動 

16:15-16:30 戶外騎腳踏車、使用大肌肉設備、看故事書 

 

  研究者在幾次的訪談與觀察後，多次實地參與甲園的生活作息，該園所營造

的環境與時間安排讓人感受到一股悠閒又帶有節奏的生活。悠閒並非表示無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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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動安排鬆散，而是在時間調配上不過於緊湊，似乎很少聽見教師要孩子快

一點快一點，同時教師跟孩子也明白甚麼時候要做甚麼事情（並不會見到孩子閒

著在等待），這就是研究者所謂有節奏的生活。研究者曾與 T7 聊起這樣的感受，

以下是 T7 的回應： 

這個就是精益求精的其中一個例子啦，以前我們覺得教孩子要輕鬆，但是老師

在輕鬆之下教學要有效能，所以我們就會再往其他地方修，妳看起來很像有矛

盾但其實他們是不相衝突的，這是經過了好幾年下來我們的反思。我們可能有

悠閒過，但那時候其實是沒有效能的，剛開始去看我們的教學時，確實有可能

是這樣。可能辦活動也超時、或是重點都沒講到時間就到了，你就會想如果下

次再有這樣的機會可以上台主持家長會，我要怎麼樣在有限的時間內去再做改

進，所以就慢慢的一直要改進。可能剛開始就只能守時，到後來就可以守時之

中又有效能，他是有品質又是好品質的。（訪談/T7，131031） 

  T7認為甲園能給人悠閒的氛圍，來自於她們多年來的反思與練習，要把握輕

鬆教孩子的感覺同時又要有效能，其中重點就是對於工作內容很熟悉、有把握，

所以能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利用時間完成工作。 

 

三、甲園課程模式與教學 

  甲園現行課程模式以方案與角落活動為主軸，今日的課程模式是十幾年前教

師與園長共同決定、從主題教學轉型成更適用於的甲園方案教學，T1 談到當初

決定課程轉型的原因： 

現在的方案（教學）是Ｃ園長進來之後才慢慢開始，那時候甲園在教學方面有

單元、還有主題、還有角落，後來我們在進行的時候覺得什麼是比較屬於甲園

的？我們那時候也是經過討論，一直討論之後覺得好像方案比較屬於比較能夠

甲園的一些教學目標、教學方式這一塊，所以我們也是那時候才走方案。 

（研究者追問老師認為甲園的教學目標是甚麼）那時候我們在想，我們希望孩

子能夠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覺得方案這一塊符合，因為你要透過去思考、

你去解決問題，還有它整個步驟性也蠻清楚，就是你透過思考怎樣去做、還有

做中學這也都是。（訪談/T1，1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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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T1 的言談中發現，培養孩子能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甲園的目標之一。依

據甲園網頁所提供的資料，其教學目標有：良好品格的養成、思考與解決問題能

力的培養、健康體魄的增進、情緒與情感教育的培養、創造力與美感的養成（文

件/甲園網頁）。甲園依循教學目標所共同討論、決策出來的課程模式為方案教學，

表 3-1-3 呈現曾進行的方案課程、安排的角落活動、與其他活動。大中班以方案

課程為主，中小班以角落活動為主，主要課程進行的時間在上午 9：40－11：40

的分組與教學時間。 

表3-1-3  

甲園課程及活動 

主要課程 

其他活動 方案課程 
角落 

曾進行之方案課程名稱 

寶藏巖 娃娃家 體育活動 

骨牌 益智角 品格教育 

美術館 積木角 鄉土語言教學 

布亦樂乎 圖書角 福祿貝爾恩物 

麵粉 美勞角 生活教育 

樹下遊樂園 玩具角 健康衛生教育 

書 建構角 安全教育 

迷宮 音樂角 性別平等教育 

- - 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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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進入研究田野 

壹、研究邀請過程 

  研究者在 2013 年 2 月下旬透過電子郵件將「研究邀請說明書」（附錄一）寄

給Ｃ園長，內容包括選擇甲園為研究對象的動機、論文題目、研究目的、研究問

題、以及研究方法與時程。原先預計在電子郵件寄出後一天，再撥電話親自向園

長說明，沒想到當天Ｃ園長立即回覆同意接受研究，E-MAIL 內容簡短有力：「好

好好，祝好。」（文件/Ｃ園長，120221）。Ｃ園長回覆電子郵件的立即性讓我印

象深刻。我後來得知園長與甲園每位老師每天都有收信箱的習慣，因此日後我與

園方的溝通幾乎都是透過電子郵件的往來。某次入園蒐集研究資料時，Ｃ園長不

經意提到甲園對於學術研究邀請一旦答應就會全力協助，例如她就將我寫的研究

邀請說明書轉寄給每位老師，並且該週的教學會議上提醒老師盡力協助。 

 

貳、進入研究田野 

  於 2013 年 4 月寫 E-MAIL 給Ｃ園長希望能開始入園熟悉組織成員、園所日

常作息，園長回信表示歡迎，告訴研究者需要任何協助都可「主動提出」，就將

後續的聯絡事宜轉交給 T6（白鵝班老師），往後要入園觀察、尋求協助等我便直

接寫 E-MAIL 與 T6 聯繫。 

一、2013/4/24 第一次進入甲園 

  首次入園主要是為熟悉甲園，認識園所的成員，以及瞭解甲園的作息、活動，

於是我直接寫信與 T6 約好時間，在信中提及我此次入園之目的。 

  當天 T6 站在校門口值班，我從早上 08:30 家長送孩子上學，一直到中午 11:00

離園這段期間多數時候都跟著 T6，她會在空檔時間介紹甲園的環境、孩子的情

形…等，她告訴我任何時間都能自行在園內隨處走走、看看，有甚麼疑惑可以隨

時提出。我在T6值班的這段時間觀察到她會與每個上學的孩子及家長微笑道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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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小孩穿太厚的衣服，會提醒家長今天天氣會很熱。有的家長會跟她短暫的聊

天：「T6，我們上周去了三峽的…（地名）玩，那邊很不錯，下次老師們可以一

起去。上次我們去…（地名）玩的照片已經放到班上的社團（指社群網站

FACEBOOK）了…」（觀察，130424）。從家長的言談中可發現，T6 曾在課外時

間與家長、孩子一起去玩，彼此會分享出遊心得與照片，傳達出老師與家長關係

良好的訊息。研究者會利用 T6 的空檔提出一些有關園所作息的問題（如：早上

的戶外遊戲時間是每日都有嗎？教師多久輪值一次？），T6 對於本研究也感到好

奇（如：研究題目、使用甚麼研究方法），她以過來人的身分與我分享寫論文的

感受（發展研究工具時遇到的困難、書寫過程的辛苦、取得學位開心的心情），

加上我們來自相同的城市、嘉義，因此對於 T6 感到很親切。 

  到校的孩子進到教室放完書包後就能到外面騎腳踏車、使用大肌肉遊戲設施

（視教師安排），教室外面有一個長方型的中庭，中庭表面植有草皮、還種香蕉

以及其他樹木，我常常在中庭的樹木上發現松鼠的蹤影。長方型中庭的外圍有一

圈跑道，孩子就在這個跑道騎腳踏車。在戶外活動空間會安排一位值班老師，看

顧幼兒的遊戲安全。 

  走訪環境的時候，我觀察到四個班級教室外牆都張貼有親子作業，作業內容

皆是品格教育（白鵝班的主題是順服、白鷺班的主題是感恩）。研究者當天進到

白鵝班似乎在孩子身上看見推行品格教育的成果，研究者在當天的觀察紀錄（表

3-2-1）中寫下這樣的想法。 

   表3-2-1  

   擷取2013/04/24觀察記錄 

觀察日期：2013/04/24 

觀察地點：甲園的白鵝班（大中混齡班） 

參與者：白鵝班 T6、T7、小朋友  

紀錄者：柯亭安 

*反白表示與研究省思做連結。 

時間 紀錄內容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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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進白鵝班看到 T7 正在告訴小朋友健康檢查流程 

（A4 紙張印著英文字母大 E，她旋轉紙張模擬量

視力的過程），T7 講到一半有一個小朋友突然講

話。T7 說：「xx 你不要插我話。」然後繼續講解。 

1. T7 注重小朋友的

禮貌表現，可能跟甲

園重視的品格教育

有關？ 

 

2. 從 T7 與小朋友

的對話中發現，小朋

友說「大的要讓小

的」。之後觀察可以

注意小朋友跟老師

的語言是否出現品

格教育的內容。 

11:00 各班的作息為了配合健康檢查而有異動，白鵝班

T7 在安排健康檢查與課程活動時間時，她對小朋

友說：「我們也許可以讓小鹿班先做健康假查，因

為小班比較愛睡覺，這樣他們就不用提早起床了。」

（現在先做健康檢查的話可以在午休時間前結

束，輪到下午檢察的班級須提早起床）。 

此時小朋友們紛紛異口同聲說：「好阿，讓小鹿班

先阿，大的要讓小的…大的要讓小的啦…」 

T7：「小朋友，你們好棒，知道大的要讓小的，那

老師去說說看（調整原先安排的健康檢查時間）。」 

 

二、2013/05/09 第二次進入田野 

  第二次入園便直接寫信給 T6 約時間，這次入園目的同為熟悉園所。當天從

中午 11:00 待到下午 17:30 家長接孩子放學離開。抵達園所會先進到辦公室向Ｃ

園長打招呼，然後走到白鵝班找 T6、入班觀察。午休時間時，甲園的 T9 來找研

究者聊天，他表示：「Ｃ園長是希望說我可以來跟妳聊一聊，因為我也正在（甲

園）做行動研究嘛。那她可能就是有點擔心妳還沒能夠聚焦，還不知道可以來園

所看些甚麼東西。」於是我簡單說明我的研究主題、將以 Schein 組織文化觀點

做為理論架構，T9 聽完鬆了一口氣的表示：「原來已經有找到理論架構的支持，

因為我本來也很擔心說文化概念很廣泛，而且很抽象，如果說要研究組織文化真

的不知道要從哪邊開始看…」 

  因為本次的談話研究者有一些反思，Ｃ園長期待研究者在第二次入園時，就

可以主動提出更多問題與需求，希望研究者每次都能收穫滿滿的離開，透露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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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兩人對於研究進行的步調有不同期待。Ｃ園長的反應也讓研究者了解到自己對

於研究內容說明的不足，於是研究者遂將所依據的理論架構、初步要觀察和訪談

方向的書面資料（附錄二）寄給Ｃ園長及 T6，讓她們能更清楚本研究的內容。

T6 回信（附錄三）表示想進一步與研究者討論「營造」學校組織文化，並主動

提供其他研究相關資訊（對外演講活動）。信中 T6 希望能有我的手機與 LINE，

此後我與老師除了 E-MAIL 外也會透過 LINE 來聯絡，聯絡內容像是即時更改訪

談時間、T6 有時候主動關心我的研究進度等（附錄四）。 

  最初與園長、T6 的接觸頻繁因此較熟稔，日後隨著入園次數的增加，每次

入園我會主動與其他老師打招呼、隨時注意老師們有無需要幫忙的地方，在參與

觀察（我的工作多為拍照、場地整理）園所的活動（參考表 3-2-2）中，也有機

會跟其他老師共同吃飯、聊天，研究者因為這些接觸而與其他老師漸漸熟悉，也

為接下來進行的正式訪談暖身。 

叁、如何收集資料 

  本研究主要透過觀察、訪談、與文件資料做為資料蒐集方式，資料蒐集時程

與主要目的整理如下表 3-2-2。 

表3-2-2  

資料蒐集時程 

方

式 

對象/項目 時間 備註 

正 

式 

訪 

談 

T1 131007 1300-1430 訪談大綱參考附錄五 

T2 131018 1600-1730 

T6 131021 1800-1930 

T5 131024 1630-1730 

T7 131031 1300-1430 

Ｃ園長 121120 1300-1500 

非 T6 130424 無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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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式 

訪 

談 

T9 130930 

Ｃ園長 131004 

T4 131202 

T9 131211 澄清 FACEBOOK 在甲園使用

情形之問題 

文 

件 

資 

料 

甲園網頁 - 自行上網瀏覽 

甲大學校園建設基金會

捐助及組織章程 

- 自行上網瀏覽 

人事組織架構圖 131017 Ｃ園長透過 E-MAIL 提供 

學期行事曆 131017 Ｃ園長透過 E-MAIL 提供 

家長會活動表流程表 130522 T6 透過 E-MAIL 提供 

畢業生分享會活動流程 130523 園方當日提供紙本資料 

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活

動流程 

131106 T6 透過 E-MAIL 提供 

教學會議議程 131112 園方當日提供紙本資料 

乙大學幼教所參訪活動

流程 

131202 園方當日提供紙本資料 

觀 

察 

入園觀察 130424 0800-1100 由 T6 帶領瞭解園所運作、活動

等，同時隨 T6 進入白鵝班觀察 入園觀察 130509 1100-1730 

畢業生家長分享會 130523 1730-1900 - 

甲園對外演講 130529 1400-1600 由Ｃ園長、T6 到某學校演講，

主題為「如何經營優質幼兒園」 

入園觀察 131004 0900-1730 為瞭解家長會事前準備 

家長會 131004 1730-2030 - 

家長會檢討會議 131004 2030-0930 - 

畢業校友音樂會 131031 1630-1830 - 

入園觀察-白鷺班+黑熊

班聯合活動 

131101 1500-1730 白鷺班與黑熊班（互為大小手

班級）到校園散步，讓大小手

練習相處、彼此照顧，為即將

共同舉辦的親子旅遊做準備 

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 131107 0830-1400 - 

入園觀察 131112 1300-1730  

教學會議 131112 1730-1930 ○1 「畢業校友音樂會」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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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鷺黑熊班級聯合活動」

檢討會 

○3 「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檢

討會 

○4 討論校慶活動籌備事宜 

○5 討論實習生情況 

乙大學幼教所參訪 131202 0830-1400 - 

一、觀察 

  每次入園觀察時，研究者會在當下速寫觀察記錄，在事後謄打出詳細觀察記

錄，事件進行中的速寫紀錄是為了確保資料的準確性，並輔助事後觀察記錄撰寫。

在最初兩次入園（未正式蒐集資料前）觀察之目的為熟悉園所、了解其基本運作

等；正式蒐集資料期間，入園觀察目的為參與觀察園所特定活動、了解活動實際

執行面、參與當天的活動後檢討會。研究期間共入園觀察十三次，每次觀察時間

從一個半小時到五個半小時不等（所觀察的時段依照活動性質不同，逐一列出於

表 3-2-2），觀察到的活動類型主要有兩類：一種是有家長共同參與的活動，另一

種是有外來團體參訪的活動。 

二、文件收集 

  研究期間，研究者收集的文件資料有：甲園人事、行政組織、教學目標、課

程活動、學期行事曆、活動規畫與流程（家長會、畢業生分享會、天津參訪團、

乙大幼教所參訪活動）、會議議程。收集這些文件資料除了幫助研究者更瞭解甲

園外，也是為提高研究信實度。舉例來說，活動規畫書中會列出承辦人與項目分

工、活動流程表列出活動時間、內容、地點，研究者於事後撰寫觀察紀錄時，會

將園方提供的資料與觀察記錄兩相對照，如有出入會再向當天參與的教師詢問，

確保觀察記錄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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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 

  訪談分成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時研究者透過 E-MAIL 直接與訪

談對象約時間，再根據研究問題事先擬好訪談大綱（附錄五）。由於部分訪談問

題需要訪者回溯十幾年前的甲園情況等，故會於訪談前三天將大綱寄給受訪者。

研究期間共進行六次正式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園長、元老教師（T1、T2）、動盪

時期進園的教師（T5、T6）、較後期進園的教師（T7）；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1.5－

2 小時，訪談時在取得受訪者同意後進行錄音，事後將錄音檔聽打為逐字稿再著

手進行編碼。 

  非正式訪談未事先準備訪談大綱，通常是在入園觀察或訪談的當天，研究者

發現特別的、或有疑問的情況而跟研究對象閒聊，事後再依照當時記憶所寫下談

話內容，非正式訪談的時間大多在五到十分鐘內結束。非正式訪談的主題包括：

園內自然環境的安排、活動流程與人力配置、幼兒進行的活動、教師與家長互動

情形、教師協同…等。舉例來說，研究者在 12/2 觀察到甲園在乙大學幼教所參

訪時安排四位教師接待（觀察/乙大學幼教所參訪，131202），與先前接待東東學

前教育交流團的人力配置不同（兩位；觀察/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131107），就

向 T4 提出詢問，T4 做了如下的回應，協助澄清研究者的疑惑： 

一來是會看今日的參觀團體是甚麼對象（當日是乙大學幼教所教授帶領研究

生），老師們會覺得接待這樣的團體能有一個很好的交流、學習，所以在人力

允許的情況下會各班派出一位老師，事後可以跟你的搭班老師分享。也是因為

我們現在有實習老師，所以可以這樣。（研究者追問：如果沒有實習老師的情

況下會是如何？）如果沒有實習老師那班上另一位老師就要自己 hold 全部，

不過那樣的情況通常是在下學期，所以沒那麼擔心，因為新生也已經比較適應

了。（非正式訪談/T4，13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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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者在田野的角色 

  Spradley（1980）依據研究人員介入現場的程度將參與觀察分為五類分別是

（一）不參與也不介入：觀察者完全不介入研究場域的活動。（二）被動消極的

參與：觀察者出現於研究場域，但不積極與人互動，只找一個地方做觀察紀錄，

偶爾與人交談。（三）中度參與：觀察者維持參與及觀察兩個角色平衡的參與。（四）

主動積極參與：觀察者做現場人們所做的事，主動積極參與活動，並且充分瞭解

人們的行為規範。（五）完全參與：觀察者是研究場域的日常參與者，研究自己

日常生活或工作環境（引自黃瑞琴，1991）。 

  在正式進入田野之前，研究者認為蒐集研究資料的前提應是不干擾園方日常

運作，即使是入班觀察也秉持不打擾師生進行課程的原則，有需要做訪談也會以

教師方便的時間為準，故將自我角色定位在「被動消極的參與者」。當我一開始

（四月）進到白鵝班觀察搭班教師之間、教師與幼兒的互動情形時，當下所做的

僅是觀察和紀錄，即便小朋友偶爾會過來與我聊天，但我不會主動介入教師與幼

兒的活動，除非是教師請我幫忙或邀請我一同參與。 

  但研究者角色會隨著參與觀察的事件而有所轉變，五月時研究者得知園所將

舉辦「畢業生家長分享會」，活動內容主要是邀請畢業校友的家長分享孩子在小

學的經驗，與大班家長交流意見。考慮到如果僅是全程站在旁邊觀察、紀錄，家

長也許會感到不自在而可能影響活動進行，於是研究者主動向園方表示當天可以

協助拍照或其他事宜。此時我在田野中的角色轉變為「中度參與者」，也因為這

樣我發現原來園方籌辦活動時確實有人力需求，日後當我入園觀察便會適時向甲

園表達能提供協助，通常老師會安排研究者協助攝影、恢復場地。角色的轉變讓

研究者有機會更貼近家長，觀察家長的分享內容以及與老師互動情形；另一方面

在活動中研究者有任務在身，可降低家長對於外來研究者的防備心（觀察/畢業

生分享會，130523）。 



 

50 

  中度參與的角色也會出現在觀察對象主動提出的情況。例如：第二次（五月）

進入研究田野當天，時值甲園的放學時間，當天甲園的教師皆處於忙碌，有幼兒

表示想玩單槓，於是 T6 讓我幫忙看顧幼兒的遊戲安全，因為單槓設備需有成人

在旁協助幼兒才能使用（觀察，130509）。研究者的角色因此會隨者隨著參與觀

察的事件、身處不同情境而轉變。又例如：在一次（十月）參與觀察家長會的檢

討會議中，老師們輪流表達當日活動執行面的優、缺點後，因為我有參與家長會

的活動，故老師們表示想聽我對活動的想法。研究者當時回應： 

今天活動中有兩部分印象特別深，一是活動時間抓得很精準，活動進行的時間

跟老師給我的流程表幾乎沒有出入，每個活動都準時結束，我會覺得特別是因

為經常參與到這種大型的活動都會 delay。其次印象也很深刻是跟家長還有小

孩在會後的共食活動9，除了食物很豐富很好吃外，我覺得氣氛很熱絡，家長

和老師一邊吃飯一邊聊天，感覺距離很親近。（觀察/家長會檢討會議，131004） 

  T7 聽完給研究者的回饋是：「活動一定要準時結束，因為後面還要吃飯啊！

（大家哈哈大笑）。其實我們準時這件事也不是一開始就這樣，是經過園長的調

教，不過這又是另一段故事，有機會再說。」Ｃ園長接著補充：「共食在家長會

中是很重要的活動，是因為一起吃飯的時候感覺、氛圍就都不一樣，可以很輕鬆

聊天，那個關係就拉近。」在參與家長會後檢討會中，感受到教師們將研究者的

角色定位在可以一起互動、分享想法。教師在會議中也表現出平常輕鬆、活潑的

一面，像是 T7 平常就是一位幽默風趣的老師，在會議中依然如此。 

 

  

                                                      
9
 共食活動是甲園家長會的慣例。當日共食的場地在教室後方的庭院，將三張會議長桌排成長型，桌上

擺滿廚房阿姨準備的菜餚，以自助餐形式取用，大家端著盤子或站或坐（教室中準備桌椅），氣氛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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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資料的分析與研究信實度 

壹、資料管理 

  質性資料的內容形式複雜且多元，研究者在蒐集資料前就應發展出一套合乎

邏輯的資料管理原則，以便將資料分門別類儲存、以及取用。因此在發展這套資

料管理系統時，也要將未來研究者如何取用資料納入考量（潘淑滿，2003）。因

此，研究者從第一次入園後，即開始發展資料的分類與建檔系統。表 3-3-1 是依

照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所整理的編碼系統表，資料來源包括觀察記錄、訪談逐

字稿、文件資料、研究日誌。 

表3-3-1  

編碼系統表 

資料 

來源 

符號 意義 

觀察 

記錄 

觀察/T6，130523 表示 2013 年 5 月 23 日利用「觀察」T6 所取得的

資料 

觀察/畢業典禮，130523 表示 2013 年 5 月 23 日利用「觀察」畢業典禮所

取得的資料 

觀察，130523 表示 2013 年 5 月 23 日入園，利用「觀察」所取

得的資料（但沒有特別針對哪位老師或某個活

動） 

訪談 

逐字

稿 

訪談/T6，130523 表示 2013 年 5 月 23 日利用「訪談」T6 所取得的

資料 

文件 

資料 

文件/T6 電子郵件，130523 表示 2013 年 5 月 23 日與 T6 的電子郵件內容 

文件/T6 書面資料，130523 表示 2013 年 5 月 23 日從 T6 取得的書面資料 

文件/甲園網頁，130523 表示 2013 年 5 月 23 日從 T6 取得的書面資料 

研究 

日誌 

研究日誌，130523 表示研究者於 2013 年 5 月 23 日入園後所寫的田

野札記、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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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分析 

  潘淑滿（2003）認為質性資料的分析過程是一種概念化的過程，主要由三個

要素組成，分別是資料化約（data reduction）、資料展現（data display）、提出結

論（conclusion）。資料化約是指根據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將資料有系統的簡化，

質性研究通常會使用編碼登錄（coding）的技巧將資料概念化。本研究擬參考潘

淑滿（2003）的編碼登錄步驟將收集資料進行，過程如下： 

一、開放編碼 

  界定資料中所發現的概念、及其類別的分析歷程，以下介紹開放編碼的步驟，

分別是初步編碼、概念化命名、找出大類別與次類目。 

（一）初步編碼 

  研究者先將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開放譯碼（open coding），首先進行初步編

碼，從資料當中找關鍵字、關鍵事件、關鍵主題，在資料旁邊一欄加以標註，參

考表 3-3-2。 

表3-3-2  

初步編碼範例 

逐字稿內容 初步編碼 

Ｃ園長：那針對你這一題就是說我們透過很多的管道，然

後就是可以加強我們整個團隊的凝聚力或是可以進行溝

通。 

 

像那個E-MAIL因為老早就有了。 

那對講機是因為下課的時候，園區都是開放的，然後都在

外面很擔心就是連絡上不方便，所以，當初有提出來老師

在傳達訊息上，有些沒有值班的老師就是在教室裡面寫教

學日誌或是等等的事情，然後值班老師在外面那就是要廣

播，透過區域性的廣播也很單一，所以在多年以前因為

T5在國家劇院他都有用對講機的習慣，他就把這個構想

告訴我們，好像對我們來講也滿適合的 

透過很多管道 

進行溝通 

加強團隊凝聚力 

 

E-MAIL 

對講機 

園區開放 

老師在園區擔心連絡不

方便 

值班老師在外面要廣播 

區域性廣播單一 

未值班老師待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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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嗯嗯 

 

Ｃ園長：:所以我們當初就添購這個設備，就是說附幼常

常會增加這個設備都是會應當時老師提出來不方便性等

等，我就會去做改善。 

那手機的LINE是很好玩是因為我們好像是在今年初大家

都有共識要換成智慧型手機是比較方便連絡，然後有一次

我們就到台南，全部的老師包括T9就是到台南，我們在

高鐵上然後大家就秀手機在玩來玩去...，然後就發現只有

我們的一個群組是台大幫，台大幫是只有我們九個人（就

是我們的專任老師加我），但是就沒有小傑老師，因為有

一些事情，應該也不知道我們當初只有弄台大幫，後來

T9就幫我們又弄了一個孩子王，那孩子王的話就更搞

笑，常常都其實這個LINE比較是搞笑的，那有了加了T9，

這是他幫我們加的，是這樣然後真的很方便。 

為什麼講方便是因為之前好像有一組的小組的老師不知

道在寫什麼的小案子，那是因為有幾個老師都有家庭，他

們利用禮拜六或禮拜天要到學校來不方便，那大家就是說

用LINE在溝通。 

然後後來就是還有資料的問題T9也都建議我們就是用雲

端就把資料丟在雲端裡面，大家隨時可以寫一寫丟上去然

後互相修改。 

T5 國家劇院用對講機 

 

不方便就改善設備 

老師提出 

 

手機 LINE 

換智慧型手機方便連絡 

 

 

LINE 群組/台大幫/C+8T 

 

LINE 群組/孩子王

/C+8T+T9 

孩子王內容搞笑 

T9 幫 C+8T 加入孩子王

群組 

 

方便老師假日在家用

LINE 討論 

雲端（硬碟） 

資料隨時寫一寫丟上去 

互相修改 

（二）概念化命名 

  接著抓出初步編碼的欄位，針對此進行概念化與命名（仍要一邊對照完整逐

字稿內容，參考其背景脈絡），參考表 3-3-3。 

表3-3-3  

概念化命名舉例 

初步編碼 概念化命名 初步編碼 概念化命名 

E-MAIL 溝通管道 1. 智慧型手機 溝通管道 4. 

對講機 溝通管道 2. 雲端硬碟 溝通管道 5. 

手機 LINE 溝通管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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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大類別、次類目 

  在概念化與命名之後根據其特徵、範疇將其分類，以「溝通」這個大類別為

例，溝通下的細類目之一「管道」，依其範疇可再細分為：E-MAIL、對講機、手

機 LINE、智慧型手機、雲端硬碟；溝通這個大類別下根據其特性可分出細類目如：

「有錢馬上改善設備」、「不方便馬上改善」…等，整理如下表 3-3-4。 

表3-3-4  

大類別與次類目 

大類別 溝通 

細類目 管道：E-MAIL 

   對講機 

   手機 LINE 

   智慧型手機 

   雲端硬碟 

   FACEBOOK 

有錢馬上添購設備 

不方便馬上改善 

溝通即時：手機 LINE 

     FACEBOOK 

二、主軸編碼 

  各篇逐字稿（Ｃ園長、T1、T2、T5、T6、T6）進行開放編碼之後，串連其

中概念接近的大類別，再重新整理歸納其下的次類目。編碼至此可以發現其過程

非線性，而是一來來回回的往返修改，進行到主軸編碼時可能會再多次修改原先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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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題聚焦 

  在持續分析、尋找類別、修改編碼的往返過程中，研究者嘗試尋找不同類別

之間的關係，同時將分析資料套入甲園的歷史背景與發展脈絡，其目的是找出隱

含在每個事件背後的意義。 

 

叁、研究信實度 

  質性研究是在研究田野中，由研究參與者的想法、感受、行為所展現出的「真

實」，因此研究者在進行描述與解釋的時候，針對研究信實度（trustworthiness）

的說明就更為重要。本研究的信實度主要透過下列方式提升可信度：包括以錄音

確保紀錄的正確性、以多元的資料蒐集方式（觀察、訪談、文件資料）來做檢定、

觀察或訪談後做註記及省思的整理，並與指導教授討論用以檢視研究者的主觀性。

研究者也會定期與研究對象分享觀察、訪談的心得或疑惑，並聽取受訪者的意見

接受建議與修改。 

  研究者在資料蒐集與編碼的過程中，會同時進行不同資料的對照例如：（一）

前所述文件資料與回憶觀察內容、撰寫記錄時的輔助。（二）在訪談過程中出現

教師的描述與文件資料矛盾時，即時當面確認，舉例來說，T1 曾在訪談中表示：

「有些（訪談問題）都二十幾年前的事啦，真的有點搞不清楚，實在太久了」（訪

談/T1，131007）。當訪談內容涉及的時間越久遠，就越需要文件資料輔助。（三）

當教師談論同一件議題兩人說法不一時，研究者除了再次向兩位老師確認，也會

找機會訪問有參與其中的第三位老師，若是研究者有參與其中也會參考觀察記錄，

考量到有時候活動中情況混亂，因此需要多方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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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倫理守則 

本研究的進行會以研究對象之權益為最優先考量，考量之重點如下： 

壹、 研究進行前會向邀請對象說明研究目的、過程，並告知研究對象有自由選   

擇是否加入的權利，內容可參閱附錄一之研究邀請說明書。 

貳、 研究過程中尊重研究對象的參與意願，盡量配合研究對象的觀察時間，同   

時讓研究對象瞭解隨時有權力要求退出。 

參、 研究中若使用錄音/影器材必事先徵求研究對象同意，錄音/影檔案僅供研究

使用，談話內容僅有研究者本人知曉，且僅用於研究中，絕不公開播放或外

流。 

肆、 對研究個案的基本資料保密，發表的資料以匿名進行，保護研究對象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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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甲園的組織文化 

第一節、Ｃ園長之前的甲園 

  甲園於民國八十五年正式立案後曾歷經一位正式園長（以下用A園長稱之）、

一位代理園長（B 園長）的管理，接著才由現任園長（Ｃ園長）接手。研究者透

過訪談兩位未立案前就在甲園工作，經歷 A、B 園長任期的元老教師、以及在 B

園長上任後不久後進來的 T6，來瞭解Ｃ園長到園之前的情況。以下呈現三位老

師對於當年 A、B 園長的領導風格及甲園的印象10。 

壹、A 園長的領導風格 

  A 園長的決策風格是直接下達命令的方式，未跟老師討論就決定課程模式；

跟老師的溝通多是透過主任間接溝通，甚至單以主任片面之詞沒有加以證實，就

透過全園廣播指出某位老師的錯誤。後來 A 園長因在採購、學費上相繼出問題

而被學校解聘11，於是暫由當時園內某位老師擔任代理園長（B 園長）。 

  A 園長當時來到甲園，未跟老師討論即自行決定課程模式，加上不提供足夠

的教學資源給老師，讓老師感到教學受限；另一方面，A 園長跟老師溝通多透過

主任，間接溝通的方式因而造成許多誤會，種種因素讓老師無法服從 A 園長的

領導，以下依序呈現 A 園長的領導風格及其所造成問題。 

一、直接下達命令 

  A園長一來，未經過跟老師的討論，就自行決定課程模式，對於老師又只給

予批評與要求，而不具體說出希望老師改善的方法，這樣的領導風格讓老師感受

不佳，而沒有向心力。T2回憶那時的感受：  

正式立案之後，這個（Ａ）園長就是從外面帶了一、兩位他覺得屬於他的人，

                                                      
10

 由於 A、B 園長任職已是二十年前的事，當時共同經歷的老師如今還留在甲園僅有 T1、T2 與 T3，也因

年代久遠而沒有留下相關資料供參考，故僅能透過 T1、T2 的回憶來呈現 A、B 園長在位期間的情況。 
11

 關於Ａ園長在採購及學費上的問題，兩位受訪老師都簡單帶過，似乎不想多談，研究者因而未再追問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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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這個場域。當時也許他進來有些壓力吧，所以他也急著把這邊趕快經營

成她想要的。所以這個過程裡面，他身邊的主任、跟這裡的老師的理念上，還

有語言上有一些衝突這樣，所以那段時間其實大家內心裡面都蠻不愉快的。因

為發現說這個園長只會要求、然後只會批評，就是批評。然後提出的一些教學

理念，他當時是講：大學習區，他當時沒有用跟老師做很適當的溝通之後，而

是直接命令下達的方式。（訪談/T2，131018） 

 

二、不予求證，當面指責 

  A園長跟老師的溝通多是透過主任間接溝通，常常在未經查證前，就聽信園

主任單方面說法，公開地指責某位老師的不是。T2對於園長這樣的做法很不平，

就有一次正面的衝突： 

有一次那個園長就是針對，哪個老師照顧小朋友的收拾做得很不落實，然後他

就用廣播指責老師說：「請你聽園長還有主任的意見，不要再一意孤行。」。當

時我剛請完產假回來，其實一開始就有聽到很多舊的老師說這個園長如何、如

何，就在這個情境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那麼衝動。我就發現不對啊，

園長你這樣廣播，但我們教室裡面的實際做法並沒有如你想的這樣。而且你只

有指責、沒有親自來看，可能是他身邊的主任轉達的，可是你沒有證實就直接

這樣就指責，根本就是一種誤解阿。然後我就直接跑到辦公室當面的告訴他說：

「你不應該一直都是只坐在這個辦公桌，你應該要進入到班級裡面，你講得並

不是我們做的，我們的做法並不像你講得這樣。」就很正面的衝突。（訪談/T2，

131018） 

  在那次事件後，Ａ園長的做法有些微改變，不再只是指責，這使T2覺得似乎

要透過這麼激烈的方式，才能跟園長進行溝通。 

 

三、間接溝通，沒有直接接觸 

  Ａ園長跟老師的溝通大多經由她帶來的主任作為中介者，但主任與老師常有

衝突，間接溝通模式使得Ａ園長看不見老師跟主任的衝突，T2認為因此他們的理

念無法傳遞、執行：  

這園長是一個問題，可是她旁邊的一個主任，其實在跟老師溝通上就是都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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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可能園長沒有看到，因為他的想法都由主任來執行，真正會跟老師面對面

溝通是這個主任。這個過程裡面有很多的衝突，園長都看不到。這個園長好像

只待了十個月吧，然後這十個月裡面都沒有因為時間的關係，老師跟這個主任

之間的理念都沒有…。後來這個園長是因為那個學費的問題，然後學校就把它

解聘這樣。（訪談/T2，131018） 

 

四、不提供足夠的教學資源 

  元老之一的 T1 提到，Ａ園長在教材上的提供無法滿足老師教學上的需求，

老師在教學上因此受限，連帶影響孩子的學習。 

那個園長在辦學的理念這一塊有一些問題。那時候其實他們兩個（Ａ園長及主

任）在規劃的時候，以教學這一塊來講，老師在使用的教具教材他比較會限制。

像色紙一人只能用一張，他不會像Ｃ園長那樣子，就是需要的東西你只要申請

什麼都OK，可是他沒有。你說一人一張，那孩子剪壞就沒了。老師你想要的

東西沒辦法能夠很快得到，而且你就沒辦法在教學上面能給孩子一些刺激。 

（訪談/T1，131007） 

 

貳、B 園長的領導風格 

  A 園長被解聘後，就暫由園內某位老師擔任代理園長（B 園長）。不過 B 園

長由於缺乏領導經驗，造成整個組織缺乏架構、搖搖欲墜。老師對當時甲園的印

象就是不安定、動盪的氛圍，這個組織對他們失去吸引力，所以紛紛為未來職涯

另作打算，B 園長也在接任代理園長的同年離職。以下透過兩位老師的回憶呈現

B 園長的領導風格以及老師的感受。 

一、沒有架構搖搖欲墜的氛圍 

  B 園長從老師升為園長，缺乏管理經驗，無法帶領老師，導致組織鬆散、沒

有架構。據 T6 的印象，當時幼兒園的氣氛看起來悠閒，但其實是因為大家不知

道自己該做甚麼。她說： 

氛圍就是荒涼、不安的。因為代理園長他沒有經驗，他是老師升上來臨時替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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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會發現他也是一般老師，所以本身沒什麼管理能力。那他說什麼我們當

然就配合，但你會發現她沒有那個power、沒有那個統整性。所以感覺上就是

搖搖欲墜，會覺得很危險，感覺上好像沒有架構、沒有組織。然後大家很自由，

就到處走動。衣服感覺上也是，穿的就是還好，你會看起來是很悠閒，大家好

像都走來走去（閩南語），那種感覺是好像沒有一個主管可以去帶領你。（訪談

/T6，131021） 

 

二、沒有凝聚力 

這個缺乏組織、搖搖欲墜的氛圍，讓教師有不穩定的感覺，又看不見願景，

對於老師們開始沒有吸引力，於是大家興起離去的念頭。T1 回憶到： 

Ｃ園長還沒來之前有從幼稚園裡面找一位臨時的園長代理，那時候真的是蠻亂

的，因為沒有一個頭，那老師和老師之間心也很慌。最主要有一點是不知道未

來這個幼稚園會怎樣，所以我們有很多老師要去報考公幼（哈哈大笑）。那時

候我們的老師有就是T6也來了、T2、T3、還有我、T4、T5，那時候大家其實

就是不安，幾乎每一個老師都有去報考。大家都想著這邊真的是太可怕了、完

全都不穩，你說薪資方面、年資方面都沒有一個…最主要是在教學方面，也看

不到我們未來要的那種景象都沒有。（訪談/T1，131007） 

  在受訪的三位老師的印象中，Ａ、Ｂ園長領導的那段期間是一個混亂、不穩

定的時期。兩位園長的任期加起來大約一年半；在Ａ、Ｂ園長在任及Ｃ園長接管

初期的那兩年間人事變動很大，共有 2 位職員、8 位老師異動。當時說甲園不穩

定、沒有願景的老師，在現任Ｃ園長的領導之下，認為現在的甲園對他們來說是

一個富有吸引力的工作環境。當時為求穩定而報考公幼的 T6 回看那段過往，已

有不同的想法： 

那時候（Ｂ園長領導時期）你會覺得考上公幼很穩定。是到後來現在反過來看

才發現，如果現在我在公幼，有一個薪水，然後我不能成長，有點像為工作而

工作，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現在來看，我也不會想要這份工作。 

（研究者繼續追問老師為什麼想一直留在甲園工作）我覺得是成長，它讓我成

長。所謂的成長是心靈的成長，不是你到每個學校都可以、也不是你走了一輩

子就可以讓你有所成長、也不是你到了每個地方就可以成長。是你要看這個文

化還有這個氛圍，還有看帶領者。在這裡就是一個比較穩定，然後穩定當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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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夠停滯。那Ｃ園長的敏感度他會知道，已經停滯了要用什麼方法帶大家，

還是說大家一起沉淪，他那個power會出來，他會領導大家往前走。（訪談/T6，

131021） 

  在 T6 的言談中似乎隱約說明Ｃ園長的領導角色引領教師進步，究竟在Ｃ園

長接管甲園這段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他是如何帶領老師才營造出今日的甲園—那

個老師共同成長、願意留下（2001 年後再沒老師流動），也讓研究者在第一次參

訪時留下深刻印象—有著公園一樣的自然生態環境、散發悠閒的園所氛圍、一群

充滿自信與外來參訪者進行個別小組討論的老師？12
 

  

                                                      
12

 在分析龐雜的資料後，研究者考量到要如何將Ｃ園長與諸位教師的訪談資料、及研究者觀察記錄交織

呈現，同時便於讀者閱讀、理解，故決定以Ｃ園長為故事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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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Ｃ園長的栽培 

  Ｃ園長在進到甲園前對於園內的實際情況並不瞭解，另一方面受到 A、Ｂ園

長領導的老師們在尚未熟悉Ｃ園長前並無法輕易信服Ｃ園長的領導。Ｃ園長在這

樣的情況下接管甲園，她究竟用了甚麼策略，能使老師們後來這麼信服她呢？本

小節資料主要來自訪談資料與觀察記錄，首先描述Ｃ園長用真誠的態度、主動照

顧老師的舉動，打破她剛接手時老師彼此觀望的局面，接著她看見老師專業能力

不足的問題於是著手培養老師的能力：教學能力、口語表達與臨場反應能力、敏

感度。經過時間的醞釀，老師的工夫與日俱增，Ｃ園長漸漸授權、放手給每位老

師輪流擔任領導角色。 

壹、建立信任關係 

一、Ｃ園長剛到甲園的觀感－什麼都不足 

  對於剛來到甲園的情況時，Ｃ園長因為年代久遠而難以回憶。研究者試著再

問當時所遇到的困難，他只說：「其實還好耶，沒甚麼太大的…，比較有印象的大概

是那時候來看到，就覺得老師的能力不足、很不足這樣！」（訪談，Ｃ園長/131120）  

  因年代久遠故Ｃ園長建議閱讀蘇慧貞（2002）13的研究，也許有助於研究者

瞭解她初到甲園的情形。研究者引述蘇慧貞（2002）描述Ｃ園長對於當時狀況的

觀感： 

在接管前對於甲園的實際情況其實並不瞭解，只知道當時需要一位專業人士來

管理。剛來時看到環境不太能接受，設備也都不足。老師的八張桌子就擠在家

長接送區，旁邊擺很多鐵櫃，鐵櫃圔滿資料一打開就滑下來，電腦也只有一台

是大學部不要的。（引自蘇慧貞，2002）。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今日甲園環境已與Ｃ園長初來乍到時大有不同。如今教

師的個人座位已移到各班教室，家長接送區擺的桌椅則是用來讓孩子等待家長接

送、或者家長跟老師談話的空間。此外旁邊擺放咖啡機、各類花草茶葉供沖泡、

                                                      
13

蘇慧貞（2002）。幼兒園園長領導之個案研究。探討Ｃ園長接手後如何領導、形塑甲園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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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也不時會有家長、老師跟大家分享的食物可自行取用，像是園長從果園摘回

來的柑橘、某位家長自製的洛神花…等。 

  家長接送區和一旁的辦公室有走道相連通，園長的座位在辦公室的最裡面，

外側放置兩張長桌，長桌沒有個人固定的座位，研究者有時候會看見教師帶著個

人筆電在此使用或討論，同時這也是研究者每次入園擺放物品的位置。這間辦公

室有一扇大窗戶（窗戶寬度超過成人手臂張開的距離，長度則有成人腰部到頭頂

以上），面向外部即正對著園區用來進行戶外活動的操場，這扇窗戶平時都一直

打開著，研究者時常看見園長站在窗前從辦公室內向外頭的家長打招呼、或是和

孩子互動。老師的個人座位在各班教室，電腦的部分除了園長座位外，各班都有

兩台桌上型電腦供老師使用。此外甲園還為每位成員添購一臺個人專屬的筆記型

電腦，研究者常看見老師在園內抱著筆電一邊使用一邊討論，地點可能是教室、

辦公室、大活動室等，筆電的購置讓老師在工作上更加方便，除了不受限於單一

空間使用而便於不同教師進行小組討論外、在對外報告時能直接與投影機連結使

用、有需要時更能將所有資料帶回家。 

 

二、老師對於Ｃ園長來到甲園的想法－不信任的觀望 

  Ｃ園長剛到甲園時，由於老師們歷經Ａ、Ｂ園長任內的不穩定，剛開始對於

Ｃ園長的言行先抱持觀望態度。 

T2回憶當時老師們的想法： 

在這個園長進來的時候，甲大學跟甲園之間還是有一個橋梁，這個橋梁就是秘

書室的呂小姐（化名）。呂小姐她其實不是一個學幼教的人，跟我們的互動中

就是有沒辦法溝通的事，譬如你的教學有什麼需求等等，在她這裡大概沒辦法

完全被支持。Ｃ園長來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個舊有的團體嘛，所以這位呂小姐對

我們的評價其實沒這麼正面，所以當初Ｃ園長來的時候，我們有進入一小段的

觀望期。因為之前是一位A園長嘛，…因為我們有經歷過了，園長她說是這樣，

只不過她未必能做到像她說的一樣。所以我們心裡是有畏怕，一開始還沒有情



 

64 

感我們在觀望，園長也在觀望我們，所以就彼此存在就是有些不信任這樣。（訪

談/T2，131018） 

 

三、透過真誠和貼心的照顧建立信任關係 

  不過，這段彼此觀望的時期並未太長，老師就被Ｃ園長真誠和她主動照顧人

的心意所感動。真正讓老師信服園長領導的原因是，他用明確的語言讓老師知道

他對甲園願景、理念，也把可能遇到的困難先講清楚，當老師和園長達成共識後，

就能一起面對困難、實現理念。 

T2 如此描述那段過程： 

林校長（化名）把園長聘用過來時，其實有一段時間也都彼此你看我、我看你

的，也有這種歷程，但時間還蠻短的。你看這園長小小的，但她講話還蠻有說

服力，她會告訴你說：「你相信我，我是有心想要來這邊做一些事情。」 

一開始會一直告訴我們她覺得可以怎麼做，她會把一些願景跟我們講，然後我

們慢慢地也會印證到他跟我們說的話，有時候她說的沒有那麼多，做的反而更

多，其實我們有感受到這一塊。也是因為她一直很願意主動告訴我們她的想法、

理念，有時候可能要改變教學，有時候可能沒辦法閉門造車，所以我們要開始

怎麼去學習，像是假日也可能要來等等。像這些困難她都會很清楚地跟我們講，

那大家清楚了之後、有共識之後，就是一起面對，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是一起

去努力、去實現很多的事情，我們之間的情感也是這樣子地建立起來的。（訪

談/T2，131018） 

  園長對老師的照顧不僅侷限在工作職場，她連老師的家人都考慮進去。她知

道她的老師不只是一個老師，同時也是一個母親、一個妻子，當老師對於家庭無

後顧之憂時，才可能全心投入於工作。T2 回溯那段孩子年紀小又必須兼顧工作

的時光，蠟燭兩頭燒的生活因為Ｃ園長的體諒而緩解不少，她說： 

因為我自己，我現在小孩比較大，我有三個小孩。小孩很小的時候，你要兼顧

一份工作，那種時間跟體力上的拉鋸，其實需要在工作的場所能夠有主管願意

去看到跟體諒，我在這個部分真的有深深地感受到。就像我大的孩子從這邊離

開要進到小學的時候，當時還沒有所謂的安親班，你當媽媽心裡會有一些焦慮，

就是小孩半天課之後要找個安親班，不然下午半天他也沒地方去。當時我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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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講出來，但園長其實她是一個很細膩、善於觀察，是一個能看到別人需要

的園長。然後他就把當時現在小鹿班旁邊的小房間，把冷氣、桌椅都擺好，然

後就告訴我們，其實那個時候的階段，不只是我的小孩，還有其他老師的小孩

也上一二年級，他就說：「讓你們安心工作之外，半天班之後你就讓他回來，

就讓他進到那個冷氣也裝好等等，讓他在那邊安心地寫功課、你們也安心工作。」

其實當時我們就很感動，我們知道說，真的就看到園長真的是很用心。（訪談

/T2，131018） 

  Ｃ園長最看重的也是照顧老師這件事，她常常說：「我都常常跟人家講，我只

是找了一個最省、最方便、最快的路去走，我用甚麼方式是最快、最省的呢？我用造就

英才的方式，我把他們（老師）都當成人才在用、在訓練、在教。我在這個幼兒園經營

的話，其實有分優先次序，第一優先是老師，第二優先是小朋友，第三優先是家長。 … 

他們有任何的需求我都會滿足，為什麼？我只要把他們照顧好，他們就會把我的孩子照

顧好，就會把我的家長照顧好。」（觀察/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131107）。 

  原來Ｃ園長是一位將眼光放很遠的人，她先把老師照顧好，然後老師就能把

孩子、家長照顧好。對於園長照顧人這件事研究者也有親身體會，每次入園時只

要有好東西她一定主動分享，在一次的研究日誌中寫到： 

那天入園主要是訪談 T7，我們就坐在家接區訪談。Ｃ園長經過看到我，就跟

我分享她周末去果園玩帶回來很好吃的果凍，我起初客氣地拒絕她：「謝謝，

不好意思，不用了。」當時在一旁的 T7 看見就說：「你就收下來吧！我們園

長很喜歡跟人家分享，這是我們的文化。」當時我正跟 T7 訪談中，於是Ｃ園

長就裝了一袋果凍然放在桌上悄悄離開。（研究日誌/訪談 T7，131031） 

 

貳、培養老師的能力 

  Ｃ園長對於老師的付出並非不求回報，相對地，他要求老師得有所成長，但

他會依照每位老師的個別差異給予不同程度要求（他曾說這就像教育孩子的道理

一樣），給足老師時間、有耐心地等待老師進步。老師也都明白這個道理，正是

這種共同成長的氛圍吸引老師留下，T6 如此描述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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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於投資老師非常的慷慨，她就是好的東西都一定給你，最照顧的就是老師。

但是她照顧你一定要付出，你不付出的話，她相同的也會覺得太不合理，我為

你付出那麼多，說實在你必頇要成長。我覺得從這裡的學校讓我看到以前，我

才能夠跟以前做比較。如果沒有的話，還有去跟公幼比較，我有一個朋友，前

天我們碰到他說他要退休了，就是說我在這裡我不想退休，我想要工作，因為

我覺得工作帶給我快樂，最重要是帶給我成長。（訪談/T6，131021） 

  研究者在整理資料後發現，Ｃ園長是有用心地在經營甲園：因為她看見老師

的能不足，所以先著手訓練老師，培養她們的能力。研究者將Ｃ園長所培養的這

些能力歸納出三個大方向：教學能力、口語表達與臨場反應（彈性）、敏感度，

而他用來培養這三種能力的方式並不相同，整理於表 4-2-1，並逐一介紹。 

  表4-2-1  

    Ｃ園長培養老師之能力與運用方式對照表 

能 

力 
教學能力 口語表達與臨場反應 敏感度 

運 

用 

方 

式 

合班 

研習進修 

共讀、討論 

參訪、討論 

提供練習機會 

活動後檢討 

閱讀 

生活體驗 

討論觀察個案 

一、教學能力 

  Ｃ園長首先讓老師合班，這個做法是為了方便老師日後能輪流去參加研習活

動，接著她安排園、內外的進修課程。同時她帶著老師參訪幼兒園，也接受外來

團體的參訪，透過跟許多不同團體的人（幼兒園園長、大學教授等）對話與交流，

並且和老師組成讀書會，大量閱讀、討論，多管齊下培養老師的教學能力。 

（一）合班－給老師機會研習進修 

  Ｃ園長剛到園即調整班級型態，將「原本的小班制、一個老師帶 15 個孩子，

改為合班制、兩個老師帶 30 個孩子。」（訪談/T6，131021）園長當時讓老師合

班的出發點是想，方便以後老師有機會輪流到外面參加研習活動（蘇慧貞，



 

67 

2002）。 

  但是，剛開始時，合班對於老師可說是一大挑戰，從原本的單打獨鬥，轉變

成兩人合作帶班，發生摩擦與衝突在所難免。所幸甲園流動率低（自從 2001 年

T8 進來後就再沒有變動），搭班老師的合作人選不出那幾位，所以即便曾經發生

衝突也都有下一次合班的修補機會。 

合班也是花了十幾年，因為我們是好在沒有流動率，自 T8 來之後，我們學校

的老師就沒有流動了。沒有流動的好處就在於說，因為我們一定要互相合班，

那在合班上面一定就是要互相去、彼此要知道自己的底線、還有對方的底線在

哪，再來就是要很了解對方，所以在合班上對我們來講會有幫助，我們不用每

一年都要適應新的老師。但是剛開始當然跟不同的老師在合班時，確實在初期

的時候會有一些矛盾、衝突，但是我們都有再修補的機會。例如今天我跟妳發

生了失誤，或者是說妳真的是覺得我做不好，然後我們真的是有在吵架，剛開

始我確實我們都有互相在吵架，因為畢竟像家人一樣，可是第二次再合作的時

候，我們是有彌補的機會。（訪談/T7，131031） 

  研究者在參與甲園接待參訪團體時，觀察到在問與答的對談時間14是四位老

師（每班一位代表）、園長、T9 參與： 

今日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來甲園參訪，人數約有 30 人。T6 是該活動的總籌，

她請該團體自行分成三組，由 T6、T9、以及一位學生的父親各自帶領小組進

行甲園的環境導覽，研究者所被分配到的工作是在三個小組之間來回走動拍

照。…最後一部分的 Q&A 時間在大活動室進行，大約 11:40 左右開始，出席

的老師有 T6（白鵝班）、T5（海獅班）、T7（白鷺班）、T2（黑熊班）、Ｃ園長、

T9；其他未出席的老師則在各自的班級照顧孩子。（觀察/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

131107）。 

  又一次研究者參與甲園接待乙大學幼教所參訪，也觀察到有上述相同的情形。

當天因參訪人數約十五人左右，故安排一位教師負責接待（T7），在環境介紹、

簡報時間之後，T7 安排參訪者到甲園的後院喝茶、進行Ｑ＆Ａ討論時間，在場

老師除了T7與Ｃ園長外，每班亦安排一位教師參與討論（觀察/乙大學幼教所參訪，

                                                      
14

 甲園接待團體的參訪流程通常是園所環境介紹、依參訪主題進行簡報、最後Ｑ＆Ａ對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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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02）。 

  接連幾次觀察到甲園在接待參訪團體做這樣的人力配置，讓研究者好奇為什

麼園方有這樣的安排？為什麼這些老師能在上課時間離開自己的班級？私底下

問 T4 後她如此回應： 

因為我們（指搭班老師）彼此都能 cover，而且也常會有實習老師，特別是下

學期的時候孩子都比較進入狀況，…。那也是看事情，因為像這種參訪的我們

通常會覺得能學到比較多，所以如果可以就會盡量去。（非正式訪談/T4，

131202）。 

 

（二）研習、進修活動 

  園長也會幫老師安排許多研習、進修的機會，在訪談T5時，她提到近期參加

的研習活動： 

上次曾經我們有四個老師到新竹去講品格教育，然後我們在甲園實行的品格教

育一些經驗跟他們作分享，那這個部分的話，講述、還有資料準備那部分園長

都會培養我們，那這是其中一項。（訪談/T5，131024） 

  Ｃ園長剛接手時發現老師有在教福祿貝爾恩物但教得並不好，同時老師也感

受到自己能力不足，於是園長找來當時國內專家林盛蕊教授幫老師上課。 

T5回溯早期園長為培養老師所安排的課程： 

那還有譬如說我們更早以前園長就有發現到說，像福祿貝爾恩物其實學校都有

這樣的教具，我們也在教，但是我們教得很不好，非常不好！園長就去找到林

盛蕊老師，就是臺灣第一把交椅，我們是他的關門弟子…那在以前就我來說，

以前（任職）的學校也有上過福祿貝爾恩物，但是那時候我都是站在一個協助

者的角色，另外一個老師在教我就看他教，我覺得他教得很好，可是當我自己

進到這個學校我要教的時候，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教，我覺得那個是有需求、應

該要再精進，所以園長在培養我們能力、幫我們設想其實還蠻多的。（訪談/T5，

131024） 

  現在對福祿貝爾恩物教學已然熟練的T5，回看當時剛進到甲園能力不足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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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對於自身教學能力的成長有很大感受。她認為教學能力的精進是相輔相成、

融會貫通的，雖然當時是學恩物教學，但其實有一些共通道理也能運用在其他教

學上。 

在這麼多年以來我們不斷地就是說也在教學當中，不斷學習然後精進，然後因

為有林盛蕊老師引導。所以我們現在教福祿貝爾恩物的時候其實就是很熟練，

這也是一個能力，當這些教學的能力不斷的在培養，他不是只有在福祿貝爾恩

物這邊可以通，其實會相輔相成到譬如說我們方案的教學或是其他的…。（訪

談/T5，131024） 

 

（三）共讀、討論 

  園長本身很看重閱讀，他認為共同閱讀也是培養老師的方式。T7 剛來到甲

園時正值園長要提升老師教學能力的時期，她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剛來時大家已有

共識決心要提升教學能力，其中一個策略是共讀方案相關書籍，她說：「當時我

來的時候，她們已經在讀《與孩子共舞》那本書，那我來以後他們就給我這本書

說要讀，我就說好！那時候他們已經決定要提升自己的教學。我就想說好啊，反

正方案在學校我有讀過但是我其實不熟，所以就跟著他們一起共讀然後學習，然

後看怎樣讓自己的教學能力提升。」（訪談/T7，131031）。 

  共讀的好處是大家在讀完指定書籍後能彼此分享心得、進行對話，而增進閱

讀的深度與廣度，共讀書目不侷限於幼教專業領域，購書經費由學校負擔，以下

是T5描述剛開始共讀的情況： 

我們通常共讀一本書，就會先說好某些章節開始、要讀到哪個地方，然後讀完

之後大家一起來分享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書大部分都是大家共同決定，覺得說

哪本書其實很適合我們，然後還有一些教授推薦的書。共讀非常多本，不是只

有一本書，我們就只要開會的時間就會一次、一次都會提出來。（研究者接著

問開讀書會的頻率）沒有特別固定時間，但是我們通常都會有，譬如說這次開

會的時候就會提一下，就會又決定下一次的時間。（訪談/T5，131024） 

  當時共讀有定期召開讀書會，然而至今大家都已養成閱讀的習慣，因此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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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已演變成不同型態，大家會在會議（每周教學會議）中、或透過LINE等方式

分享最近看到的好讀物，T5說： 

現在不能說沒有讀書會，我們還是一直都在讀書。當我們發現這本書好的時候，

就會一起都買這本書然後大家一起讀。其實書就是要讀，然後要流通才能夠達

到他的意義，那沒有讀書會我們還是會分享，有時候就在 LINE 裡面、有時候

在教學會議，大家也會分享說：「我最近看到了什麼書，我覺得怎樣，值得大

家一起看這樣子。」（研究者追問最近共讀的書）最近有一本《小小探索家》，

林育瑋老師翻譯的，像我們之前也會跟她請益，去參加她的一些研習，也邀請

他來這邊教我們。那時候因為我身體不舒服就去買了《坐骨神經痛》，除了這

本外還有三本，像是在特教方面我是蠻喜歡涉略的，所以還買了自閉症的書還

有過動兒的書，這些書我也是都會分享、跟大家一起共讀。後來我們發現這幾

本書都很棒，所以學校又買了很多跟自閉症相關的書，然後就大家一起輪流看。

（訪談/T5，131024）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最初由Ｃ園長帶動的閱讀與分享似乎已融入教師的日常

生活中－研究者在入園期間發現，教師有時候在不經意聊天中就會與我分享閱讀。

舉例來說，研究者初次聽到「雁行」感到很陌生，T6 當下的反應馬上就是分享

資源：「你去 youtube 關鍵字搜尋雁行理論，就會出現一段兩分鐘短短的影片介紹雁行

是甚麼。還有一部電影是《返家十萬里》，裡面你可以看到雁子學飛、雁群是怎麼飛這

樣，我們學校就有這部。」（觀察/130509） 

 

（四）參訪、對談 

  參訪有兩種形式，一為園長帶老師出去參訪其他園所；一為接待進來參訪甲

園的團體。外出參訪或接待團體是交流的好機會，能跟幼教業界的老師、或學界

的專家進行對談，除了可取他人之長處外，也能把握機會解答疑惑。像是Ｃ園長

接管初期，正面臨教學模式轉型，於是就配合當時共讀的書去參訪佳美幼兒園。

另一方面，接待外來參訪團體的機會也不少，研究者在蒐集資料期間每月至少一

團，有時候甚至一周兩團，其中國、內外團體皆有。對於老師來說，與不同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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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對於老師在教學上的成長助益較大，尤其是當有機會跟學界的教授對談。 

T7 談到那段剛開始教學提升的過往： 

當時我們有一直開會，然後共讀很多方案的書，然後又去參觀其他的幼稚園，

然後有教授來參觀我們也去請教他。像園長有帶我們，就是看了《與孩子共舞》

那本書，我們去參觀佳美，然後當場就跟佳美的園長座談起來。但是真正的樣

子（指方案教學）還是靠可能是一些教授、或靠我們去參觀，然後去跟他們對

談，還有一些參觀的教授來給我的意見。然後最主要是自己再去看書，一直看

看看，然後對方案的東西比較了解之後，一直做改進、改變，然後到現在才完

全…比較有點模式，真的那個教學模式可以稱為方案。（訪談/T7，131031） 

 

二、口語表達與臨場反應 

  Ｃ園長認為口語表達能力與臨場反應要靠著經驗累積，因此她提供許多機會

讓老師練習，像是讓老師輪流主持教學會議、籌備活動、擔任活動主持人…等，

並且在活動結束後開檢討會分享經驗、彼此回饋。 

（一）提供許多練習機會 

  園長培養老師的能力並非只有教學相關的部分，她希望每位老師都可以經由

練習而能獨當一面，有流暢的口語表達能力與隨機應變的彈性。她運用的策略是

提供許多練習機會，像是輪流主持教學會議、家長會等活動、接待外來參訪團體、

帶老師外出演講…等。T1 提到在Ｃ園長來甲園前，家長會都是園長主持，後來

Ｃ園長接管一段時間後，開始讓老師輪流主持。T1 這樣說： 

本來家長會都是園長（主持），後來開始讓老師輪流主持，可是她不是一次全

部給你（主持），她一點、一點放，剛開始可能她一小時我們一小時，然後再

來就都老師。現在沒以前那麼怕（主持），剛開始還是會抖啦，但是話匣子打

開講下去就不怕了。我們現在都笑說園長做打雜的，顧門口。（訪談/T1，131007） 

  雖然 T1 開玩笑說園長是打雜、顧門口，不過在研究者幾次觀察中（接待參

訪團、家長會活動等）確實都看見活動全程幾乎由老師一手包辦，園長出聲提醒

老師的次數很少，通常只有在 Q&A 時間露面，其餘的話園長會留待事後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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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跟老師進行討論。以下節錄自研究者參與由海獅班、白鵝班聯合舉辦的家長會

觀察記錄： 

因為海獅班與白鵝班的家長提早到齊，原定 18：00 的家長會提早至 17：45

開始，地點是在大活動室。活動主持人是海獅班與白鵝班的四位老師（T6、

T3、T5、T8），她們打扮成學生的風格，穿著襯衫制與百褶裙、頭戴黃色的圓

型學生帽、側背著綠色學生書包（在活動正式開始前有許多家長要與「學生造

型」的老師合照）。T3、T8 扮演炒熱氣氛的開場角色，現場的家長看到特殊裝

扮的老師大多笑出聲，研究者感受到現場氣氛的歡樂…接著主持棒交到 T5 手

上，她先播放一段影片，內容透過訪談孩子讓家長瞭解學校生活的一面…接著

T6 讓家長分成小組，安排家長合作、討論進行骨牌遊戲，增進家長之間的互

動… 

活動結束之後由海獅班與白鵝班的老師各自將家長帶回班級上進行討論。 

在大活動室進行活動的期間，白鷺班與黑熊班的四位老師在其他教室擔任安親

的角色，照顧海獅班與白鵝班的小朋友（因為待家長會告一段落後，將安排家

長、學生、與老師共食的活動做結）。 

我注意到Ｃ園長全程參與活動，不過在活動中僅有約 2-3 分鐘的發言致詞，其

餘時間大多跟家長一起坐在大活動室的觀眾席。雖然Ｃ園長坐在觀眾席中但仍

然隨時注意周遭情況，當 T5 播放影片聲音太小聽不見時，我發現園長馬上抬

頭看向老師，確認有老師馬上去拿喇叭來接上才又移開視線。（觀察/家長會，

131004） 

  此外，Ｃ園長曾經特別提到，因為外界演講通常都只邀請園長，因此她會特

別帶老師出去演講，一來給老師機會練習，二來其實是讓外界知道－只要加以訓

練，老師也有主持、領導的潛力。Ｃ園長強調她帶老師刻意將老師打造成主角背

後有其用意： 

上學期我跟 T6 有受邀去乙大學幼教所演講，其實那一場是我刻意帶 T6 曝光，

為什麼？我背後的原因我也跟 T6 講，跟其他老師講。是因為怎麼都不會邀請

到老師，就是只會邀請我而已，外面其實都這樣，就是那種思維很特別。所以

那一天其實主場不是我，最主要是 T6。包括簡報你注意看我故意做得非常的

簡單，其實都是要突顯 T6 的能力，那個真的我有背後的想法。（訪談/Ｃ園長，

131120）  

  Ｃ園長在訪談中所提及的這場演講研究者亦有到場，節錄當時所撰寫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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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如下： 

甲園受邀演講的題目為「如何經營優質幼兒園」，場地是在乙大學的階梯會議

室，場地配置如下圖 4-2-1。演講開始前 T6 正在檢查簡報內容，Ｃ園長在座位

上瀏覽資料。演講在 14：10 開始，主持人首先介紹今日的講題與講者，接著

Ｃ園長講了約 15 分鐘左右的引言，其中一段她提到：「其實這個問題（幼兒園

經營）我在外面被問過好多遍了，我都告訴別人我走的是捷徑，就是照顧好我

的老師，她們就會幫我照顧好孩子跟家長啦！所以我對我的老師超級好，不信

妳問她（此時Ｃ園長指著 T6，T6 笑著點點頭回應）。」 

Ｃ園長講完後由 T6 開始進行約 50 分鐘的簡報時間，簡報內容有介紹甲園的

課程、教學目標與特色、甲園團隊精神－雁行文化…。最後時間是講者與聽眾

的交流時間，聽眾所提出的問題如果是與簡報相關的部分，幾乎都由 T6 回答，

有些問題Ｃ園長會再進一步補充；也有些是針對Ｃ園長的提問，像是如何培養

老師…（觀察/甲園對外演講，130529） 

 

圖4-2-1 演講場地配置圖 

 

（二）活動會後檢討、經驗共享 

  在每次的活動後會開會檢討，針對有問題的地方討論、分享經驗。對於可以

再改進的地方，園長跟老師們都能不吝指教，說出很真實的回饋，有時候回饋的

內容會直指老師的缺點，不過因為大家都有「要變得更好」的共識，所以能夠接

受真誠的批評。 

  Ｃ園長舉最近一次的檢討會（T4主帶外來參訪團）為例，在那次檢討會中，

同事彼此分享經驗、給予回饋，而Ｃ園長也針對較少發言的老師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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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昨天晚上就有針對那個昨天早上有一團的參觀是 T4 帶的，然後他們在

每次活動辦完就會檢討、就在分享。像 T3 就有進去看，然後在最後問與答的

時候，我們會就是說回答（參訪者的）問題會丟給其他同事，丟給 T3 的時候

他說有一點腦子空白，然後不知道怎麼辦就很緊張。T3 回去跟 T6 講，T6 也

很真實的回饋就是說：『T3 那你這樣要多練習喔！因為這問與答這個實在太簡

單連想都不用想，同事丟給你竟然還會這樣你真的要多練習喔。』 

T3自己也知道他這一方面真的比較不夠，這當中我們聽到T6講了以後，就大

家一直給T3很正面的回應跟鼓勵。那昨天我也是回饋就是說，像每一次開會

的時候T3跟T1確實都發表的比較少：『妳們以後要要求自己，就是說任何的議

題在討論的時候要勇於說，因為你常常就覺得聽別人講就習慣了，你就常常不

動頭腦去想，動頭腦去想你也懶的講，其實人的能力的增進是需要練習，就是

說你那個能力要說話的那個能力是需要靠練習的。』（訪談/Ｃ園長，131120） 

  研究者曾經參與活動後的檢討會，第一次參加時我對園長跟老師們的「直言」

印象深刻，要說出活動籌備、或執行的優點、值得學習之處很容易，但是要指出

沒做好、要改善的地方就不太容易了。例如研究者觀察到Ｃ園長在家長會的檢討

會上，提出T5在訪談小孩的影片：「訪談的問題太封閉、太限制了，應該要再更開放。」

（觀察/家長會檢討會議，131004）。對此我曾問T1難道被當面指出缺點不會很難過

嗎？要給夥伴建議時會不會擔心影響彼此關係？T1坦承被當面批評而感到難堪

是一定的，但是她一直強調大家都明白批評是秉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大家

共同的出發點就是「讓事情更圓滿」，因此一再溝通很重要。T1如此回應我： 

像我們開會有時候就是針對某一件事情、尤其在辦活動這塊，因為我們每項都

有負責的老師、都會把人列出來，哪部分的負責人就先把擬定的計劃給大家、

然後大家來討論：為什麼你會這樣子做設計。老師有看到問題直接就提出來，

有的老師會覺得說你怎麼那麼直接，我們是真的對事不對人，因為要為了這個

事情能夠圓滿的完成，所以我們會很具體講說怎樣不好，而且不會手軟嘴巴也

不會，有時候甚至蠻批判的。當然當下的人聽了會不舒服，人就是愛面子你知

道，可是你心裡想，當下真的是很難堪可以想像，但是為了事情更好，如果不

高興也沒辦法，就是要這樣（哈哈大笑）。事後我們也會去跟她講說我們為什

麼要這樣的想法，彼此之間就是再溝通、經過不斷的討論再討論，所以我們有

時候真的（討論）很激烈…（訪談/T1，1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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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敏感度 

  敏感度的提升相當重要，在各方面都能體現其重要性：在教學上察覺孩子的

反應，而能適度調整課程內容；在親師互動中看見家長的需求、困難，主動提供

幫助；在同事關係上能敏覺對方的感受，有摩擦時及時道歉、修補關係。 

  T6 聊到他在來到甲園之前的工作經驗，因為欠缺敏感度以致家長反應問題

卻未能及時察覺的嚴重性，對比現在Ｃ園長的領導，他體認到敏感度的重要性： 

之前的那間（T6 進來甲園前的職場）面臨轉型時沒做好，所以人數越來越少

就銳減，但是都找不出辦法。又因為老師都在學校裡面，很少出去跟外面接觸，

就像冷水煮青蛙，你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是怎樣。以前那個學校比較保守，在半

山腰的，所以也很少會到外面去研習，所以幾乎都沒什刺激。你會覺得家長反

應很熱沒有冷氣，那時候我們的反應就是說沒關係，沒有冷氣有電風扇；那沒

有窗簾也想說沒關係，孩子只是休息一下，就是去合理化。可是很可怕，那家

長他一次反應這樣、二次反應這樣，家長可能這學期讀完他就選擇不讀了，當

時不讀老師也沒有察覺說，就敏感度都完全沒有，也沒有去思考說孩子不讀了

是不是發生問題，我這樣人數不夠的話我怎麼辦。 

但是這裡的園長（指Ｃ園長）不是，她在3、4年後的事情現在就已經看到了，

像那時候少子化，其實在很多年以前她就跟我們講過少子化一定會要注意，那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做才能避免少子化的影響。（訪談/T6，131021） 

  要提升敏感度並不容易，敏感度是一種涉及個人主觀感知的能力。究竟Ｃ園

長運用哪些策略來增加老師的敏感度呢？ 

（一）多多閱讀 

  Ｃ園長一直很看重閱讀，當時為提升教學能力的而定期召開讀書會，到今天

老師都培養閱讀的習慣。除了書本外，Ｃ園長認為閱讀的範圍涵蓋很廣，包括電

影、電視節目、藝文表演…等，透過廣泛的閱讀能提升各方面的知能，作為一位

老師必須不斷地自我充實（非正式訪談/Ｃ園長，130930）。園長肯定多方閱讀對

於老師的重要性，她從不吝於提供學習資源給老師，有好書、或影片都直接以學

校經費添購，然後跟老師分享。甲園的辦公室有一面高大的書櫃、辦公室的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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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釘上木條充當書架擺放各類書籍，像是教養相關的書、天下雜誌、康健雜誌、

商業周刊…等。閱讀之後進行的對話也很重要，園長會透過對話刺激老師的思考。

T6 談到她如何受惠於園長帶領大家閱讀： 

她（Ｃ園長）帶領我們就是打開很多的視野，例如DVD、好的影片、好的節

目。她直接就買DVD給你了，然後她的抽屜有很多DVD，有很多新的片子他

就買了，她對於投資老師非常的慷慨。她就會要我們去閱讀。而且她推廣閱讀，

她叫我們要多閱讀，你多閱讀才能夠提升，才能夠改變我們的命運。妳知道我

們不只有看幼教的書、商業的書、管理的書、衛生保健的還有各方面… 

那個敏感度也是要有經過萃煉，有經過提攜、還有經過教導，然後慢慢的泡泡

泡，那像是DVD的影片欣賞，我們現在有LINE，隨時看到什麼好的片，影片

的欣賞也是幫助我們去閱讀，從影片當中一定會有收穫，從影片當中你又看到

角色、看到自己、還有看到自己的工作，所以影片是個很重要的一個幫助。（訪

談/T6，131021） 

 

（二）增加生命經驗 

  老師表示園長會透過員工旅行帶著老師到各地（國、內外）增廣見聞、也到

各式餐廳品嘗美食，透過接觸不同的人、事、物來刺激老師的感官，累積多元的

生活經驗，T6 對於這十幾年來園長培養老師的敏感度多有體會： 

像來這邊一學期一次的旅遊，我們來10幾年大概就有...像這樣就有30次左右的

旅遊，很多地方我朋友就問我要不要去哪裡玩，我都說我去過了，很難得找到

你沒去過的。你去的話其實就是擴充你的生活體驗。然後一次兩次去很高級的

餐廳吃飯，例如101的隨意鳥餐廳一客要一兩千。從高檔的到去品嘗小吃、去

吃辦桌的都有，就是一個生活的體驗。你吃了很多或看了很多的時候，整個品

質就會提升、就會比較。就像我最近有個朋友要開餐廳，昨天他就請我去吃飯，

我一進去一看就跟他講說，這個地方哪裡哪裡好、不好，我說你這樣吃你都不

覺得這個怎麼樣...他就跟我說他不覺得有什麼，他就說我有看到一些他看不到

的地方這樣。那你看就是發現這個敏感度是有差的，因為你有經驗然後就會去

看、去比較…（訪談/T6，1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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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觀察到的個案 

  園長表示他會透過跟老師討論她所觀察到的個案情形（通常有可能是老師沒

看見的地方），用具體的語言描述看見的情況，透過這樣的對話刺激老師，老師

會去思考為什麼園長能觀察到、但自己卻忽略的原因。 

Ｃ園長如此描述： 

像他們都能感受到我觀察的那些事，為什麼?譬如說下課的時候我會去看沙坑，

剛好是白鵝班有幾個個案，有ㄧ些行為可能是在課室裡面看不到的，我就會跟

老師分享，老師也會講出來，我們開會討論個案的時候也會講出來，就是課室

裡面發生的，但是我們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所以我講我的東西的時候是有根

有據，那老師會更了解，也更知道說園長媽媽可以看到這樣。那當然除了是我

觀察小朋友之外，就其他老師的這個觀察上、互動上，我也會告訴他們。（訪

談/Ｃ園長，131120） 

  研究者有觀察到園長與老師有敏銳的覺察力。舉例來說，甲園於十一月份舉

辦的校慶活動要家長幫忙孩子創意裝扮，研究者碰巧有參與在校慶活動前的教學

會議，當天就老師的報告就有提到：「小涵的爸媽很忙，可能沒時間幫小涵弄服

裝的事，小潔媽媽手很巧也比較有空能幫忙。」園長也馬上回應：「各班老師要

注意班上狀況，如果有需要幫忙就趕快要找。」（觀察/教學會議，131112）。會後

研究者追問Ｃ園長此事，她說通常一發現家長有困難就一定趕快伸出援手，她進

一步說明： 

這種情況大部分老師或我們發現了，就會極力在過程當中伸出我們的援手，因

為我們都覺得不讓孩子失望，然後也不要讓家長為難。譬如說像那個放假，其

實我們老師也可以辦補假，像那個小學很多國中不是周末辦活動，禮拜一就補

假？我們以前也會，後來我們為什麼不要，因為真的體諒到一些家長是要上班

的，然後讓家長方便。我們也覺得很好的地方是，除了照顧那些少數有需求的

家長外，我們剛好來了也能利用時間做一些學校的事，像開會或是各班級裡面

要準備些什麼東西。就是說其實不只是辦活動，就會延伸到很多、很多、各種

需要。（訪談/Ｃ園長，1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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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放手給老師－輪流領導 

  Ｃ園長培養老師的能力有其用意，一來她要讓老師能互相幫忙，方便老師可

以去參加研習進修、有需要時能利用空檔休息或辦私事。舉例來說T5在學期初背

傷發作，因其復健時間是在每周二的午間，研究者觀察到T5利用午休時間暫離園

所去做復健，如果沒有搭班老師的體諒與配合斷然無法如此（觀察，131112）；

另一方面Ｃ園長還希望老師即使離開幼兒園，也具備某些能力而能找到工作，T6

這樣描述： 

在這裡（甲園）未來的幼教生涯或是個人的規劃大家是可以一起來經營的。包

括園長都告訴我們未來你不待在這裡，你將來都還是有很多路可以走，她要培

養我們這樣的能力，我今天沒有在幼教，我還可以做什麼相關性的活動、或是

開什麼樣的課程，或是我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增加收入的工作。園長她要培養

我們這樣的能力。（訪談/T6，131021） 

一、放手的步驟 

  園長放手給老師是有步驟的，第一步先示範做給老師看；第二步園長做大部

分的事，一小部分放手給老師；第三步大部分放給老師做，慢慢放手之後園長扮

演的是領航員角色，她會做全面的檢視、適時提供老師訊息。 

T1 如此描述這個放手歷程： 

就以那個辦活動來說，剛開始（最初Ｃ園長接手甲園時）園長自己就先規劃，

慢慢地就放一點，你負責哪一部分。負責哪一部份之後，她也會幫你負責：「誒！

你這一部分為什麼沒有做好。」再來她會教你，告訴你可以怎麼做。慢慢的一

點兩點三點，她就慢慢的，就是雖然都有合作啦，但她已經有慢慢的退出去了，

就是以老師們（為主），而且她不是只有一個老師。園長她在這邊有點像雁子

一樣，頭雁嘛她當然是頭雁，有沒有在最上面的，後來她就慢慢的退到下一步，

一個老師加一個老師當頭雁，另一個老師再來時，她就退到第二步，然後呢這

個人變成頭雁會遞補上來，再來這個人再變來頭雁，園長她就退到第三步了。

每個人都慢慢當領導者，之後她退出了。其實她一直在退的時候，她一直在檢

視，不但會提供一些訊息，怎樣教導你去帶領，她看得是整個面。（訪談/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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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07） 

  T1上述Ｃ園長放手幾個階段其實是一段漫長的過程，T1提到Ｃ園長剛到甲

園的第一年先與教師相互熟悉、建立信任關係，當中他也不斷地告訴老師他對於

甲園未來的願景有什麼想法、也坦白讓老師知道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難、大家會

一起經歷很辛苦的陣痛期…等等，先讓老師有心裡準備，也確定老師都有共識願

意一起改變。第二年園長就開始慢慢放手，像是教學會議不再是園長主持，而調

整為教師輪流主持（訪談/T1，131007）。 

  研究者在研究期間所觀察到的甲園，認為已經走過園長教一老師學一、園長

放小段再到大段給老師的部分，現今園長幾乎全程交給老師，從活動事前籌備、

到執行都由老師主導，在事後會議與老師討論缺失面與改善方法。 

 

二、放手的前提－可堪 

  Ｃ園長放手給老師去做是有前提的，除了前述先培養老師的能力外，還有就

是「可堪」－意思是有沒有辦法承受。「可堪」包括兩個精神，其一是園長會事

先評估，當老師沒有把事情做好時，會不會造成嚴重、無法彌補的後果？其二是

當實際執行時，老師真的犯下甚麼失誤，園長會共同承擔這份責任，不會讓老師

獨自扛起。T1在描述園長放手的過程時，就有特別提到：「你負責哪一部份之後，

園長也會幫你負責：『誒！你這一部分為什麼沒有做好。』」（訪談/T1，131007）。

因為有園長對於可堪的考量，讓老師願意放膽嘗試，有機會從錯誤中學習。 

  接手甲園的Ｃ園長同時從三方向培養老師的能力：分別是提升教學能力、口

語表達與臨場反應（彈性）、以及敏感度。Ｃ園長培養能力的目的為何？研究者

認為Ｃ園長就像雁行裡的頭雁，帶領所有的老師飛，而野雁為了避冬要南飛相當

長的距離，當最前方領導雁群的頭雁飛累時，原本飛在兩側的大雁會往前遞補，

讓原本的頭雁退下休息（參考圖4-2-2）。Ｃ園長先培養老師各方面能力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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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放手給老師練習的機會、造就現今老師們皆具備獨挑大樑的能力，Ｃ園長的

作法正符合雁行理論中的精神之一－輪流領導。 

 

 

  圖4-2-2 雁行輪流領導示意圖 

  

頭雁往後退、休息 

大雁向前遞補、領導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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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Ｃ園長和老師共同決策 

  雁群為什麼要排成人字陣行一起飛？原因是群飛比單飛更省力，當每一隻雁

拍打翅膀時所形成的浮力能促使身旁的雁立刻跟進，使得整個雁群抬升，增加至

少 71%的飛行距離，這正是雁行理論的精神之一－團體合作（張素娟，2012）。

回看Ｃ園長她又是用甚麼方式帶著老師們一起飛？  

壹、 與老師建立相同目標－課程轉型 

  讓我們乘坐時光機回到Ｃ園長接手甲園的第三年，那一年甲園的評鑑結果在

「環境設備」與「行政管理」兩項皆獲得績優，唯獨「教保活動」一項沒有。雖

然Ｃ園長剛來甲園時就已經用一些方法想提升老師的教學能力，不過這並非短時

間就能看見成效。因為評鑑沒通過的契機，於是甲園決心要提升教學能力，除了

沿用原有的方法－共讀、教師研習進修、安排參訪活動、不斷討論之外，在評鑑

後特別請了教授長期入園進行課程輔導。 

  當時甲園面臨課程轉型的問題，原先的課程模式為單元教學（Ａ、Ｂ園長期

間）、主題教學（Ｃ園長接手初期－教學評鑑未過），經過Ｃ園長和老師共同討論

之後，認為方案教學較為符合甲園的教學目標－培養孩子透過討論去解決問題的

能力；課程內容是由老師跟孩子共同演奏所譜出的樂曲。T1如此描述決定課程轉

型的那段歷程： 

現在的方案（教學）是Ｃ園長進來之後才慢慢開始，那時候甲園在教學方面有

單元、還有主題、還有角落，後來我們在進行的時候覺得什麼是比較屬於甲園

的？我們那時候也是經過討論，一直討論之後覺得好像方案比較屬於比較能夠

甲園的一些教學目標、教學方式這一塊，所以我們也是那時候才走方案。 

（研究者追問老師認為甲園的教學目標是甚麼）那時候我們在想，我們希望孩

子能夠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覺得方案這一塊符合，因為你要透過去思考、

你去解決問題，還有它整個步驟性也蠻清楚，就是你透過思考怎樣去做、還有

做中學這也都是。如果說像一般的單元老師都設定好好的，還有主題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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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分也是老師設定好。但是在做方案的時候你就跟孩子討論出來你怎麼去做，

就不是只有老師的想法、還有跟孩子的互動，就有師生互動這一塊。（訪談/T1，

131007） 

 

貳、 Ｃ園長和老師聆聽彼此聲音 

  當時面臨課程轉型的甲園，透過全員討論做出課程模式的決定，而非單是C 

園長個人意見，由此來看溝通在這個團隊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甲園強調溝通

的「公開、流通」，亦即確保應該獲知訊息的人有便捷的管道可取得；同時也強

調溝通的「即時性」，因此發展出許多促進溝通的設備：包括區域網路建置、雲

端硬碟、廣播系統、對講機、智慧型手機、ILNE軟體、FACEBOOK、E-MAIL

等。 

一、公開、流通的訊息 

  從甲園的環境中其實能觀察到一些線索，舉例來說，在家長接送區的牆上就

懸掛兩個大白板，一個白板是行事曆的作用，上面記載當月行事（例如校外教學、

說故事活動、接待參訪團體、教學會議…等）可隨時塗改；另一面白板用來張貼

各類文件（公告、活動計劃書、維修表單、購物清單…等）。在戶外活動區也有

一面大黑板，上面記著義工家長的工作分配（像是圖書抽換、器材維修、球類打

氣、植物澆水、親子作業抽換…等）；戶外活動區會張貼照片（背面貼有魔鬼氈

可重覆黏貼）表示今日開放的遊戲種類。由此看來甲園強調訊息的公開、流通，

全體成員（老師、家長、孩子）都能夠看見。 

  除此之外，甲園看重溝通的「即時性」，因此在有需求、經費也允許的前提

下會更新溝通設備，Ｃ園長強調她特別重視安全性、即時性的問題： 

我們都是誰有發現設備需要改善誰就會提出來，提出來可以用，然後學校一部

分有經費可以添購都會馬上做，那我的管理的原則是像學校的園區的遊樂器材

設備都會評估，若是說真正沒那個經費了，譬如說沒那個經費油漆，像活動室

那個屋頂上面有一區油漆剝落就讓它剝落，但是有安全性的問題即時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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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馬上做就一定要馬上做，時效性上來講我一直強調的是有任何的需要就

是馬上要做調整，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家長也會看到那園長還有老師的態度是馬

上有做改善。（訪談/Ｃ園長，131120） 

 

二、即時的溝通 

  究竟甲園使用哪些設備促進溝通的即時性？研究者觀察到的有區域網路、

雲端硬碟、廣播系統、對講機、智慧型手機、LINE 軟體、FACEBOOK、E-MAIL，

以下逐一介紹。 

（一）電腦添購、區網設置 

  Ｃ園長設置區域網路是因為有T7的建議，將時間退回到T7剛進甲園的那一

年，她回憶說當時來看到這邊的老師都用手寫，沒有用電腦記錄的習慣，她認為

如果把資料數位化，能使老師共享資料、便於流通，因此她提向Ｃ園長提出建議： 

剛進來甲園的時候，因為我本身之前是學新聞的，所以運用多媒體跟電腦的機

會比較多。所以來到這個幼稚園就發現他們的Ｅ化設備，沒有像我以前使用的

方便。就像我習慣用電腦打，很多事情都用電腦處理，但這邊的老師那時候比

較習慣手寫，也可能是因為當時還沒有習慣用電腦的方式。所以我來這邊以後

就有建議最好老師有一台電腦可以做事，把很多東西Ｅ化下來，彼此之間可以

共用自己的智慧，包括電腦圖書阿都把他Ｅ化，區域網路也去建置，然後幫助

彼此、老師設計的東西都可以共享，是比較方便。（訪談/T7，131031） 

 

（二）廣播系統、對講機 

  Ｃ園長添購數量足夠的對講機同樣來自老師的建議，老師認為雖然園區有廣

播系統，不過廣播只能單向溝通，在下課時間有些老師在教室外值班、有些老師

在教室內做事，用廣播系統聯絡還是不太方便。此外，研究者觀察到，除了每天

放學時間外，甲園在舉辦活動時也會用對講機隨時聯繫。 

Ｃ園長描述對講機的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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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下課的時候，園區都是開放的，然後都在教室外面很擔心連絡上不方便。

當初有老師提出來在傳達訊息上，有些沒有值班的老師就是待在教室裡寫教學

日誌或其他事，然後值班老師在外面就是要透過廣播來聯絡，那區域性的廣播

也很單一。所以多年以前因為 T5 在國家劇院都有用對講機的習慣，她就把這

個構想告訴我們，好像對我們來講也滿適合的，所以我們當初就添購這個設備，

就是說附幼常常會增加這個設備都是會應當時老師提出來不方便性等等，我就

會去做改善。（訪談/Ｃ園長，131120） 

 

（三）智慧型手機、LINE手機軟體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其實是順應時代的潮流，Ｃ園長提到她本來使用2G傳統

型手機，去年要汰換時就改用I-PHONE，之後她跟同樣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老師會

分享其方便性，Ｃ園長談到這段換智慧型手機的過程： 

那後來就等到用了（智慧型手機）以後，我們有用的人就把用的想法、用的那

個方便性就會分享，別的同事用不同牌子的也會分享，然後大家好像就是有渲

染，就覺得很好，那沒有的人我覺得他好像會有落單的感覺。然後我都比較站

在說要換、要換！我們大家都一樣的話可能以後在連絡事情上更方便。那其實

我們換智慧型手機剛好也是都該換了，譬如說有幾個老師是用家裡小孩二手的，

其實都可以換啦，就覺得這個關鍵點是可以換新的。（訪談/Ｃ園長，131120） 

  Ｃ園長提到智慧型手機的方便性、讓大家能夠互通有無，是因為智慧型手機

能內建一些通信軟體像是LINE，透過網路就可以隨時對傳訊息、還可以多人同

時討論的群組功能，促進訊息流通的便利性。 

Ｃ園長描述大家使用LINE帶來的便利： 

那手機的 LINE 是很好玩是因為，我們好像在今年初，大家都有共識要換成智

慧型手機比較方便連絡。有一次我們全部的老師包括 T9 就到台南，我們在高

鐵上大家就秀手機在玩來玩去。就發現只有我們的一個群組是台大幫只有我們

九個人（八位專任老師加Ｃ園長），但是就沒有 T9，所以後來 T9 就幫我們又

弄了一個孩子王，那孩子王的話就更搞笑，那這是 T9 他幫我們加的。然後就

真的很方便，為什麼講方便是因為之前有一組小組的老師，不知道在寫什麼的

小案子，那因為有幾個老師都有家庭，他們利用禮拜六或天要到學校來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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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家就是說用 LINE 在溝通。有時候有甚麼很棒的活動，我也會用 LINE 趕

快跟大家分享。很方便，真的很方便！（訪談/Ｃ園長，131120） 

  相較於 E-MAIL、FACEBOOK，LINE 的設計即是專門用於個人（有時

是群組）的通信軟體，E-MAIL 雖方便但一般來說我們較少時時刻刻收信，

而 FACEBOOK 的則是社交軟體，其方便性在於公布訊息讓使用者所認可的

群眾看見，其傳遞的訊息較少針對個人。舉例來說，研究者與 T6 初期聯絡

是透過 E-MAIL，後來因為較頻繁地入園蒐集資料，因此 T6 主動提出使用

LINE 聯繫，便於傳遞較即時的訊息，例如臨時調整訪談時間。附錄四是研

究者節錄與 T6 使用 LINE 的訊息內容。 

 

（四）FACEBOOK 

  FACEBOOK的使用主要是家長之間的訊息流通，主要用於公布訊息，家長

也會以班級為單位建立FACEBOOK社團，Ｃ園長描述家長利用FACEBOOK討論

的例子： 

譬如像去年畢業那個班級，他們自己就有ㄧ個畢業班校友的 FACEBOOK，他

們常常會團購或者約出去玩。聽 T9 講說其中有一個媽媽已經在規劃明年暑假

的自學團，因為暑假比較長，那個雙薪家庭的孩子真的不知道要往哪裡送，送

外面安親班除了花錢之外又很擔心學壞等等的安全問題，所以聽他講說已經開

始在準備籌畫了。（訪談/Ｃ園長，131120） 

  老師偶爾透過留意FACEBOOK發布的消息關心家長，其中又以T9跟家長間

的互動最為密切，甚至有時候他看到家長分享一些與孩子相關的重要訊息，會及

時轉達給班上的老師，Ｃ園長舉例： 

FACEBOOK 是幾乎很多家長都有，班級的家長裡面他們也會建置，那尤其像

T9 跟家長 FACEBOOK 很綿密，可以透過 FACEBOOK 看到很多訊息的時候，

也會做關心。譬如說有一些個案家長在講的時候，老師就上去看，比較知道原

來這個小朋友的照顧上我比較疏忽，或是老師沒看到，T9 看到他會提醒我們。

譬如說像那個企鵝班 T6 帶的小海，他媽媽好像就有提到孩子照顧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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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 看到了就趕快跟我們講、也跟 T6 講，就是我們會做調整，其實對於溝通的

部分上我發現有助益，T9 他也有很大的幫助。（訪談/Ｃ園長，131120） 

  T9 似乎是甲園中較熟悉 FACEBOOK 的使用者，研究者推測是因為 T9 屬於

網路的世代（相較於Ｃ園長與其他老師），為了澄清該問題研究者透過

FACEBOOK－訊息的功能向 T9 一步提出問題：「園長曾在訪談中提到，有時候

T9 看見家長留的訊息會去提醒其他老師，為什麼為有這樣的情形？是因為其他

老師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不如 T9 頻繁嗎？」以下是 T9 的回應： 

老師的話只有少部分的老師有使用 FACEBOOK 的經驗和習慣，大部分的老師

對於這個都不熟悉，所以我們就能夠在這部分補足老師們在這方面的不足，讓

老師可以跟家長之間溝通更為順暢。（訪談/T9，131211） 

  從T9的回應可以發現甲園教師對於FACEBOOK的使用較不熟悉，透過T9做

為中間的橋梁，讓家長與教師之間的訊息得以更即時相互流通。 

 

（五）E-MAIL 

  Ｃ園長提到E-MAIL老早就有，而且老師有固定每天收E-MAIL的習慣，通常

用來傳遞較為大量的文件。也用於老師跟家長間的訊息流通，例如老師會把每週

親子作業E-MAIL給家長，家長下載之後方便用電腦做內容的增修，再自行印出

繳交；園所舉辦校外活動帶孩子回園後，也會馬上發E-MAIL給家長報平安讓他

們安心。研究者好奇的問園長，如果要向家長報平安，FACEBOOK不是比E-MAIL

更即時嗎？ 

園長如此回應： 

因為 FACEBOOK 有ㄧ些家長還是沒有，但是家長一定會收 E-MAIL，每一個

人都要收是因為他們每個禮拜都有功課要下載，像是親子作業阿。親子作業每

個禮拜一中午寄給家長，家長自己要列印下來小朋友才有親子作業可以操作，

然後有一些作業的項目是需要家長再增減的，他們自己也會修改，所以直接在

電腦上就處理。（訪談/Ｃ園長，1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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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對話中體現出Ｃ園長的敏感度，他能事先想到家長可能有的擔心而

先一步通知家長、使其放心，同時他也考量到並非所有家長有FACEBOOK，所

以要透過平常用來傳遞學生作業的管道－E-MAIL才能將訊息傳遞給每一位家

長。 

  Ｃ園長的領導風格是共同決策。就像當時面臨課程轉型的問題，她選擇跟老

師共同討論，在取得全員共識之後才開始執行，跟Ａ園長直接下達命令的領導風

格有所不同。Ｃ園長在情況允許的前提下，通常會採納老師提出的建議，就像當

初設置全園區域網路、幫每位老師添購電腦、購買對講機…等。Ｃ園長之所以能

帶領老師一起飛，建立良性的團隊合作關係，是因為她們透過密切的溝通、討論，

取得共識擁有相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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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互相扶持才能飛更遠 

  在雁群中如果有一隻野雁生病或受傷，會有其他兩隻停下來協助保護與照顧，

直到這隻雁康復或死去，牠們才再次組隊飛行歸隊，這是雁行理論中互相扶持的

精神（張素娟，2012）。互相扶持的現象在甲園也很常見，當某位老師遭遇到困

難時，其他老師會主動伸出援手，唯有彼此幫助才能使團隊飛得更遠。 

壹、互相扶持 

一、伸出援手 

  談到相互幫助的部分，Ｃ園長回憶早期剛接手時，老師的能力不足，所以很

多活動都要阿姨、工友的支援，甚至是假日也一樣要來。不過如今老師已具備足

夠的能力，可以規劃、執行好活動，所以很多活動阿姨都不用參加。 

Ｃ園長如此描述： 

像那個譬如說這禮拜六那樣的活動對不對，廚房阿姨跟工友不需要來，這個其

實也是有進階哦。以前剛開始我在帶她們的時候需要的人手比較多，因為那時

候老師能力不夠，而且都是我一個人在帶他們，所以說早期老師能力不夠、阿

姨他們能力也不夠，那時候像這種活動阿姨跟工友都要參加耶！他們也要伸出

他們的手多一雙手來幫助老師。以前老師沒有能力的時候，老師做很多、然後

家長就慌亂。現在是老師能力夠了，老師知道要怎麼去規劃了，所以我們真的

就是很輕鬆，像這種活動阿姨都不用參加，包括畢業典禮以前我們阿姨也都要

來，現在很多活動幾乎阿姨都不用參加。（訪談/Ｃ園長，131120） 

  當研究者訪談到T5時，她對於這個能夠互相扶持的團隊感受特別深。因為前

陣子她正好腰部受傷卻又擔任家長會活動的總籌，造成很多工作無法實際去執行，

所幸她的小組成員都非常幫忙，她說： 

當時在家長會的活動中我就是總幹事的角色，負責統籌、規劃書繕寫、然後實

際執行。比較特別的經驗是因為這一次腰受傷，所以有很多事情沒辦法實際執

行著做。那我們團隊很好就是，都很互相幫忙，很多總幹應該做的事情，副幹

事還有其他的小嘍囉都幹完了。比如說之前我應該負責要去做場地布置，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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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辦法搬重物，所以就變成副幹事、還有合班老師就幫忙協助，都去幫忙

做這些事，凡是需要出重力的都他們一手包了。所以就是非常感恩，這個團隊

真的是一個互助的團隊，真的非常棒！籌備過程當中帶給我的感受就是很溫馨，

感受到一個團體當中的那種愛。（訪談/T5，131024） 

  腰傷讓T5感到很沮喪，因為醫生一度告訴T5有可能沒辦法治癒要暫緩工作，

她很擔心會造成搭班老師的困擾。不過她表示這個團隊很支持她，除了精神上的

鼓勵、以及工作分擔之外，廚房阿姨甚至每天幫T5準備晚餐，免去準備的辛勞；

同事還自掏腰包買腰部護具跟靠墊給T5使用，她說在這個團體能深深感受到大家

的愛： 

譬如說我這次這樣子身體不舒服，其實我還蠻沮喪的，因為醫生跟我說不會好。

我真的很擔心，擔心說我會影響到另外一個 partner，可是我的夥伴真的很好，

還有全部的團隊都很支持我就對了，然後又會給我精神上的鼓勵。像我們阿姨

喔，每天都幫我煮晚餐，學校有一些剩下的午餐她就幫我打包，然後甚至還會

另外再煮雞湯阿甚麼的，讓我可以帶回家蒸一下就可以吃了，就不用還要再張

羅晚餐，真的好貼心喔。那還有說像 T2 阿，幫我買現在腰有用的一個護具，

然後她還幫我買一個可以讓我躺在床上比較舒服的一個墊子。那這都是園長去

營造啊、就是大家互相、都非常的幫忙就對了，我覺得感受到那種愛。（訪談

/T5，131024） 

 

二、道歉 

  這個團隊的成員在有困難時會互相幫助，當不小心傷害到別人時也勇於道歉，

道歉是為了不讓摩擦破壞她們的關係。Ｃ園長提到最近T4因為同時兼顧很多事情，

所以在行事上比較急切，有時候口氣不好難免傷害到搭班老師，不過事後她覺察

到自己的行為就趕緊向T2道歉，Ｃ園長描述這個過程： 

T4 暑假有到台東那進修，她們暑假班的時間比較短，所以她們教授都會要她

們在平常，有時候要 Meeting 要交作業，所以她壓力很大，之前大概都知道但

是也沒辦法。但是她很棒，這個人厲害她的抗壓性確實也很高，但是這個過程

裡面，就講到說她跟 T2 抱歉，因為她事情同時這麼多，然後口氣阿、討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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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因為 T2 個性比較溫和、比較慢，可是她就急驚風，她就跟 T2 道歉。（訪

談/Ｃ園長，131120） 

 

貳、互相激勵 

  雁群在長距離飛行的途中，飛行在後面的雁會利用叫聲鼓勵前方的同伴，保

持整體速度繼續前進（張素娟，2012）。研究者觀察到Ｃ園長的領導風格是多鼓

勵、少責備，甲園的老師也常會彼此激勵，更甚而在研究過程碰到瓶頸而停滯不

前時，Ｃ園長曾寫 E-MAIL（參考附錄六）、T6 則是透過 LINE 私底下鼓勵我（參

考附錄四）。 

一、Ｃ園長的領導－多鼓勵、少責備 

  Ｃ園長說她在領導老師的時候，一直都是用鼓勵的方式、較少有責罵，這也

是她一直傳達給老師的精神－要給滿滿的愛，她通常只會在關鍵時刻才用責罵點

醒老師，她這樣說： 

我一直傳遞給她們的不管是做或是說，在甲園我一直告訴我的同事說，就是一

直要給滿滿的愛，然後一直都是很正面的力量。這個就要回歸到以前常常有人

家問我說，對於管理學校裡面的事情上，責罵多還是賞罰的部分多，說實話我

幾乎真的是鼓勵比較多，責罵的部分真的是用在關鍵點、或是說有特別的用意

才會去做，不然幾乎很少會責罵，除非幾乎是真的犯大錯，當下會這樣稍微真

的要把她罵一下這樣。（訪談/Ｃ園長，131120） 

 

二、老師互相激勵 

  團隊間也常有互相激勵的情形，Ｃ園長以T3為例子，她提到T3最近對於要

接待參訪團體感到緊張，所以為了暖身就先去觀摩T4帶團，在Ｑ＆Ａ的部分因為

緊張所以表現不佳。事後T3有向搭班夥伴描述此事，她的夥伴T6也很坦白的說：

「T3那這樣妳要多練習喔！因為這問與答實在太簡單連想都不用想，同事丟給妳

竟然會這樣真的要多多練習喔。」之後此事在檢討會中被提起，當場大家也都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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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鼓勵。以下是Ｃ園長的描述： 

T3也知道自己這一方面真的比較不夠，這當中我們聽到T6講了以後，大家就

一直給T3很正面的回應跟鼓勵。那昨天我也是回饋說，像每一次開會的時候

T3跟T1確實都發表比較少：「妳們以後就要要求自己，說任何議題在討論的時

候要勇於說，因為你常常覺得聽別人講就習慣了，你就常常不動頭腦去想，動

頭腦去想你也懶的講，其實人的能力的增進是需要練習，就是說你那個說話能

力是需要靠練習的。」（訪談/Ｃ園長，1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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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發現、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發現與討論 

壹、甲園的團隊精神 

  Schein（2010）對於組織文化的定義是：「一個團體在解決內部統整問題或

適應外部環境時所學會的基本假設，當這些運作良好的基本假設被視為是有效解

決問題的辦法時，一旦再面臨相關問題時，成員會將這些基本假設當成正確的知

覺、思考與感受的方式，並且傳授給新進成員。」本研究的發問依循 Schein（2010）

對於組織文化的定義發展之，亦即探討甲園在內部整合或外部適應時，是否曾經

遭遇問題？是甚麼樣的問題？又問題處理的調適歷程為何？由於甲園已是一發

展成熟的組織，故研究者僅能夠過訪談組織成員來瞭解甲園在內部整合或外部適

應時所遭遇到問題、與其解決歷程，嘗試挖掘出甲園的基本深層假定。 

一、甲園面臨的內部整合與外部適應問題 

  回溯到十五年前Ｃ園長剛接手時，老師們對於歷經Ａ、Ｂ兩任園長領導的甲

園印象是內部混亂、動盪的人事變動、看不見甲園的願景…等；而Ｃ園長對甲園

的印象則是老師的能力不足，這是當時甲園所面臨的內部整合問題。 

  另一方面，研究者透過訪談後發現從Ｃ園長接手甲園後並未面臨到重大外部

適應的問題，以下是研究者訪談 T7 與Ｃ園長有關甲園有無面臨到外部適應的問

題，T7 如此回應： 

談到外部（問題）的話大概就是少子化，之前我們其實有擔心，可是後來發現

招生沒有影響，而且我們還要解決人數過多的問題，所以後來招生的方式也有

改變，只好用抽籤的。後來我們就不擔心，因為確定少子化對我們沒有影響，

第一個可能我們已經成為優質的幼兒園，大家都會想要選擇，再來可能就是在

幼兒園方面可能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大家會去讀那些認為好的，不好的學校

可能慢慢就會被淘汰。（訪談/T7，1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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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少子化與招生的問題Ｃ園長的回應是： 

這幾年少子化，我們是完全不一樣，少子化是招生越來越多。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我在七年前我就一直告訴他們，少子化會有碰到甚麼樣的衝擊，所以一

直在因應、一直在裝備阿，所以老師有這個能力的時候。那我們我們也沒有一

張 DM 甚麼的都沒有，那為什麼我們的招生會這麼的好？我們做的是口碑行

銷，每天每天都在做招生。甚至我出去外面演講的時候，人家常常都要叫我講

經營幼稚園的部分，我就告訴人家說，其實天天都在做招生阿，我時時刻刻都

在做招生阿，每天就是來到學校裡面，對家長任何…。其實那個背後，一直就

是都是有在做招生，就是要型圕出幼稚園一個好的形象跟面貌，然後那個目標

是定在哪裡，一直朝著那個目標走，就不會去違背自己在經營幼稚園上的理念。

（訪談/Ｃ園長，130930） 

  T7 認為甲園沒有生存危機是因為甲園是一個優質幼兒園，大環境會漸漸淘

汰不夠好的學校，好的學校會被家長選擇而能留下。Ｃ園長則在好幾年前已有先

見之明，看見未來會面臨少子化的問題，所以事先做好準備－提升老師的能力。

另一方面園長表示他的經營理念是確立目標、隨時提醒大家朝目標前進，這樣才

不會偏離原先的經營理念，Ｃ園長扮演的是一個領航員角色。 

 

二、內部整合問題的調適歷程 

  Ｃ園長首先解決的內部問題是教師對於園長的觀望、不信任的態度，他運用

的策略是毫無保留的付出、真誠的照顧每位老師，讓老師感受到其心意。同時他

以明確的語言讓教師瞭解他的想法、對於甲園的期待、可能遇到的困難…等，用

實際行動讓老師明白他是個言行一致的領導者，而漸漸建立雙方互信關係。 

  Ｃ園長看見教師能力不足的問題，在雙方彼此信任的前提下，開始著手培養

教師能力，研究者將之歸納為三類分別是：（一）教學能力、（二）口語表達與臨

場反應、（三）敏感度。經過園長、教師的努力與時間的浸潤，當老師的能力逐

漸提昇，園長開始逐步放手給老師。在這段逐步授權的過程中，當老師犯錯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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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老師一同承擔結果、共同解決問題，並且提供許多練習機會給老師，在這兩

樣條件下使得教師能放手嘗試、日漸成長。 

  這個團隊在輪流領導下能運作良好、彼此服從於不同的領導者，是因為團隊

有強大的凝聚力。這份凝聚力來自於團隊行使共同的決策權，像是課程模式的轉

型即是在園長與教師討論、取得共識才決定。「溝通良好」在共同決策的過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良性溝通意謂雙向的聆聽、訊息即時傳達。甲園成員透過多元管

道溝通，像是電腦設備、區域網路、園內廣播系統、對講機、智慧型手機、LINE

軟體、FACEBOOK、E-MAIL…等，前述溝通媒介具有不同特性（即時程度、傳

遞不同性質的訊息、使用對象與場域…等）。 

 

貳、雁行理論 

  回應研究者初次進到甲園時，T6 就曾經提到：「這就是我們（指甲園）常談

的雁行」，爾後研究者亦觀察到甲園在對內（觀察/東東學前教育交流團，131107；

乙大學幼教所參訪，131202）、外（觀察/甲園對外演講，130529）的演講中，都

將甲園的團隊精神比擬為「雁群」，其精神主要有四：團隊合作、激勵同伴、互

相扶持、輪流領導。 

  雁行理論（Flying-Geese Theory）首次出現是 Robert McNeish 於 1972 年在基

督教長老教會（Northminster Presbyterian Church in Reisterstown）發表一篇名為

"LESSONS FROM THE GEESE"的文章。McNeish 是一位長期觀察雁子的生物老

師，他從分析雁子的生物特性中，發展出可運用於人類團隊合作的啟示。爾後

1987 年一位護士在取得 McNeish 的同意後將之印成小卡，於全國護理大會

（National Nurses Convention）中廣發；1990 年美國眾議員 Dutch Ruppersberg 取

得 McNeish 的同意後在他的就職典禮上朗讀該文章（Sue Widemark, 2009）15，

                                                      
15

 研究者並未搜尋到 Robert McNeish 於學術領域發表過雁行理論的相關著作。研究者的資料來自 Sue 

Widemark 的個人網站，他曾經打電話向 Robert McNeish 本人求證雁行理論的作者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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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理論逐漸廣為人知。研究者將在甲園所收集的資料分析後所得之研究發現，

與雁行理論做一對照整理如下表 5-1-1。 

表5-1-1  

雁行理論內涵與甲園做法 

雁行

精神 
雁生物特性 人類團隊合作 甲園做法 

團隊

合作 

群飛比單飛更省力：當雁

子成 V 字隊形飛行時，

每隻雁子拍打翅膀時所

形成的浮力，會造成其他

雁子的跟進，使雁群增加

至少 71%的飛行距離。

脫隊的雁子會感受到飛

行的吃力而歸隊 

當一群享有共同目標的

人同行時，他們可以更

快、更容易到達目的地 

1. 園長與教師共同決策

－課程模式 

2. 成員透過多元管道進

行良性溝通、建立共識 

激勵

同伴 

飛在後面的雁子會以叫

聲激勵前方的同伴，以保

持飛行速度 

團隊中來自後方的聲音

應該要能激勵同伴，而非

沒有幫助的語言 

1. 園長以多鼓勵、少責

備帶領老師 

2. 園長與 T6 激勵 T1、

T3 在會議上要多多練習

表達個人意見 

互相

扶持 

若有雁子生病或受傷

時，會有兩隻雁留下照

顧，直至痊癒或死亡，才

再度組隊飛行趕上原本

的隊伍 

團體成員在困境時應該

伸出援手、相互協助 

1. T5 腰傷無法工作，其

他老師主動幫忙分擔 

2. 傷害到別人時會道

歉、努力修補關係 

輪流

領導 

當頭雁疲累時會往後

退，由大雁遞補擔任領導

者 

在團體中應該要輪流執

行困難的工作、以及共享

領導權 

園長給每位教師輪流擔

任領導的機會 

 

叁、從 Schein 組織文化理論看甲園 

  根據Schein（2010）的觀點，組織文化依其能見度分為三個層次，包括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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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物、外顯價值觀、基本深層假定，前兩者具體、外顯較易於觀察，通常組織成

員能意識到其存在。基本深層假定是成員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覺、無意識的運作，

因此組織成員通常很難自我察覺。為了便於讀者理解Schein（2010）將基本深層

假定分為六向度介紹，分別是真理與真相的本質、時間的本質、空間的本質、人

性的本質、人類活動的本質、人類關係的本質。丁雪茵（2008）進一步將Schein

（2010）組織文化理論中的三層次、六向度繪製為圖5-1-1便於讀者理解，從圖

5-1-1中可以理解組織文化雖分為三層次但三者實為一體。 

 

圖 5-1-1 組織文化探究切入面向（丁雪茵，2008） 

 

  研究者試著從基本深層假定的六面向來看甲園雁行精神，其中較能彰顯的是

空間的本質、人性的本質、人類關係的本質三面向，以下逐一分述。 

一、空間的本質 

  依照 Schein（2010）的觀點，空間的分配可以作為權力階層的象徵。分析Ｃ

園長與老師在甲園中的座位，園長的固定座位在辦公室（圖 5-1-2），位於辦公室

最內側的角落，會稍微被放置文件資料的大鐵櫃擋住。辦公室另擺有一長桌供教

師使用，但並非老師的固定座位，老師的個人座位在各班教室，故每人所分配到

的桌上型電腦亦放置於教室內的座位。如此座位的配置反映出Ｃ園長給予老師的

個人空間，表示Ｃ園長並不強調必須常常看到老師待在眼前（辦公室），研究者

認為這能與其輪流領導的授權概念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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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2 辦公室配置圖 

  再以Ｃ園長與 T6 到校外演講的座位安排為例（圖 4-2-1），當時Ｃ園長與 T6

選擇對坐，Ｃ園長曾說她是特意要帶 T6 在校外演講的場合現身，而且讓 T6 擔

任主要演講者，突顯甲園教師的專業能力，研究者認為當時的座位安排其實也傳

達園長與教師之間的權力對等與授權，而這點正與甲園輪流領導的精神相符。 

  園長與教師在會議上的空間配置亦能反映出權力關係。以家長會活動結束後

的檢討會議為例，當天晚上室外有涼風舒適宜人，Ｃ園長提議搬椅子到家長接送

區外面的走廊開會，於是Ｃ園長、教師、實習老師、與研究者大家自動圍坐成一

個大圓圈開檢討會，圓形的會議座位安排同樣表現出對等的權力關係（觀察/家

長會檢討會議，131004）。 

 

二、人性的本質 

  人性的本質所關注的是在所處的文化當中，對於作為人類的意義，以及人性

善惡的假定，從組織的角度來說，人性的本質是指用甚麼眼光來看管理者與員工。

從雁行的精神來談，其強調團隊成員互相激勵，Ｃ園長的領導方針亦是多鼓勵、

少責備。此外，他相當重視培養老師的專業能力，並給每個人許多次練習機會、

輪流擔任領導者，這樣的作法表示Ｃ園長相信每個人的潛力無限大，所需要的只

是練習機會與發揮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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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來看甲園成員的人性本質是甚麼呢？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說，他認為組織

成員有無限潛力，所需要的是接受挑戰、不斷地學習便能夠進步，領導者相信成

員、給予某程度自由發展空間，而不會嚴密地控管他們。這樣的假設較偏向人性

本善的一端，認為人性是具有潛力、有可塑性、積極進取、值得信任。 

 

三、人類關係的本質 

  人類關係的本質是指每個組織都存在一種讓成員覺得較舒適的互動關係，例

如權力、階層與影響力關係，以及愛、親密與同事關係。從權力關係來看，Ｃ園

長強調的輪流領導是一種授權概念，表示領導者願意將權力下放，而且不僅下放

給一人，而是全部團體成員輪流。Schein（2010）特別提到基本深層假定雖然分

為六面向介紹，然而在實際運作上六面向是彼此交織的關係。這邊所談甲園在人

類關係的本質上具有輪流領導的精神，這一點亦可從空間上的本質看見。而共享

性正是組織文化的一大特點，概念相似的基本假定會一再出現於組織的各方面。 

  其次從同事關係來看，互相扶持、激勵表示當成員遭遇困境其他人會伸出援

手，所反映出的基本假定是對他人具有同理心、願意付出關懷，這一點又可與人

性的本質呼應，同理心與關懷偏向於人性本善的基本假定。再者雁行中的團隊合

作表示團體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當組織認為人類是合作的本質時，在人與人的

關係之假定上，會強調團體如何集力完成一件事。 

 

肆、領導者在組織文化形塑中的角色 

  Schein（2010）認為組織文化的根源可追溯自三者：（一）組織創辦人的信

念、價值觀與基本假定；（二）組織成員隨著組織一同解決外部適應與內部整合

時所面臨的問題，所日積月累的學習經驗；（三）新進成員與新的領導者帶入新

的信念、的價值觀與基本假定，這部分又以領導者的影響較大。當團體發生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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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或外部適應問題時，領導者有權決定組織最終執行的解決方案，因此在問題

調適的過程中成員將學習到領導者的看法、價值觀與基本假定。 

  領導者傳遞自身的信念與價值觀有一套可見的機制，使得組織成員逐漸習得，

分別有：（一）領導者平常所注意與控制的事物、（二）對關鍵事件及危機的反應

方式為何、（三）資源分配所依循的標準、（四）領導者的角色示範、（五）配置

獎酬及地位的標準、（六）領導者招募、拔擢、調職及退休之看得見的標準。從

甲園在調適內部問題的過程中，可以發現Ｃ園長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以下逐一說

明甲園成員如何習得Ｃ園長的信念、價值觀與基本假定。 

  從Ｃ園長處理危機的反應方式來看，他剛接手時碰到的困難是老師不信任、

觀望的態度，他的策略是透過真誠的態度與實際行動讓老師放下防備心、接納他，

這種對待他人的方式亦是一種角色示範。Ｃ園長碰到的另一困難是教師能力不足，

他的策略是逐步培養老師各方面能力，然後給每位老師輪流領導的機會，從授權

給每位老師的舉動中，可以看出Ｃ園長配置組織成員地位的標準。 

  其次，Ｃ園長資源分配所依循的標準是盡量滿足教師提出的需求，像是教學

所需的教材。此外，甲園重視成員彼此溝通、以及訊息傳達的即時性，因此會將

資源用於添購、更新相關設備（甲園區域網路、對講機、筆記型電腦…等）。 

  組織文化是由創辦人、領導者與成員共塑，而且是一個變動的歷程。在甲園

內部問題的調適過程中，領導者與成員互相學習而形成其組織文化。Ｃ園長對於

文化形成的影響力又比成員大，本研究發現與 Schine（2010）的觀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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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未來研究建議 

  研究者從三部分說明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首先是檢討本論文引出的建議；

其次是對未來有意進行幼兒園組織文化的研究者，在主題上、研究方法、或面向

上的建議；最後是對有意形塑組織文化的管理者之建議。 

壹、對本論文的檢討 

  在基本深層假定的部分研究者僅就空間的本質、人性的本質、與人類關係的

本質討論，是因為研究者從本研究結果的角度進一步分析所得之結論，並不表示

甲園沒有其他基本假定的向度。事實上，因為深層假定的內隱性、難以挖掘，在

分析時研究者提醒自己切勿過度推論。丁雪茵（2008）談組織文化與幼兒教育未

來研究方向中，提到近期國內許多研究雖參考 Schein（2010）對於組織文化的定

義、層次或文化向度做為研究基礎，然而在組織文化概念的運用上卻不盡然符合

Schein 的觀點，像是將組織文化三層次切割為三個獨立存在的向度，分別解釋與

討論。有鑒於此，研究者在書寫第四、五章時，對於文章呈現方式琢磨許久，既

要有一定的架構便於讀者理解、又不違背 Schein 對於組織文化的觀點，事後研

究者發現自己對於基本深層假定的部分實屬單薄、不盡深入。 

  如今研究者回看本研究歷程，如果能在研究最初先聚焦某些基本深層假定為

研究焦點，例如關注時間的本質，探討組織對於基本時間的取向、時間的安排運

用、生活的節奏、事情完成的順序、事件所持續的時間…等，或者是關注空間的

本質，除了成員個人座位的配置外、尚可探討建築物的裝潢、所選擇的擺飾、所

種植的植物…等，也許如此一來能增添組織文化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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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未來有意進行幼兒園組織文化的研究者之建議 

  根據 Schein（2010）的定義組織文化是在解決內、外部問題時的調適歷程，

建議未來有意從事幼兒園組織文化的研究者先從這兩方向出發，再從瞭解內外部

問題解決的歷程中挖掘出基本深層假定。本研究對象是一大學附設幼兒園，研究

對象似乎認為園所並未遭遇外部生存問題，在招生與經費運作上皆良好，故在本

研究中未能呈現外部生存問題之調適歷程。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私立幼兒園為研

究對象，或許比較有機會進一步探討幼兒園組織文化中、調適外部問題的歷程。 

  組織文化的特性之一是「共享性」，也就是屬於組織的深層假定必定與價值

觀、人為飾物等能互相呼應，不斷地在組織當中現身。有鑑於此，建議未來研究

者在一邊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必須同步分析資料，才能從龐雜的資料中找出其共

享性，再繼續收集資料驗證自己的分析，故收集與分析資料為一來來回回的過程。

當研究者因為長期處於田野中，而漸漸失去局外人的敏感度，此時可以找其他人

討論所收集到的資料與分析內容。再者，研究者也能藉由回看過去的研究日誌與

省思，跳脫出當下在研究田野中的思維，故書寫研究日誌有其重要性。 

 

參、對有意形塑組織文化的領導者之建議 

  本研究重要的發現之一是：Ｃ園長在甲園組織文化型塑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Ｃ園長的領導策略背後即是他的價值觀與信念。故研究者建議有意形塑組織

文化的領導者在面臨組織的內部整合問題、與外部適應問題時應要知覺到本身的

想法、價值觀與信念將是影響組織文化形塑的關鍵。其次，領導者須瞭解到組織

文化會透過園內運作的機制傳達其假定予組織成員，依據本研究的發現，這些機

制包括領導者平常所注意與控制的事物、對關鍵事件及危機的反應方式、分配所

依循的標準、領導者的角色示範、配置獎酬及地位的標準、領導者招募、拔擢、

調職及退休之看得見的標準。一旦領導者在訂定組織規範、與做重大決策時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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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到自己的信念與價值觀對組織文化的影響性，從原先的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行動

必然會形成截然不同的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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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邀請說明書 

 

您好，首先感謝園長在百忙之中願意抽空閱讀本說明書。以下為本研究初步計劃的

說明書，由於目前為論文的起步階段，但找尋有意願之研究園所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

因此希望能提早與園所接洽。本研究不會馬上進園所進行研究，與教授討論後，目前暫

訂約102年4月進園蒐集資料（主要為觀察），預計為期2-3個月，因為中間有暑假，所

以可能會持續到下學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所 幼兒發展與教育組  

學生 柯亭安敬上 

 

研究題目：幼兒園組織文化個案研究 

壹、研究目的：  

一、 深入瞭解幼兒園組織文化。 

二、瞭解幼兒園組織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關係。 

貳、研究問題  

一、 透過幼兒園的日常活動（routine activities），瞭解內在的組織文化為何？ 

二、幼兒園的組織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關係為何？ 

叁、研究對象 

園所的所有成員。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者會先進到園所，一方面與園所的成員熟悉，另一方面觀察園所例 

行活動（routine activities）。 

二、觀察時間會配合園所的行程、課程安排，例行活動可 

能包含用餐時間、上下學接送、課程活動、全園活動、園所會議等。 

三、決定本研究要採用的例行活動後，預訂一週進園三次 

，會視資料蒐集的多寡再做進一步討論修改。 

四、事後會就所觀察到的例行活動訪談園長與教師，目的是 

澄清研究者的觀點無誤，訪談時間配合園長與教師的行程、課程安排。 

五、若有機會到貴園所做研究，以上皆會事先與園所討論後，以貴園所的行程、課 

程安排等考量因素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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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說明書面資料 

 

T6 好： 

抱歉遲了一些時間才回信，因為我一直想要寫一封簡單卻又清楚的信，讓老師瞭解

我前兩次入園看見的東西，以及我做的研究內容。 

我的研究主要是想瞭解甲園深層的組織文化。簡單介紹我所參考的理論依據。

Schein（2010）研究企業組織文化所發展出的研究架構，他依據組織文化被觀察到的難

易度將之分為三個層次，從最表層到深層、具體到抽象、外顯到內隱︰分別是人工飾物

（artifacts）、外顯價值觀（espoused values ）、以及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s）。

人工飾物就像是組織的物理環境、所使用的語言、制服等；外顯的價值觀像是園所明定

的制度；基本假定是一已經內化在成員心中、被成員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基本假定的

形成過程是當組織成員在面臨問題時，會學到一些有效解決問題的手段，這些運作良好

的方法因此被成員當成在面臨問題時所會有正確的知覺、思考與感受方式，組織成員也

會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傳遞給新進的組織成員，久而久之這些運作良好的方法內化到組

織成員心中。 

上面是理論的描述，套用到我目前在甲園所觀察到的現象為例子，舉例來說之前跟

老師您聊天的過程中，老師提到：「這就是園所的雁行」。這個雁行可能就是甲園成員

們的共同語言，屬於人工飾物的部份，背後所體現的價值觀可能是輪流領導的概念，但

是進一步更深層的涵義是我目前還不暸解的部份，可能要透過更長期的觀察或者訪談教

師與園長才能進一步探討，為什麼甲園會有雁行這個理論，選擇使用這個雁行背後體現

什麼意涵？ 

上述是針對我目前研究的內容以及這兩次看見的東西做一簡單的描述，目前希望可

以參與園方的事情是：畢業生分享會（想看見的是家長與教師互動的情形）、以及教師

們的園務會議（想看教師之間與園長互動的情形）。目前預計進園的頻率可能是兩週一

次，接下來會針對特定事件/活動來進行觀察。 

亭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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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T6 電子郵件內容 

 

 

 

 

 

 

 

 

 

 

 

 

 

 

 

 

 

 

 

  

From: T6 

To: 柯亭安 

Subject:RE: 關於目前的研究內容，我有想法提供給您 

Date: Wed, 22 May 2013 

-------------------------------------------------------------------------------------------------------------------- 

亭安您好: 

1.可否下您的連絡電話手機?有 line 嗎? 

2.看了您的研究想法和內容後，我覺得很有興趣想要和您談談有關營造學校文化的部分 

3.不知您是否可提早中午就來學校?週四分享會活動時間下午 4:00-5:30 左右 

4.可否攜帶您查詢有關學校文化的文獻（攜帶筆電也可） 

5.下周四下午 1:00-4:00 我和園長要去乙大演講，有關經營優質幼兒園講座，您也可報名參

加，提供您更了解甲園的管道 

T6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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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與 T6 利用 LINE 進行溝通之內容 

 

 

即時溝通－更改訪談時間 

2013/10/15（二） 

23:02 T6： 原定週四下午訪談要改時間了，抱歉，下週可以嗎?因為週三四五晚

上我都有課 

23:03 研究者：老師晚安，沒問題！ 

2013/10/19（六） 

09:57 T6：粉抱歉，又要回到原來時間了，sorry,因為之前跟家長有約，要進行家長

會會後會 

11:02 研究者：沒關係，或者老師如果想約下周其他天也行 

11:03 研究者：除了禮拜四 4：30～5：30（亭安已跟其他老師約） 

11:51 T6：真的很抱歉，因為又突然想到加入學校的小活動。哇，目前或許要 

        等等看週三是否可以挪開，不然就要等下下週了 

12:02 研究者：老師辛苦了！亭安下周一 5:30~6:20 可以，或依老師方便的時 

        間，看周三有無可能或再延到下下周 

13:11 T6：喔:-）下週一可以 0530-0620 那就 ok 

 

T6 主動關心 

2013/11/02（六） 

21:08 T6：亭安妳照片常常更換喔，似乎愈來愈快樂，近日好嗎 

21:18 研究者：老師妳好厲害！我前陣子論文遇到瓶頸，加上感冒力不從心， 

    所以蠻沮喪的。最近已經好很多！身體好，論文也有進展 

21:18 T6：是唷，真好 

21:19 研究者：謝謝老師！老師好敏銳 

21:19 T6：看起來精神和笑容都差了 

21:19 研究者：謝謝老師的關心，甲園真的很溫暖 

21:19 T6：嗯嗯，這是獨特的文化喔 

21:20 T6：下週四大陸團參訪，有教授，董事長，主任，好像沒有老師。 

21:22 研究者：哇！謝謝老師告訴我，我在白板上沒注意到這個！ 

21:22 T6：有關論文需幫忙就說喔 

21:22 T6：嗯，昨天園長才寄給大家。我們訊息給太多，怕妳不好消化 

21:26 研究者：我發現很多參觀團體，下下禮拜也有兩團 

21:26 T6：妳先忙手上的，但是要記得吃好穿好這樣身體好論文才會好 

21:27 T6：總而言之，論文先過關，身體是過關的基礎 

 



 

111 

附錄五-1 

 

訪談對象：T1 

時間：131007 1300-1430 地點：圖書室 

情境：研究者進到園所後先走進辦公室，遇到園長跟 T9 向他們打招呼並表示今

日來意，T9 主動帶我到隔壁的家長接送區然後幫忙泡了一壺甜菊茶（園內自

製），告訴我可以端著茶直接過去 T1 的教室找她，T1 的教室外面正好有擺放

桌椅可進行訪談。後 T1 表示今日天氣有點熱，於是訪談地點移轉至圖書室。圖

書室的空間具有一定程度的隱蔽性，而且時值午休時間所以也不會有人進來，

適合做為訪談空間。 

訪談大綱： 

1. 請老師談談對於Ｃ園長接手前甲園的情況有何印象？ 

  1.1 曾聽老師們提過Ｃ園長接手前甲園歷經一段動盪時期，老師有何印象？ 

  1.2 老師覺得Ｃ園長任職前後的甲園有甚麼地方不同嗎？ 

  1.3 請問老師Ｃ園長之前/之後的園所新資、福利、課程型態、同事關係？ 

2. 當老師們共同策畫活動時，或者搭班老師彼此合作時，會不會有不同意見、

做法？ 

  2.1 如該情況發生時老師會怎麼做？ 

  2.2 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請老師舉例 

3. 老師認為甲園的圖像（想像）是甚麼？用一個具體的譬喻 

  3.1 老師對於甲園的願景（未來的期待）是甚麼？ 

4. 最近甲園籌備甚麼活動？ 

4.1 老師在活動中扮演甚麼角色？ 

4.2 其他老師負責的工作？ 

4.3 籌備或執行活動的過程中，有甚麼印象特別深刻的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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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2 

 

 

  
訪談對象：T2 

時間：131018 1600-1730 地點：圖書室 

情境：陰天，訪談到一半開始飄雨。剛入園時遇到 T3 在家長接送區影印資料，

向 T3 表達今日主要來訪談 T2，T3 關心研究者的研究進行得如何？有無需要幫

忙之處。研究者接著走到辦公室但沒碰見園長，於是走到 T2 的教室找她，她請

我先到圖書室等她。 

訪談大綱： 

1. 請問老師在來到甲園之前曾在其他幼兒園任教嗎？ 

  1.1 為什麼離開前任園所？又是怎麼樣來到甲園？ 

  1.2 前任園所與甲園分別帶給您甚麼感受？（各種層面像是教學型態、同事

關係、家長、孩子、園所環境、福利、園的氛圍…等等） 

2. 請老師談談對於Ｃ園長接手前甲園的情況有何印象？ 

  2.1 曾聽老師們提過Ｃ園長接手前甲園歷經一段動盪時期，老師有何印象？ 

  2.2 老師覺得Ｃ園長任職前後的甲園有甚麼地方不同嗎？ 

  2.3 請問老師Ｃ園長之前/之後的園所新資、福利、課程型態、同事關係？ 

3. 老師認為甲園的圖像（想像）是甚麼？用一個具體的譬喻 

  3.1 老師對於甲園的願景（未來的期待）是甚麼？ 

4. 最近甲園籌備甚麼活動？ 

4.1 老師在活動中扮演甚麼角色？ 

4.2 其他老師負責的工作？ 

4.3 籌備或執行活動的過程中，有甚麼印象特別深刻的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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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3 

 

 

 

 

 

 

 

 

 

 

 

 

 

 

 

 

 

 

 

 

 

 

  

訪談對象：T6 

時間：131021 1800-1930 地點：白鵝班（T6 任課教室） 

情境：T6 與我約在下班後的時間，所以那天到園所時沒碰到其他老師。我到白

鵝班教室找 T6 時她正跟學生家長談話，於是我先到一旁等她。 

訪談開始之前 T6 先問我吃過晚餐沒，當我回問 T6 時她說搭班老師 T3 下午有買

小點心給她，所以她現在不餓訪談結束再吃晚餐。她提到這種互相買東西給對

方的事還蠻常有，T6 說她前幾天也買包子給 T3，她們會這樣互相照顧、分享。 

訪談大綱： 

1. 請問老師對於剛進台大附幼時剛好經歷新舊交接時期，對於該時期的印象？

（舉例來說，當時的教學模式、同事、家長、孩子、園所環境、福利、園的氛

圍…等等） 

2. 請問老師在來到甲園之前曾在其他幼兒園任教嗎？ 

 2.1 為什麼離開前任園所？又是怎麼樣來到甲園？ 

 2.2 前任園所與甲園分別帶給您甚麼感受？ 

3. 最近剛結束的大手牽小手與家長會活動（海獅班與白鵝班聯合舉辦） 

 3.1 老師在活動中扮演甚麼角色？其他老師負責的工作？ 

 3.2 籌備或執行活動的過程中，有甚麼印象特別深刻的經驗嗎？ 

 3.3 有發生老師們彼此意見不同時，如何達成共識？ 

4. 老師認為甲園的圖像（想像）是甚麼？用一個具體的譬喻 

 4.1 老師對於甲園的願景（未來的期待）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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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4 

 

 

 

 

 

 

 

 

 

 

 

 

 

 

 

 

 

 

 

 

 

 

 

 

 

 

 

 

 

 

 

 

 

 

 

  

訪談對象：T5 

時間：131024 1630-1730 地點：圖書室 

情境：跟 T5 約 16:30，進去的時候正巧碰到一些家長接送小孩。我走到辦公室

只有 T9，沒有遇到Ｃ園長。放下東西後，我去海獅班找 T5，海獅班正在上才藝

課，由才藝老師帶他們進行陶土捏製。T5 用對講機問其搭班老師 T8 忙完了嗎，

因為她要準備接受訪談。我先走到圖書室準備，等 T5 過來。途中我遇到曾經訪

談過因而比較熟悉的 T2，我熱情的跟她打招呼，她稱讚我今天穿的很好看。 

過一會 T5 來了，但是我卻突然一直咳嗽，老師關心我要我保重，去辦公室拿了

兩顆蜂蜜喉糖給我。 

訪談大綱： 

1. 最近剛結束的大手牽小手與家長會活動（海獅班與白鵝班聯合舉辦） 

 1.1 老師在活動中扮演甚麼角色？其他老師負責的工作？ 

 1.2 籌備或執行活動的過程中，有甚麼印象特別深刻的經驗嗎？ 

 1.3 有發生老師們彼此意見不同時，如何達成共識？ 

 1.4 我剛好在參與家長會前有跟園長聊過，園長有提到她在大手牽小手的檢討

會上，比較直接點出這個活動籌備上，沒那麼完善的地方，老師妳願意跟我聊

聊妳當時的情況嗎？（T5 是大手牽小手的總活動籌備者） 

 1.5Ｃ園長說過她在「可堪」的前提下，願意讓老師去嘗試、冒險，有時候可

能會犯錯，但因為犯錯所以有機會學，同樣的這個造成的後果園長不會只讓老

師承擔，她也會扛起來，我比較好奇的是當這樣子的情況發生，園長通常會做

甚麼？當事人會做甚麼？其他老師的反應或行動是甚麼？（請老師舉例） 

2. 請問老師在來到甲園之前曾在其他幼兒園任教嗎？ 

 2.1 為什麼離開前任園所？又是怎麼樣來到甲園？ 

 2.2 前任園所與甲園分別帶給您甚麼感受？（各種層面像是教學型態、同事關

係、家長、孩子、園所環境、福利、園的氛圍…等等） 

3. 請老師聊聊對於Ｃ園長（87.02.01）剛接手的那段時間的印象、感受？ 

 3.1 印象中，過去有沒有比較深刻的事件，是要花費比較大的心力想辦法去溝

通、解決，甚至在處理的過程中有產生一些摩擦的情況？ 

4. 老師出外參加研習、進修的頻率、參與的項目、如何分配？ 

5. 關於共讀 

 5.1 以前有固定讀書會，大概如何進行？ 

 5.2 現在沒有讀書會轉變成甚麼形式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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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T7 

時間：131031 1300-1430 地點：家長接送區 

情境：我到的時候看見 T7 跟 T9，T7 看起來剛睡醒，我問老師有沒有休息，老

師說剛有小瞇了一下。家接區與圖書室相比之下是一個較為開放的空間，不時

會有老師來使用影印機、文書用品、打電話、吃東西…等。 

訪談開始後半小時，Ｃ園長起床了，她走進家接區，走到我身旁用手搭在我的

肩膀上（似乎表示打招呼），一邊跟其他老師進行對話，我用手碰觸她的手予

以回應，於是她握住我的手，我雙手回握了一下。從開始入園至今為止共七次，

今天跟Ｃ園長這段以肢體語言進行的互動，讓我首次明顯察覺到自己與組織成

員在無形中似乎建立起某種「默契」，我認為自己已漸漸擺脫「不熟悉的外來

研究者」的自我認同，身處於這個研究場域讓我越來越自在。 

Ｃ園長說有很好吃的果凍要跟我分享，我客氣的說：「謝謝，不好意思，沒關

係。」T7 說：「我們園長很喜歡與人分享，你就收下來吧。」Ｃ園長裝了一袋

的果凍給我，就放在桌子上，沒有打擾我跟 T7 的訪談。我也感受到園長與老師

們常說甲園的「溫暖」，回想Ｃ園長曾經說，當他們接受我的研究邀約，就必

定會全力配合，甚至把我納入當成他們的一份子。 

訪談大綱： 

1.請問老師在來到甲園之前曾在其他幼兒園任教嗎？ 

 1.1 為什麼離開前任園所？又是怎麼樣來到甲園？ 

 1.2 前任園所與甲園分別帶給您甚麼感受？（各種層面像是教學型態、同事關

係、家長、孩子、園所環境、福利、園的氛圍…等等） 

 1.3 園內、外部曾發生過的困難（衝突、生存危機）？用了甚麼樣的方式解決？ 

2.Ｃ園長曾提到過，在「可堪」的前提下，願意讓老師去嘗試、冒險，甚至可能

是犯錯，因為透過這樣才能培養獨當一面老師的能力。 

老師能不能用自身的經驗，來談談所謂「可堪」的情況是甚麼樣？ 

3.到校外演講時如果要介紹甲園，老師會想談甚麼？ 

4.現階段老師覺得在甲園的工作上，有沒有碰到甚麼覺得無奈、難解的問題？ 

5.老師認為甲園的圖像（想像）是甚麼？用一個具體的譬喻 

 5.1 老師對於甲園的願景（未來的期待）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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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Ｃ園長 

時間：121120 1300-1500 地點：圖書室 

訪談大綱： 

1. 亭安觀察到台大附幼的成員以及家長，透過許多管道（家接區的行事曆大白

板、對講機、手機 LINE、電子郵件、Face book、）來進行溝通，訊息的流通在

園內似乎有重要性，對於這樣的現象感到很好奇 

 1.1 在甚麼樣的情況下決定開始使用這樣的設備？ 

 1.2 是由誰提出？ 

 1.3 這樣多元的溝通管道有甚麼優缺點？ 

2. 在訪談老師與入園觀察期間，觀察到園內的老師是較為敏銳的，常能適時看

見問題所在，發展出因應策略。舉例來說：「校慶活動孩子的服裝裝扮，部分

家長在製作上有困難，老師會請其他有能力幫忙的家長協助。」 

2.1 在甲園中「具備敏感度」的重要性可能在哪些方面體現？ 

2.2 如何培養具備敏感度的能力呢？ 

3. 關於Ｃ園長剛接手甲園長時 

3.1 面對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3.2 怎麼去著手解決您看見的問題？ 

4. 跟 T7 的訪談中（聊到園所有沒有面臨甚麼外部危機），她曾提到未來當園

所的教師退休時，會面臨如何傳承台大附幼的問題。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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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Ｃ園長電子郵件內容 

 

 From:Ｃ園長 

To: 柯亭安 

Subject:RE:亭安的研究進度 

Date:Fri, 27 Dec 2013 

-------------------------------------------------------------------------------------------------------------------- 

親愛的亭安: 

 

加油 加油 

論文寫到這個時期 

最痛苦了 

資料一大堆 

要分析 要整理 

妳最棒 再堅持一下就完成了 

 

愛妳的園長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