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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內容包括：第一節創造力的相關理論，第二節是創意教學策略

與影響因素，第三節教師團隊的意義與內涵，第四節為團隊的種類與發

展，第五節是教師團隊的建立與創意教學的關係。 

各節文獻作為本研究的佐證及理論支持，並作為編製訪談大綱及資料

分析時的參考。 

 

第一節 創造力的相關理論 

Guilford在 1950年就職美國心理學會主席時，發表以「創造力」為題

的演說，倡導擴散式思考（divergent thinking）方式，以鼓吹創造力之研究

以來，創造力就一直受到各方重視與討論（吳靜吉，2002）。許多學者致

力創造力相關的研究，研究的觀點與重點不同，創造力的意義與歷程相當

複雜，創造力的定義即眾說紛紜。 

茲將創造力的涵義與理論，進行整理與說明。 

 

壹、創造力的涵義 

近年的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創造力的產生取決於多重因素（multiple 

components）的聚集（Gruber，1988），也因為這樣的事實，可見於各個學

者對於創造力從不同的角度來探究與詮釋。 

以下就不同向度來探討創造力的意義。 

 

一、創造力是一種內在思維 

    Guilford（1950）提出「聚斂思考」與「擴散思考」是創造力思考的

基礎。「聚斂思考」強調針對特定問題，以集中重點的方式解決問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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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過邏輯式的搜尋，由長期記憶中回憶所儲存之訊息，強調問題解決途

徑的正確性與有效性，透過熟悉事物的確認與應用技巧，作為問題處理的

基礎。「擴散思考」強調不同觀點的切換，由不同的資訊來源產生不同的

答案，其問題解決的途徑是多層面的，思考的架構超越原本的系統與連結

關係，更為多樣化。在思考的訓練上，「聚斂思考」和「擴散思考」是同

等的重要，「聚斂思考」講求生產正統的思考（production of orthodoxy）,

「擴散思考」講求生產多樣化的思考（production of variability）。 

    Guilford（1971）提出創造力是一種思考能力的主張，其內涵包括五

種能力，即流暢力（fluency）、變通力（flexilility）、獨創力（originality）、

精進力（elaboration）以及敏覺力（sensitivity）。此五種思考能力成為後來

創造力基本成分。創造力就是運用變通力、敏覺力和獨創力，將常用的思

考方式改成不尋常及產出性的思考方式，是發現既新且又有用的理念能

力，根據目標導向，直接、間接地與人類生存有關的思考能力（Haustein，

1981）。 

de Bono（1986）強調水平思考與垂直思考，是處理各種想法與觀點
的主觀標準。兩種思考方式大不相同，但非某一種較為重要。de Bono
（1992）認為「水平思考法」有兩種解釋：（一）狹義言之，是一套用來
改變觀念和認知，並產生新觀念的系統性技術；（二）廣義言之，為探究

各種可能與方法，而非追求同一種方式。意即以不同的方法，來看待事物

或問題。以垂直思考法來探索問題，採取一個既定立場，以此基礎向上發

展，之後每一步驟皆與既定位置有邏輯性的關聯；採用「水平思考法」是

往各種不同方向與面向尋求答案，嘗試不同認知、觀念與切入點，脫離一

般的思路。就技術性層面而言，「水平思考法」是自組性資訊系統裡穿越

各種模式。兩者都很重要且偏執某方皆不宜。歸納其中水平思考與垂直思

考的特質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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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水平思考與垂直思考的特質 

垂直思考 水平思考 

選擇性 規律性、一般性 

依其所往遷移 遷移為產生新方向 

連續性 可跳躍式 

每一步驟需被修正 不需要逐一修正 

反方向則封鎖走道 無反方向 

集中和排除任何非明顯的部份 接納任何機會 

分門別類與標籤化 無 

依循最有可能的路徑 探討最無可能之機 

是一有限制的歷程 具無限可能 

有正確性 具豐富性 

擇一路徑而行 尋找開闢其他可行之徑 

擇最好解決問題方案 產生許多選擇性方案 

 

資料來源： Cort thinking: Teacher’s  notes （2nd ed）.（p.364）, de 

Bono,1992 , Oxford, England: Pergamon.  

 

    de Bono（1992）指出「水平思考法」具有四項概括性且不相排斥的

基本原則：（一）認識控制性的導向觀念。（二）尋求觀察事物的不同角度。

（三）跳脫垂直式思考的嚴密控制。（四）多多利用機會。在系統性技術

方面，有些合乎正常邏輯，甚至收斂性質，但大部分是與「擴散性思考」

相重疊，甚至涵蓋擴散性思考，其中與創意之間是具有交集的部分，但是

其中交集的範圍有多大，則依狀況與當時現象呈現未定情形。 

    Torrance（1974）談到創造力是指發明能力、生產性的能力、擴散性

的思考能力，也可能是想像力。一種具有彈性，能突破傳統思考束縛與舊

觀念，不按邏輯進行的水平思考能力（Cates,1979）。 

創造力是結合舊經驗或融合各種事物的概念，同時也是引發人類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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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好奇心及創新的一種能力（Adams,1997），一種新的觀念或原則、

或思想體系，或是個故事，只要能夠解釋二個原本無關的東西、觀念、故

事而產生新的關聯與意義（吳靜吉，1998）。 

Cropley（2001）指出創造力的層面，「思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思考」乃是個人依據與外界互動的經驗而建立的內在認知結構，經由

經驗累積、反思與整合的過程，儲存於記憶之中。一個人可能對外界還沒

有任何具體行動之前，已經在自己的記憶中努力進行內在的運作。雖然創

造力強調新內在架構的建立，原有的架構作為思考的基礎仍相當重要。

Cropley 建議應同時重視傳統的思考架構（conventional structure）與創意

認知架構（creative cognitive structure）。 

 

二、創造力是一階段與歷程 

Wallas（1926）指出創造力是一種心理歷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一）準備期（preparation）：收集相關資料，融合新舊知識。 

（二）釀釀期（incubation）：暫時擱置問題，在潛意識裡繼續思考。 

（三）豁朗期（illumination）：頓悟。 

（四）驗證期（verification）：付諸實行並驗證可行性。 

創意歷程中常因角色或情境的不同，對於問題的詮釋也有所不同，因

此對於四個歷程也有擴大解釋或進一步探索之、造力，若只是一項單獨運

作，是無法成就高層次智力與潛能的充分發展。然而呈現於日常生活中的

表現，創造力就是屬於一種創造的潛能或個人的特質，如同想法的靈光一

現或是持久的擴散式思考歷程，亦如同為一種新奇或獨創性的產品或精采

的表達，為個人與情境互動的結果（Sternberg & Lubart，1999）。 

Cropley（2001）則認為有關教育上或心理學的「創造力」，都有一個

共同的核心價值，其中包含三個元素： 

（一）新奇性：思維上抽離熟悉的觀念，才能產生新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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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性：創造性的結果或是產品可能具有美學的、藝術的或是

理智的特色，是一種有利的素材。 

（三）道德觀：創造力的本質應是具有良好的倫理道德觀，並不適用

於自私、破壞、犯罪與好戰的行為。 

 

三、創造力是一種產品或是外在表現 

「創造力」是一種個體產生新的觀念或產品，或融合現有的觀念或產

品，改變成一種新的形式（Guilford,1984）。Cropley（2001）認為「創造

力」可能是一種原因（cause），也可能是一種果（effect）或是一種交互作

用（interaction）。從原因的層面上來看，創意或創造力被認為是多重性的

心理因素，這些心理因素使個人具有產生創意成果的潛能；從結果的層面

來看，一個人的創意或是創造力，可以表現在他的作品上，如科學、藝術

或文學創作；從交互作用的層面來看，一個人的創意或創造力，是經由個

人所經歷有利或不利環境中，產生交互的影響，如外界的激勵、懲罰或其

他因素，會影響創造力表現並進一步影響相關態度與動機。 

針對歷年關於創造力的相關研究結果，美國教育與就業局（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Davies & Gilbert,2003）整理創意行為的特
質有： 

（一）運用想像力，通常是在物體與情境或想法間作不同的聯想。 

（二）有目標與理由運作新結果的開展能力。 

（三）發展獨創小團隊組織操作，如家人或一些團體。 

（四）判斷價值，依據批判評量與反思，重新回顧。 

 

Davies與 Gilbert（2003）則歸納個人創意可視為： 

（一）創意行為具流暢性； 

（二）清楚確認個人特質（能力、處理方式、需求、可觀動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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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集做決定、選擇、判斷之個人優勢，完成團隊或組織相關任

務。 

本研究將各學者對創造力之定義與觀點，歸納整理如表 2-1-2： 

表 2-1-2  學者對創造力之觀點 

年代 學   者 內               容 
1926 Wallas 創造想像發展的四個階段： 

1.準備期（preparation）：收集相關資料，融合新舊知
識。 

2.醞釀期（incubation）：暫時擱置問題，在潛意識裡繼
續思考。 

3.豁朗期（illumination）：頓悟。 
4.驗證期（verification）：付諸實行並驗證可行性。 

1950 Guildford 創造力的因素包括: 
1.對問題的敏感力 
2.流暢力 
3.創新力 
4.變通力 
5.獨特力 
6.重組或再定義的能力 
7.複雜度 
8.評鑑力。 

1961 Rhodes 歸納早期創造力研究有「四 P」取向：個人特質
（person）、創意產品特質（product）、創造產生歷程
（ process）、有利於創造的環境或壓力因素
（place/press）。 

1966 Torrance 創造思考乃一列過程，此過程從發現問題開始，然後

尋求對策、驗證假設，最後得到答案為止，過程中的

創造力包括流暢力、變通力與精進力。 
1967 Guildford 創造力是人類的一種認知能力，個人的創造行為乃是

經由流暢力、變通力及獨創力三個特徵的擴散思考而

表現，以「因素分析」的方式提出三維智力結構理論，

並認為擴散思考、轉化能力與創造力有密切關係。 
問題解決模式是以人類知能為基礎，強調 
1.起始過濾階段：注意與導正方向。 
2.認知階段：覺知與建構問題。 
3.生產階段：多元產出想法與聚斂思考。 
4.其他認知階段：新資訊等等。 
其中可能會是循環，或中斷由中間某一步驟開始或結

束，此歷程著重內在與外在因素與資源，同時具彈性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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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2  學者對創造力之觀點 
年代 學   者 內               容 
1980 Williams 創造力在認知上呈現流暢、變通、獨創、精進的思考，

而表現在情意上為冒險、挑戰、好奇與想像。 
1983 
 
 
1996 

Amabile 
 
 

Amabile 

具有創造力的產品必須符合新奇、有用、正確、有價

值的條件，這些條件的操作型定義，需要由同一領域

的專家來共同決定，採取共識（consensual difinition）
方法評估形成。 
以 Wallas（1926）四歷程為基礎，發展出：1.問題確
認。2.準備：搜集與過濾可用資訊與資源。3.回饋產出：
尋找與產生回應。4.有效回饋與溝通：檢驗可能回饋。
在各階段可能重複或循環進行。在組織環境中，類似

階段也常被使用。 
 

1988 Gardner 創造力乃是生物學、心理學、專業領域知識和社會脈

絡等系統交錯影響而發展的結果，對於創造力的觀點

是多元的，同時重視社會文化對個體的影響。 

1999 Csikszentmi-h
alyi 

以個體（person）、領域（field）、學門（domain）三者
的交互作用為核心，構成一個文化演化的循環歷程，

其中個人認知的變通性、動機、生活經驗，受到所處

文化的影響甚鉅。 

2003 Davies & 
Gilbert 

綜觀各家說法，個人創意可視為： 

1.創意行為具流暢性； 

2.清楚確認個人特質（能力、處理方式、需求、可觀
動機等）； 

3.收集做決定、選擇、判斷之個人優點，單獨完成或
團隊或組織。 

     

    由表 2-1-2 可看出各年代各學者對於創造力所下的定義與看法，從發
展歷程到相關因素，逐漸建構創造力的相關理論基礎，同時透過其他學理

的相互支持與呼應，增加相關理論基礎的豐富性與深度。1980年代以後，
整合相關領域的「匯合觀點」，使得創造力理論逐漸注意個體與整體關係，

同時著重各相關領域知識與社會脈絡的影響。從創造力本身的元素與結構

研究開始，隨著智力理論的發展，逐漸擴展創造力研究的領域範圍，接著

以存在於社會文化脈絡之下的外在表現，著重個體、領域與學門的交互循

環關係，使得實務與相關研究，開始重視影響創造力發展的各種因素與外

在環境脈絡的影響，而非單一觀點去探究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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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造力的理論 

關於創造力的理論與相關研究，Rhodes（1961）歸納早期創造力研究

有「四 P」取向：個人特質（Person）、創意產品特質（Product）、創造產

生歷程（Process）、有利於創造的環境或壓力因素（Place/Press）。1980年

代以來，各種專書、應用與實證研究再次興盛。以下針對概念與操作上的

觀點，陳述與分析重要的理論觀點。 

一、Amabile的脈絡觀點 

異於 Rhode所提的 4P取向，社會情境脈絡取向，已是現今探討創造

力的重要趨勢。Amabile（1983,1996）提出創造力的社會心理學基礎，認

為創造力是經由個人特徵、認知能力與社會環境的特別聯結後的行為，即

是其主張的「脈絡中的創造力（Creativity in Context）」。個體創造行為產

生於社會脈絡中，其歷程步驟間是反覆式的，非序列與邏輯式的，可在步

驟間跳躍，若是有進度，可能回到前面或更前之步驟啟動創意思考。

Amabile（1996）歸納近年研究創造力的取向，認為學者考慮的非僅單純

社會環境因素，個人成長背景與情境、特定領域的創意，以及社會文化因

素的影響都應要加入。 

Amabile（1983,1996）從產品的角度出發提出創意表現的成分模式

（componential model），認為「創造力」是內在動機、領域相關技能與創

造力相關技能三種成分的群集，如圖 2-1-1 顯示，內在動機包括決定個人

參與任務的動機變項；領域相關技能則是領域上成就表現的基礎，其中包

括事實性知識、技術性技巧與領域上的個殊才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則包括

運用整體性來探究新的認知途徑、形式與工作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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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Amabile對創造力的脈絡觀點 

 

資料來源：Creativity in context.（p.185）, Amabile, T.M., 1996,  Boulder: 

Westview. 

 

這三項成分在創造歷程中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創造力相關技能位於

最基本的層次，對於任何領域都可能會產生影響；領域相關技能屬於中間

的角色，是指某一種領域內共有的基本技能；內在動機則為最特殊的層

次，不僅隨領域內的特定任務不同，甚至對某一特定任務也會因時間而有

所差異。三者間充分交互作用，當三者的交集越大，個體的創造力就會越

高。個人若想具有創造力，就應獲得相關領域與創造力技能，並具有內在

動機，接受各種認知與學習的策略、學習活動與評量方式(Amabile,1983)。 

    Amabile（1996）認為「動機」為關鍵，如興趣與任務的認同，相關
技巧，如知識、專業技巧等等，以及相關創意歷程，此三個成分為創意解

決問題之關鍵。不同的任務可能導引出不同的創意步驟，創意歷程可能因

個人中心或問題脈絡中心而有所差異，如每個人的動機不同，每個情境脈

絡狀況不同，如時間或外在因素的不同而有差別。 

 

二、Gardner的互動觀點 

    Gardner（1993）倡導多元智能理論，影響整個心理學界與教育界。他

對創造力的觀點也是多元的，超越個體智能觀點，除了對個體探求之外，

領域相關技能 創造力相關技能

創造力

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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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視社會文化對個體的影響。他提出創造過程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

是遺傳及生物因子；第二個層次是人類智力發展、第三個層次是知識領域

發展；第四個層次是互動領域之社會脈絡。他對創造力的看法是具備由小

至大、由內至外、由個人到社會的分層觀點。 

Gardner（1993）提出創造力「互動觀點」：強調個人、其他人、工作

三者互動的重要性，認為有創造力的個體能經常地解決問題、產生成果、

或能在一專業領域中定義新問題。因此，創造力發生於特定的專業領域

內，受創造者的智能、個人特質、社會支持、領域中的機會所影響。 

Gardner 認為創造力並非靈光乍現，是有脈絡可循的，影響創造成果

的三大要素，其三角互動關係如圖 2-1-2所表示。 

 

 

 

 

 

 

 

 

 

 

 

個體 
（孩童與大師） 

其他人 
（孩童時期：家人、同伴）

（成年時期：領域中的競

爭對手、評判者、支持者）

工作 
（領域/訓練中的相關象

徵系統） 

 

 

圖 2-1-2  Gardner創造力的互動觀點 

資料來源：Creativity minds.（p.334）, Gardner,H. 1993, NY: Basic books. 

 

（一）孩童與大師的關係：成人創造力的重要範圍根植於孩童時代。 

（二）創作者與其他個體間的關係：其他個體包括親密的人，如家人、

同伴，還有其他教育背景相關的人，如良師與益友，或是日後

事業生涯有關的人，如同事、競爭對手或追隨者，這些人在創

作者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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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作者與從事工作的關係：創作者從領域、訓練中汲取運用相

關的象徵系統，最後仍會質疑、不滿，終於掙脫原系統，擺脫

束縛進而創新領域。 

 

三、Simonton的環境影響觀點 

Simonton（1994）以歷史測量法研究創造力，大量應用歷史、傳記等

檔案資料，以因素分析法，貫通歷史的時間序列法，來研究各國歷史上的

文化、社會、經濟、政治與科技等大環境因素，對各領域創造性人物成效

與興衰的影響。Simonton（1999）提出一個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架構基礎，

如圖 2-1-3所示。 

環境  

文化、政治、社會、經濟  

 

 

 

 

橫斷面及縱貫面影響  

 

 

個體×情境  

交互作用影響  

 

 

            行為的影響                      歸因的影響  

 

行為  

 

 

     個人                                                他者  

（領導者、創造者、模範、名人）         歸因            （追隨者、欣賞者、讚賞者） 

圖 2-1-3 Simonton創造力環境影響觀點 

資料來源：Creativeness-who makes history and why.（p.120）, Simonton, 

D.K.1999, N.J.:Lea. 

Simonton強調環境影響個人行為與他人的歸因，而個人的行為對此行

為的歸因所產生的互動，彼此間造成橫斷面及縱斷面的影響，整體而言創

造是受個體與情境交互作用的影響所發生的。他以發展心理學、差異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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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社會心理學三個層面，總結對創造力的歷史測量觀點： 

（一）發展心理學方面 

    歷史測量聚焦在六個變項，包括出生序別、智慧早熟、童年創傷、家

庭背景、教育與特殊訓練及角色模範與導師。 

    （二）差異心理學方面 

女性的創造成就、天才與精神病理學的關係，是值得注意的主題。 

（三）社會心理學方面 

文化因素（如流行或美術、藝術環境）、社會因素（如人口成長、社

會結構與族群地位等）、經濟因素（世代繁榮與投資）以及政治因素（戰

爭對創造活動的衝擊最受人注目）。 

社會學習理論指出，角色楷模、專家與督導對個人發展創造力相當重

要(Feldman，1998)，有不同的專家與楷模供個體學習時，較有可能產生正

面的結果，但過度模仿他人也將有其風險存在(Simonton，1994)。 

綜合發展心理學、差異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三個層面，探討不同層面

與不同條件影響創造力的觀點，同時從環境（包括文化、政治、社會、經

濟），個體受到不同情境的交互作用，再加上個人行為與他者歸因的影響，

影響創造力的因素很多且錯綜複雜；但是，Simonton的理論畫出人與環境

的架構基礎，同時強調環境的重要。 

 

四、Sternberg的投資觀點 

    Gardner 以大師為對象研究創造力，Sternberg 則以一般群眾為研究對

象。Sternberg與 Lubart（1995）認為創造力的表現，需要六種不同卻互有

關聯的資源之匯集，即智慧、知識、思考型態、人格、動機和環境，而創

造力就像智慧一樣，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都可以發展的，只是每個人

可發展的程度不一。 

    Sternberg從經濟學的觀點，以買低賣高的投資行為，比擬高創造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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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具慧眼的思考特性，他提出以「投資」來說明創造力的理論（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如圖 2-1-4所示。 

 

                     個人的六種資源 

                      

 

 

 

 

 

 

+

- 

賣高 

買低 

 
 

圖 2-1-4  Sternberg對創造力投資觀點 

資料來源：Cultivating creativity in a culture of conformity.（p.54）, 

Sternberg, R.J., & Lubart,T.I.,1995, NY: Free Press. 

 

    Sternberg 對創造力的投資觀點，如圖 2-1-4。創造力是個人運用自身

所擁有的六項資源：智慧、知識、思考型態、人格、動機與環境脈絡，在

創意市場中是一種「買低賣高」的局面，好的創造者如同好的投資者，善

於在股市中買低賣高，也是創意展現的成功方式。「買低」是主動追求他

人尚未知道的想法或是他人已放棄但具有潛力的想法，「賣高」是指這個

想法或產品有價值，贏得高利潤之後，再進行新的創作（Sternberg & 

Lubart，1995）。在想法或產品變得很有價值，創造者必須嘗試說服其他人

接受新點子的價值並追求它，否則無法進行新的創造。 

 

五、Csikszentmihalyi的系統觀點 

    Csikszentmihalyi（1996）對創造力提出以社會學為基礎的系統理論

（The system view of creativity），詮釋「個體」、「領域」和「學門」三者

之間在創造力發展過程當中的交互作用，他認為創造力是由「個體」、「領

域」與「學門」三種要素互動的過程，如圖 2-1-5 顯示。Csikszentmihal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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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認為以個體（person）、領域（field）、學門（domain）三者的交

互作用為核心，構成一個文化演化的循環歷程，其中個人認知的變通性、

動機、生活經驗，受到所處文化的影響甚鉅。父母、創新的教育環境與支

持、開明的政治氣氛也是可加強個體創造力的社會因子。 

 

 

                  

 

 

 

 

                   篩選                        傳播 

                 新穎                            資訊 

 
                             產生新穎 
                  
                             刺激新穎 

 

          

 

文化 

領域 

學門 
個體 

社會 個人背景 

 

圖 2-1-5  Csikszentmihalyi對創造力的系統觀點 

資料來源：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313-338) Csikszentmihalyi, M. 1999, 
Implications of a systems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creativity. In 
R.J.Sternberg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個體」所指的對象主要是創造性人物的人格特質。他認為創造性人

物是個體，不如說是繁體（multitude）。他並列舉：精力充沛—沉靜自如、

聰明—天真、責任心—遊戲心、幻想—現實、內向—外向、謙卑—自豪、

陽剛—陰柔、叛逆—傳統、熱情主觀—冷靜客觀以及敏銳—退縮等十組應

對的矛盾人格特質，創造性人物善於操縱人格特質的兩極，並隨領域、學

門及時間而調整。 

「領域」指的是象徵符號系統各種相關領域的結合，即形成文化。領

域是創造力的必要成分，因為若沒有參考既存的模式，就無法引入變異，

只有在參考「舊」之下，「新」才有意義。若無領域的存在，就無法產生

新穎的事物，因為原創性的想法並非憑空出現，在其文化中，透過符號系

統，蘊生領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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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想法必須由社會實體的「學門」來界定，並由學門中的守門人認

可後，才算是適應成功、新穎且具有價值的創見。Csikszentmihalyi的系統

模式對學校教育創造力培養脈絡系統的整體規劃，以及守門人的事實應

用，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 

 

茲將各個重要理論列表 2-1-3，陳述重要觀點，以作為分析之依據。



表 2-1-3  創造力理論觀點 

學者 Amabile Gardner Simonton Sternberg Csikszentmihalyi 

年代 1983,1996 1993 1994,1999 1995 1996,1999 

理論

基礎 

社會心理學 心理學 歷史測量法 經濟學 社會學 

 

重要

論述 

 

1.社會情境脈絡取向。 
2.創意表現的成分模式：內
在動機、領域相關技能與

創造力相關技能三成份的

群集。 
3.三者交互作用，交集愈
大，創造力愈高。 

1.多元智能理論。 
2.對創造力的看法是具
備由小至大、由內至

外、由個人到社會的分

層觀點。 
3.遺傳及生物因子、人
類智力發展、知識領域

發展、互動領域之社會

脈絡等四層次。 
4.四層次為互動的關
係：個體、工作與其他

人的互動。 

1.以因素分析貫通歷史
的時間序列法，研究影

響創造力的大環境因

素。 
2.強調環境影響個人行
為與他人的歸因，整體

而言創造是受個體與情

境交互作用的影響所發

生的。 
3.以發展心理學、差異心
理學與社會心理學三個

層面，總結對創造力的

歷史測量觀點。 

1.投資觀點。 
2.創造力是個人運
用自身所擁有的六

項資源：智慧、知

識、思考型態、人

格、動機與環境脈

絡。 
3.買低賣高，是創
意展現的成功方

式。 
 

1.系統理論。 
2.創造力是由「個
體」、「領域」與「學

門」三種要素互動的

過程。 
3.對學校教育創造
力培養脈絡系統的

整體規劃，以及守門

人的事實應用，具有

相當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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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年 Amabile 提出以「社會情境脈絡」的觀點來分析創造力的成

分與影響因素，眾人開始注意到影響創造力的因素並非僅有人格特質、先

天智能與學習的單向度方向，個體所處的情境脈絡開始被提及與重視。

Gardner 提出「多元智慧」的觀點，為創造力尋找到一個多元表現創造力

的合理解釋與方向，帶給教育界很重要的影響，也開啟各領域對創造力知

能的重視。Simonton進一步嘗試以縱貫的歷史測量來分析影響創造力的因

素，同時輔以橫貫方式分析影響個體創造力的各種因素，以不同學門（發

展心理學、差異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來說明創造力的觀點。自 Simonton開

始，以鉅觀的向度剖析創造力，同時以不同領域理論來說明個體的差異性。 

Sternberg研究創造力著作等身，不同於其他學者的重點，他以經濟效

益來評論創造力的價值與功能性，是從結果與應用性，強調創造力的重

要。Csikszentmihalyi以社會學的系統觀點，相較於 Amabile從社會心理學

的角度出發，詮釋經由個人特徵、認知能力與社會環境的連結後的行為，

著重點是以個體為中心，在社會脈絡中，受到個人成長背景與情境、領域

的創意以及社會文化的影響因素而產生的創意表現，是以『個體的創造力』

為中心的理論出發，而 Csikszentmihalyi強調個體、領域與學門三者的交互

作用之歷程與結果，其中各種因素是加強創造力的社會因子，但是這些因

素皆屬於文化演化的循環歷程，「社會文化」影響個體、領域以及學門，

三者相互牽動的社會系統中產生新穎、刺激新穎而有所創生，是以整個『創

造力發展歷程與結果』角度分析，其中學門中的守門人成為認定的關鍵。

Csikszentmihalyi從個人的特質與背景到領域的結合，經由學門的把關，整

個在社會文化中的循環歷程，這樣整體性的系統觀點，對學校教育中創造

力的培養機制，有著重要的啟示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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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元歷程的研究取向 

過去五十年，許多研究顯示創意歷程包括許多歷程，如發現問題、形

成假設、問題定義歷程等等，認為多元思考已是重要的步驟歷程，融合或

統整思考、逆向思考、後設分析、隱喻、情緒回響、樹狀圖、隨機或立意

取樣的思考模式等，都是可以發展創意的方式，另外頓悟（insight）已受
到特別的重視，分析再加上評估步驟，也廣受重視與應用。 

Finke,Ward與 Smith（1992）進一步加入「基因探索」歷程（geneplore），
強調產出與探索的歷程，產出歷程包括知識探求、觀念聯想、分析、轉化、

類推轉化。探索歷程包括檢驗、探討、結構分析與測試、尋找限制所在。

也有些研究著重想法的產生與評估歷程，Osborn（1953）的研究建議強調
省思的重要，近年更提出三步驟之說（Treffinger,1980），如：（一）瞭解問
題；（二）產生想法；（三）計畫行動。 

Feldman(1998)指出，創造力有多元的表現形式，包括：個人認知與社

會中情緒影響的歷程、家庭、教育、專業和領域的特徵、社會中的文化脈

絡，以及歷史力量、事件與趨勢。許多階段已不再被簡化為Wallas之四個

階段，也許更多步驟，或更多次階段於其中。朝向多元歷程的觀點，已是

現今研究創造力需要加以重視的重點。 

 

著名的創意階段理論橫跨過去半世紀，它幫助我們更瞭解創意思考歷

程，並延伸更多的次歷程，適用於各領域的創意呈現。其中有許多可能變

項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理論性與經驗實證性資料是值得參考的。部份次

歷程是我們要加以考量的因素與程序，這些都是會影響創意教學與訓練的

成果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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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Sternberg（1999）指出創造力的發生是由於多種成分的聚合，現今研

究創造力的學者大都採取匯合觀點（Confluence approaches）來定義與討論

創造力，創造力的架構具整合觀點，創造力的發生或是創造產品的出現，

並不能單從創造的個體來看，個體能否產生創造產物，也受到所處環境與

文化的影響環境扮演著孕育、促進或抑制的功能（Gardner,1988；

Simonton,1984 ； Sternberg & Lubart,1995 ； Amabile,1996 ；

Csikszentmihalyi,1996）。這樣的觀點是屬於「匯合取向」（ confluence 

approach）（Sternberg & Lubart,1999）的論點，認為創造力的研究必須融入

個人與環境、文化的各種因素，才能比較周全的了解創造力與創造產品的

產生。 

對於創造力的研究，從心理學領域擴展到其他各種專門領域，各種領

域的專家學者加入創造力研究之行列，已成為普遍的趨勢，創造力的研究

擺脫傳統窠臼與狹隘視野，融入更多不同領域的見解，拓展創造力的定義

範圍，豐富創造力教育的內容，著重社會脈絡的影響，是匯合理論觀點強

調的整合性，體察創造力的各種影響因素。 

個體、領域、學門加上社會脈絡的文化因素，造就創造力的發展，本

研究中以「綜合活動」領域為創意教學的課程主軸，實踐跨領域創新教學

設計，著重考量學生本身的資質條件、學習領域內容、學校本位課程的演

進脈絡，在師生所處的學校環境中研發開展學生創造力的創意教學，實踐

「匯合理論」的實質內涵。 

    發展創意教學的歷程中，教師與學生本身的特質，師生互動的關係，
領域或學門的特質以及教育發生的現場情境，各種因素都會影響創意的蘊

生與頓悟的產生。本研究將針對教師團隊努力的歷程，透過團隊的運作與

相關因素的體現，以了解現場團隊教師透過創意教學，企圖發展與精進學

生的創造力的歷程，即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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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意教學策略與影響因素 

壹、創意教學的意義 

創意的產生，植基於創造力智能的發揮，取決於領域內創新成果的展

現。教師創新教學的成果，即為個人創造力智能的發揮。若從創造力產品

的角度來定義，創意教學必須符合「新奇」與「價值」兩個標準（Mayer,1999；
詹志禹，2002）。ERIC Thesaurus（1966）即定義「創意教學」（creative teaching）
為：「發展並運用新奇的、原創的或發明的教學方法」。 

中華創意發展協會自 2001 年推動創意教學獎的設立，其對臺灣國中
小創意教學的發展影響甚鉅，更具推展創意教學之使命。Swartz（2003）
談到創意思考教學策略的兩種特徵，一個為思考教學 (teaching of 
thinking)，即直接教思維工程和教材脫勾（引自洪榮昭，2002）。例如進行
歸納思考教學、概念輿圖等，即是活動的思維工程及連續與非連續性創

造；另一個為教學創新(teaching for thinking)即運用各種方法在課程教學
中，提昇思考機會與能力。例如：教師提出開放性的問題，增進學生理則

性思考、聯想性思考的機會，即是活動的各科創意活動與經驗分享（洪榮

昭，2002）。 

Swartz（2003）更提出，如何進一步將創意思考融入教學（即創思教
學），亦即重新建構直接教思考的課程內容，以提昇學習效率是未來教學

的重點（引自洪榮昭，2002）。依據中華創意發展協會針對創意教學獎的
設立，對於創意教學的詮釋為：融合此理念，排定了問題導向學習之理論

與實務及專題導向教學法，教師若在教學時融合思考的教學(teaching of 
thinking)與教學創新(teaching for thinking)，才能讓學生有最佳的學習；所
以針對創造思考融入教學採用問題導向學習來進行。配合這些理論，創意

教學課程設計重點為： 

（一）思考教學：連續與非連續性思考、NGT、歸零思考、思維工程
練習。 

（二）教學創新：各科創意教學活動與經驗分享。 

（三）創思教學：問題導向學習、專題導向學習。 

「創造力」、「創新」和「創意」等三個名詞，常交互使用，就英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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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來講，「創造」含有促成某些事物出來，以及使某些事物新穎或原創；

而創新則是改變與導入新的事物（張世彗，2003）。教師從事創意教學的
設計，必須從兩個面向著手，在教師方面，開展教學創新的局面，嘗試新

穎、新奇的教材教法，另ㄧ方面在教學的設計上，試圖引導學生的思考能

力，讓學生有機會發展創造力，展現具有創造力的成果，「新意」可能出

現在教學設計與過程之中，更可能呈現於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創意教學的

面向與範圍是包含創思教學、思考教學與教學創新等多面向的統稱意義。 

 

貳、創意教學策略 

培養創造思考的教學策略相當多，茲將數種重要的創意教學策略，列

舉說明如下。 

一、研習規劃與課程設計方面 

（一）研習與培訓計畫―學生課程與教師工作坊的統整方案 

GTECH 方案，是一種教師統整科學、數學與科技課程的一種跨學科

領域的方案，各領域的教師發展策略整合教師力量，完成學校目標與教師

在職課程模式，工作坊中進行教師觀察紀錄與教學回饋，透過同儕問卷

（Stage of Concerns Questionnaire）建立有效發展活動，歷經兩年，教師團

體發展與應用資訊媒體如 HyperStudio、PowerPoint等媒體與網路統整教學

素材。GTECH 教師指出學生得以充分擴展學習領域，習得問題解決之技

巧、團隊合作、科技專業素養與發展創意（James, Lamb & Bailey, 2000）。 

    GTECH方案策略為:  

1.教師與管理者的團隊。 

2.聚焦於學校本位目標。 

3.包括科技之活動學習環境：師徒制、學生共同合作完成任務導向、

刺激、遊戲與互動式電腦輔助軟體應用。 

4.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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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坊與制度化設計。 

6.TECH方案團隊。 

7.學校與教師視訊裝備。 

Adams（1997）建議，學生可多參加腦力激盪、開放書寫(brainwrite)
或與社會主題結合的戲劇(socio-drama)，或工作坊的訓練，教師可邀請不
同年級的學生針對某種教學議題的目的來一同開會討論。 

（二）課程設計採概念式的主題教學與課程銜接 

主題教學是統整抽象、複雜概念於課程之中，提供檢視主題的事實、

細節與規則，如時間、連續性與改變、整體連接，選擇一主題，發展相關

概念象徵：1.瞭解象徵是將複雜系統精簡且有效的概念化。2.瞭解象徵是
語言限制的溝通途徑（Troxclair,2000）。教師與學生可運用腦力激盪處理主
題，產生更多具體圖像，其可能連結的相關象徵概念如上表所列。 

評鑑目標、課程、活動歷程然後計畫，活動為思考內容、過程技巧，

發展高層次思考技巧、創意表達、領導技巧、問題解決與研究，都是適合

應用主題方式，如圖 2-1-3： 

 

 

 

 

 

 

 

 

 

 

圖 2-2-1：主題統整範例 

 

透過主體統整的概念，應用於課程的銜接，也是發展創意教學的有利

符號象徵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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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課程銜接是指課程的簡化、調適、豐富與促進學習者之學習，因為

一般課程不適合個別差異，透過課程銜接，將可調整適合不同程度學生的

學習步調（Troxclair,2000）。第一步先要確認課程內容主體，透過前測瞭解
學生先備知識程度，透過診斷性評量，由教師所使用的測驗進行，或是透

過電腦軟體來進行。一旦前測完成，教師即將教學重點置於學生未知的部

份，分組與教師引導活動，資優生那一組則可依課本內容，選擇前測結果

所指出需要加強的章節部份進行精熟學習。 

 

二、教學應用技法 

（一）腦力激盪 

Osborn(1963)是第一位提出腦力激盪與核定清單的學者。方法如下：

腦力激盪需要 6-10 人的小團體參與，需有一位領導者（主持人），其角色

是刺激想法的產生，依照腦力激盪的規則維持過程的進行。此外，應有一

名紀錄者紀錄所有的問題，並請參與者在白板、黑板或活動掛圖上寫下的

想法。在會議開始時，主持人會陳述問題，給予參與者充足的時間來回應，

並要求解決之道。整個想法的產生需歷時 30 分鐘。其餘時間則請參與者

進行批判與選擇想法。 

腦力激盪強調要較多的意見、開始討論時先不要評價提議、參與意

見，並加以擴展結合(Bonk & Smith,1998)，追求建立、連結、改進、天馬

行空。其有四種基本的原則需遵守： 

1.對任何想法都不加以批判，允許提出。 

2.歡迎所有的想法，即使是不合理亦會接納。 

3.越多想法越好，想法的品質可稍後再決定。 

4.鼓勵參與者結合想法。 

腦力激盪可能的缺點： 

1.沒有充分的時間仔細考慮其想法。 

2.想法通常無法完全寫下來，使改進與評估的階段不能充分的瞭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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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雖然腦力激盪較為普遍，但逆向式腦力激盪卻是學生獲益最多且有深

刻見解的(Davis,1992)。 

 

（二）記事板 

Higgins（1996）指出，記事板(storyboarding)起初是運用在團體中，但

個人亦可運用，其為解決複雜問題最好的技術之一。記事板是根據腦力激

盪的原理所建構出來的創造力過程，極有彈性且易於修飾。 

記事板有四個過程：計劃、想法、組織與溝通。記事板進行時將會進

行一個創造力的會議，至少要 30-45分鐘，在休息後，再進行批判性會議，

請參與者批判記事板上的內容。 

此外，亦可產生一個新的想法板。在新的記事板中將欄位縮減到一

個，將其中一個次項目改成主題欄位，再請參與者對此提出想法，寫在板

上。亦可在想法板上寫出何人、何事、何時、何處、如何，並鼓勵主持人

用視覺性的描繪法來說明，此可視覺性的刺激想法。 

在應用方面，Higgins(1996)指出，記事板是解決複雜問題最好的技術，
因為其具有相當大的彈性。記事板可用來確認議題與問題，亦可解決問

題。最後可能發現主題的關鍵可能在其他欄位或次項目中。此外，記事板

另有一個優點，即可幫助想法的相互連結。此為策略性計畫的傑出技術，

無論是財務、行銷、人力資源均可運用此策略。 

（三）自由書寫或開放式問答題 

Bonk 與 Smith(1998)指出，可讓學生自由書寫他們有興趣的主題，並

訂下書寫時間如 3至 5分鐘，寫下腦中第一個念頭，寫完後可與參與者一

同分享。其中可運用聯想、強迫列舉等方式，發展出許多有創意的答案。 

（四）模擬或角色扮演－What-lf/ Just 

學生可經由角色扮演，經歷在該領域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電腦模擬

可運用超媒體幫助學生去接受一個有「為什麼-如果」情境或困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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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資訊、彈性運用智慧。可應用「什麼-如果/正是、、、（What-lf/ Just）」
的練習題，假想各種可能的情境（Manzo，1998）。 

（五）分配思考角色－六個帽子 

de Bono(1986)提出「六個帽子(six hats)」的技術，此遊戲刺激學生多
元思考並培養其實務上之批判能力。利用六個不同顏色的帽子，來引導學

生進入不同的思考向度，而這些戴帽者在分享意見後可互相交換帽子，重

新依照帽子所代表的思考角色再進行一次活動。 

六個顏色與代表意義如下： 

1.白色帽子：代表資訊，戴上白色帽子即要被要求與思考是否遺漏哪
些訊息、如何取得資訊等等問題進行思考，特別有利於面對問題

情境時的各種假設。 

2.紅色帽子：紅色如火，給人溫暖；所以紅色帽子象徵情感、直覺與
情緒，對於病人、醫院同事以及家人等等關係，都能重視情感的

覺知。 

3.黑色帽子：代表做決定，這是最重要、有用的帽子，更是最常使用
的帽子。 

4.黃色帽子：黃色象徵陽光與樂觀，戴上黃色帽子鼓勵學生期待充滿
希望與有利的情境。想想優點是什麼？何者較為有利？誰受益？

等等問題提供討論。 

5.綠色帽子：綠帽關於成長、活力與生命。鼓勵學生計畫未來，選擇
新的想法與新的行動，讓未來充滿創意。 

6.藍色帽子：代表思考歷程，尤其是具反思與內省的思考，如自問已
完成多少？我們的目標是什麼？等等自省問題。 

首先先將學生分為兩組，提供一個個案進行討論，兩組分別依六頂帽

子所代表的意義與方向進行不同方式的思考，讓學生透過討論來進行不同

帽子所要討論的主題。如此歷程澄清觀點，詢問各組如何達成結論、並鼓

勵學生嘗試更具創意地解釋各種假設情況，鼓勵具創意的思考；當學生的

討論未針對焦點時要提供機會給學生更多不同、寬廣的視野來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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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行六個帽子遊戲教學時，通常要提供學生安全的環境進行討論與

分享心中想法，一般學生或老師要能接受如此遊戲的方式進行，通常較採

用異質分組方式，每組最多六人。可依不同科目或主題，發展設計不同的

帽子如灰色、紫色等新的帽子提供多元的思考機會。此法相當有趣且適用

於其他各種領域，鼓勵學生朝向多角度的思考向度（who、what、why、
when、where、how），同時，降低成員的心理壓力之外，還可針對專業知
能、角色份際、做決定以及專業倫理等問題，都可被周延地討論。 

（六）盒子內的思考 

La Boite aux Mysteres是一個紅色、鮮亮的盒子，為一具四腳的長方
體，外面有可以提的耳朵。內容有一些教師一課程需要所設計的問題。打

開盒蓋，允許學生充分瞭解與描述卡片內容，但不能讓學生自由選擇任一

卡片。當學生第一次見到 La Boite aux Mysteres，深具好奇且對盒子內的題
目注意力相當集中。如「這是什麼？」「什麼在裡面？」「如何使用？」「為

何出現在課堂中？」等問號，馬上成功地一改孩子過去冷漠的態度。 

1.盒子的內容 

其中的問題針對課程目標設計，讓學習者思考與作答，多為開放性問題，需

要口頭或以板書作答。高層次性問題如日常可能碰到的各種生活狀況，其目標預

期「欲完成什麼？」「欲達成什麼學習成果？」另外還設計「機會卡」在其中，

以增加學習者的興致與意外之喜，如「再抽一次」、「選另一位學生來抽」、「今天

沒有回家功課」等等內容。 

各種問題顏色設計不同，藍色、紅色、黃色各代表不領域的問題；綜

合練習提示可以為綠色。這樣的設計有助於學生在短時間內進行分類與思

考，綜合性的問題與活動可以讓學生至圖書館查資料與上網查研究報告，

答錯的學生可進行猜謎或再一次作答的方式進行，當然新主題可以增加時

間進行討論與課程安排（Bedient, Scolari & Kowalewski, 2003）。 

2.La Boite多樣性（使用與功能） 

盒子的功能與角色是可以因使用方式而有所變化的，具複習、評量，

對個人或小組進行形成性的評量等等，學生往往更能熱烈地參與其中。教

師可依教學或單元目標設計競爭性或是合作性的問題，當學生面對挑戰

時，可以以口頭回答、口語演示技巧、戲劇演出的方式進行回答。 



 33

教室中，因為語言學習為主要目標，也可利用一些學習活動來進行，

例如掃街式搜查、角色扮演、小蜜蜂討論法、猜謎遊戲、和一對一競爭的

比賽方式等等，獲勝者可以得到認證或是一些獎勵。 

（七）PMI（Plus,Minus,Interesting） 

De Bono（1994）設計 PMI方法，P是指 Plus，建立增加好的意見；
M是指Minus，減少不好的觀點；I是指 Interesting，有趣的觀點。PMI適
用於團體支持系統的腦力激盪方法與促進團隊想法的產生（Siau,1996）。
此兩種方法不僅在工商界很普遍，再加上運用電子功能提昇時間與空間的

效能。 

De Bono(1986)指出創意思考的最大障礙是：落入第一印象、單一思
考、偏見或依循傳統，PMI嘗試解決如此問題，導正注意而試圖改變，所
以它是導正注意的工具。參與者首先針對注意方向增加想法，然後刪減意

見，最後朝向有趣觀點。有些時候，PMI 就是眾所皆知的「奇特方法」，
它提供參與者觀察機制，讓參與者看得更仔細。 

（八）語意網路、繪圖、連接點子、自由聯想練習 

此策略可幫助學生自由的聯想建立知識的交叉連結，尤其是視覺性的

學習者。可提高創造力的視覺相關例子如：雲、彩虹、汽車等。可用視覺

工具來產生想法，亦可生動的組織且概述一個人的想法、差異之處。在大

學中，語意網路可幫助學生感知自己的想法，並發覺有興趣的領域。 

教師可詢問學生問題來決定學生有興趣的領域，教師也可詢問學生在

你讀到這章時，聯想到何種重要名稱，以決定學生對於此項功課的理解力

與努力，亦可確認學生先前的知識決定教學的起始點。此外，允許學生在

課堂中發表其意見，給予學生機會發揮創造力，並觀看同學的作品發表其

觀點(Bonk & Smith，1998)。 

（九）心智樹狀圖(Mind mapping) 

Higgins(1996)指出，心智樹狀圖(mind mapping)主要運用在個人。樹狀

圖是由 Buzan所發展出來的技術。此項技術是個人進行腦力激盪的過程，

是由紙中心開始陳述問題，並以此為思考中心，並隨機以此向外進行的思

考方式，但仍需遵守腦力激盪的四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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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進行心智樹狀圖時，先在紙中心畫一個圈，在圈內寫下問題、

目的或議題。然後對問題的主要面向或解決之道進行腦力激盪，從中心畫

路徑線連結到外面，並寫下對此問題的想法，若想法中有次想法則在畫路

徑線延伸出去，並在線上標出你的想法， 

樹狀圖運用在行銷的例子。當你完成此樹狀圖時，試著找尋其中可能

的關聯、名稱、議題、人們可能的多面向，試著了解問題中可能的內涵，

去觀看整個架構。最後批判它，找尋可行的解決之道或新方向。若欲運用

在記事板中，可選擇其中一個分支，將以此為中心發展成一個完整的心智

樹狀圖(Higgins,1996)。Higgins(1996)指出，心智樹狀圖是一個產生策略、

解答等的出色技術，此有助於制定計劃，常使用欄與列來呈現想法的人在

使用此技術時可能會有困難。 

（十）想像之旅 

Higgins(1996)指出，想像之旅(excursion)主要是運用在團體，亦可用在

個人上。此策略可使參與者產生較具創意與革新的想法與技術。想像之旅

有六個主要的步驟： 

1.在開始活動之前，先請參與者在紙上畫出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我在旅程所見為何？」；第二個欄位是「在問題與旅

程中所見之間的比擬？」；第三個欄位是「這些比擬對於問題有什麼解決

方法？」 

2.進行想像之旅 

主持人引導團體成員進行一個想像之旅，想像自己身處於一個與問題

無關的場所。主持人通常會要求參與者閉上眼睛，並運用他們對旅行的想

像力，可能會經過博物館、叢林、城市或是需要一些想像力才能到達之處。

長途跋涉的恆星之旅，穿越宇宙至不知名的行星上是一個相當受歡迎的旅

行。此活動主要的關鍵是抵達地方與想像的能力。在活動期間或活動後，

參與者寫下 8-10種在旅程中所見的想像，可能包括事物、人、地點等。 

3.描繪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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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想像之結束後，主持人要求參與者用 10至 15分鐘畫出在旅程中所

見與問題之間的比擬。參與者可用任何方式表達問題與其旅行之間的關

係，且是對他們有意義的，然後在第 2欄中寫下這之間的比擬或關係。 

4.評估與瞭解 

參與者被要求花一些時間來決定問題的解答，並寫在第三欄中。 

5.分享經驗 

參與者分享他們的經驗：看到什麼、他們的比擬與解答、收穫。 

6.團體的解答 

在此過程中，成員都看到或聽到別人的想法，最後，主持人將幫助團

體達成共識，並提出解答。 

初次運用想像之旅的技術時，通常會使使用者覺得離分析取向較遠，

但只要嘗試過即可得知此項技術的力量，可迫使團體產生新的想法形態。 

（十一）核對清單與問題列表 

迄今最為人所知的是 Osborn所發展的動詞清單，但也可使用形容詞、

副詞或其他片語的清單來修飾既有的產品或服務(Higgins,1996)。刺激想法

的清單可提示參與者聯想想法與解釋，Osborn的核對清單包括以下動詞：

改編、修飾、放大、縮小、替代、重新排列、翻轉、結合，並描述每個動

詞。 

Higgins(1996)指出，可挑選一個產品來應用這份清單，如行李，應用

動詞擴展「行李」這個單字的定義，如應用「變小」的單字，可讓行李在

飛機走道上滾動；應用「修飾」，可在行李上裝上一個追蹤器，若行李遺

失或被偷可早日發現。 

Higgins(1996)指出，動詞清單可提供既有產品改良的方法，亦可用此

來改良服務，但其效用會較弱，但也可使用字典與辭典來創造自己的產品

與服務改良清單。 

（十二）形態學或西洋跳棋棋盤 



 36

形態學或西洋跳棋棋盤也可促進比擬推理與創造力的聯想(Davis，

1992；Starko，1995)。形態學如同清單的使用需應用一組的單字，而一般

有一組的單字是動詞，而另一組則是產品或服務的歸因，如將 Osborn清單

中的動詞運用在產品的行銷計畫上－產品、價格、促銷、配送與目標市場。

若產品是課本，運用結合「修改」與「配送」的單字可能聯想到直接將課

本銷售給學生。兩組單字會產生雙維矩陣方格。再增加第三種因素，如什

麼、何處、何時、如何、為何等即可創造出一個三維矩陣方格(Higgins，

1996)。  

使用此技術可快速的產生許多想法。在幾分鐘內，一個 10*10的雙維
矩陣方格即可創造出改變產品的 100種想法(Higgins,1996)。 

（十三）蓮花表 

Higgins(1996)指出，有七種技術可用來做方案計劃。記事板與蓮花表

是一個相當有幫助的技術。蓮花表技術在產生策略性的方案特別有用。它

也是從一個核心想法所擴展而成的，如同蓮花的花瓣一樣，由八個空格所

環繞，這八個空格中的任何一格都可是另外一組空格的核心，此過程持續

直到有滿意解答或足夠的出現。如若使用教育當作蓮花表另一個的核心想

法，以教育為中心可能就會有：記筆記、資料庫、常規、專家系統、製圖

法、課本、殘障人們與自我測試的支持等項目出現。 

Higgins(1996)指出，蓮花表是主要給團體使用的技術，但個人亦可獨
自使用此技術，其有彈性且易於使用。策略性方案主要是建立在資料分析

上。蓮花表允許策略超脫出資料與腦力激盪，使用想像力來解決問題。 

（十四）創意解決法(Synectics)－類推、隱喻、聯想 

創意解決法為促成創造力技能與其性格的方法之一。「創意性解決法」

此詞來自希臘，由William J. J. Gordon所創，是指一起討論刺激各種不同

觀點的產生。主張可在常見脈絡中思考一個陌生的概念來結合無關的組成

或概念(Davis,1992)。可作直接類推、個人類推（如：如果我變成一個電腦

空白表格程式，我將感覺如何？）或空想類推。 

與 PMI一樣適用於團體支持系統，運用腦力激盪方法，促進團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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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此法已發展出兩種基本且相互關連的方案：1.過程引出想像思索；
2.規範方式非阻斷而是鑑賞與鼓勵。Siau（1996）指出其原理原則為：1.
對新鮮事物不足為奇（運用隱喻與類推）。2.對熟悉事物感到好奇（運用類
推法對熟悉事物尋找新的觀點）。 

創意行為需要感覺的改變，創意行解決法以四個機制使熟悉化為新

奇： 

1.個人分析，個人個別想像力運作。 

2.直接分析，事實、知識、或技巧，來自其他之單一面向。 

3.象徵性分析，運用想像力於描繪問題。 

4.幻想分析，個人陳述其理想希望，以想像思索來解決問題。 

Bonk 與 Smith（1998）指出，創意解決法鼓勵將看似不同的概念運
用隱喻與比擬。如：一位有效率的經理看起來像是一名          ？
What-lf與 Just的猜想練習的情境不需要數值或預設的解答。如：若我是一
名創意教師，我將…。 

 

三、其他相關條件 

（一）教室心智環境的配置 

Black（2003）認為一個創意較通常看起來像什麼？明亮的彩繪佈告

欄、各階段完成的方案計劃等等佈置，一個視覺上極具刺激效果的環境。

榮獲美國優良教師（ATA）表示，教室的心智環境很重要，自由研究探討

的重要課程主題，是具邏輯又不受限制的，教室具幽默又熱誠地鼓勵學生

學習。教師常使用開放性的問題進行教學，但毫無限制的自由也非上策，

學生往往會朝向較無創意的成果，少數老師認為限定範圍引發創意動機可

以讓學生聚焦，階段性地發展創意。 

    教師創造不同問題可以使複製或調適以解決問題，模仿與複製常是有

效發展創意的基本技巧，表列與描繪所有可能性，與他人討論，分析判斷

想法的有效性、持續性與複雜性。鼓勵學生對於生活中熟悉或平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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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要有觀察與好奇的精神去覺知新奇之處。 

（二）善用各種教學方法與變化教學方式 

教學策略使用不當，可能會干擾學生的學習而非是補強，教師需瞭解

每種教學策略都有其缺點，如：過於簡單化、難創造、不豐富、耗費時間、

效率差（James, Lamb & Bailey,2000）。如何妥善應用各種創意教學策略，

端視師生狀況與各種情境與資源的配合，以達到最佳的創意發展效果。教

育上，促進創造力的方法必須是做一總體性、原則性的考量，運用恰當的

創意策略，往往教師是成功的關鍵與否，因此「教師」就成為重要的關鍵

人物，提昇教師對於創意教學策略的認識，應用相關資源設計有創意的教

學內容，Adams（1997）建議以下各種方式，提供教師參考： 

1.邀請外界的講師與專家學者來校傳授知識。 

2.改變教室環境與氣氛：可運用談話、專討課程，甚至是競賽來提昇

學生的正向態度，進而營造創意與使人放心的氣氛。 

3.鼓勵課堂的提議與問題：透過網路、聯想箱、評論板(notice board)

使學生能積極提問。 

4.參訪。 

5.讓學生多參與具思考性的競賽活動，如：定向或假日營地、創造力

競賽、壁報展示的設計競賽，透過學生的自由選擇，學生也較熱衷於此。 

6.增加創意思考的書籍與課程。 

7.運用新學科與單元來加強課程，以符合教與學的挑戰。 

8.夥伴制(Buddy System)：可帶給學生正向與產出的同儕影響，而兩人

一組的夥伴關係對彼此的研究、課業均有所助益。 

9.檢視評量：教師不應僅測驗學生的知識，更應透過應用與科際取向

鼓勵學生給予創意的答案。期中考可由書面報告、個案研究或工作坊來替

代。 

10.教導閱讀與書寫技能，反思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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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延伸教學策略的技能：可設定目的導向的問題給學生挑戰，學生可

嘗試不同的方法以達到目的，這對發展創新產品特別有效。此外，為減少

標準答案的產生可減少課本的使用，學生才會去尋找其他的知識來源，對

問題也比較會採取不同的觀點。建議讓學生設計自己的網站、啟發想法的

活動、角色扮演真實生活的個案、計劃與問題解決有關的課外活動，如校

際或班級的活動與展覽等。 

12.鼓勵做決定。 

13.運用資訊科技訓練 

14.認可社區服務的需要：結合社區服務與正式研究，幫助學生在新想

法與工作經驗上的學習歷程。 

    多讓學生應用腦力激盪、開放書寫以及與社會主題結合的戲劇
（socio-drama）或是工作坊的訓練，教師邀請跨年級、年段的學生針對某
議題一起討論，打破過去傳統的教學方式，都是可以嘗試突破的途徑

（Adams,1997）。 

 

四、GreaTeach創意教學獎之創意教學策略 

創意教學策略實施要點之目的在方便教師們將教學過程具體化，以強

化分享效果，教學策略實施要點共分理論應用、實施技巧、教材教具及教

學環境等四項，根據洪榮昭（2002）針對創意教學獎，研擬的創意指標如
下： 

（一）理論應用方面 

1.鷹架導向：適性引導、搭橋、知識遷移。 

2.建構導向：引導多元思考與評價。 

3.協同導向：專長、時間、情境、管理…之搭配。 

4.專題導向：完成成品歷程之知識養成與問題解決。 

5.問題導向：問題發現與問題解決歷程中培養知識。 

6.主題導向：結合領域的深度、廣度。 

7.契約導向：自發、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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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 

（二）實施技巧方面 

1.討論法：分組合作(cooperative)、報告分享等。 

2.個案研究：分工合作(collaborative)、報告分享等。 

3.講授法：語調變化、多元對話(師生、同儕)、媒體配合。 

4.遊戲法：闖關、角色扮演、競賽、唱遊等。 

5.e化學習：CAI、線上即時討論、評量等。 

6.其他。 

（三）教材/教具方面 

1.自製教材/教具之核心概念架構(concept mapping)。 

2.應用現有教材/教具之概念架構(concept mapping)。 

3.教材/教具系統發展歷程(配合學習理論來製作教材/教具，輔助學生

建構概念、發展技能、強化思考)。 

4.應用現有教材/教具系統發展歷程(配合學習理論來應用教材/教具，

輔助學生建構概念、發展技能、強化思考)。 

 

（四）教學環境方面 

1.空間硬體設計：多功能性。 

2.設備資源：充足性、適用性。 

3.環境佈置：配合節慶或風俗佈置學習區。 

4.戶(校)外學習：社區、博物館等。 

5.其他。 

 

五、GreaTeach創意教學獎之成效評估指標 

根據洪榮昭（2002）訂定的創意教學成效評估指標，如下列所述八大

項目： 

（一）知識力 

1.辨知力：新概念辨知力(含意涵、形式、用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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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記憶力：新概念的記憶保留(含正確性)。 

3.理解力：理解新概念的作用、功能、原理。 

4.鑑賞力：對事物的時(歷史性)空(功能與情感)價值之認知。 

（二）情意表現力 

1.自信力：學生對內容回答的信心增強。 

2.貫徹力：工作較能完成目標。 

3.挑戰性：比較願意接受挑戰。 

4.精進力：願意花更多時間在課業學習或改進。 

5.發問力：學生發問意願增強。 

6.尊重心：肯定他人的長處、珍惜資源(物品)。 

7.開放性：願意接受他人意見及發表自己意見。 

8.合作力：團隊精神增強。 

（三）理則性思考 

1.分析性思考：分析(找出)事件、內容、文章等意涵或特質。 

2.比較性思考：比較事件、內容、文章其意涵或特質的異同。 

3.歸納性思考：根據事件、內容、文章等意涵異同歸納概念結構(如重

要性)。 

4.演繹性思考：推論事件、內容、文章等意涵之相關(如因果關係)。 

5.批判性思考：批判事件、內容、文章等分析、比較、歸納、綜合之

適當性。 

6.衍生性思考：根據事件、內容、文章之意涵衍生新的意涵或應用。 

（四）聯想性思考 

1.相關性思考：依物性的意涵做相關連結或依類似事理舉例(證)。 

2.取代性思考：依事物的特性、意涵做交換。 

3.擴展性思考：強調或擴大(延展)事物的特性、意涵。 

4.縮小性思考：聚焦(或縮小、細分)事物的特性、意涵。 

5.逆向性思考：反面連結事物的特性、意涵。 

6.重組性思考：依事物的特性、意涵之順序高低層級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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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題發現與解決力 

1.知覺力：知覺有問題或異常的現象或 pattern。 

2.探索力：找出問題發生的原因或 pattern的規則。 

3.假設力：針對不同問題做解決問題的多元對策。 

4.評估力：評估多元對策的最適當策略。 

5.驗證力：對策驗證(test)。 

6.綜合力：對策產生新概念與舊概念綜合。 

（六）資訊力 

1.收集力：書面、網路的資料收集。 

2.解讀力：抓住資料重點涵意。 

3.組織力：按 logic分類、整理。 

4.應用力：將資訊用到相關處。 

5.智財觀：資料來源表示(註明)清楚。 

（七）創作表達力 

1.正確性：呈現知識的意涵或技法(如英文發音)的最佳化。 

2.熟練性：內容表達或技法運用的純熟。 

3.效率性：知識呈現或練習在時間上及其他資源有效的運用。 

4.豊富化：內容呈現多元(不重覆太多或單一方向/向度)多類。 

5.活潑化：內容呈現有節奏、有律動或流暢。 

6.新穎性：創作內容具新穎(差異)或獨創。 

7.細緻性：創作內容表達注重細節。 

（八）技能 

1.熟練度：學生對於習得的技能非常熟練。 

2.精密度：學生能完成精緻度高的作品。 

3.正確性：學生能以正確方法、步驟、工具，完成該技能。 

 

九年一貫課程正式上路之後，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與實施，給予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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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課程新設計的時間與空間，同時在綜合活動與彈性學習課程領域的規

劃上，也賦予學校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本位實務專業能力的發揮空間；縱向

的連結與橫向的統整，給予專業知能的揮灑空間，同時更是賦予教學創新

的使命與挑戰。發展創意教學應用上述各項教學策略與技法，給予教師專

業知能的培養課程，是讓教師有所裝備，而非給予壓力而心生恐懼，因此

是先給予相關知能的培訓課程，實所必要；產出型的研習方式，如工作坊

的課程，使參與的教師從觀念上改變，願意嘗試創意教學，同時在實務經

驗上真正有所體驗的歷程，在教學上產生實質的效益。 

課程設計的規劃方面，「概念式的主題教學與課程銜接」方式，是符

應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跨領域的設計策略，同時在創意的設計上，較不受到

限制，易於發揮。實際教室的教學方面，各種促進學習意願與動機的技法，

如腦力激盪、蓮花表，促進學生討論與專題探究的思考，六頂思考帽與盒

子中的想法等技巧，都是刺激學生思考的技法，這些在課程的進行中，給

予學生無限制想像與思考的教學方式，有別於傳統講演式的教學模式；另

外，現階段的教學，資訊融入教學是很受學生喜愛與歡迎的方式，如何使

用恰當，並且能夠讓領域知識、創造力與資訊力同時精進，有賴教師的創

意搭配與使用；透過各種技巧的適當巧妙應用，就會逐漸改變教室氣氛與

課程中孩子的突發奇想與創意。 

創意教學不是單單使用創意教學技巧而已，各種教學環境與情境的條

件，亦是很重要的；Great Teach創意教學獎之創意教學策略，在理論應用、

實施技巧、教材教具與教學環境上的說明，可以提供現場教師朝向創新的

方法與途徑；成效的評估方面，可以就學生學習的知識力、情意表現力、

理則性思考、聯想性、問題發現與解決力、技能、資訊力與創作表達力等

各方面，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與創意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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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影響創意教學之相關因素 

Fryer與 Collings（1991）調查指出，百分之九十的教師相信創造力是

可被激發的，教師認為創造力可由下列因素所培養：建立信心、創意的教

師、參與且支持的家庭，以及讓學生選擇學習方法。研究者歸納文獻中主

要影響因素，茲陳述如下。 

一、智力 

根據 Getzels 與 Csikszentmihalyi（1972）的看法，創造力和智力代表
不同的歷程，而智力可能需要不同創造性努力領域上不同的變化程度，創

造力與智力的關係有五種情況：（一）智力是創造力的一部份；（二）創造

力是智力的一部份；（三）創造力和智力間是有所重疊的；（四）創造力和

智力是相同的；（五）創造力和智力是全然無關的。心理學家到目前為止

仍未對於創造力和智力本身有一致的共識，因此在相關研究的結果與推論

上，需要小心審視與應用。 

較為明確的是知識與創造力的關係，知識和創造力的關係被視為「逆

U型」的情況；創造力的表現是將後設、知識獲得、表現成分，此三種智
力成分應用於處理新奇的任務或情境，或將之以新奇的方法運用於解決熟

悉的任務（楊坤原，2001），語文智力可預測文學創造力、點子的流暢力
（Hocevar, 1980）創造性人物智商分叉點大約在 120左右，智商超過 120
未必意味著有高度創造力，但低智能對創造性的成就造成妨礙是十分明顯

的（杜明城譯，2000）。 

二、人格特質 

一般均認同創造力的產出是在具有大量創意特質的人與環境之中，

Torrance提出的「Torrance試驗」(Torrance,1979)，將創意人的特質整理如

下所述： 

（一）流暢性或很多想法； 

（二）彈性或不同種類的想法； 

（三）獨創性或新奇的想法； 

（四）精密性或提供想法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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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bile（1983）發現創意人特質包括：有彈性、流暢性、獨創性、

對問題敏感、有分析能力、綜合並重新定義事情，組織條理分明、冒險、

堅持不懈、有耐性、展現知覺能力、需要獨處的時間、展現好奇心與愛玩

的特質、具有幽默感、寬廣的興趣、保持開放心胸體驗新奇、熱愛工作、

渴望學習新的知能。 

許多研究也顯示最有影響性的創造力預測變數為人格特質，如彈性態

度、容許模擬兩可的能力(Sternberg & Lubart,1995)、幾乎可適應任何情境

的特質(Csikszentmihalyi,1996)。Davis(1992)指出，有創造力的人在處理資

訊時的特徵會避免：根深蒂固的思考方式、隱喻的思考、詢問基準與假定、

運用內在的想像、讓自己身陷於問題之中而未觀看整個脈絡。Davis 也提

出並非所有的創造力特質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以自我為中心、好爭論

的、不順從一般公認信念的人、草率的人。 

「水平思考」是過去許多個人創意研究的重要關鍵因素與結果，「個

人特質」與「風格」是早期研究的重要主題。內在動機、興趣、複雜性的

吸引力、直覺、敏感度、曖昧不清的容忍度、冒險與自信等等特質，解決

問題的新奇程度與方式都是研究重點（Kurtzberg & Amabile,2001）。人格
特質決定創意的機能，包括水平思考、打破規則、或創新等特性（Houtz；
et al,2003）。 

Chan 與 Chan（1999）訪談 204位香港中小學教師，針對有創意學生

與無創意學生的特質問題，每位教師平均各提出四至五個特質，各分類為

42 個有創意特質與 33 個無創意特質。最常見的創意歸因有：具想像的、

總愛提問、反應迅速、積極、高智慧能力。最常被指為較無創意的特質有：

因循習慣、膽小羞澀的、缺乏自信、迎合上意的。此種結果與過去美國的

研究結果較為不同。此研究建議認為中國教師部份因素是因為社會期望，

一些是與學生聰明與否有高相關。文化因素的不同對於學生創意的影響是

值得討論的（Chan & Chan,1999）。 

雖然電腦與視聽媒體已充斥下一代的心智空間，教師必須發展更具創

意導向的教學來教導新生代。教師如何有創意？是與生具有能力？還是透

過刺激被發掘出來？還是可透過學習，了解其原則後複製習得呢？人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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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傾向與與生具有的教師顯而易見，是可理解的。但有可證實經過修正、

增強與促進創意的教學是有效果的（Simplicio,2000），因此，教師應大開

心門接納成為有創意教師的可能。 

三、教師教學信念 

關於教師信念方面，Simplicio（2000）指出教師先要自問下列問題以

澄清目標：我想要傳遞什麼專門知識給學生？學生從知識中習得什麼價

值？從學生處獲得什麼回饋？ 

    教師不僅要確認上述問題的答案，還要進行辯證對話，更新日復一日

的教學，教學內容的檢視，教學策略與方法上的革新，包括評鑑工具與評

鑑標準，方能朝向具挑戰性的未來。 

    一旦教師願意改變，將要問自己下列重要問題：其他教師所用的我可

以在自己的教學上應用嗎？我需要改善哪方面我的教學技巧或知識背景

嗎？有哪些有用的知識資源，我現在未加以利用的呢？ 

學校在教學尚未加以限制，規定統一的教學方式，從了解每天的教學

內容開始，參考教學方式或許可以有新的靈感來發展不同的、創新的教學

方式，教室要樂於與人分享與相互交流，進行專業對話與討論，或回到校

園進行進修學位的取得，或是完成某一研究專案，創意教師通常都是熱中

於日常生活的學習而習得其寶貴經驗的。 

    Simplicio（2000）指出當願意改變意願並朝向專業成長的教師，將努

力成為創意教師，最後一個將要問問自己的問題是：現在是什麼？一個好

的老師、創意教師，從不會滿於現況的，過去的成就不等於未來的成功，

創意教師是充滿好奇心，不斷尋找新方式改善自己的能力與新的嚐試，因

此常是其領域中的精英。 

最後要分析的問題是：教師創意是什麼？此非一問題而已，而是一種

告訴教育工作者的一種陳述，當他們改變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將改變他

們的歷程，朝向更具創意的歷程前進中。 

四、學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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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Henessey & Amabile,1999；Sternberg & Williams,1996; 

Torrance,1988)建議在教育環境中培養創造力。許多的學校環境並不支持創

造力的表達，反而主動的給予壓制(Starko,1995)。Westby與Dawson(1995)

指出環境對個人而言，是成為創意者的重要因素，環境可提供個人新奇聯

想的重要資訊，對創意發展相當重要，假使阻礙了聯想的發展，創意能力

也將受阻，創造力的程度與個人先前的知識與環境有關。 

不受限的個體可以在環境中感受各種可能的創意。自然物質源自於生

物性的親和力，自然環境的視野與自然物質的擺飾都是促進創意的空間，

高程度的複雜性，提供創意視覺效果的興趣與探索的機會，挑戰性的環境

提供智能與認知的刺激，再配合創意人特質的呈現，進一步促進創意行

為。個人的自主性之自由、開放的經驗透過環境的刺激讓人得以展現更多

的可能與成果。 

McCoy與 Evans（2002）研究證實環境對發展創意的重要性，組織中

促進創意的情境條件，可概括說明如下： 

（一）自由：得以自我掌控工作與想法。 

（二）挑戰：面對挑戰困難任務與重要計劃。 

（三）資源：適當資源，如人力、物資、促因與資訊。 

（四）督導者：領導者或管理者設定目標，評估個人因素與提供智慧

與熱心的角色。 

（五）共同工作者：開放、信任與具建設性地與同儕溝通。 

（六）認同：適當的肯定與獎賞回饋。 

（七）一致與合作：在合作與協同的氣氛中分享想法。 

（八）創意支持：創意是被鼓勵的與促進創意的表達機制中。 

教師在班級經營與教學情境的安排上，McCoy與 Evans（2002）提出

建立創意教室的相關策略與條件，依序說明如下： 

（一）時間：給予學生有時間去探索，當學生投入其中致力完成創意



 48

任務時，教師置身於旁。 

（二）空間：提供學生未完成而逐漸達至目標的空間，以自然、和諧

的步調與氣氛下進行。 

（三）資源：提供有用、有趣的資源，學生自由運用，去發明、去實

驗與驗證想法或成品。 

（四）氣氛：建立具有開發創意的教室氛圍，讓學生勇於嘗試錯誤與

冒險，允許討論推理的噪音、錯誤與自由。 

（五）豐富：傳遞學校以外的經驗，幫助學生思考其經驗與意義。 

五、教師角色 

在課堂中展示學生的作品、採開放式的管理型態、營造安全氛圍、鼓

勵獨立、冒險與內在動機(Richardson,1988；Sternberg & Williams,1996)、

課堂上有創意楷模(Torrance,1974; Sternberg & Lubart,1996)、建立信任的氛

圍(Shallcross,1981)。 

Csikszentmihalyi與 Wolfe（2000）以系統理論來探討學校中學生創造

力的培育，認為教師是佔居重要關鍵因素： 

（一）教師對於新觀念的開放程度（How open are teachers to new 

idea）：教師能投注且享受於學生超越課本以外的探索是重要的，教師不會

因此感到威脅，允許課程的不同，鼓勵學生問問題，探索不同的解題途徑，

樂見學生有新奇的發現。 

（二）教師是否激發學生的好奇與興趣：教師能夠激發學生尋找並架

構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教師僅可能不要依賴公式或教科書，或沒有關心到

孩子的需求與興趣，教師可透過維持課程大綱的新鮮感、帶動參與課外的

學習機會、不斷了解學生的興趣與他們的優勢來激發學生的創造力。 

（三）教師是否能辨別好的觀念與差的觀念：一如演化論所明示的結

果，大部分的變異對於既有知識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如果教師沒有分別的

鼓勵學生新奇，將無法協助學生內化基礎的規則。一個好的教師需要兼顧

支持與挑戰、欣賞與評鑑、自由與紀律，課外活動對於介紹學習活動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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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幫助，例如：科展。 

教師建立培養創造力的環境，應提供創意思考的時間、獎勵創意想法

與創意作品、允許犯錯、想像其他觀點、探索環境、詢問假定(Sternberg & 

Williams,1996)、發覺興趣與問題、多樣的假設、思考其歷程(Starko,1995)。

教學歷程中提供學生選擇、接受不同想法、增加自信，且著重學生的優勢

與興趣的、正向的心境，以及友善的環境也有助於創意履行的成效(Tinsley 

& Eldredge,1995；Gardner & Moran,1997;Vosberg,1998)。鼓勵創造思考、

鼓勵學生相信自己的判斷、容許不同意見、強調每個人都有創造能力、透

過腦力激盪的刺激，均有助於培養創造力環境的營造與創造力的發展

(Torrance & Myers,1997; Woolfolk & McCune,1980)，教師有責任建立學生

的自信，是學生運用想像力的原動力。 

六、師生關係 

Morganett(1991)指出，正向師生關係的品質，可鼓勵學生在課堂中成

為較積極的學習者，亦可進而培養學生的創造力。Hutchinson 與 Beadle 

(1992)指出，教師通常傳遞他們的期望是非語言的，導致學生通常不瞭解

教師的期望，而產生誤解，負面的衝擊到師生關係，解決方法是直接且有

意義的溝通。Hutchinson與 Beadle（1992）指出教師的溝通型態與學生的

滿意度與成就有關，也認為教室中的溝通應包括：回饋、指引、詢問、解

釋。教師亦可具創意的課堂中適時提出正向積極的批判，將培養自在與安

全的環境，亦可提高創造力點子與想法的分享，在此環境中，雖然教師會

提供支持與指導，但仍鼓勵學生相信自己的判斷。在課堂上與任務分派

時，教師需提供書寫語言上的正向回饋。此外，Morganett(1991)主張，在

建立師生關係中，教師對個別學生的關注是相當重要的，因為當自己（如

教師或學生）感到被他人接受或有被照顧的感覺時，較可會與對方合作。 

七、領導風格與學校組織氣氛 

Jung（2000）研究參與者在轉型領導的情境中之名義團體，透過兩個

創意的評量，發現有較優異的表現，證實轉型領導較互易領導更易促進創

意，提供成員加強內在動機與工作滿意度，領導者的智慧引導腦力激盪活

動中的創意思考、幻想與轉換思想。 



 50

Amabile（1996）研究發展出評量組織創新氣氛的量表，其中重要激勵

創造力因子的關鍵因素有： 

    1.組織鼓勵創意（organization encouragement）：透過對於構想有建設

性的建議、獎勵和肯定創造性的工作、具有一套活絡之發展新想法的機

制，以及對組織嘗試性工作具有共同的願景。 

    2.主管或領導階層的鼓勵（supervisory encouragement）：領導者提供良

好的工作模式、適當的工作目標、支持工作團隊重視個體的貢獻以及展現

對工作團隊的信心等。 

    3.工作團隊的支持（work group supports）：不同技能的團隊成員，有

效的溝通、公開表達新構想、彼此相互信賴與幫助。 

4.充足的資源（sufficient resources）：能夠取得適當的資源。 

    5.挑戰性的工作（challenging work）：對於挑戰性的工作和重要的計畫

具有盡力而為的認知。 

    6.自主性（freedom）：能夠自主的決定應該從事什麼工作和如何去完

成它，以及具有控制自我工作內容的認知。 

Maehr 與 Midgley（1996）研究發現，如果教師知覺到學校支持教學

創新、努力改善並且願意傾聽好的想法或計畫並提供支持，則教師會有較

多的創意教學策略。 

許多研究已證實領導風格對創意展現的重要性，但數量仍有限。領導

者通常站居決定組織文化、氣氛、與團體規準，Amabile(1996)研究強調環

境的重要，其中領導者可以積極影響組織與團體的創意展現。 

八、教師團隊之同儕 

個別不同的解決問題模式，常是團隊合作的利器，也是衝突的來源。

外在刺激常常是創意的起源，外在環境與個人經驗互動造就創意的發生，

Csikszentmihalyi（1999）強調三個面向：場域（field）、領域（domain）與
個人（individual），影響創意的產出。因此，環境與工作場域也是影響團
隊創意的重要因素。團隊的自主、相互開放性、建構新點子的挑戰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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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分享與認同等等都是提升團隊內在動機的正向因素（Kurtzberg & 
Amabile,2001）。新點子的形成、分享與選擇、鼓勵他人更多的想法等，成
員的特質與互動情形，每個因素都會影響創意的產生。 

團隊的個人特質將會影響結果，如種族、族群背景、國籍、性別、年

齡、性格、文化價值、社經背景、教育程度、功能背景、職業、社會經驗、

組織成員關係、組織氣氛、團隊氣氛。另外認知風格是近年被重視的因素。

成員特質影響溝通、互動與合作情形，多元即呈現異質觀點，分享不同理

解與經驗，創造不同想法與解決問題的風格，也決定其中的衝突與結果。 

很多教師不敢從事創意教學的原因是因為怕被其他教師排斥，Wood

（1999）在訪談研究中，發現同儕間的嫉妒是教師創新與專業成長的重要

阻礙。楊智先（2000）訪談創意教學得獎教師發現，教師們在學校進行創

意教學或想要推動新的教學措施時，都會擔心自己樹大招風，而減少甚至

放棄教學創新。 

九、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  

    Amabile（1997）認為個人產生創意最有關的三個因素是「內在動機」、

「領域相關技能」與「創意相關技能」，其中「內在動機」是最重要的因

素，Amabile（1983,1996）認為可從個體對「工作的態度」與「好奇、興

趣」的兩個角度來探討內在動機的定義，也就是不為外在目的或酬賞，為

了自身目的或對工作的價值，一種來自工作的快樂與滿足。過去研究發現

內在動機對創造力有重要的影響，而外在動機則會傷害創造力，但是

Amabile（1997）發現外在動機並非對創造力有害而無利，如果外在動機屬

於「訊息性的外在動機」，則將與內在動機組合而產生「動機綜效」

（motivation synergy），亦即外在動機提供回饋訊息，將有助於創新的產生。 

Amabile（1996）認為促進創造力的外在因素可刺激外在動機，促使參

與者有意願從事創新與創意的相關工作，如組織鼓勵創意、主管或領導階

層的鼓勵、充足的資源與願意面對挑戰性的工作，這樣的情形激發外在動

機與意願，是有效激勵創造力的重要因子。許多研究已發現酬賞刺激外在

動機，對於不同成就表現的創造力上具有正面效果，尤其是事先告知參與

者效果更佳（Eisenberger & Selbst,1994；Amabile,1996）。 



 52

    Csikszentmihalyi（1996）、Sternberg和 Lubart（1995）、Amabile（1996）

皆強調內在動機的重要，認為內在動機是促進個體從事創造行為與持續創

造行為的重要動力，因為創意的歷程會有許多挫折、需要經歷長時間的努

力、投注經歷與資源，如果沒有強烈的內在動機，將很難從事創造的活動，

而能『Aha！』地獲得創意成果。 

    教師對於教學工作的價值與態度，對教師投入創意教學的內在動機有

著重要的影響，有越高的承諾、熱愛教學工作，從中得到滿足，則教師在

教學上會有較高的內在動機，更願意投入創意教學的行動。    

Csikszentmihalyi（1996）研究具有創意成就人物發現，這些創意人物在從

事創意活動的過程中，大多會有一種「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福樂

經驗是一種樂在其中的忘我經驗，在「福樂經驗」中，個體忘記時間的存

在、全神貫注在創意工作中，感到愉悅，這就是高度內在動機的顯現。 

    創意教師願意改變教學行為，嘗試創新的教學策略或活動，當面臨環

境的限制、資源的缺乏，行政主管、同儕與家長的不同觀念時，若不願意

接受這些挑戰，或是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這些困難或不確定性，教師將不

會輕易嘗試創意教學，或是很快就會放棄，當有高度的內在動機時，就會

不 顧 一 切 的 從 事 創 新 行 為 而 堅 持 下 去 （ Amabile,1997 ；

Csikszentmihalyi,1996）。 

 

小結 

創造力的發生或是創造產品的出現，無法單從創造的個體來看，個體

能否產生創造產物，受到所處環境與文化的影響，環境扮演著孕育、促進

或抑制的功能，學校所處環境區域、軟硬體設備是屬物理環境的分析，學

生特質與潛能的開發，學習階段的適性發展，端賴教師透過創意教學策略

的選擇與應用，教師的敏覺與強烈的發展創意動機，就成為創意教學成敗

與否的關鍵因素。 

教師瞭解創意教學的意義與相關策略，擅用各種教學技法發展創意教

學，學生在適當的環境中發展創意，教師團隊相互合作並應用腦力激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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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刺激學生創意的方式，應用於教學與教師團隊同儕的合作學習上。單

打獨鬥的觀念與做法在二十一世紀終將被淘汰，教師本身不同專長、背景

領域，組成異質性高的團隊，相互激盪出創意的火花，同時更能夠分工合

作，以整體、系統觀點思考創意的運生。 

認識創意教學理論與技巧，學習與人合作，組成教師團隊與策略聯

盟，發展無限制無障礙的創意；透過團隊學習，改變教師組織文化、拓展

視野，了解發展創意教學的相關因素，朝向正向的因素經營情境脈絡，減

少負向因素之干擾，共同開創學校創意教學的契機，發展孩子的潛能與不

可知的創造力。「班級」不再是教師的王國，「學生」不再是教師的財產。 

本研究以創意教學的概念為基礎，探討教師團隊運作創意教學的歷程

與創意教學的實作之效，針對教師團隊發展創意教學的可能性，作一番剖

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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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團隊的意涵與相關理論 

 

本章首先對團隊的意涵進行瞭解，探討團隊的功能、成員組織，以及

有效團隊的特質；透過團隊概念理論發展的認識，瞭解團隊的種類與發展

階段，作為探討教師團隊發展創意教學合作歷程與成效探究的依據。 

 

壹、團隊的意涵 

一、團隊的意義 

審視有關團隊理論的文獻中，許多學者對團隊定義多有著墨，以下將

各學者的觀點，整理如表2-3-1： 

 

表2-3-1 團隊的定義 

研究者 團隊的定義 

Larson ＆ LaFasto
（1989） 

團隊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所組成，具有特定的工作目

標，在團隊成員共同協調努力下完成目標的一種組織。 

 

Salas（1992） 團隊是由兩個以上具有不同背景及特色的人所組成，他們被

賦予特定的角色與功能，表現不同的功能，在有限的期間內

緊密地在一起互動，相互依存，機動式的完成一共同的目標

或一具有特別價值的的任務。 

 

Quick(1992) 團隊是指視完成團隊目標為最首要之務，成員以各種專業性

的技術，彼此相互支援，自然地合作，且能清楚並公開地與

其他成員溝通。 

 

Lewis（1993） 團隊是由一群認同並致力於去達成一共同目標的人所組成，

這一群人相處愉快並樂於工作在一起，共同為達成高品質結

果而努力。 

 



 55

續表 2-3-1 團隊的定義 

研究者 團隊的定義 

Yeager(1994) 團隊是一種工作單位，係指運用特殊的程序，使個體在一

起工作；團隊成員能區分並善加運用彼此的資源，相互依

賴以促使更有效的解決問題及完成任務。 

 

Harvey & Brown 

（1996） 

團隊是由一群具有互補技術的個人所組成，這群人有責任

為該團隊設立共同的目標，並且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Greenberg ＆  

Baron(1995) 

 

團隊是指一個群體，其成員擁有互補的技術，為著共同的

目標努力；並且要設立一個更具體的目標，以便於評鑑團

隊表現的績效。 

Maira 

Scott-Morgan(1997) 

團隊是指人數大致介於『10到20人』之間的集合體。在此
集合體中，成員各負責其責、各盡其職，從互動過程中決

定所需要的訓練、員工的雇用，並且制定共同的規範。 

 

Smith（1997） 團隊的規模可以從2人到25人，因為「如果人數過多，就
無法進行團隊所需要建設性互動， 而且對於特定事件的
行動成針也不易達成共識。 

 

Hayes(1997) 團隊是由一群個人所組成，其為了達成共同的目標而結合

在一起。在此類型的組織裏強周各種技巧的運用，如：有

效的溝通技巧、社會性的認同等。 

 

Hellriegel、Slocum 
& Woodman
（2001） 

團隊是指一群為數不多的雇員，他們的知識、技能互補，

承諾共同的行為目標，並且保持相互負責的工作關係。 

 

剖析上述各專家學者的意見，可以發現「團隊」的共通特質： 

（一）共同目標：團隊的建立是以團隊目標的完成列為最高的優先事項。 

（二）歸屬感：團隊成員對本身工作及所屬單位能產生一種歸屬感。 

（三）合作性：團隊成員的不同特質，產生相互依賴、依存，成員相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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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與合作以達成團隊目標。 

（四）協調性：是在團隊運作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活動。 

（五）溝通性：成員在相互信任的氣氛下工作，表達想法、意見，達到溝

通的效果。 

（六）建設性：成員了解衝突的發生是正常現象，他們會建設性地解決衝

突。 

（七）參與性：成員們參與任何會影響團隊的決定。 

（八）共享成敗：團隊成員共同擔負團隊的成敗。 

 

綜觀各家說法，本研究將「團隊」定義為：團隊是由兩位或兩位以上

的人，具有共同目標與願景，經由公開溝通協調與互動、互助、互信地相

互合作，彼此貢獻才能，達成團隊預期的任務，共同承擔團隊績效責任與

成果。 

    此項定義可以由以下四個層面來探討： 

（一）人員（who）：由異質性的個人所組成，因著團隊的目的、工作性

質、成員條件與互動等因素決定，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不同專業

能力所組成。 

（二）目標（target）：彼此認同共同的目標或願景，有同為團隊一體的感

受。 

（三）運作（how）：要達到目標或願景，必須經由公開溝通、協調與合

作的過程，彼此信賴並貢獻才能，共同承擔團隊的績效與責任。 

（四）評估（assessment）：團隊整體的工作表現為團隊績效的評估標準，

所以團隊的績效是由團隊成員共同承擔的。 

 

二、團隊的正面功能 

早在1950年代，歐洲學者就發現團隊合作具有改善生產力、成員滿意

度、並且減少成本支出的正面性功能。團隊合作使得美國西屋傢俱公司

(Westinghouse Furniture System)的生產量，在三年內提升了74%；威廉康辛

州強森維力食品公司(Jonsonville Foods)銷售量在八年內，由四百萬美元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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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到一億五千萬美元（吳嘉文譯，1999）。從這些實例中，我們可以得知，

團隊具有提升組織效能的功能存在。 

    過去十年當中，團隊在組織中所受到的重視日益增加，主要是團隊合

作（teamwork）常常被視為組織成員用來展現優異表現的最好方式（Henkin 

& Wanat,1994；Katzenbach & Smith,1993；Naquin & Tynan,2003）。團隊

在組織中的其他正向功能還包括：提昇員工的工作生產力、改進服務品質

及降低員工離職率等（Gladstein,1984；Guzzo & Dickson,1996；Katzenbach 

& Smith,1993）。 

 

三、團隊的負面功能 

許多研究證明，團隊合作締造了成功實例，然而許多管理者和研究者

對團隊管理仍是持保留懷疑的態度(Tjosvold,1993)。有些研究發現，以團

隊形式管理組織，有時候會因團隊結構或個人因素而使團隊管理產生一些

負面功能(Bluck,1996)。Erickson和Rose（1973）認為團隊管理的最大缺點

在於：費時。意即利用團隊管理的方式來作決定，所花費的時間將超過傳

統的管理方式。 

Tjosvold（1993）發現使用團隊來管理組織，存在著些許困難： 

（一）花費時間較多 

因為在團隊運作過程中，成員必須發展他們之間的人際關係、互相合

作決定工作的過程與方向、解決面臨的障礙和爭執、分配既得利益和需要

擔負的責任，因此常需要用會議與討論的方式凝聚共識，形成最後的決

策，相對地，所花的時間將比個人獨自工作時所花的時間成本高。因此

Tjosvold 認為如果工作具有時限性，則不適合團隊來處理，團隊適合處理

沒有時限性的成果導向工作。 

（二）易出現協商下（利益交換）的決策 

一群人在作決定時，常會牽就大部分成員的要求，而非針對組織目標

作出最理性的決策。意即這些決策並非是從各種可能選擇中，挑選最好

的，而是選擇大家較能接受的方案，所以在此退讓的協商過程裡，必然無

法顧及許多既定條件，而產生利益導向的協商決策。 

（三）產生旁觀者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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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人加入同一件工作時，因為責任分散，成員不再背負全部責任，

對工作失敗也有了藉口，因而對工作的付出就相對地減少，產生「旁觀者

效應」，影響工作績效。 

（四）造成團隊的爭執 

每位成員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與權利，對工作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容

易造成團體內的爭執，甚至是團體和團體之間的衝突。Tjosvold（1993）

主張團隊應該給成員教育、練習處理團隊爭執的情況，讓成員可以正確地

表達不同的聲音。 

（五）會壓抑一些好的表現或點子 

為了保持團體內團結、和諧的形象，成員會壓抑不同的表達，不論這

些被壓抑的想法是好是壞。Tjosvold認為在群體中，創造力高的人總是比

較少，因此在團隊中一些平凡、乏味、變化性不大的決定，在討論過程中，

終會戰勝真正有創意的新點子。 

（六）產生團隊迷思現象 

團體迷思是團體管理過程中，常常遭遇到的問題。當團體成員的想

法、意見有很高的一致性時，成員為了避免和別人極為相異的意見，往往

會採取較軟性的建議，此即為心理學所謂「從眾行為」。在團隊中常發生

的實際例子，如：集體迷路、或是集思廣益後作出雜亂、不切實際的方案

等情況。 

（七）產生領導者抗拒 

若是領導者在不信任成員的心態下，常常會阻礙團隊管理的推動，成

為實施團隊管理的障礙。 

 

四、團隊的成員組合與角色 

根據Belbin（1991）的研究顯示，一個人無法獨力處理所有事務，必

須靠團隊才能成功，團隊成員有功能型角色，也有創意型能分派工作與決

策的角色，如果能列出所有對團隊有益的不同背景，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完

美的工作團隊。他找出九種團隊角色足以組成完美團隊，九種團隊角色都

有其優點及Belbin 所稱的「可容許的缺點」，亦即團隊必須為這些優點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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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代價，這些角色如表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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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 團隊角色的特質 

角色 特質 優點 可容許的缺點 

啟發者 原創性創新點子、解決

難題，獨立、嚴肅、不

循道統 

有創意、想像力豐富、有

智慧、有知識、長於解決

問題 

不切實際、忽略實

用的細節或禮節 

資源調查者 添加創意十足、外向、

熱忱、好奇、容易溝通

長於接觸能提供有效資

訊的人及探索新機會，勇

於接受挑戰 

最初興頭一過就失

去興趣，可能太過

樂觀而批判性不夠

協調者 守紀律、專注目標、冷

靜、自信、自制 
對有貢獻的人不存偏

見。清楚明白目標 
不特別聰明或不具

創意 

塑形者 非常容易激動、外向、

精力充沛 

 

有旺盛的驅力挑戰成效

不彰 
容易被激怒、沒耐

心、常會傷害他人

感情 

監測評估者 聰明絶頂、冷靜、情緒

穩定、謹慎 
長於判斷、做事精明 缺乏熱忱及激勵他

人的能力，而且態

度冰冷 

團隊工作者 長於支持他人、社交傾

向、個性溫和、敏感

交際及應變能力，又能激

勵團隊士氣 
在危機時猶豫不

決，是適應者非改

革者 

實行者 保守、有責任感、行為

可預測 
組織能力、具備常識、苦

幹實幹、自律 
缺乏變通能力，對

新點子反應慢、排

斥變革 

完成者 做事小心謹慎、井然有

序、負責、焦慮 
有實踐諾言的能力，是個

完美主義者 
常會杞人憂天、不

願授權他人做事、

吹毛求疵 

專家 高度專業態度，熱中進

修、專注、自發、奉獻

提供專門知識與技巧 只在特定領域有貢

獻，無法由大處著

眼 

    資料來源：Management Teams.(p16),Belbin, R.M.1991, Oxford: 

Butter Worth.  

 

當然要找到完全符合上述九個角色的可能不高，但有的成員可以勝任

/兼任其他的角色(轉移角色扮演)，或某一類型佔太多也會造成困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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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位啟發者，可能他們會時常吵嚷，如果一位轉任協調者，負起主持團

隊的大局，則可以改善。 

Belbin列出團隊成功的關鍵因素： 

（一）主持大局者：必須是團隊中相當資深的一位，但不一定是團隊

領袖，他的角色與協調者相仿，能主持重要討論。 

（二）必須有一位有力的啟發者：但不能太多位，因會過於挑剔他人

意見，使成功機率降低。 

（三）成員智力分佈平均：至少兩位聰明者可激發熱切討論，但也要

有平庸的執行者，可以另覓有出色的角色。 

（四）成員個性類型廣，盡量涵蓋多種團隊角色：符合上述九種角色

越多者，表現越好，更可減少多人競逐同一角色造成的磨擦。 

（五）成員的貢獻與所負的責任相配合：通常以成員的經驗來分配責

任，但要建立成功的團隊，應是所負的責任與其角色相符合。例如要啟發

者擔任完成細節的任務，他的專長就無法發揮。 

（六）發現團隊不平衡，要有能力調整：這是自覺與截長補短的能力。 

（七）成功團隊至少要有一位內向與一位外向的成員。 

（八）六個人是創造密切合作且團結的團隊最理想的人數。 

如何選用適才適所的成員，發揮他們的功能，並透過團隊的合作彌補

彼此的不足，創造個人與組織雙贏的團隊運作。 

 

五、團隊的特質 

Hickman(1994)在「組織遊戲(The Organization Game)」一書中指出，

大多數組織有許多對團隊的錯誤觀念和錯誤解釋（楊美齡譯,1997）。不

瞭解團隊的特質，以致分不出真假團隊。Katzenbach 和Smith（1993）列

出真、假團隊的特質，如表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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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3 真假團隊特質差異表 

假團隊 真團隊 

 強人領導  共同領導 

 個別責任   聯合責任 

   空泛的組織任務  特定的團隊目標 

 效率掛帥的會議  開放討論及解決問題會議 

   以間接方式評估成果  以直接方式評估成效 

   分派工作  一起工作 

資料來源：The wisdom of teams: Creating the High-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p.84 ）,Katzenbach,J.R.& Smith, 

D.K.,1993,New York: Harper Collins. 

 

學 者 對 有 效 或 成 功 的 團 隊 的 特 質 也 分 別 提 出 一 些 看 法

（Blanchard,1996；Carr,1992；Larson & LaFasto,1989；Shnok,1997；

Smith,1997），分述如下，以供參考： 

Larson與 LaFasto（1989）提出有效團隊的特質為： 

1.清楚而令人振奮的目標（a clear elevating goal） 

高績效團隊應有清楚易懂的目標等待完成，而且這些目標可以使成

員相信最後一定能得到很有價值的成果。 

2.以結果為導向的團隊結構（result-driven structure） 

此種結構包含：清楚的角色與責任、有效的溝通系統、偵測個人績

效及提供回饋的方法、強調以事實為基礎的判斷。 

3.有能力勝任的成員（competent members） 

團隊要成功很重要的因素是慎選團隊成員， 而成員應具有兩項必備

的能力，其中技術能力(technical competencies)是任何團隊最起

碼的要求；而人事能力(personnel competencies)則是個人界定、

陳述、解決問題的能力。 

4.一致的承諾（unified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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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對團隊所要求的共同目標必須做出承諾，因而能貢獻出自己的

熱誠及努力。 

5.同心協力的氣候（collaborative climate） 

成功團隊的本質就是團隊成員間的同心協力， 要塑造一個合作的團

隊工作氣候，則應注意幾項要素：誠實、開放、言行一致、尊重等。 

6.卓越的標準（standards of excellence） 

團隊績效必須有一明確而有意義的標準，當然團隊的績效是靠成員

的集體努力，因有標準的壓力才能造就卓越的團隊。 

7.外界的支持與認同（external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團隊也需要靠外界來提供資源及協助，同時對團隊的成就予以認

同，當然也就是在獎賞及報酬制度方面要很清楚。 

8.有紀律的領導（principled leadership） 

適當的領導者對團隊的集體合作與努力會產生重大的效應，有紀律

的領導者能使成員追隨，共同為組織的遠景及目標努力，同時也能

為組織的變革從事規劃及設定議程。 

Carr（1992）認為有效團隊不會平白無故地產生，是需要團隊成員學

習如何運用諸多不同的技巧始能達成，他認為一個成功的團隊有八項重要

的特性： 

1.支持團隊合作的共享價值觀(shared values that support 

team-work)：對信任、共識、尊重、合作等價值信仰不渝。 

2.清楚而有價值的目標(clear，worthwhile goals)：團隊的建立本

就有其目標存在，而惟有此項目標值得去努力時，團隊才有成功的

可能。 

3.每位成員互相需要(genuine need for each member of the team)：

團隊需要每位成員貢獻自己的才能，如此才能達成團隊的目標。 

4.對目標的承諾(genuine commitment to the goals)：成員能對團

隊目標做出真正的承諾，其乃團隊的行事基礎，也是成功團隊的必

要條件。 

5.目標必須明確、可測量(specific,measurable objectives)：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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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必須明確，以使成員瞭解如何去達成，且為使目標有意義，基

本上對其結果必須要能衡量。 

6. 直 接 、 迅 速 、 可 靠 而 有 效 地 對 團 隊 做 回 饋

(direct,prompt,depend-able,and usable feedback to the 

team)：團隊運作的成效如何，需要有直接的回饋，以做為改進的基

礎。同時迅速而可靠的資訊回饋也非常重要。此外，回饋事項必須

明確、詳細，如此對團隊才有用處。 

7.以團隊為單位的獎酬系統(rewards for the team, not just for 

individuals)：組織一般都以個人績效做為獎酬標準，但一個成功的

團隊應有一套以團隊績效為衡量標準的獎酬制度，避免打擊團隊士

氣。 

8.強固的個人及團隊的能力必須兼備(solid individual and group 

competence)：團隊成員本身必須具備良好的才能，由具有不同技能

的不同成員相互合作，才能累積形成團隊的能力，發揮團隊的綜效。 

Spiegel 與 Torres (1994)認為有組織有效率的團隊條件，如下列所

述：1.團隊成員具有相同的身分。2.團隊成員具有共同的目標。3.團隊成

員接受共同的領導。4.團隊成員同甘共苦。5.團隊成員通力合作。6.團隊

成員各有職責。7.團隊有效地進行決策。8.團隊由不同類型的人員組成。 

Blanchard（1996）到各大公司進行內部企業診斷之後，發現一個高

效率的團隊有七個必備的行為特質，縮寫為PERFORM，分別是：目標一致

(Purpose)、授能(Empowerment)、良好的工作關係與溝通(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彈性(Flexibility)、追求最高績效(Optimal 

Productivity)、肯定與讚賞(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以及高

昂的士氣(Morale)。 

Shnok(1997)指出欲建構一個成功的團隊式組織，必須把握五個基本

原則，包括有：1.團隊運作必須和組織的目標與變革的策略相契合；2.應

有來自各階層的管理者、工會、和組織成員的充分支持；3.領導者在組織

轉型運作上，提供一個清楚的願景並能積極的參與從事；4.領導者運用有

計劃而適當的變革策略，使新的方案更具有彈性，以對抗以往對預先訂定

的指導原則及時間表僵化地固守；5.員工及管理者均須擁有團隊工作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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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知識與技能。茲將其運作關係以圖2-3-1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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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eam-Based Organization：Developing a Successful Team 

Environment.（p10）, Shnok, . H. 1997, Homewood: 

Business One Irwin. 

 

Smith(1997)認為一個有效團隊(effective teams)應具備以下十四項

特徵，包括： 

組織目標、理念和變革策略 
必須相契合 

來自管理階層、工會、和組織成

員的充分支持 

適當的變革策略 
透過委員會

來領導 
透過重要的管理

者、工會和內諮詢

顧問來領導 

全員共同參與、致力改善 

☆ 溝通 

☆ 決策 
☆ 系統 
☆ 結構 
☆ 團隊合作  

透過訓練以互

相了解並習得

所需之技能 

組織提供執行

所需之資源、時

間和機會 

產出 

組織績效 
品質 

工作滿足感 

圖2-3-1 團隊成功要素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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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有清楚的目標和目的(goal and objectives)； 

2.團隊成員共同分擔責任(share responsibility)； 

3.邁向目標的過程中，要不斷測量團隊的進度(progress)； 

4.團隊的人數不宜過多，最多以不超十人為原則； 

5.團隊成員須擁有各種必要的、不同的技能，如：技術、問題解決和人

際關係； 

6.能獲得工作上所須的資源； 

7.一套組織成員皆同意的團隊運作規則(ground rules)； 

8.成員皆能適才適所； 

9.共同研發出工作的策略(work practices)和成事的步驟； 

10.成員彼此間透過有效的傾聽、建設性的回應來互相支持； 

11.不論個人或團隊的成功，都予以認可； 

12.能以開放性、建設性的方式處理組織中的衝突事件； 

13.全體成員儘可能有效率、有效能、有創造性的達成組織目標； 

14.領導權共享(share leadership)，領導權並非專屬於正式領導者一

人。 

李弘暉（1997）認為團隊有四項特質：1.團隊隊員相互依存。2.協調

是團隊運作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活動。3.團隊的建立是以完成團隊的共同目

標為主要任務。4.團隊隊員共同負擔團隊的成敗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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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4 國內外學者對成功團隊特質之描述對照表 

國外學者 

 

國內學者所 

提之成功團隊特質 

Larson ＆ 
Lafasto
（1989） 

Carr（1992）Spiegel ＆ 
Torres
（1994） 

Blanchard
（1996） 

Shnok
（1997） 

Steve Smith
（1997） 

目標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成員身分   Ⅴ    

團隊的承諾 Ⅴ Ⅴ    Ⅴ 

合作的氣氛 Ⅴ Ⅴ Ⅴ    

注重溝通與關係    Ⅴ  Ⅴ 

 

凝 

聚 

力 

高昂的士氣    Ⅴ   

團隊結構結果導向 Ⅴ 
     

成員任務與職責明確  Ⅴ Ⅴ   Ⅴ 

慎選成員能力的組合 Ⅴ Ⅴ Ⅴ  Ⅴ Ⅴ 

卓越的績效標準 Ⅴ   Ⅴ   

領導者角色 Ⅴ  Ⅴ  Ⅴ Ⅴ 

適當的生產力       

團隊計劃與運作準則      Ⅴ 

不斷的評量進度  Ⅴ    Ⅴ 

 

 

 

生 

產 

力 

共同參與決策   Ⅴ    

協調彈性    Ⅴ Ⅴ  

共同承擔責任  Ⅴ Ⅴ   Ⅴ 

彰權益能    Ⅴ   

整 

合 

力 

外界支持與肯定 Ⅴ Ⅴ  Ⅴ Ⅴ Ⅴ 

 

由表2-3-4可發現一個有效運作的團隊，必須能具備以下三個主要面

向範圍(McIntosh-Fletcher,1996)： 

（一）凝聚力(Cohesiveness)：團隊成員間發展出一種健全穩固的關係。

其包括成員彼此能：1.相互信任；2.相互關心；3.相互支持；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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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尊重；5.相互讚揚；6.負面情緒的明白告知和分享。 

（二）生產力(Productivity)：有效執工作的能力。其包括：1.成員對團

隊的工作和目標能充分了解並接受；2.成員確信自己的影響力和重

要性；3.每個成員都能很清楚他們的任務所在；4.一套組織成員皆

同意的團隊運作規則；5.定期測量團隊的進度。 

（三）整合力(Integration)：和外界連繫結合的能力。其包括：1.增權

授能；2.責任分擔以及榮辱與共；3.外界的支持與肯定。 

    茲將上述面向，如圖2-3-2表示之。 

 

 

 

 

                          

                         凝               生 

                                發   有 

                     聚      展         效         產 

                           穩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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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績效 

 

 

 

    資料來源：Teaming by design： Real teams for real people.（p72）, 

McIntosh-Fletcher, D.,1996, Chicago: IRWIN. 

 

誠如Larson 與 Lafasto（1989）所言，團隊建立的目標不僅在達成

組織的效能與效率，更在明確的提供個人認同與自我挑戰的方向。Larson 

與Lafasto進一步指出，雖然不同類型的團隊，各有不同的組織結構特質，

但是所有成功的團隊都具有四項共通的組織要素，即： 

（一） 明確的角色與職責。 

圖2-3-2   有效團隊的運作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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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有效的溝通系統。 

（三） 評估成員表現並給予回饋。 

（四） 根據事實做出判斷。 

 

貳、團隊的基礎理論 

團隊的理論發展與歷史可追溯自工業革命之前的師徒制度，至今約有

二百年歷史（齊若蘭譯,1999），其中相關影響學校教育組織運用團隊執

行任務之重要理論，分述如下： 

 

一、需求層級理論 

以Maslow為代表，他對於組織與管理的研究，特別重視人員需求的滿

足。Maslow的「需求層級理論」(Hierarchy of Needs)復經幾度修正，認

為人類有七種基本的需求，分別是：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安

全需求(safety need)、隸屬和愛的需求(belonging & Love Need)、尊榮

感的需求(esteem need)、知的需求（need to know）、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及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以上這些需求的排列理論上是由低而高，循序漸進，但是事實上並非

每一個需求都滿足之後，才會尋求下一個需求。組織必須設法滿足成員的

這些需要，才能使成員發揮最高的工作績效。至於需求與激勵的關係， 

Maslow 認為一旦個體的一種需求，得到了相當的滿足後，此項需求對該

個體而言就不再具有那麼強的激勵作用；換言之，需求滿足程度與該需求

成為激勵因素（motivator）的強度恰好成反比（引自張潤書，1985）。 

 

二、Z 理論 

John Megley於1970年針對X與Y理論之偏失，提出現代化管理觀念Z理

論，其要旨如下： 

（一）制度與人同時兼顧； 

（二）激勵與懲罰同時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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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理與心理需求並重； 

（四）靜態與心態組織要兼顧； 

（五）靜態、動態與生態組織宜並重。 

學者 W.G.Ouchi在「Z理論」(Theory Z)一書中，更進一步將團隊的

概念具體化，其對三種不同類型的企業組織進行比較發現，擁有良好績效

的組織具有共通的文化特質，並將這種使組織績效卓越的文化稱為『Z 型

文化』，它假定員工之工作與生活結合為一整體，而人的因素是提高生產

力的關鍵，組織應成為支持性、人性化的工作環境。 

Z理論的團隊組織，使員工瞭解長期績效的重要性，並重視工作輪調，

從而建立起合作的環境。它相信組織猶如大家庭，因此內在的、非正式的

含蓄控制方式較外在的、正式的控制機制有效。所以透過集體決策營造集

體責任，讓經濟和社會生活結合成一個整體，雇主與員工之間建立親密

感，以期提昇組織成員對組織的承諾。 

 

三、全面品質管理 

有鑑於日本推行品管圈的成功，美國企業界也開始起而效法之，經過

1970至1980年代的長期努力，美國的品管圈終因成效不彰而消失；企管組

織學者進一步研究關於品質提昇的課題，經由Deming、Juran、Crosby等

學者的研究與論述，而有全面品質管理理論的產生。 

其主要內涵及理論架構如下： 

（一）全面品質管理的主要內涵(Stone,1997；賈春琦，1999)： 

1.強調人的重要性：全面品質管理是「一種藉由人類投入、分享、行

動而進行持續改善組織的過程」、「一套論述人類永無止境地改善

的哲學」。 

2.強調組織標的的達成：全面品質管理是「一種實現組織任務、提昇

組織績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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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調顧客：全面品質管理是「回應顧客需求而不斷改善品質的持續

過程」。 

（二）全面品質管理的理論架構(Schmidt & Finnigan,1993；Stone,1997；

賈春琦，1999；Deming,1994)： 

1.組織是由供應者(suppliers)及顧客(customers)所組成的複雜系

統，每一位成員兼具供應者及顧客的角色。組織管理的要務在於瞭解

組織運作流程中的工作承續關係，而非部門層級的分化。 

2.顧客至上：滿足顧客的需求是組織生存及成長的關鍵。顧客分為內在

顧客(internal customers)及外在顧客(external customers)，前者

是組織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對象，後者是在組織內部與自己在工作上相

互依存的成員；供應者必須隨時確認顧客為何人(單位)，其需求為

何，以確保提供的資訊、服務或產品符合顧客現在或將來的標準。 

3.持續改善：組織的運作、工作環境、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永遠存有待

改進的地方，承諾對品質的持續改善是組織的使命，唯有如此才能取

得顧客的信賴，符合甚至超越顧客的需求。 

4.團隊合作：團隊是組織計畫與解決問題的首要單位，團隊被賦與權威

及責任，以跨部門的方式進行組合，作為凝聚組織成員、提供參與、

創新及學習的單位，更可為組織節省資源、提高成員工作滿意。 

5.信任開放：組織積極營造開放、支持性的氣氛，以良好而充分的溝通

管道，建立共識及信任，減少層級、部門間的隔閡，促進成員的團隊

合作。 

 

四、自我管理團隊 

自我管理團隊(Self-Managing Team)又稱為「自我調整式團隊」

(Self-Regulating Team)或「自主性工作團隊」(Autonomous Team)，其

原始的構想起源於一九六O年代末期，但真正受到廣泛重視與應用，則是

在一九八O 年代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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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管理團隊的定義 

Schermerhorn,Hunt與Osbern 認為自我管理團隊是經授權去管理團

隊本身與每天所做工作的小團體，由成員集體負起執行團隊任務的責任，

每次任務表現的管理決策。團體成員全面管理自己，傳統管理階層被移

除，而同等地位的工作團體亦同意負起自我管理的責任（引自劉彥廷

譯,1995）。 

自我管理團隊要求的不只是管理，還有授權。一切由團隊成員當家作

主，團隊成員必須為執行任務始末整個過程負責。其成員大概只有五到十

五個人，共同擔負完成某項任務的全部責任。團隊成員皆有每天自我監督

的能力和權力，並對目標抱有鍥而不捨的使命感。而團隊成員必須學習如

何進行腦力激盪、解決各種不同的問題、特定的統計工具、處理紛爭的方

式、領導方式的本質、評量工作內容的方法、與人談話的各種不同的方式，

以及相信自己能夠發揮創意、想像力與創造力和自己的判斷能力，並且瞭

解自身的權威限度在那裏。 

（二）自我管理團隊的益處 

   Schermerhorn et al.（引自劉彥廷譯，1995）認為自我管理團隊有以

下之益處： 

1.改善生產力； 

2.改善製造品質； 

3.較大的製造彈性； 

4.對科技改變有較快回應的能力； 

5.較少的工作分類； 

6.較少的管理層級； 

7.較低的曠職率； 

8.較低的離職率； 

9.改善工作態度。 

五、學習型組織 

自從管理大師 Senge以經典鉅著「第五項修練」掀起全球的學習革命

後，學習型組織的理論頓時成為熱門話題，在組織中，最常發生的學習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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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不外是：本位主義(I am my position)、歸罪於外(the enemy is out 

there)、負責的幻想(the illusion of taking charge)、缺乏創意(the 

fixation on events)、煮青蛙效應(the parable of the boiled frog)、

從 經 驗 中 學 習 的 錯 覺 (the delusion of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Senge，1990；張明輝，1998)。為了克服這些障礙，學習型

組織特別強調組織成員需要經由團隊學習，建立共同的願景，改善心智模

式，養成系統的思考，以解決組織所面臨的問題，並達到自我精進的地步。

為此Senge（1990）提出五項修練，以解決組織學習時的障礙： 

（一）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 

Senge 認為我們常迷失在複雜的細節中，僵化的思考模式，急於尋求

問題的立即性解答，而忽略了問題的整體性，流於片斷、窄化的思考方式。

為了克服這種障礙，Senge 提出系統思考，期能以整體的思考方式代替片

斷的思考模式，觀察事件發生的環狀因素和互動關係，及其一連串的變化

過程，而非是片斷的個別事件。 

（二）自我精進(personal mastery) 

Senge 鼓勵組織成員要能培養自我挑戰的胸懷，確定自己想要追求的

目標後，立定志向、專心一致、全力以赴，以達到超越自我的境地。當面

臨困境時，挫敗緊張的情緒正是激發個人創造力的來源，因此成員可以藉

由適當的反省、調整和修正，順利克服此種情緒性的退縮反應，進而達到

自我精進的境地。 

（三）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 

傳統科層組織強調管理、組織與控制，而學習型組織則強調願景、價

值觀與心智模式。唯有改變潛藏在人們心中的僵化心智模式，去除習慣性

的自我防衛，以開放的心胸接納別人意見，讓成員可以表達多樣化的觀點

和意見，才能在意見交流或行動實踐的過程中，真正激發成員的工作效

能。因此改善心智模式並非只限於成員，領導者也是需要改變的重要一環。 

（四）建立共享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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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成員對組織及自己的未來有所期許的大前提下，經由組織溝通

的過程，由下而上建立組織共享的奮鬥目標，以作為指導組織成員努力的

方向。而建立願景的過程並沒有所謂的終點站，因為願景的建立有其進階

的指標，是一永無止境的任務。 

（五）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Senge認為組織可以透過「深度匯談」(dialogue)和「討論」

(discussion)的活動，利用各種形式的對話和討論進行團隊學習。在此學

習過程中，成員學會如何傾聽別人的意見、欣賞別人的看法、整合大家的

點子，並且透過各種的對話過程，正視自己思維上的弊病，以發展出組織

最高層次的共識。 

傳統的組織已無法面對不穩定的渾沌環境；人類具有反思、學習的能

力；人類具有自我實現的渴望；在共同願景的驅使下，個體會出現以大局

為重的理性行為；人群關係的建立，在於團隊學習。建立學習型組織是讓

組織追求卓越及因應時代的要求而學習的必要措施。 

小結 

一群人擁有共同的目標與願景，共同付出與承擔責任，同時也共享成

果與榮耀，這樣的團隊是一種大家共同努力的合作模式，在團隊中成員有

歸屬感，心理上得以有支持，在共同承諾之下朝向目標協同合作。團隊概

念的建立，對組織成員主體性的重視，強調溝通與深度對話、整體性的成

長過程，以及彈性組織系統的建構；理論整合的應用、技術實作的推演，

都已獲得相當的評價與輝煌的成果。 

創造力的發生或是創造產品的出現，並不能單從創造的個體來看，個

體能否產生創造產物，也受到所處環境與文化的影響環境扮演著孕育、促

進或抑制的功能的論點，認為創造力的研究必須融入個人與環境、文化的

各種因素，才能比較周全的了解創造力與創造產品的產生。以團隊的方式

進行相關創意產品的蘊生，合乎創意的產生條件，同時在集思廣益的相互

激盪之下，較能夠有新的產品與成果。教育界的團隊概念仍在萌芽之際，

如何協助教師建立團隊的價值觀，進而組成團隊，進行相關教學實作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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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任務，是在目前教育界急須注入的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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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團隊的種類與發展階段 

現代許多組織都在談團隊，但是基於判別基準之不同，其意義與說法

不盡相同。本節將針對團隊的種類與發展階段，進行探討。 

 

壹、團隊的種類 

團隊的種類不少，不同型態團隊因其目標、任務不同而有所差異，以

發揮其獨特的功能。為求進一步對團隊有所瞭解，有必要對團隊的種類加

以討論。學者們對團隊種類的看法亦不一致，主要是基於判別基準之不同

所致。歸納文獻結果以組織架構、對環境的應變力、績效的高低三個面向

探討其種類： 

一、依組織架構分類 

一般而言，最常用來劃分團隊種類的方法是，從組織架構的觀點出

發，最為人所熟悉的團隊類型為以下四種，分別加以探究：   

（一）高階決策小組 

成員一般涵蓋不同部門的高階人員，而他們的任務是：1.提出組織願

景，並隨時報告市場上重大的問題及機會；2.發展出一套組織的經營哲學

及文化；3.建立組織的長程目標，並訂出執行計畫與時程表；4.分配組織

資源到各個執行計畫上；5.監督計畫的進度，並評估計畫的執行成果(陳

惠民，1998；李聲吼，1996)。 

（二）跨部門團隊 

跨部門團隊是以任務為中心的任務小組(task force)，又稱為「特殊

任務小組」(special purpose team)，屬於短期的機動性團隊，為解決某

特定問題或目標而成立。通常這種特殊任務團隊都有一個特定的目標在支

持著團隊的運作，而這個特定目標的性質，則會影響團隊壽命。其成員必

須擔負的任務與團隊所展現的特色是(李聲吼，1996；陳惠民，1998)： 

1.成員來自不同的工作領域，通常不超過十個，根據任務性質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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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和表現來遴選成員。 

2.在短時間內召開相當時間的會議。 

3.根據成立目標診斷目前存在的問題。 

4.訂出解決問題或達成目標的策略計畫，並細分成執行計畫。 

5.各個參與的部門人員，定時的開會來報告進度，發揮相互監督、 

改正、協調的功能。 

（三）部門改善團隊 

專門解決部門內所遇到的問題，是一種部門內常設的團隊。通常只包

括部門內的成員，其任務與特色包括：1.選擇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2.

活動範圍只限於部門內；3.以簡短的會議型態處理所面臨的問題；4.所負

責任與權限視實際需要而定；5.部門主管會參與團隊運作， 在剛成立時，

主管會擔任起領導團隊運作的工作，等團隊漸漸上軌道之後，則讓團隊自

己推派領導者，主管只是屬於團隊的一員而已。 

（四）自主管理式工作團隊 

Daft(1998)指出自我管理團隊(self-management teams)，它乃是由

新的水平組織(horizontal organization)建立起來的其本身負責全部的

工作過程，而且能對組織內外的顧問提供產品或服務，因此，其成員不僅

負起例行工作的責任，還規劃工作計畫、制定有關決策、解決問題並享有

領導權(Wellins ＆William & Jeanne,1991)。 

自主管理團隊的特色是：1.團隊有能力去獲取執行任務所需要的物

資、資訊、儀器、機器及供應者；2.團隊成員有廣泛的技術，並接受其他

工作的交叉訓練及結合其他技能，使其有能力完成組織的主要任務；3.團

隊在決策上能夠充分授能，此也意味成員將可自由的計劃、解決問題、監

測結果或與其他團隊協調等，團隊在完成工作所需的事項上，擁有其自主

性。 

 

二、依對環境的應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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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分類方式， 是以時間的長短、因應環境或狀況的變化以及團隊

特色做為劃分的基礎，可以將團隊為三大類(陳惠民，1998)： 

 

（一）反應式團隊 

這是目前在企業界中佔最多數的團隊類型，它通常是為了解決某一種

問題、危機而成立的團隊，因此，這種類型的團隊只會著重在對外關係，

而較不會注重團隊內部的氣氛、發展，且這種反應式團隊會因為任務的達

成或失敗而結束團隊的生命。 

 

（二）適應式團隊 

這種類型的團隊，通常是由於外在環境競爭，或公司內部的壓力而成

立的。它的成立目標，就不會像反應式團隊是以問題解決為主那樣地單

純，而是為了持續的改善標竿不斷努力。這種適應式團隊就中長期而言並

不會結束，相反的，會維持下去。 

 

（三）創新式團隊 

這種類型的團隊，可以說是團隊中最高等的團隊類型，鮮少有團隊能

達到這種境界。推動這創新式團隊的力量，是來自團隊對於其共同願景的

支持與理想，而這類型的團隊最大特別之處，就是其團隊如同人性一般，

會不斷的學習、創新，而這團隊是永續發展、永續領先的。 

此外，以不同的觀察焦點，對團隊而言即有不同的分別方式，由團隊

導向所劃分的三種團隊類型，除了上述的說明之外，表2-4-1就其驅動力、

團隊焦點、核心能力、成員感受、長期結果等面向來呈現此三種團隊的情

形與差異所在。 



 80

表2-4-1 團隊種類分類表 

面向\團隊種類 反應式團隊 適應式團隊 創新式團隊 

驅動力 危機 競爭 共同願景 

團隊焦點 外在關係 外在\內部 內部關係 

核心能力 問題解決 改善與標竿 學習 

成果感受 乏味 快樂 喜悅 

長期結果 枯竭 維持 領先與更新 

資料來源：高效率團隊：實務操演手冊（22頁）。陳惠民，1998。台北：

科技圖書。 

 

三、依團隊效能與績效高低分類 

「團隊績效曲線」是由Katzenbach 與 Smith（1993）所提出。他們

基於績效的觀點做為判別，說明小團體如何充分依據其基本途徑，並使其

能有效率的執行，同時依其不同團隊化的程度，來區分不同團隊的效能層

級，與總體績效表現的關係，如圖2-4-1所示(Katzenbach & Smith,1993)。

類型依績效低至高包括： 

（一）工作團體(the working group)：此階段績效建立在個別的總和上，

他們並不尋求透過共同努力來完成工作。 

（二）假團隊(the pseudo-team)：此階段的成員必須承諾去因應可能的

衝突，共同合作生產與採取必要的集體行動來建立共同目的，設立

共同目標圖件，以及互相責任。至此階段，成員常以為已完成團隊

的建立，而不想去承擔任何風險，充其量只是「假團隊」。 

（三）潛在團隊(the potential-team)：此階段已定義出主要的績效需求，

並明顯地努力嘗試改進其績效，共同的目標與工作成果在本階段已

獲建立，然而，團隊成員依然沒有共同的責任感，僅達到與工作團

體相同的層次而已。 

（四）真正團隊(the real team)：是由一群技能互補、有著平等承諾、

共同目標及工作方式等結合共同責任的團隊成員。此階段團隊效能

將獲得提升，連帶創造更高的總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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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績效團隊(the high-performance team)：更進一步使團隊成員

間的成長與成功相互承諾，團隊運作的效能與其總體績效，呈現顛

峰的表現。 

 

 

 

 

 

 

 

 

 

 

 

 

圖2-4-1   團隊績效曲線圖 

    資料來源： The wisdom of teams: Creating the High-performance 

organization.（p.84）, Katzenbach & Smith.,1993,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四、依團隊自治程度來區分 

    Shnok（1997）指出團隊的自治程度（autonomy）是指：團隊在作決

策、解決問題以及自我管理上的自主範圍，當成員的自主程度愈大，其對

組織作有意義貢獻的可能性就愈大。很明顯的，工作本身的性質，例如：

工作的複雜性、所需要受到的訓練與團隊運作對組織其他部分所可能造成

的影響等，所有的因素都決定了只有當團隊自治程度愈大時，即對所承擔

的權責範圍之多寡，相對也會影響到其採取應變行動速度的快慢和對組織

作有意義貢獻機會的多寡。 

    Shnok依照團隊的自治程度，將團隊區分為：建議的團隊、問題解決

工作團體 

高績效團隊 

真正團隊 

潛在團隊 

假團隊 

績
效
影
響 

團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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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隊、半自主的團隊，以及自我管理的團隊四種類型。如圖2-3-4所示： 

 

團隊的自治程度 

           低                                     高 

 

   

 

 

     諮詢委員會      品管圈       業務單位團隊     業務單位團隊 

   建議性質的團隊   任務小組     工作單位團隊    完全自治的團隊 

 

                   圖2-4-2  團隊的自治程度圖 

資料來源：Team-Based Organization：Delveloping a Successful Team 

Environment.（p.26）, Shnok,1997, Homewood: Bussiness One 

Irwin. 

     

（一）建議的團隊（suggestion teams）：建議的團隊經常都是臨時性的

編組，主要是提供關工作方面的相關建議，非常態個人取向的常設

諮詢顧問，而是以團隊的方式。給予諮商和提供建議。 

（二）問題解決的團隊（problem-solving teams）：團隊確認問題癥結

所在、研究行動方案缺失為何，並從中發展出一套有效解決問題的

良策。其主要由一位監督者（superisor），和五至八位來自不同

工作領域的成員組合而成的任務小組（task forces），傳統的品

管圈即屬這種性質。 

（三）半自主的團隊（semiautonomous teams）：當團隊成員擁有相當廣

泛的自主權，能順利完成工作任務時半自主的團隊在此時即被廣泛

應用。半自主團隊對其工作擁有計畫、安排與控制權。其中包括：

（1）協助建立工作單位的目標；（2）預備提供給團隊的計畫；（3）

確認問題和建議解決之方案；（4）對其每日工作內容擁有相當大

建議 
的團隊 

問題解決

的團隊 
半自主

的團隊 
自我管理

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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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量權。 

（四）自我管理的團隊（self-managing teams）：此種團隊有權利作決

定及執行廣泛的職責，成員「擁有」產品或服務，並且獲得授權分

擔不同的管理級領導責任，團隊成員合作處理日常業務，自行為整

個工作流程負責。 

 

以不同的基準對團隊做不同的區分，不論是那一種形式，都定義各種

團隊的意涵。若從團隊種類的區分與探討當中，可以對團隊的風貌有更多

的瞭解，並從中體會出團隊的彈性與變化，用以適應急速變化的二十一世

紀的優勢所在。 

 

貳、團隊的發展階段 

Montebello和Buzzotta(1993)兩人依團隊關係及任務完成程度為

橫、縱座標將團隊的發展區分為風暴期、形成期、規範期、表現期等四種

型態。形成期，成員相當謹慎且富防衛心，任務的完成是出於被迫；風暴

期，不論誰當家，都會將事情完成；規範期，成員尋求維持友善的團隊伙

伴關係，衝突的發生是正常的；最後的表現期，成員可以與他人合作一起

完成工作，並發展出強固的團隊關係，以及可觀的生產力。茲以圖2-4-3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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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低     

 
           低                            高 
                 團隊關係的強弱 

圖2-4-3： 團隊型態發展模型圖 

    資料來源： Training & Development Journal.（p.63）,Montebello & 

Buzzotta,1993,Work Teams That Work. 

 

Tuckman提出的團體發展大眾化模式中除了形成、風暴、規範、表現

四階段外，尚有第五階段即終止階段，將其發展情形簡述如下(Tuckman & 

Jensen,1997；Smith,1997)： 

 

一、形成階段(forming stage) 

此乃團隊發展的第一階段，也是從個人身份轉變到團隊成員身份的過

渡時期(transition stage)，成員彼此間相互適應，並決定是否接受團體

行為，其過程包括了互相熟識、分享資訊、探究團體成員的相對地位、及

明確界定團隊任務。 

二、風暴階段(storming stage) 

這可能是團隊發展過程中最艱困的一個階段，因為他們將了解到這和

以往的任務不同，且比他們原先所想的還要困難。某些成員可能變得暴

躁、易怒，群體之間的衝突常常發生，並採對抗行為，試圖建立資格職位

及團隊的領導。一旦每個成員的地位決定時，團體已經準備好超越風暴階

任
務
完
成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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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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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的完成是出 

於被迫 

規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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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維持友善的 

度團隊夥伴，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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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三、規範階段(norming stage) 

此時團隊成員了解到任務是可以完成的，目標是可以達成的，成員彼

此之間變得比較有凝聚力，衝突也減少了，大家共同設定行為的標準、發

展一起工作的方式，並且採用新的角色。 

四、表現階段(performing stage) 

在此階段期間，團隊成員將焦點集中在任務的完成及目標的達成上，

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是支持性的、開放性的，彼此相互依賴，並在技術和

經驗上共同分享，是故每個人的角色扮演也將更具生產力。 

五、終止階段(ending stage) 

當一個團隊己經完成它的工作與目標時，團隊成員即解除任務與關係

取向的行為，但此一階段的時間架構仍須視每一個團隊的本質而定。 

 

Blanchard（1996）認為團隊發展須歷經四個階段，並指出各階段的

特徵，如圖2-3-5所示，隨著四個階段，其生產力與士氣的變化現象。 

一、養成階段 

特徵：(1)期望高，有溫和的躍躍欲試感覺；(2)感到若干焦慮：我會

被放到哪個位置？我被期望做些什麼？(3)試探環境和核心人物；(4)依賴

職權和諧；(5)需要找個位置安置自己。 

二、不滿階段 

特徵：(1)期望與現實脫節；(2)對於仰賴職權心生不滿；(3)有挫折

感：對於目標、任務和行動計畫心中有氣；(4)覺得無法勝任和不知何去

何從；(5)對於領導者和其他成員抱持敵意；(6)爭奪權力或注意力；(7)

產生矛盾心理：又想依賴別人，又討厭依賴別人。 

三、調諧階段 

特徵：(1)不滿程度減少；(2)解決了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3)解

決對立與敵意；(4)發展出和諧、信賴、支持和尊重；(5)發展出自尊與信

心；(6)更為開放，而且給予更多的回饋；(7)分享責任與控制；(8)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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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語言。 

四、生產階段 

特徵：(1)對於參與團隊的活動感到很興奮；(2)跟整個群體和小群體

群策群力，相輔相成；(3)感覺得出團結力量大；(4)展現出高昂的信心，

認為自己能夠完成任務；(5)分享領導統御；(6)對於任務的圓滿達成，有

正面的態度；(7)有高水準的表現。 

 

 

養成 不滿 調諧 生產 

    

    

GDS1 GDS2 GDS3 GDS4 

 

圖2-4-4 團隊發展階段圖 

 

從圖2-4-4可看出，四個階段中，雖然在不滿階段時，士氣會受到影

響而下降，但是生產是不會受到影響的；理想的團隊模式，雖然成員心生

不滿，但是為了團隊的目標，仍會投入與負責。 

Spiegel與 Torres 認為一群人剛剛組合成團隊的時候，成員角色和

相互交往並不明確。個人再試圖弄明白是自己該做什麼時，其行動往往像

個觀察者漸漸第隨著團隊成員明白自己的角色，建立起做事的方式並開始

了解團隊的問題、壓力、目標等，「團隊發展」過程便開始了，其大致可

分為五個階段（葛中俊譯，1996）： 

一、定位或組建階段 

    此階段的主要問題是成員融入團隊；成員對正式領導具有很強的依賴

性。 

士氣（投入）

生產力（能力）

高 

低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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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衝突或動盪階段 

    此階段主要問題是衝突；團隊成員將對正式領導提出挑戰，企圖恢復

個體性和影響力。 

三、協作或規範階段 

    此階段的主要問題是規範；成員最終可凝聚成一個真正的團隊，非一

群人的集合體成員為完成任務而開始對角色進行磋商。 

四、生產力或實施階段 

    此階段主要是實施；第四階段是團隊存在過程中最和諧也最具生產力

的階段，團隊成員有生命共同體的感受，為團隊目標盡心盡力。 

五、變化或轉變階段 

    此階段主要為轉變。一旦團隊取得預期成果，成員必須重新界定或制

定出團隊新目標或結束團隊。 

團隊的發展是一個漸進性的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這

一系列的過程中，團隊每位成員均是參與者、意見的共同決定者與共同承

擔者。從團隊的發展過程可知，團隊中工作的完成，並非是由上而下的，

或是個人單方式地接受上級的指派或分配，而是傾向於由下而上的，在自

主的判斷與衡量基礎上，調和來自於不同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期

望，這其中包括了最高領導人、外在顧客、團隊成員，及一切可能影響團

隊運作的人或團體，最後共同達成組織的目標。再者，團隊成員間不僅是

工作關係的組合，更是情誼上的互賴，因為團隊成員彼此間不再是彼此競

爭，或是基於工作分配的協調單位，取而代之的將是更多的相互瞭解與體

諒，並分享共同的想法與情感。 

團隊組織鼓勵創意、主管或領導階層的鼓勵、工作團隊的支持、充足

的資源、挑戰性的工作與自主性；以團隊的方式發展創意，在獲得組織的

支持之下，成員能夠在相互學習、心理支持之下，順利發展創新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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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團隊發展的模式 

    團隊發展模式的定義，過去相關研究結果約可分為六種，最後第七種
為整合前六種模式，統整為第七種的綜合模式。其中排除三種文獻：第一，

文章驗證單一團隊歷程成分，如團隊凝聚力、藉由個別媒體進行溝通議題

（Landow,1990；Losada, Sanchez, & Noble,1990；Rice & Shook,1990；

Smolensky, Carmody, & Halcomb,1990），或是團隊中的角色（Fine,1979；

Bales & Slater,1995）並不包括在內。 

一、演化與成熟之團隊模式（The Team Evolution and Maturation model, 

TEAM）（Morgan, Glickman, Woodard, Blaiwes, ＆ Salas,1986） 

    演化與成熟模式（Team）是由Naval訓練系統中心為驗證訓練過程中，

影響團隊運作的因素所發展的計畫，本模式是經由文獻探討之後，以組織

的有效性之開放系統架構為基礎的設計。 

    Morgan等人（1986）採用團隊的發展性觀點，並融入Tuckman（1965）

與Gersick（1988）所形成的團隊表現模式，預測團隊發展階段包括前形

成期（pre-forming）、形成期（forming）、風暴期（storming）、規範期

（norming）、實踐期I（performingI）、再形成期（reforming）、實踐期

II（performing II）、確定期（confirming）、變形期（de-forming），其

中團隊也許始於某一階段，或者各階段的時間不一，且不一定歷經每一階

段。 

    所有的團隊都必須經過兩個軌跡來完成發展，如圖2-3-6。『操作性團

隊技巧訓練』的途徑呈現團隊成員各自的表現，『一般的團隊技巧訓練』

包括促進互動的品質、人際關係、合作、溝通與成員間的協調。團隊運作

中獨特的行為包括溝通、合作、團隊精神與士氣、提供建議或評論、接受

建議或評論、協調、與適應能力。這兩途徑又會輻合使得團隊表現有效率，

在團隊展現成效之後，在某一關鍵點時，兩個途徑又會岔開，呈現分開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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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easurement of Team Behaviors in a Navy Enviroment. 

Morgan, B.B. Glickman, A.S. Woodard, E.A. Blaiwes, A.S. 

＆ Salas, E.,1986, General model of team evolution and 

maturation. Norfolk,VA：Old Dominion. 

 

二、團隊工作模式（Teamwork Model）（Mclntyre & Dickinson,1992） 

    團隊工作模式是由Mclntyre與Dickinson（1992）在Old Dominion

大學的研究，也是由Naval訓練系統中心關於TEAM的研究中文獻回顧所

發展出的結果，此模式為直接併用TEAM的成果而發展出的團隊工作模式，

如圖2-4-6所示。 

Mclntyre與Dickinson（1992）運用控制理論的後設分析，考量正式

溝通網絡、非正式溝通與循環封閉的溝通，其中團隊的知識分享與合作關

係為研究的核心主軸。 

回顧研究文獻，Mclntyre與Dickinson（1992）驗證七個團隊核心成

分： 

圖2-4-5  演化與成熟之團隊模式 

環境要求與限制
(社會與機構的脈絡)

*第一次會議
(生活循環的開始)

**前形成期
(PRE-FORMING)

形成期
FORMING 風暴期 正常期 實踐期ㄧ

階段ㄧ

再形成期 實踐期二I 確定期 變形期

轉化
(生活循環的中點)

階段二 完成
(生活循環的終點)

任務承諾的發展

操作團隊技巧訓練

ㄧ般團隊技巧訓練

團體的調查

任務導向

信賴測試

任務需求的
情緒反應

團體內衝突

明顯解釋的
公開交換

團體凝聚的
發展

解決方法的
出現

角色定位的
發展

架構的調整

角色的增強

朝向完成

角色實踐

任務實踐與完成

環境需求的調整

任務退縮

成就回顧

脫離團體

再記憶團體

*  Gersk(1985)
** Tuckman(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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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隊意向（Team Orientation）：指團隊成員對於團隊任務的意願

與態度，反應對於團隊規準的接受程度、群體凝聚程度與成員關係

的重要性。 

（二） 溝通（Communication）：兩位或兩位以上團隊成員以既定的方式

與言語交換知識以澄清或接受知識。 

（三） 回饋（Feedback）：包括成員間給予、尋找與接受資訊，給予回饋

是指提供資訊給予其他成員，尋找回饋是指針對表現要求輸入或準

則，接受回饋是指接納正向或負向的資訊。 

（四） 支援行為（Backup Behavior）：協助其他成員的表現，表示彼此

了解其他成員的工作任務，成員彼此針對需要能夠提供與尋找幫助。 

（五） 監控（Monitoring）：觀察其他成員的的活動與表現。指成員能夠

獨立完成任務，其他成員隨後提供支援與回饋。 

（六） 協調（coordination）：團隊成員適時與依序實踐活動，是指一些

成員影響其他成員，透過提供資訊改變其他成員的決定與表現。 

以上關係如圖2-4-6，強調封閉式的溝通，系統包括輸入、生產量與

輸出的一種線性溝通模式，團隊協調成果是成員間投身團隊任務的提供、

尋找與接收回饋以協助成員的努力，幫助其他成員與監控彼此表現的結

果，生產量則是以領導者針對團隊任務領導成員彼此監控、回饋與支援彼

此，建立團隊任務與承諾，最後，以分享資訊或溝通聯繫整個團隊發展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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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隊表現模式（Team Performance Model）（Fleishman ＆ 

Zaccaro,1992） 

    Fleishman與Zaccaro（1992）擴充團隊的分類機制，進行團隊行為

分類建構形成模式，此模式應用於軍事、海軍團隊，比起先前的研究結果，

本模式提供更清楚的輪廓與團隊協調活動的內容分類。 

    Fleishman與Zaccaro（1992）歸納團隊表現為兩個組成成分：1.個

人任務行為或與團隊任務與成員不協調的行為；2.任務協調歷程、機制與

行為，包括提升各成員間個人、團隊成員與次任務的合作；兩者組成決定

團隊表現的本質與程度，兩者所佔的比重會因個別團隊任務特性而有改

變。 

透過先前相關文獻的探究，確認四個影響團隊表現的變項（Nieva et 

al .,1978），其中包含團隊外在環境、人力資源、團隊特性、任務特性與

需求，如圖2-4-7所示。團隊的外在環境是指大範圍的生態環境與團隊的

物理環境，例如完成任務的時間、工作歷程、群體內溝通模式、職權分布

圖2-4-6  團隊工作模式 

 

資料來源：Teamwork model.Systemic Assessment of Teamwork Processes 

in Tactical Environments. Mclntyre, R.M. & Dickinson, 

T.L., 1992, Norfolk,VA：Old Dominion. 

溝通

輸入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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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團隊必須適應、建立模式或是被這些變化因素所影響，這些不斷變

化的環境，也影響著團隊的人力資源、團隊特性、任務特性與要求。 

人力資源包括成員對於團隊任務所抱持的知識、技能、能力與經驗，

另外，成員的動機、態度、人格特質與相關資源的狀況，這些資源可與促

進或消減團隊表現的人際互動關係相融合形成人力資源因素。團隊特質是

指團對整體而非個人，包括群體凝聚力、成員人數、架構與權力結構，團

隊的表現模式意指人力資源與團隊特質的影響結果。任務特性與要求包括

任務的決定歷程與表現要求，是團隊表現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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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團隊功能的變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定位功能 

A人力資源與限制的資訊改變 
B團隊任務與目標的資訊改變 
C環境特質與限制的資訊改變 
D團隊任務的分派 

2.資源分配功能 
  A配合人力資源設定任務需求 
  B負擔平衡 
3.時間功能（活動軌跡） 
  A一般活動軌跡 
  B個別導向活動軌跡 
4.回應協調機能 
  A回應系列 
  B回應的時間與位置協調 
5.動機的功能 
  A團隊表現歸準的發展 
  B團隊表現歸準的接受度 
  C建立團隊表現層次與獎賞的連結 
  D團隊意願的增強 
  E平衡團隊取向與個人意願 
  F團隊表現衝突的解決 
6.系統監控功能 
  A一般活動監控 
  B個別活動監控 
  C團隊與成員活動對於對於失誤的反應之調適 
7.過程維持 
  A一般過程基礎活動的監控 
  B個人過程基礎活動的監控 
  C非正式活動的調整 

 

定位功能是指成員對於完成任務的資訊取得與分配的運用過程，包括

計畫階段的相關活動。資源分配功能是指成員角色分派與個殊責任，其中

包括次任務的資源分派。時間功能（活動軌跡）是指時間範圍內朝向團隊

資源與活動在任務表現的完成。 

回應協調機能是指成員活動展現一致的步調。動機的功能是指團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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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與過程的確認，促使成員更能邁向目標，包括對於表現規準與獎賞制度

的建立與接受，系統監控是指對於活動中個人與整體進行活動時對於特性

與時間的失誤能夠有所察覺。過程維持包括監控個人與團體表現標準的一

致與平衡。 

 

資料來源：Teams: Their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p.31）. 

Fleishman,E.A.., ＆ Zaccaro,S.J.,1992, In R.W. 

Swezey & E. Salas（Eds.）, Norwood, NJ: Ablex. 

圖 2-4-7  團隊表現模式 

人力資源

團隊特性

任務特性與需求

任務特性與需求

個人任務表現

團隊表現功能

團隊表現功能的分類

團隊表現前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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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隊成就模式（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Olmstead,1992） 

    Olmstead（1992）研究是針對軍事組織的動態情形，建構組織成就的

發展模式。 

    組織成就的發展模式是描述組織為一能夠改變、適應與更融合的平衡

系統，團隊的表現歷程是一團隊的產出，依靠團隊運作與個別責任與活動

的協調結果。Olmstead（1992）強調個人的整合架構與功能，成員的位置、

角色與組織中的機能，彼此相互合作與協助，若整合的功能未發生，產生

失誤、決策失敗，忽略知能而結果是未達目標，終致團隊崩潰。 

    組織成就模式呈現三個面向：真實測驗（reality testing）取決於

環境因素，團隊如何讓環境情境更好？適應性（adaptability）透過經驗

學習，是指團隊有能力針對改變彈性變化。整合（integration）是統合

團隊成員或是在時間壓力之下，成員保有能力。Olmstead（1992）指出關

鍵為任一組合都能保持最佳表現，有效的團隊能夠評估環境，最快地方式

改變需要，保持所有成員與次團體的積極性。 

    另外指出七個歷程：敏覺（sensing）是指團隊針對環境或事件，選

擇陳述所需資訊與詮釋資訊；溝通資訊（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是針對對的人給予對的資訊，過程包括資訊的轉化與傳播。回饋

（feedback）是評估先前的努力並進一步感知外在與內在環境。作決定

（Decision making）包括一些行為的結論。溝通實踐（communicating 

implementation）是指個別的溝通與實踐，包括透過討論與解釋之後的澄

清與協議。處理行動（coping actions）外在與內在環境中的直接行動，

有效的最終決定在於目標的環境。穩定性（stabilizing）是指面對不確

定與會壞的情境時，為保持穩定採取的行動歷程。 

    這些歷程是根據Schein（1965）所研究的適應圈（adaptive coping 

cycle），針對有效組織所需的系列行動，當團隊情形達到穩定，將能夠面

對外在環境的問題，每一個歷程都與團隊成就息息相關，如表2-3-7所強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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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適應圈歷程 

表現組成                                組織歷程 

  真實測驗                         察覺、溝通資訊、回饋 
  適應性                           作決定、溝通實踐、採取行動 
  整合                             穩定                                     

 

五、人力資源管理（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Helmreich 和 Foushee（1993）運用人際觀點來闡釋團隊。人力資源
管理（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CRM）始於 1970年代飛航安全相關事
項，Ruffell Smith（1979）研究驗證相關團隊之重要變項，發現人力資源
的重要關鍵。 

Helmreich 與其同儕發展評估團體表現與訓練機制，Helmreich 和 
Foushee（1993）發展 CRM概念，其中包含團體的 3個因素之決定模式，
如圖 2-4-8，輸入因素、群體表現因素或團體歷程因素與結果因素，輸入因
素包括個人特質、團體、組織與操作環境，團體歷程因素包括成員間的特

質與互動品質，結果因素包括基本表現如安全感與效率等或者是第二層面

的成果，如成員滿足感、動機與態度，本模式的基本假設是輸入因素提供

架構與決定群體歷程的本質，導引出各種結果，模式的中心特徵是回饋的

循環圈，結果可能改變輸入因素的成分，接下來的群體歷程與結果，另外，

結果可能改變群體歷程而未影響輸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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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評估歷程表現品質的規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敏覺 
  正確發現有用資訊 
  正確表達所有有用資訊，包括正確評估其重要性 
  嘗試獲得關於失誤、相關任務或問題的知識 
  適時察覺活動之需求資訊與當下的策略情境 
  內部資訊歷程與紀錄以提供準備與使用者應用 
溝通資訊 
  正確傳播有用資訊 
  充分完成溝通與了解與接收者的溝通 
  時間點適於整體需要 
  接受者的正確選擇；每人接受需要的資訊 
  任何資訊應被溝通 
作決定 
  正確：在環境的視野中決定是否正確？以有用的資訊提供決策者作決

定？ 
  適當：提供決策者有用的適當時機與資訊？ 
  成就：所有決定是否考慮延續性、選擇性與可能性？ 
穩定性 
  正確：依據情況選擇正確的行為以改變現況。 
  適當：時機有利於情況與成效，選擇適當行動的目標。 
  成就：行動符合狀況需求。 
溝通實踐 
  指示的正確傳達。 
  充分實踐傳達適當與完整了解的行動需求。 
  適時傳達有用的資訊與參與者的行動需求。 
  對接收者適當傳達。 
  『討論或解釋』是有效的、明顯的與完成目標的。 
  訊息是否已被溝通。 
處理行動 
  行動的正確性是以其所處情境與行動的決定或規範。 
  行動的時間線是以其所處環境與行動驅力的決定順序。 
  行動實踐的適當性。 
回饋 
  行動與決定的回饋，評估行動與正確資訊的需要。 
  回饋決定與行動的時間線。 
  行動目標選擇的正確性。 
  正確使用行動、決定與計畫的回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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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8  航空管理團隊表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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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9  發展團體歷程模式 

 
資料來源：Cockpit resource management,3, Helmreich,R.L.,& 

Foushee,H.C.,1993,Why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bases of humanfactors training 

in aviation, In E.L. Wiener,B.G.Kanki, & R.L.Helmreich

（Eds.）. New York,NY: Academic. 

 

Helmreich 和 Foushee（1993）應用此三個模式建立團隊表現模式

CRM，如圖2-4-9，以航行團隊說明人際/認知之團隊功能機制，其中溝通、

作決定形成團隊與管理等任務，其歷程如圖2-4-9。 

團隊協調為分析重點，三個叢集要項為溝通歷程與決定任務、團隊形

成與管理、獎賞情況與工作負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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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程團隊決定模式（Advanced Team Decision Making, TDM） 

Zsambok等人（1993）發展進程團隊決定模式（Advanced Team Decision 

Making, ATDM），發展以理論為基礎，發展更有效率之團隊策略，提供訓

練方案以觀察、診斷以改善團隊的作決定。其中以十個團隊行為與三個模

式之成分：團隊定位（team identity）、團隊概念階段（team conceptual 

level）、團隊自我監控（team self-monitoring），每一行為皆來自直接

觀察，如圖2-3-10所示。 

團隊認同是成員接納團隊為一獨立個體的觀念，即去個人中心認為團

體為一整體，共同解決問題、作決定，共同行動達成共同的目標與任務。

團隊自我監控是其他模式也有提及的歷程，一種後設認知歷程，從弱到強

的認同與低到高的概念層次，決定團隊的成功與調適。 

確認角色與功能（defining roles and functions），成員知道他們

所被期待與要達成的目標。參與（engaging）是指團隊成員投入團隊任務

與功能，互補（compensating）是指成員各有所長，並在達成任務過程中，

得以各展所長並相互幫助。避免細微管理（avoiding micromanagement）

被視為進一步的團隊表現，團隊成員採取管理資訊、任務或成員位於適當

的層次等細微事項。 

團隊概念層次的成分包括四個行為場域：展望目標與計畫，是指團隊

運用個人專長，相互合作達成團隊的成功或失敗，聚焦關注於橫向時間對

於團隊因素與概念的思考，發現隔閡與模糊狀況，充分資訊了解與處理團

隊不協調的能力，完成聚斂與擴散狀況評估，實際尋找各成員對於模糊不

確定狀況評估或計畫不同的觀點，然後確認每位成員共同的想法與協議觀

點。 

團隊自我監控成分為兩個關鍵行為，調適是有能力發現問題並予以修

正，時間管理針對目標團隊有能力針對目標處理相關事務，並依序有效率

在任務的連結中設定下一個目標，採取策略設定時間完成所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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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0  團隊決定模式圖 

資料來源：How teams excel: A model of advanced team decision making. 

（ p.9 ）  Zsambok,C.E.,Klein,G.,Kyne,M., ＆ 

Klinger,D.W,1993,  In Performance Technology-1993,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NSPI 

Conference,Chicago,IL:NSPI. 

 

七、綜合模式 

    Laura, et al.（1999）整理分析以上六種團隊發展模式，將相關研
究進行整合分析，連結相關理論，討論團隊組織之綜合模式有四個主要成

分，依序為：團隊成就、團隊認同、團隊計畫與決定、團隊自我管理。 

（一）團隊成就 

    團隊成員的專長運用於團隊發展歷程中，建議包含於此相關因素，影

響團隊表現因素： 

1.成員領導成就 

團隊領導與管理所有模式皆包括此項目，是指個別團隊成員專長展現

可看見:
目標、計畫

可看見:
目標、計畫

聚焦:
時間水平,
原因範圍

聚焦:
時間水平,
原因範圍

發現
隔閡
模糊

發現
隔閡
模糊

完成
狀況評估:
分離,聚合

完成
狀況評估:
分離,聚合

定義:
角色、功能

定義:
角色、功能

參與參與

補償
補償

避免細部管理
避免細部管理

調整
調整

時間管理
時間管理

進程團隊決定
可看見:
目標、計畫

可看見:
目標、計畫

聚焦:
時間水平,
原因範圍

聚焦:
時間水平,
原因範圍

發現
隔閡
模糊

發現
隔閡
模糊

完成
狀況評估:
分離,聚合

完成
狀況評估:
分離,聚合

定義:
角色、功能

定義:
角色、功能

參與參與

補償
補償

避免細部管理
避免細部管理

調整
調整

時間管理
時間管理

進程團隊決定

團隊認同

團隊概念階段

團隊自我監控



 102

於團隊表現，若普遍成員能力較差，將無法達成預期目標。 

2.分享實務 

是指團隊有效率之分享歷程，在量與質方面呈現歷程中固定與非固定

的任務目標與表現，較弱的情形是連平時的任務都無法完成，較強的團隊

則是連非固定的工作目標仍能有效完成。 

（二）團隊認同 

    此部份是指成員認定團隊為一針對任務，互動互賴的單位，去個人中

心、以團隊觀點、以團體目標與想法而非個人想法，四個重點如下： 

    1.定義角色、功能、資源 

    團隊成員了解任務責任、專業知識與每個人的角色，同時了解團隊的

需要之資源：錄音機、資訊資源等。 

    2.全員參與 

    成員參與團隊工作並負責目標的達成，除了自己的參與也能鼓勵其他

成員積極參與。 

   3.補償與輔導 

    對於團隊角色、功能與責任未能得到滿足者，補償將透過外力以增強

其功能，促使團隊達至目標，補償是提供經驗不足的成員相關支援，促使

團隊獲得進一步的表現成效。 

    4.人際觀點 

    是指成員間的和諧或是衝突風格，經過考驗與歷練迅速導正應用。

（三）團隊計畫與決定 

    指團隊有能力與智慧針對團隊整體進行思考、解決問題、做決定與正

確地採取行動，以符目標所需。此為表 5 的『概念層次』，其中包括五項

重點： 

1.展望目標 

團隊成員了解並慣於朝向目標努力，3個基本展望目標：團隊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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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目標、團隊能夠確信成員皆能分享其共同目標、確認可勝任的工作程

度，並能夠了解先前與接續的工作。 

    2.維持動態焦點 

適當時間中可以聚焦計畫與做決定（橫向時間），在概念與資訊（各

因素之間）確認其寬度，團隊有能力抓取重要關鍵，有效團隊必須能夠不

斷聚焦與運用適當時間參與與採取行動達至目標，思慮各種原因並做適當

計畫與決定，沒有經驗的團隊可能會考慮太多而停滯不前，或是考慮太少

而無法解決困難。 

    3.評估情勢 

考量每位成員的不同觀點與多元資訊，其中包括模糊資訊與不確定性

狀況，第二重要是聚合，控制各種觀點以切合實際，應用地圖、圖表與各

種資訊或會議，匯合成員對情勢的共識與凝聚共同意識。 

4.表達期望 

    清楚表達團隊的目標期望，以利成員採取進一步行動。 

    5.行動的展望與評價 

    收集經驗確認如何進行合作計畫並評估可能面臨的困難。 

（四）團隊自我管理 

    團隊有能力看見表現歷程，確信團隊特性、以判斷團隊表現的進一步

程度，其中重要四點： 

    1.監控 

    團隊有能力驗證行為的有效率、無效率情形，以利操作符合團隊的目

標，確認有效行為將增加團隊面對未來的能力，除了現在的監控，團隊可

看見未來並參與研商可能需要的策略。 

    2.適應 

團隊有能力針對較無效率或未有進度時，採取改變策略，或是有能力

採取不同的策略以因應未來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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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察覺隔閡與不協調。 

    4.時間管理。 

    利用團隊的可能多元性與高度知識，可期待帶來創意與革新，成員具

有歸屬感並勇於嘗試新的工作模式，團隊中會經驗各種問題，其中不同

的、不尋常的想法，必須成員互相配合（Shalley,2002），組織將以團隊

模式為基本架構來因應有效率、彈性、創意與革新的需求

（Shalley,2002）。團隊運作的創意與革新，對組織效能而言，是具相當

關鍵性的因素。 

 

小結 

    團隊的發展有其型態與階段性，名為團隊，但實質團隊組合之果效各

別差異性很大，依照團隊目標、成員組合、任務特性或是發展歷程等各項

因素，促使團隊的發展也有很大的不同。過去研究團隊的發展各有其發展

階段，也因著任務特性與外在環境而有各種不同的發展模式。 

    教育界過去一直予人封閉且閉門造車的一種職業印象，而教師間的合

作，也因知識傳遞模式與創新合作的風氣而逐漸改變，雖然過去團隊的研

究多以企業界為主要職場，教師團隊的相關研究，實屬乏善可陳，但是團

隊的合作經驗與模式，足供教師團隊參考應用。教師團隊都是以教育為任

務目標為範圍，但是其最初組織的原始動機不定，因著志同道合的教師同

儕自發性的組成團隊，或是因為行政促使教師組織成為教師團隊等，因著

不同的因素，也影響團隊的發展與運作方式，而有不同的發展模式，值得

進ㄧ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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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師團隊的建立 

前三節針對團隊之意涵的進行瞭解，本節將更進一步探究教師團隊在

學校教育的實踐。以教師專業成長與團隊學習觀點，析論教師團隊發展創

意教學的相關理論基礎。 

 

壹、教師團隊的建立依據 

一、教師團隊的源起 

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一年頒訂「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其中第十七條

第五款明確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學科應成立教學研究會，並置

召集人。其規模較小之學校，性質相近之學科，得合併設置」。此「教學

研究會」兼具「教學研究」及「學習團隊」的理念核心，即形成了「教師

團隊」的雛形。在此之前，並無明文訂定校內教師共同為特定任務組織之

團體之相關法令。 

民國八十九年九月教育部頒佈「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

要」，強調學校必須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領域/年級課程小組」，

以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精神及充分運用15%至35%的校定科目，發展學校特

色。 

就「教師團隊」的廣泛定義而言，泛指學校教師所組成的集合體，共

同執行某一工作任務，以有效達成課程或教學上之目標而言，則「教學研

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及「各領域/年級課程小組」皆已經具備

了「教師團隊」的功能。三者不但強調「教學研究」的理念，視教師為研

究者，把研究功能與教學功能相統整，擴大教師的角色，提昇教師的專業；

同時，另一方面也注重「學習團隊」的理念，企圖打破教學孤立的現象，

透過學校組織再造，提供教師們專業對話的機會。 

 

二、教師團隊的意涵 

    （一）教師團隊的意義 

教師群體間的合作可以有很多種方式，可以是正式組織或非正式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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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也可以是教學上的合作與課程研發上的合作。以下茲整理學者對

於教師團隊的看法，如表2-5-1，以進一步了解教師團隊的意義。 

 

表2-5-1 教師團隊定義整理表 

研究者 教師團隊的定義 

Cross & Cross（1983） 教師團隊係為二位或更多位的教師，在教學或課程上

從事有意義的努力，以幫助學生學習。 

Ernest（1991） 協同教學係教師團隊營造出來的一種教學情境，在其

中兩個或更多的教師，擁有互補的教學技巧與能力專

長，合作計劃，對一群學生實施教學，使用彈性分組

來符合學生的特別需求。 

Davis（1995） 指兩個或以上的人員以某種形式的相互合作，共同計

畫與實施課程教學的安排，其功能是持續的。 

Nadler & Spencer（1997） 在學校組織中的團隊，有兩個人以上組成，彼此有良
好的互動，能知覺對方的存在，產生一體感，而且是

一種學習的過程，即團隊教師們能夠共同參與教師專

業的學習。 

Smith（1998） 認為正式合作學習團隊形成的五個要素是：（1）積極
相互依賴；（2）個體與團隊自主性；（3）面對面互
動；（4）團隊工作效率；（5）團隊合作過程。 

Cow & Pounder（2000） 教師工作團隊是設計來創造工作時相互依賴感與增加
自我管理感，以增進成員對團隊表現與成果的責任

感。教師團隊對一系列更廣的工作議題有更大的控制

力且必須發展人際互動與決策的技巧。 

Buckley（2000） 一組教師人員有目的的工作，合作協助學生的學習。

在一個團隊中，教師一起設定課程目標、設計課程表，

分享觀點，彼此激辯。 

Achinstein（2002） （1）學校裡從事共同性工作的一群人； 

（2）在價值觀、規範、與對學生、教學與學校的看法
上能有某種程度上的分享； 

（3）在能催化互動的結構性架構中相互合作。 

 

綜合上述學者的論述，教師團隊係由兩位或兩位以上具有不同才能的

教師所組成，其成員認同於共同的目標，經由互動、互助、互信地協調工

作內容與行動，努力達成團隊教學目標，並共同承擔團隊績效與成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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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定義下，團隊的組成包括四個要件： 

1.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教師。 

2.教師各自擁有專業的才能，以及互補的專長，講究分工合作，完成

目標。 

3.在教師團隊的成員是經常性的互動。 

4.團隊成員共同分享一個績效責任與目標。 

 

教師單打獨鬥與無援無助的情況，教師團隊具有不同的特性。教師團

隊的功能也讓教師已逐漸擺脫以往只是教學執行者的角色，不但有教材的

選擇及研發的權力，教師同時也是課程的研究者與發展者。在彰權益能

（empowerment）的理念下，兼具整合平台、對話機制的功能，朝向創意

中心、行動舞台發展，以因應教育改革趨勢，提昇教師專業。 

 

    （三）教師團隊的種類 

教師團隊的種類，形形色色，不同的觀點有不同的分類。 

Buckley（2000）依成員領導權能將教師團隊區分為三類： 

1.領導型教師團隊：團隊的領導者是由上級行政主管單位指派產生，

團隊的成員包括資深教師、一般教師、實習教師及教學助理等。而

團隊成員皆配合領導者進行各項教學活動，成員們依其職等經歷不

同，而有其不同職責與工作內容。 

2.自主型教師團隊：由教師自行組成，其成員的組成與規模大小，視

團隊之功能與目標而定。團隊中每位教師的權利義務皆相同，而且

也都享有決策權。因此其優點是權力下放，缺點是可能在許多的會

議討論中，無法達成協議，決策效率不彰。 

3.協調型教師團隊：結合前兩種教師團隊的特徵，強調行政與教師之

間的相互協調。亦即行政人員以教師意願為前提，進行人員編組，

指派各項不同的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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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1966）依團隊內成員的型態進行分類： 

1.起士餅式（cheese wedges）：隊中的教師仍具有傳統教育行政組

織體系中的任務與相對獨立地位，在實際教育的互動行為中，完全

依教師個人的需求和願望而產生變動。團隊的組成如將一起士餅乾

分成數塊，彼此微微分開卻整齊的排列在盤中。 

2.派盤式（pie-tin）：在團隊中的每一位教師彼此都能密切聯繫，

而且強調團隊成員間的地位平等。因此，領導者主要扮演會議上主

席的角色，採輪流式或永久式的，並不具有凌駕其他成員之上的權

威或責任。 

3.金字塔式（pyramid）：著重在教師職責的分級制，團隊組織如同

金字塔或階梯，成員包含各階層的教師代表，如：首席教師、高級

教師、初任教師、實習教師、助教等等。 

綜觀上述，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標準與角度提出不同的教師團隊分

類，或為教師團隊角色定位。研究者歸納整理可分成六類： 

1.依領導權能分類：可分為領導型、自主型、協調型教師團隊。 

2.依成員權力關係分類：可分成階層式與合作式教師團隊。 

3.依學習領域分類：可分成單一學習領域與跨學習領域教師團隊。 

4.依教學型態分類：階層式協同教學、相關科目協同教學、聯絡教學、

交換教學、循環教學。 

5.依班級年級分類：可分成班級內、跨班級、跨年級等教師團隊。 

6.依團隊功能任務區分：可分成教學研究、專業成長、課程研發等教

師團隊。 

 

教師團隊時常是一種「課程發展團隊」、「行動研究團隊」或是「學

習團隊」等實務性社群，根據Saint-Onge 與 Wallace（2003）描述，實

務社群應該具有下列特質： 

1.生產性探索：社群成員從實務情境當中產生問題，有解決問題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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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透過教互學習解決問題，生產出來的知識支援實務。 

2.自我管理：團隊依循某種原則或傳統自我管理，傳統來自於成員的

共識，成員輪流分享領導權。 

3.成員有責任交互支援。 

4.成員有多重管道可以合作和討論。 

5.獲得組織的支持。 

社群中成員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Saint-Onge＆Wallace,2003）： 

1.點火者：提出問題，點出矛盾找出缺點，啟動討論。 

2.整合者：提供歷史背景與未來的成敗圖像，設定賣絡，創造意義，

歸納到目前為止的成就，整合意見和結論。 

3.單純的貢獻者：從他們的觀點參與討論，提供自己的案例作為一種

選擇的可能性，並不積極說服別人接受。 

4.見證者：根據自己的經驗，支持某一種立場或觀點，增強某一種論

點的可信度或信心。 

5.倡導者：具領導角色，積極涉入社群，高度希望社群能成功，對社

群的每一件事都關懷，了解社群內部，努力擴展社群，向外證明其社群的

價值。 

6.隱聲者：雖人勤於出席社群互動會議，但很少發言，會欣賞別人的

貢獻，並珍惜和應用社群所提供的資源。 

上述「點火者」時常不知不覺扮演起「守門社群」在團隊中的代言人。 

 

綜合教師團隊的意涵可以發現，教師團隊乃注重教師成員間的合作探

索，一起研究特別的主題，比如探討教材教法理論、檢視課程改革，或創

新教學等。教師團隊也可以參與學校課程改革中大小不同的活動，例如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組織再造、從事教材教法的研發、協助完成學校改

革目標等；成員則可以一起為教學議題做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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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團隊有其特殊活動與工作任務，但團隊成員藉由互相學習，達成專

業成長之目標是一致的。發展創新教學，尤其適合以教師團隊的方式來推

行，如此針對特定目標，大家集思廣益發展創意的運作方式，更形團結力

量大的效果。 



 111

貳、教師團隊的工作效能 

一、教師團隊的有效模式 

  教師協同合作修補過去教學工作的單獨與個人化性質，提供組織與教

師教學的進步，能持續並非正式的透過一天一天的工作互動以改進教學、

教育決定、與學生評量，就算未有產出，合作能牽動教育革新的氣氛與人

為本質的教育工作（Conley,Fauske & Pounder,2004）。Conley、Fauske

與 Pounder（2004）針對都會區中學174位教師成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

果顯示兩個基礎變項，知識/技能、應用策略的適當，為模式的核心，兩

個正向人際歷程變項也是改善教學與促進效能的基礎。 

  透過合作參與可提升教學工作效能（Lawler,1986；Mohrman & 

Lawler,1992），90年代更加重視強調團隊的設計（Kruse & Louis,1997；

Louis,Marks, & Kruse,1994；Muncey & Conley,1999；

Pounder,1997,1998,1999；Quinn & Restine,1996；Smylie,Conley, & 

Marks,2002）。 

    教師團隊首推自發性教師團隊為最佳模式，自發性教師團隊為自我管

理團隊（self-managing teams）是非由上而下的管理行為（top-down 

management controls ）（Hackman,1986），文獻中也用一些詞，如自我管

理工作社群（self-managing work group）、任務導向工作社群

（task-oriented work groups）或自我決定工作社群（self-determining 

groups），此種工作團隊的設計取向，已在廣泛的組織文獻中以人的觀點

來作為管理基礎。（Boleman & Deal,1984；Mintzberg,1979；Perrow,1986）。 

    Hackman 與Oldham（1980）建立有效能團隊模式，主張組織脈絡因素、

工作設計因素、正向的人際互動歷程因素，如努力、知識與技能，運用適

當策略於工作任務中。這些都是有效能團隊，尤其是校園中教學團隊的必

要因素，另外，成員的感覺，如滿意度與團隊目標的認同等都是重要因素。 

 

二、教師團隊效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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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環境致使團隊的產生，此為生態觀點，團隊面對獎賞界線系統

中，組織唯一支援與瞭解團隊的表現與效能的單位

（Vinokurkaplan,1995）， Hackman 與Oldham（1980）建議（1）建置組

織量與質的標準，（2）提供團隊中個人的需求滿足之經驗，（3）社會歷程：

保持或增進成員的能力以因應未來一起工作，而非掏空能力。 

    有效能的歷程標準是成員投入並促進團隊表現：（1）適當的努力對工

作運籌帷幄，（2）提供充分的知識與技能與團隊運作，（3）運用適於工作

與組織的團隊表現策略（Hackman,1990；Hackman & Oldham,1980）。. 

    團隊需要的組織脈絡為：（1）透過獎賞系統支持與增強團隊的優異表

現（Vinokur-kaplan,1995），（2）提供有效訓練與諮詢幫助，（3）提供清

楚的工作需求與限制（Hackman,1990）。其他情形包括工作設計特質：（1）

引發工作特性（多元技巧、工作認同、任務的特殊性、自主性、表現回饋、

與他人的互動等，（2）適當的工作組合（如專業與團隊大小），（3）型塑

或控制表現歷程之規準。最後，正向的人際互動關係，降低歷程風險如何

做與協同的關係（Hackman,1987），如（1）透過合作與有效溝通的努力，

促進團隊認同，（2）成員的分享與知識增長，（3）實踐與發現適當的任務

策略（Hackman & Oldham,1980）。 

    團隊效能的相關研究發現團隊工作品質、效能、工作線與團隊工作的

認同（Janz,Colquitt, &Noe,1997），歷程間的關係，如知識分享、協助

行為、正向工作動機（強烈的目的、合作與整體的感覺）。Tesluk與Mathieu

（1999）研究社群合作，不僅團隊表現成果，還有團隊的凝聚力與成員滿

足感與期望持續工作如團隊一般，團隊成員的自主性與運用適當策略、運

用資源、掌握狀況與進度等都是重要因素。 

三、校園中的教師工作社群 

    學校中有很多團隊形式，如管理團隊、特別服務團隊、學科教學團隊

（Pounder,1998），其中學科教學團隊最能表現出工作團隊的投入特性

（Mohrman & Lawler,1992），因其目標為：（1）投入學校工作，改變教師

工作，（2）直接影響學校學生，（3）建立與學生/學校直接有密切的成果

連結（Crow & Pounder,2000；Pounder,1998），這是具相當有力量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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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因為學校改善的努力常是有限，除非學校組織與學生需求和教學歷

程相契合（Rowan,1990）。學校行政單位通常扮演諮詢的角色與功能，教

學團隊基於學生需要發展教學策略，著力於學生學習或行為問題、提供家

長合作溝通管道。 

四、學校行政組織支持團隊的發展脈絡 

    Hackman 與Oldham（1980）進行教師團隊驗證合作模式情形之研究

（Crow & Pounder,2000；Fauske & Schelble,2002；Muncey & 

Conley,1999；Pounder,1998,1999）。雖然教育改革者主張以教師團隊工

作模式運作，但對於團隊教師的獎勵與補償並未明確，影響團隊基本運作

與變動。雖然教師團隊的開始訓練與準備常可進行，但是其持續的在職訓

練與諮詢功能就易失敗，其他如組織脈絡、幫助團隊發展功能階段仍待努

力（Fausake & Schelble,2002），學校也許沒有資源可提供團隊，但有限

的知識與技能的教師們有其責任感（Pounder,1998）。 

    當教師尚未決定自主組織團隊，任務的澄清被發現是一重要問題，教

師感覺團隊運作降低他們個人的自主性，同時在團隊領導者與管理者之間

尋求平衡（Fauske & Schelble,2002；Pounder,1998）。 

    另一重要組織脈絡協助團隊需求，是在學校中的適當時間的應用

（Crow &Pounder,2000；Fauske & Schelble,2002；Hackmann et al.,2002；

Pounder,1998）。學校發現很難讓核心教師在既定的討論時間，有機會去

設計跨領域設計不是特別指額外時間或參與相關輔導老師的分享時間

（Pounder,1998），Crow與Pounder（2000）研究中學四位教師團隊發現

完整的時間計劃的欠缺，重複破壞了合作的努力、計畫與做決定、與整體

團隊效能。團隊教師通常很困擾團隊時間花在非團隊的議題特別是個別學

生行為的討論，因為佔去太多教師互動的在校時間（Crow & 

Pounder,2000；Fauske & Schelble,2002）。 

五、其他相關研究發現 

（一）團隊成員 

    Pounder（1998）研究發現好的團隊運作架構中，增加了先前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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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變項：1.與工作相關的互動與問題解決（與他人的互動），2.思慮如

何做，包括計畫學生與指導的時間（工作斟酌或自主），3.相關領域知識

與指導策略（多元技巧），4.工作本身與來自其他的回饋，5.學生的知識

歸因於學生所有的經驗（任務認同），6.成員間的相互依賴與合作（任務

的顯著）。 

    教師團隊的組成，將由各種專長教師組織而成，可修正調整彼此的教

學技能，促進整體團隊教學歷程所需的知識與技能，經驗、態度與背景的

異質性，更能提昇團隊的互動與程度。團隊的大小雖未最佳，端視學校計

劃師生教學的狀況（Pounder,1998），團隊大小也影響工作的平衡，大團

隊可經驗成員的領導，團隊可幫助校長或校外顧問直接面對問題。 

    Crow和Pounder（2000）研究認為團隊通常為小團體方式（約五至六

人），非大團體（10或更多人）的模式，特別是教育哲學觀、工作階段等，

更能有效率的一起工作。人數適中的團隊在人際溝通技巧、教學技巧、團

隊領導技巧的應用上，將更使得團隊更能完成任務。 

研究建議學校行政單位給予團隊自由與革新的計畫、教學與開發達成

任務之策略的空間，一般而言，仍是較少團隊擁有獨立發展新的工作方式

（Crow & Pounder,2000；Fauske & Schelble,2002；Pounder,1998）。 

（二）正向人際互動歷程 

    有效的合作與溝通是團隊關鍵的因素（Crew & Pounder,2000；Fauske 

& Schelble,2002；Pounder,1998），最重要的議題為合作的問題、人員參

與的不平衡、與成員間的認同等問題。成員參與重要問題有時間、溝通管

道等，其中的影響有：1.團隊認同程度，2.核心課程還是選修課程，3.統

整課程的合作與否。 

兩個正向的人際互動歷程：衡量與平衡輸入、實踐策略，非直接與直

接影響教學效能。Crow & Pounder（2000）研究顯示，教師感知他們的團

隊是高參與度，成員樂於分享想法與點子，得以順利成就團隊成果。 

（三）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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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的訓練觀，即所謂提供諮詢或是參與工作坊的機會，提供團隊知

識與相關技能的機會，同時具有關鍵的因素功能是促進成員的認同，支持

學校的變項之相關資訊之「傳送系統」（Hackman,1987），技能上的諮詢、

與訓練，常是來自校外的資源所提供。 

    Gruber（1984,1988）, Gruber與Wallace（1999）研究發現，類似

達爾文這樣優秀創造性人物的成功，在其心理上需要長期協調統整其目的

系統、知識系統與心理支持性的情感系統，這樣才可克服內外環境的許多

困難，完成傑出創造性成就；其中目的系統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企圖心

（aspiration），一種自我設定目標、挑戰自我潛能以及努力完成目標的

決心，企圖心影響目標的設定，目標的設定影響到學習或工作的內在動機。 

    從認知主體的角度來看知識系統，為一種個體所接受的信念系統，教

師若要能挑戰其既有的課程與教學信念系統，產生創意的觀念，則必須擴

大其整體知識系統的廣度與內部異質性，才可能產生新的角度與洞識（詹

志禹，2003），心理支持性的情感系統包括動機與情感，一個創意教師對

於教學創新必有相當程度的內在動機，同時在情感上，具有正面、平穩的

情緒狀態，有助對於創作與創造歷程的順利。此三者有相互重疊與影響的

地帶與關係，明確的目的系統，通常來自清晰的知識系統，豐富的知識系

統影響創作的動機與穩定的意志與情緒，相互重疊與交互的作用，不只影

響創意的思考能力與動力，同時更足以影響信念、價值觀與創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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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團隊在教師社群的重要性 

教師團隊透過團隊的學習，成員們能力互補與互助，策群策力，不僅

容易順利完成教育改革任務，同時也有助於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以下分

別就團隊學習、教師專業成長的觀點，對教師團隊進行進一步的分析，進

而瞭解教師團隊與九年一貫課程的關係。 

 

一、團隊學習的觀點 

教育社群如何讓處於學習社會中面臨巨大挑戰的教師，積極成為富創

意、具專業的現代教師，一起面對教育改革下的各種變革，開創教育旺盛

的生命力，其中的關鍵在於教師是否能持續不斷的學習。而教師團隊的建

立，是教師個人持續學習，甚而促進學校組織成為學習型學校的關鍵所在。 

以下即分別就團隊學習的型態、面向、思惟動力、方式， 及其與教
師團隊的關係論述。 

（一）團隊學習的型態 

「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隊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能力的過程。它是

建立在發展「共同願景」和「自我超越」的基礎上。因為，有效能的團隊

是由有效能的個人所組成的。但是只有共同願景和才能還不夠，真正重要

的是要知道如何一起共同學習。團隊運作的良窳關係團隊學習的成效，圖

2-5-1是團隊運作的三種型態(郭進隆譯，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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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能整體搭配的團隊 

 

 

2. 整體搭配的團隊 

                      

 

3.不斷激發個人能量 

而整體搭配不良的團隊 

 

 

 

圖2-5-1 團隊學習的三種型態 

資料來源：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216頁,郭進隆譯，
1994，台北：天下文化。 

 

由圖2-5-1可知，當團隊遭遇問題時，團隊必須學習如何萃取出高於

個人智力的團隊智力，否則組織中常有一些強大的抵銷力量和磨損力量，

容易造成團隊的智慧傾向小於個人的才智。而這樣的磨損力量往往來自於

團隊中每個成員們所發出來的能量，這是因為團隊中的成員常常砥礪自

我，期望不斷的激發個人能量，卻忽略了這些能量能必須做到集體搭配。

然而，一旦個人的能量不斷增強，團隊整體搭配卻不佳時，將會造成能量

的混亂，使整個團隊的管理更加困難。 

 

（二）團隊學習的三個面向 

團隊學習有三個面向需要顧及。首先，當需要深思複雜的議題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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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必須學習如何整合個人智力，萃取出高於個人智力的團隊智力。其次，

需要具有創新性而又協調一致的行動，這種既有自我發揮的空間，而又能

協調一致的方式，在團隊中是一種「運作上的默契」，每一位團隊成員都

會非常留意其他成員，而且相信人人都會採取互相配合的方式行動。第三

個面向，不可忽視團隊成員，在其他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譬如學

校行政團隊大部分的行動， 實際上可透過廣為教導團隊學習的方法與技

巧，不斷地在學校培養其他的團隊(郭進隆譯，1994)。 

（三）團隊學習的思維動力 

一個團隊如過要能擁有持續開創性學習的能力，必須精於運用「深度

匯談」(dialogue)與「討論」(discussion)這兩種不同的團隊交談方式(郭

進隆譯，1994)。深度匯談源自希臘的dialogos。dia意指「透過」，logos 

意指「文字」或「意義」，也就是透過群體可以進入一種更廣大的「共同

意義的匯集」(郭進隆譯，1994)，先暫停個人的主觀思維，彼此用心聆聽。

深度匯談是一種幫助人類對思維不一致的敏感，和減少面對思維不一致時

的不安。在深度匯談時，教師們以多樣的觀點探討複雜的難題，每個人攤

出心中的假設，並自由交換想法。 

在一種無拘無束的探索中，人人將深藏的經驗與想法完成浮現出來，

並獲致個人無法單獨達到的見解。而有效的深度匯談有三項必要的基本條

件(郭進隆譯，1994)： 

1.所有的參與者必須將他們的假設「懸掛」在面前。 

2.所有參與者必須視彼此為工作夥伴。 

3.必須有一位「輔導者」來掌握深度匯談的精義與架構。 

討論是提出不同看法並加以辯護，對整體狀況提供有用的分析；深度

匯談則是再提出不同的看法，以發現新方法。通常我們用深度匯談來探究

複雜的問題，用討論來作事情的決議。具有成效的討論，將匯集出結論或

行動的途徑；而深度匯談是發散性的，它尋求的不是同意，而是更充分掌

握複雜的議題；深度匯談和討論都能產生行動的新途徑。因此，一個學習

型團隊必須善於交叉運用深度匯談和討論的思維動力，教師團隊亦當然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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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隊學習的方式 

以團隊做為學習的基本單位，Senge在第五項修鍊（The 

fifthdiscipline）一書中，對於團隊學習的修鍊，提出專節廣泛的討論，

其要點包括虛擬世界的演練、交互運用深度匯談與討論、善用衝突與降低

習慣性防衛等。 

學習社會的來臨，國民小學教師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僅只是教導者，

同時也是學習者。尤其重視教師的團隊學習，在教師不斷自我進修與交互

學習之下，激發每一個教師的創造潛能。就教師個人而言，將產生一股源

源不斷的活力與自我肯定的內在驅力，有利於教學品質的提昇。對教師團

體來說，會凝聚每個人的智慧能量，形成共同願景，願意為組織奉獻與投

入，開創學校新文化。教師團隊即由教師所組成共同學習的團隊，經由教

師間的「深度匯談」與「對話討論」的步驟，進入「共同思考」，進而激

勵教師自我成長與創意，也帶動組織或團隊的創意發展。 

Leithwood、Steinbach 和 Ryan（1997）探究五所學校團隊學習的本

質並參照研究結果，提出團隊學習過程的理論架構，如圖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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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1. 學校外變項 
2. 學校內變項 
3. 學校領導 

內部團隊學習的條件

（團隊明顯的文化） 
1. 目標與願景 
2. 鼓勵差異觀點 
3. 意見表達 
4. 對限制的認識 
5. 團員的認知 
（尊重、團結） 

6. 合作、協調 

團隊領導 
1.正式/非正式 
2.專家問題解決過程

學習的刺激：

如形成團隊

的理由 
團隊學習過程：問題解決過程 
（詮釋、目標、價值、限制、步驟、氣氛） 

團隊學習結果 
行動模式改變： 
1. 知識/技巧/理解 增加 
2. 個案的滿意度 
3. 未來團隊的能力 
4. 凝聚力 

個別成員的能力： 
1.成員對成果與團隊的滿意度 
2.個案的知識與能力 

圖 2-5-2  團隊學習的探究架構 

資料來源：Leadership and Team Learn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Leithwood,Steinbach & Ryan,1997, School Leadership & 
Management,17（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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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hwood等人所提出的團隊學習探究的架構，指出每一組架構變項

的意義，同時這些意義與團隊學習，呈現正向積極或負向消極的作用，其

中的影響，端看團隊中情境變項、團員特質以及此架構所提的各種意義單

位互動情形。 

Glatthon（1978）重視教師之間的對話、討論，相互教學觀摩、經驗

分享，進而同儕共同發展課程與教材。Glatthon提出五種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的途徑： 

1.專家對話（professional dialogue）：以討論的方式促進教師思

考，並反省自己的教學，使教師產生態度上的轉變。 

2.課程發展（curriculum development）：教師們合作完成課程的編

寫或研發，共同分享理念、將學與學習的經驗，發展多元的教材。 

3.同儕視導（peer supervision）：教師們藉由彼此觀察，分析教學

並提供回饋，增進改善教學效能的機制。 

4.同儕指導（peer coaching）：教師們使用觀察、討論、給予回饋

的方式，但較偏重於教學上理論技能的訓練，教師同儕一起練習，實

際操作並給予回饋，而重點以教室中的教學為主。 

5.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由教師們界定問題、研究策略，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黃政傑（1997）認為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應該「以學校為中心」，在

學校的情境中解決問題，並重視其多樣性與達成目標的有效性，以提振教

師實踐的能力與意願。其所提之教師專業成長的具體途徑如下： 

1.透過自己所觀察的檔案分析，認識改革的需要。 

2.提出在教室中嘗試新觀念的書面承諾。 

3.修改研習會中所教的新觀念，在教室和學校使用。 

4.使用新觀念，評鑑試用的效果。 

5.交互進行彼此的教室觀察，分析自己觀察所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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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把自己試用的成敗，對所屬小組提出報告。 

7.討論個別學生和教材上的問題， 設法加以解決。 

8.運用多樣的方法，如：示範、模擬、觀察、錄影分析、專業會議發

表。 

9.建立專業成長的目標，以自己的方式學習。 

教師團隊相互合作與激盪，不僅激發教師自我省思與自我發展的動

機，也可透過同儕間的專業對話與討論，提供教師獲得更實用、更豐富的

創意教學專業，進一步達成自我實現的理想。 

 

三、教師團隊與創意教學 

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內涵在於以「學習領域」做為學生學習的主軸，

而非從前制式的、分化的學科知識做為學生的學習內容。這一點可以在其

強調十大基本能力的訴求上可以明顯看出。因此，從這樣重大課程改革

中，可以發現，教師是這項課程改革中受到最大的衝擊。 

從課程發展的角度而言，學校持續進步的重要因素，課程將是扮演重

要的角色，如果課程的內容，無法跟上當前潮流的趨勢、教改的脈動，不

但學生的學習將與現實生活脫節，學校的發展更會因此停滯不前。基於

此，假若教育或課程改革沒有教師的支持與參與，任何的改革，也是徒勞

無功。吳清山（2005）認為推行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學校方面所應配

合的途徑，提出十點建言，在該內容中，不難發現其主旨在於促進教師的

團隊合作，共同學習，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茲整理與教師團隊相關內容

列示如下： 

1.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各年級課程計劃 

依照課程總綱之規定，各校應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全校各年級

的課程計劃，以確保教育品質。課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學校行政代表、

年級即學科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必要時亦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

詢。 

2.成立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規劃各領域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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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係以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而非學科名稱；在國民

教育史上，是一項重大突破。學習領域對教師們而言，是一個新的觀念，

很多教師可能不知如何著手，勢必要花費很長的摸索時間，為了減少教師

不必要的時間浪費，以及收到集思廣益之效，各校宜落實成立學習領域課

程小組，根據學生心理發展、社區需求及學校環境，規劃各領域學習內容，

俾讓教師們有所遵循。 

3.從事學校本位課程研究，建立學校本身課程特色 

根據課程總綱的精神，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實為大勢之所趨，也是

各校無法逃避的重責大任。高新建(1998)指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我

國未來的中小學校園，會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也有可能成為許多教師在

學校的專業生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特色。」所以，各校如何結合課程發展

委員會、學習領域小組及教師們的力量，參酌社區環境、學校條件、學生

需求及教育潮流，從事學校本位課程的研究，以建立學校本身課程的特

色，乃是各校未來應積極努力的重點之一。 

4.強化學校教學研究會的功能，討論因應策略 

由於九十學年度的新課程實施，不是從國小一至六年級、國中一至三

年級全部實施，所以學校原有的各科教學研究會仍有其功能，不能全部加

以解散；相反的，更要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中，強化其功能，討論整個新課

程的因應策略，提供給學校行政參考，使現有的各科教學研究會，將來能

夠很順利轉化為各學習領域小組或研究會。 

教師團隊的建立，強調教師同儕間的集合與合作，藉以打破個人主義

和孤立的障礙，開創教育現場的開放性系統。因此，學校應用教師團隊為

專業成長策略，可打破教師之間的隔閡，塑造學校合作的文化。在這樣的

環境中，團隊成員藉由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省思教師與教學專業之間的

關係，審視教師個人的教學信念，增進教師相互學習與成長的動力，讓教

師主導自己的專業成長，建構教師自身的專業地位。教師團隊型式促使教

師積極面對教育改革，角色成功轉移。透過教學團隊、學習社群的對話、

討論、分享，可以審視教師的教學信念，檢視自己的知識或觀點，以建構

新的知識與教育專業。 

教師往往習慣於單打獨鬥，缺乏辯證、討論的社會互動的基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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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業成長的歷程中，扮演學習者的角色，依社會互動的觀點，學習者應

參與社群的實作活動才能獲致成長，教師團隊透過教師互動、同儕合作與

實際任務運作，可說是具體而微的社會互動。教師藉由集體合作獲得學習

與解決問題的策略，並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小結 

「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隊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能力的過程。個人

單打獨鬥的學習、吸收知識、產生新知與新產品方式，面對快速變遷的內

外在環境，以無法為組織帶來競爭優勢，團隊學習得到綜效的績效，遠大

於個別學習的總合。 

團隊運作的模式與創意的產生，其關係分析如下： 

一、基礎理論觀點 

有相輔相成與互動學習的重疊功能性，透過團隊的運作，無論哪一種

模式的運作，從起始、磨合、衝突、建立默契、合作、完成的階段，與創

意的歷程與層次相符應，以團隊方式進行創意的發展為目標或任務的團

隊，其效果是加成且易彰顯的。 

二、團體互動之觀點 

團隊必須學習與合作，其討論、深度對話的機制，有助於創意之激盪

與不斷擴增的效果；討論是提出不同看法並加以辯護，對整體狀況提供有

用的分析； 深度匯談則是再提出不同的看法，以發現新方法。通常我們

用深度匯談來探究複雜的問題，用討論來作事情的決議。具有成效的討

論，將匯集出結論或行動的途徑；而深度匯談是發散性的，它尋求的不是

同意，而是更充分掌握複雜的議題；深度匯談和討論都能產生行動的新途

徑。 

三、以系統觀點評析 

綜合分析創意的產生，是一種非線性動態複雜的關係；

Csikszentmihalyi（1999）從演化觀點提出創造力的系統理論，（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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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field）、（二）學門、行業、社會或是機構組織（domain）與（三）

個人（individual）之間的動態關係。Amabile（1996）從社會心理學出

發，認為組織的環境會與個人動機、技能等產生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創造

力的發生。團隊即為一個機構、一種組織，並存在於其大組織大環境之中，

其影響創意之鉅，有理可證。 

團隊如果要能擁有持續開創性學習的能力，必須精於運用「深度匯談」

(dialogue)與「討論」(discussion)這兩種不同的團隊交談方式(郭進隆

譯，1994)。深度匯談是一種幫助人類對思維一個學習型團隊必須善於交

叉運用深度匯談和討論的思維動力。腦力激盪出個人與團隊中成員互動的

創意成果，同時透過社會學習、分工協同合作機制。不同專長、背景領域，

異質性高的團隊，相互激盪出創意的火花，同時更能夠分工合作，以整體、

系統觀點思考創意的運生。不一致的敏感，和減少面對思維不一致時的不

安。在深度匯談時，教師們以多樣的觀點探討複雜的難題，每個人談出心

中的假設，並自由交換想法。 

目前正值國內教育改革創新課程的推動，學校究竟要具備哪些必要的

因素，才能建構一個卓越的創意團隊？一個卓越的創意教師團隊，其發展

歷程為何？一個有效運作的教師團隊，能為學校及教師帶來什麼影響？本

研究針對上述文獻作為教師團隊基礎理論之依據進行實務面的探索與紀

錄，下一節將先就教師團隊進一步剖析，作為研究的分析與討論的依據。 

 

 


	第一節創造力的相關理論
	第二節創意教學策略與影響因素
	第三節團隊的意涵與相關理論
	第四節團隊的種類與發展階段
	第五節教師團隊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