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學校革新相關理論與研究 
 
 
本章分六節，第一節學校組織的特性；第二節學校革新的意涵；第三

節學校革新的模式；第四節學校革新的相關理論；第五節臺灣地區學校革

新概況；第六節學校革新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學校組織的特性 

 

壹、學校組織的特性 

學校是個正式組織，是由教師、學生、校長、行政人員、家長與社區

居民等相關人員（stakeholders）所組成之正式團體。因此學校組織擁有與

一般組織類似之通性，也具有異於其他社會組織的特性（陳伯璋，1977；
陳奎憙，1999；Dalin,1998）。因為學校是被建構出來的組織（constructed 
organizations），總被期望如生產組織或公司組織般，以達成組織目標之效

率評鑑其優劣（Coleman,1995）。 
因為教育行政學的發展比其他行政學為遲，致使教育行政人員或學者

常引用其他行政學理論來處理或研究教育組織（謝文全，1997a）。但是在

實務上，學校組織擁有獨特於企業組織或行政組織的性質。因此，進行探

究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前，有必要先瞭解學校組織的特性，才能在運用相

關理論論述時，做適當的取捨與修正。所謂學校組織的特性係指多數學校

所共同具有、所述現象是長期而穩定出現的、該特性可以更明確的突顯學

校所具有意義（Dalin, 1998）。以下將先引述學者專家對學校組織的特性之

觀點，再歸納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一、學者專家的意見 

謝文全（1997a）認為教育組織乃是人們為達成教育目標結合而成的有

機體，藉成員與職位權責結構之交互作用及對環境之調適來完成其任務，

具有五項主要特徵如下： 
1.功能最複雜、根本而重大：教育功能在培養人才，而人才為行政及

組織之根本，因此，教育成敗直接關係行政及組織的成敗。 
2.任務最艱難、且成效最慢：教育旨在改變人類的思想及行為，因此，

其任務非常艱鋸，成效十分緩慢。 
3.目標複雜、抽象，使成效難以評鑑：以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而言，

認知、技能、情意或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價等，都十分抽



象、複雜而模糊，不易測量達成之真正程度。 
4.屬於服務組織，以服務為目的：不管公私立學校均須以增進服務對

象之利益為主要目的。 
5.顯明性大、敏感度高，極易遭到批評：因為人人重視教育，也都受

過教育，對教育均能批評一二；再者因為學生批判能力提高，而被誤認學

校教導學生反叛父母及社會，因而備受抨擊；加上教育之任務複雜，本質

上很難完滿達成，自易受批評。 
    黃昆輝（1988）認為教育行政組織（含學校組織）異於其他組織的特

徵，可從下列六個層面之比較得知： 
    1.對社會的重要性：教育負起兒童社會化、政治化及文化累積的責任；

其實施成效關係國家發展、社會進步至深且鋸。 
    2.大眾的注目與敏感：因教育效果反映在向上社會流動，幾乎涉及每

個家庭，故易引起大眾的關注與敏感。 
    3.功能的複雜性：因知識暴增與社會急劇變遷，新的教育需求與日俱

增；教學要講求科學方法，亦要重視藝術手腕；要注重教學媒體利用，也

要激勵學習動機，還要兼顧水準獲得與個別差異的適應。 
    4.關係的密切性：學校組織中老師、學生、家長、行政人員間的互動，

強調倫理和教育愛，具有濃厚的人情味和親密的人際互動。 
    5.專業化程度：中學教師養成與教學性質趨向專業化，包括獨特服務、

較長養成教育、不斷在職進修、享有自主權、遵守倫理信條等。 
6.評鑑的困難程度：學校教育實施成效，如學生之行為改變、思想、

觀念、價值系統、理想態度等，均難以測知。 
林明地（1999：12-17）歸納公立學校組織的主要特性包括：所負責的

工作對社會而言極為重要，所以顯明性極大，民眾極為關心；人人都受過

不同程度的教育，因此似乎人人都懂教育；被認為是社會的最後希望；所

服務的對象多為身心未成熟的青少年，其影響來自多方面；服務對象所持

價值複雜；受養護的程度頗高；相關人員都想要發揮影響力；具雙重系統

的性質；行政系統與專業系統鬆散連結；所進行的大部分活動幾乎都牽涉

到人與人的互動；績效評鑑不易；與教育行政機關的連結相當鬆散。 
陳伯璋（1977）認為學校組織的特性可以歸納如下： 
1.學校目標不明確：教育活動雖然是最實際的工作，但學校卻需考慮

久遠的目標。引要注意目標的可行性，不能過於含混。 
2.教育資源輸入的多樣性：因為教師和學生都各自擁有不同的動機、

態度和價值觀。因此教學過程必須注意多樣性的平衡問題 
3.容易受外來因素的影響：學校是開放性體系，容易受到社會政治經

濟各因素的影響，所以學校組織要注意適應的問題。 
4.校內單位相互依賴的程度很低：教學單位的分化和獨立，形成教師

孤立的藩籬，如何協調成為有機組合，是學校革新重要工作。 



5.缺乏積極性的鼓勵：教學工作的持續性和長期性，容易造成切近目

標與適時的增強。 
吳宗立（2000a）認為學校組織的特性包括：服務對象的參與性和異質

性、組織目標的抽象性、組織連性鬆散性、組織任務的複雜性、組織性格

的保守性、組織成效的緩慢性、組織系統的開放性等。他認為學校組織同

時下列特質包括具有社會系統的結構、個人、文化和政治性，以及開放系

統和動力系統的性質，以及學校人力逐漸分化、職責權限明確劃分、具有

權威階層體系、行政管理制度化、強調專長專用的制度等。 
張明輝（1999a）指出學校組織屬於教育組織的一種，除具有教育組織

的一般性質之外，也具有科層體制、鬆散結合、雙重系統及非正式組織的

特性。他的分析如下： 
1.學校組織具有 Weber 科層體制的特性，包括校長、主任、組長、教

師、和工友等權威階層、法規條例、專職分工、不講人情、書面檔案、支

薪用人、資源控制。學校歷史越久，科層體制特徵越明顯。 
2.學校組織具有 Weick 鬆散結合系統的特性，包括各部門可針對需要

自行調整、一部門發生困難或解組不影響其他部門、成員或團體擁有相當

自主權、命令難以迅速傳達每個成員。 
3.學校組織具有 Owens 的雙重系統的特徵，包括學校教學系統和學校

行政系統，前者具有鬆散結合的特性，後者具有緊密結合的特性，教師雖

受聘於校長，但教學保有一定自主權。 
4.學校組織具有非正式組織的特性，例如學年或資深教師依私誼情

感、人際自然接觸或交互作用結果所產生的聚集，逐漸形成獨特價值與規

範，影響或改變新進人員行為和行事風格。 
鄭世仁（2001）認為學校組織的特性，就是同時兼具科層體制與專業

學術機構的雙重特徵，說明如下： 
1.學校組織結構是多層級權威的寡頭機構，具有明顯的科層體制特

徵。因為學校除校內具有明顯科層體制特徵外，對校外而言是整個大科層

體制的一環，受到許多層級控制，必須聽命於多重的機構。 
2.就專業的屬性來看，學校組織特性與科層體制無法相容。因為學校

雖然已經成為正式的社會組織，具有明顯科層體制的特質，但學校是以教

學為主要任務，缺乏單一明確的目標，專業權威與科層體制權威無法相

容，學校任務的達成需要重視感情的涉入性。 
Dalin（1998）認為學校組織的特性包括下列： 
1.目標不清楚：學校目標經常是很一般化的、不明確的、甚至目標之

間是相衝突的。 
2.容易受責難：因為學校本身擁有資源很少，需要依賴經費預算上的

支持。 
3.較少的整合：教師一般都在教室裡面獨自進行教學，比較少有與班



級之間、或同儕與學校之間的合作。 
4.薄弱的知識（weak knowledge base）：關於教室裡面的教學和學習，

比起其他企業組織來說，可以預先確定的技術是很少的。 
5.缺乏競爭性：學校的存在不受限於產出的品質，尤其學區制保障學

生來源，致使學校很少在意發生過什麼事。 
Abbott（1969:44-45）認為學校組織與一般社會組織一樣都具有「科層」

的特性，包括工作分化、具有確定的權威層級、有一定的規則管理成員行

為、有一定標準評鑑教師表現與學生成就、權利義務劃分明確、重視專業

及教學技術、建立人事升遷和任期制。 
Johnson（1970）認為學校組織具有兩個很顯著的特性，一是學校的存

在受保護，再是鼓勵的延滯性。說明如下： 
1.所謂學校的存在受保護，係指學校人事與經費均由上級行政機關所

提供，不致因學習成果好壞而受影響。學校這種特性容易造成不顧外界變

遷需求，甚至抗拒變遷，造成推動教育改革的阻力。 
2.所謂鼓勵的延滯性，係因學習效果無法立即評量，因此在學校中的

鼓勵都非即時性的，都是在為精神富貴與未來而努力，缺乏適時增強，影

響效果的提高。 
Miles（1964）列舉學校組織的特性包括目標不明確、教育資源輸入的

多樣性、對角色實踐的結果缺乏批判、次級單位較少相互關係、容易受到

外界的批評攻擊、容易受非專業人員管理的牽制、對教學技術層面投資較

少。 
Owens 和 Steinhoff（1976:31-32）認為學校組織具有六個特性，包括

學校是改變人的組織、學校成員如學生非出於自願、目標具有多元性、容

易受到政治的控制、學校內部彼此相互依賴的程度很低、教師與行政權威

間容易起衝突。 
林清江（1993：74-105）指出：學校擔負著經濟、政治、社會、文化

等若干獨特的功能，但其獨特功能卻又必須由其他社會組織所賦予。因

此，學校組織與其他領域密切相關，必須一面適應現存的「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結構，又要在適應過程中施與適當的影響力。 

秦夢群（1998a）認為學校革新效果，總是比企業組織不彰，成員給人

懶散的印象。他檢視東亞諸國教育體系，發現具四項特徵： 
1.極度的中央集權：權力集中，革新發動者多為科層上級單位，然因

人手不足或牽涉太廣，革新動機不強。除非民間團體示威抗議，皆心如止

水，避談革新，以免麻煩。 
2.研究發展能力闕無：教育體系日常例行事務繁瑣，對於革新所需新

科技、新方法，皆無暇顧及，又無適當刺激，故促進學校革新的動機自然

十分薄弱。 
3.組織發展區於靜態：公立國民中小學校因屬學區制，呈現獨佔市場



狀態，不像民營企業若無發展革新則會滅亡。教師薪資不因學生成就高低

而受影響，因為沒有競爭，不革新也無傷。 
4.組織型態趨於鬆散：學校目標模糊，充滿哲學詞句，難以測量評鑑；

行政與教師專業間容易呈現矛盾對抗；上有令，下則消極抵抗，儼然無政

府狀態，難集眾人之力進行革新。 
Dewey（1916）認為學校是一種特別安排的社會環境，一面將複雜的

社會文明化為片面的學習內容，讓學生在漸進的學習過程中吸收；一面必

須袪除目前社會環境中的不良因素，避免其影響學生心理狀態；還要促使

社會環境的各種因素，得以平衡發展。 
Carlson（1965:6）認為公立學校具有下列特徵： 
1.不需要激烈競爭就可以獲取顧客資源：因為學校受到學區限制保

護，雖然學生之人數可能會有增長或減少，但不愁沒有學生就讀。同級的

各學校之間沒有激烈的生存競爭。 
2.經費的獲得不會受到品質的影響：意指學校經費的補助並未因學校

教學品質或學校效能而受影響，辦學績效或學生成就之高低，政府基於公

平原則，並不會因為較差品質而減少其學校預算經費。 
3.學校是被養護（domesticated）的組織：不像一般野生（wild）的商

業組織，生存必須依賴績效和品質，否則將因顧客流失而被裁撤或吞併。

相反的，學校卻可能因績效差而接受更多經費補助。 

二、綜合歸納 

依據上述學者專家對學校特徵的意見，以及研究者的看法，綜合歸納

學校組織的主要特徵包括：功能複雜而最重要、任務艱難而成效慢、目標

抽象而難評鑑、服務組織強調服務、顯明性大易遭批評、專業性弱易致爭

議、結構鬆散易起衝突、事務繁瑣較少研發、政府養護較少競爭等九項，

說明如下： 

（一）功能複雜而最重要： 

    學校是教育的基地，負起兒童社會化、政治化，以及文化累積、傳遞

與創新的責任。學校教育的實施，不但要講求科學方法，還要重視藝術手

腕；要注重教學多媒體利用，也要激勵學習者動機，還要兼顧績效品質之

獲得，以及個別差異的適應。而且，學校之功能係在培養人才，人才乃行

政組織之根本，故學校教育之成敗直接關係行政組織的成敗，間接影響社

會榮枯與國家競爭力之強弱。因此，學校之功能既複雜而又最重要。 

（二）任務艱難而成效慢： 

學校教育旨在啟迪人的思想，改變人的行為。不但要培養學生具備人

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暨國際意識，又要讓學生能夠了解自

我與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新；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表達、溝通與



分享；表達、溝通與分享；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規劃、組織與實踐；運

用科技與資訊；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這些都需要長時

間慢慢陶冶，無法立竿見影。因此可見，學校組織任務可說是世上最艱難

而成效最緩慢的任務。 

（三）目標抽象而評鑑難： 

教學是學校教育核心，不管是描述性或處方性的教學目標，都非常抽

象、模糊、不明確。以教育目標之認知、技能、情意而言，在認知層面又

區分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和評鑑；在情意層面又區分為接受、

反應、評價、組織和品格；在技能層面又區分為知覺、心向、反應、調適

和創作等，均十分抽象、複雜而模糊。而且學生接受教學後在思想觀念、

價值系統、理想態度上有無好的改變，短時間內亦無法察覺，無法真實測

量所達到程度，幾乎無法評鑑其成效。 

（四）服務組織強調服務： 

學校屬於服務組織，以增進組織服務對象之利益為主要目的。故而在

學校組織中，老師、學生、家長、行政人員間之互動關係，係建立在校園

倫理的基礎上。社會大眾亦從服務組織之觀點，要求學校人員必須以教好

學生，長其善救其失，春風化雨為核心；強調發揮教育愛，以愛心潛移默

化、以誠心經驗分享、以耐心理念傳承。因此，學校人員必須持續無休止

的付出服務熱誠，以享受服務對象的成長作為本身奉獻犧牲的酬報，重視

精神富貴。 

（五）顯明性大易遭批評： 

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以知識作為財富之觀念，其傳承唯有透過教育，

教育效果直接反映在向上社會流動。而全球化之國際流通與激烈競爭，擴

大以提高國民基本能力作為厚植國力訴求之呼聲，而人力素質提高則須仰

賴教育。因此，教育是發展個人能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最佳途徑，故

人人重視教育，關心教育。而且學校教育對象，幾乎涉及每個家庭，故容

易受到廣泛的注意。故動則極易引起大眾的關注與敏感，成為大眾注目之

焦點，或經常遭受質疑和批評。 
 

（六）專業性弱易致爭議： 

學校擁有的知識理論基礎，不似醫學或科學，具有強韌的專業性權

威。教學輔導內涵的藝術性質，致使舉凡學校教育之實施，包括教學方法、

課程教材、學生輔導，以及學習成就之評量實施方式等，每一種教育方法

或輔導方式，都有討論的空間。而且現代社會，人人受過學校教育，對學

校教育均略有瞭解，每個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因此，每個學校的經營

或教學輔導方式、活動設計等，都可能隨時受到質疑，引發爭議。 



（七）結構鬆散易起衝突： 

學校組織具有雙重系統特徵以及鬆散結合系統之特性，致使教師教學

專業自主的訴求與學校行政科層體系的規定間，容易產生矛盾，引爆衝

突。學校行政具有科層特性，必須依法行政，階層上位者握有評鑑績效、

裁量成員專職分工和資源控制權力。而學校裡的教師團體或非正式組織，

以情感互動，形成獨特價值規範，雖受聘於校長，卻擁有相當自主權。致

使學校行政命令難以迅速傳達每個成員，也無法評估命令達成程度。在要

求與被要求者之間，極易形成立場的衝突。 

（八）事務繁瑣較少研發： 

因為學校教育對象身心發展尚未成熟，而且個別差異很大，因此諸如

學習習慣、生活態度、同儕相處、待人處世與言談舉止，甚至於安全維護

或法律認識等，都在學校人員關注與必須負責範圍。因此，學校人員在校

園生活中，所有日常例行之繁瑣事務，巨細靡遺均必須觀照。又因為學校

專業權威不足，家長和社會大眾對學校措施之質疑或抗議也從未間斷，致

使學校人員疲於奔命應付。因此，也就比較少用心於研究發展革新的教學

專業技巧或輔導方法的改善。 

（九）政府養護較少競爭： 

學校是受養護的組織，不需要贏得激烈競爭就可以獲取顧客資源，經

費的獲得也不會受到品質優劣的影響。尤其公立學校，因受到學區制度的

保護，呈現獨佔市場狀態。學校經費補助，也並未因學校辦學績效或學生

學習成就之高低而影響，政府並不會因為學校效能較差或教學品質不良而

減少其預算經費，教師薪資也不因學生學習成就低而受減少。因此，學校

是被養護（domesticated）的，不像一般野生（wild）商業組織，其生存必

須依賴績效和品質，否則將因顧客流失而被裁撤或吞併。 
 

貳、國中教育的特點 

本論文研究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因此對於有關國民中學的

特性，必須特別提出論述，以作為學校革新規劃與推動之參考。依據教育

法令規定（1968，1979；教育部，2002）以及學者專家（張春興，1994；
謝文全，1996；Erikson, 1963,1968; Flavell,1963; Piaget, 1967,1969; Kohlberg, 
1969,1981）之觀點，本研究歸納國民中學教育的特性包括屬於強迫就讀之

義務教育、實施全人教育培養基本能力、強調學習者主體以學生為中心、 
學生身心發展正處狂飆期、必須進行形式運思的教學、需加強身心發展危

機的輔導、必須重視道德習俗的澄清等。說明如下： 

一、屬於強迫就讀之義務教育 



    自民國五十七年起，配合社會環境急遽變遷，制定公佈《九年國民教

育實施條例》，作為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法源依據。民國六十八年公

佈《國民教育法》，廢止《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國民中學教育自此由

法令規定變成強迫就讀之義務教育；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採學區制，學

生均由政府分發入學。凡應入學而未入學就讀者，則依據《強迫入學條例》

之規定，予以書面警告，並限期入學；不遵行者，則處以罰鍰並限期入學；

如未遵限入學，則繼續罰鍰至入學為止；逾期不繳罰鍰者，移送法院強制

執行。若有入學後無故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者，由學校勸導督促，如不遵

從，則報請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二、實施全人教育培養基本能力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一條規定，國民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

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亦

規定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

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

現代國民。國民教育之教育目的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

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授基

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觀、合群互助、

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與世界觀的健全國民。因此，國民中學

教育必須實施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基本能力。 

三、強調學習者主體以學生為中心 

國民中學教育雖然有基本學力檢測，升學高中職之問題，但是依據《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學生生活為中

心，配合學生身心能力發展歷程；尊重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強調回

歸教育本質，以開展學生潛能、培養學生適應與改善生活環境的學習歷

程；而課程理念則應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能力發展歷程；尊重個

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 

四、學生身心發展正處狂飆期 

國民中學階段學生，其身體發展最主要特徵顯現在身高與體重的顯著

改變。從青少年邁入青春期，生長陡增（growth spurt）是普遍現象。正值

心理成熟前的階段，在行為表現與事理判斷上，最明顯特徵是情感重於理

性，情緒容易衝動，在心理學上稱之為「狂飆期（storm and stess period）」。
在情緒上，表現強烈而不穩定，具有暴起暴落的兩極特徵，因此容易陷入

困擾中。故國民中學教學輔導上，是各級學校教育中最困難的階段。 

五、必須進行形式運思的教學 

依據 Jean Piaget（1896~1980）認知發展理論，國中階段的學生，屬於

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其在思維方式上具有三個特徵，包



括假設演繹推理（hypothetic-deductive reasoning），其特點是先對問題情境

提出系列假設，再依據假設進行驗證，而得到答案。命題推理（propositional 
reasoning），屬於超越現實的思考方式，在進行推理思考時，不易依據現實

資料做依據，只憑一個說明或一個命題就可以進行推理。組合推理

（combinational reasoning），面對由多項因素形成的複雜問題情境時，可以

依據問題條件，孤立不要的因素，組合其他因素，在系統驗證中獲得解答。

因此，國民中學教師必須以理性移情（intellectual empathy）與學生對話，

分享學生幻想，引導學生進行合理思維的合理設計。 

六、必需加強身心發展危機的輔導 

依據心理社會論（psychosocial theory）的觀點，國民中學青少年在人

格發展上，正值自我意識與形象建立階段，其發展危機是奮發進取或是自

卑自貶以及自我統合對角色混亂。學生獲得適當調適之心理特徵是具有更

高的求學、做事、待人處世的基本能力；有明確自我觀念，和人生追尋方

向。萬一調適產生障礙，則缺乏生活基本能力，充滿失敗挫折感；生活將

缺乏目的與方向，經常感覺徬徨與迷失。因此，在教學輔導上，必須特別

引導學生有效化解發展危機，使趨向於奮發進取之人格，超越自卑自貶的

心理壓力；具有更高的求學、做事、待人處世的基本能力，建立明確的自

我觀念和人生追尋的方向。 

七、必須重視道德習俗的澄清 

依據 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的道德發展理論，國中階段的

學生屬於習俗道德期（conventional level of morality）。是屬於尋求認可

（good boy/nice girl orientation）和遵守法規（law and order orientation）的

道德發展階段。具有社會從眾（social conformity）的心態，以大眾認可就

是對，社會大眾反對就是錯。在面對道德兩難的情境時，都是以世俗或社

會規範來進行道德推理判斷。信守法律權威，重視社會秩序的遵循。在心

理上認同自己的角色，在行為上有義務感。他們在家庭符合父母期望，在

學校遵守校規，在社會則遵守法律規定。因為國中階段的學生，其自我責

任和義務，都以法律規定或習俗限制為基礎。因此，適當引導判定習俗，

進行價值澄清之教學，就顯得特別具有重要性。 
 

叁、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學校組織之特性與國中教育的特點，對國民中學學校革新之推動有相

當程度之啟示，包括國民中學學校革新內涵龐雜、任務艱鉅、成效不顯、

共識難聚、備受重視、研究較少、易有抗拒、動態發展等，說明如下： 

一、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內涵十分龐雜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內涵十分龐雜，因此在推動革新歷程中，影響革

新的因素也相對繁多。有關國民中學學校革新之內涵，在教學和行政上，

既含科學之具體技術面，又涉藝術人文氣質；既含教務、訓導、輔導、總

務、人事與公共關係，又需兼含計畫、組織、溝通、領導與評鑑之行政革

新歷程。故而學校革新之內涵實在非常龐雜，其革新歷程影響因素也繁多。 

二、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推動任務艱鉅 

    因為國中階段學生之身心發展正處狂飆期，認知上需要進入假設演藝

和命題的推理，人格發展危機正是逢關鍵期，道德也正處於從從眾階段，

因此，在教育輔導上備極艱辛。加上教育無客觀評鑑指標的藝術性質，很

難盡符家長與大眾之需求，故經常遭受批評和指責。所以說國民中學學校

革新的推動任務非常艱鉅，領導者需要有堅忍不拔的毅力，方足以勝任學

校革新之推動。 

三、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成效較難以顯現 

    學校革新之目的，在提升學校教學效能，以謀求學生學習成就的更提

高，品德更善、行為更良，學校功能發揮更彰顯。然而就如賈馥茗（1995）
所指，教育活動是使人類思想行為發生改變，產生或創造新的價值。實非

短時間內可以達成，必須經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時間綿延。故言學校革

新成效很難彰顯於當下，也因此推動革新時，容易受到相關人員的質疑和

抗拒。 

四、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共識很難凝聚 

    國民中學學校改革之目的在追求卓越和更高品質，這就如吳清基

（1989，1998）所稱精緻教育規準一般。學校革新不僅要求擁有，更要求

美好；不僅要求量的擴充，更要求質的提升；必須兼重教育實施的附加價

值和過程績效。關於這些議題，則均屬於價值命題而非客觀事實，故很難

凝聚成員共識。因此，國民中學學校革新共識很難凝聚，故在推動革新歷

程中，容易引起相關人員的抗拒。 

五、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措施廣受重視 

    國中學生正處心理成熟前階段，在行為表現與事理判斷上，情感重於

理性，情緒容易衝動，容易陷入困擾。而在認知方面則容易超越現實思考，

不易依據現實資料做依據，只憑一個說明或一個命題就可以進行推理。加

上學校成效評估不易，無法如醫學或科學，立竿見影，故很難讓家長或社

會大眾放心。因此，學校革新措施，廣受重視，很容易被批評和質疑。 

六、 國民中學學校人員對革新研究較少 



    國民中學學校人員奔波於例行繁瑣事務，觀照學生生活學習與安全，

甚少進行教學現場實務之行動研究，對於革新所需新科技、新方法，皆無

暇顧及。因此，關於教學和學習的實踐知識基礎薄弱。在推動學校革新時，

因無具體豐富的實踐性理論，足夠用以支撐革新做法之成功機率或有效程

度，亦少有具體案例足以說服學校成員與社會大眾。因此，容易產生抗拒

革新的情形。 

七、 國中學校革新時容易遭受相關人員抗拒 

    學校革新方案的規劃選擇，在本質上就如黃乃熒（2001a:1-19，
2001b:215-251，2001c，2001d）所指涵涉意識形態、權力與決策正當性和

行政倫理等議題。因此在革新推動歷程中，處處挑戰學校傳統和文化、成

員舊有習慣與價值，及權力爭奪、資源競爭、興趣與需求等之取捨。加上

學校雙重系統與鬆散結合特性，致使在學校革新歷程，衝突將不斷浮現，

因而容易遭受相關人員的抗拒。 

八、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是動態發展的歷程 

    在變是唯一不變的歷史長河裡，對學校革新的要求，將永不停歇的隨

著時間綿延不斷而自然的持續衍生。故而就如吳明清（2001a）所指出，教

育必須向前跑，跑在社會發展之後，急起直追，做必要而且有效的調適；

教育必須向前跑，跑在社會發展之前，發揮影響作用，引導社會進步。因

此，學校將隨著社會變遷而永無止境的持續進行著全面而動態的發展與革

新。 

肆、本節小結 

學校是被建構出來的正式組織，由教師、學生、校長、行政人員、家

長與社區居民等相關人員所組成。擁有與一般組織類似之通性，也具有異

於其他社會組織的特性，總被期望如生產組織或公司組織般，以達成組織

目標之效率評鑑其優劣。本節旨在陳述學校組織之特性以及學校組織特性

對學校革新之啟示，簡要條列小結如下： 

一、 學校組織的特性： 

1. 功能複雜而最重要：學校教育的成敗，直接關係行政組織的成敗，

間接影響社會榮枯與國家競爭力之強弱。 
2. 任務艱難而成效緩慢：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思想啟迪，行為改變，

都需要長時間的慢慢陶冶，無法立竿見影。 
3. 目標抽象而難以評鑑：認知、技能、情意或五育均衡之目標都十分

抽象；思想觀念、價值系統、理想態度上有無好的改變，短時間內

無法察覺，亦無法真實測量所達程度。 



4. 屬服務組織強調服務：以增進組織服務對象之利益為目的，人員間

之互動關係，係建立在校園倫理的基礎上。 
5. 顯明性大易遭受批評：教育是發展個人能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

途徑，而且幾乎涉及每個家庭，故容易受到廣泛的關注。 
6. 專業性薄弱易受爭議：教育對象的個別差異及教育內涵的藝術性

質，讓每一種教育方法或輔導方式，都有討論的空間。 
7. 結構鬆散易引起衝突：雙重系統特徵及鬆散結合系統之特性，在教

師專業自主與行政科層中，容易產生矛盾，引起衝突。 
8. 事務繁瑣少進行研發：專業權威不足，家長和社會大眾之質疑或抗

議從未間斷，學校人員疲於奔命應付，無心研究發展。 
9. 政府養護少生存競爭：受到學區制度的保護，呈現獨佔市場狀態，

顧客資源與經費獲得不會受到品質優劣的影響。 

二、 國民中學教育的特點包括： 

1. 屬於強迫性的義務教育：是由法令規定之強迫義務教育；以由政府

辦理為原則；採學區制，學生由政府分發入學。 
2. 實施全人教育培養基本能力：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

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 
3. 強調學習者主體以學生為中心：強調開展學生潛能、尊重個性發

展，激發個人潛能。 
4. 學生身心發展正處狂飆期：在行為表現與事理判斷上，情感重於理

性，情緒容易衝動。 
5. 必須進行形式運思的教學：必須依照思維發展設計課程，透過假設

演繹推理、命題推理、組合推理的教學設計。 
6. 需加強身心發展危機的輔導：必須有效化解危機壓力，使具有更高

的求學、做事、待人處世的基本能力。 
7. 必須重視道德習俗的澄清：國中學生具有社會從眾的心態，其自我

責任和義務，都以法律規定或習俗限制為基礎。 

三、 學校組織特性對學校革新之啟示包括： 

1. 國中學校革新的內涵十分龐雜，影響學校革新之因素也繁多。 
2. 國中學校革新的推動任務艱鉅，領導者需具有堅忍不拔毅力。 
3. 國中學校革新的成效難以顯現，容易受相關人員質疑和抗拒。 
4. 國中學校革新的共識很難凝聚，容易引起成員的抗拒或質疑。 
5.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措施廣受重視，很容易被批評和質疑。 
6. 國中學校人員對有關革新之研究較少，學校教學實證理論知識比較

不足。 
7. 國中學校革新時涉及價值觀念的挑戰，容易受相關人員抗拒。 



8.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是動態發展的歷程。 
 
 
 
 
 
 
 
 
 

第二節 學校革新的意涵 

 
 
學校要能進步須從改變（change）學校組織而來，但是改變學校組織

並不一定會帶來進步（張慶勳，1996）。因此，清楚界定學校革新的意涵

有其重要性。本節旨在探討學校革新的意涵，首先將引述學者專家對革新

的定義和對學校革新內涵的見解，再歸納提出本研究對學校革新意涵的看

法。 
 

壹、學校革新的意義 

    因為直接對學校革新下定義之專家學者比較少，所以，以下將先引述

學者專家對革新的定義，再陳述學者專家對學校革新的直接或間接意見，

而後歸納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一、 革新的意義 

謝文全（2000）認為重新計畫及改進就是革新（renovating）。他指出

革新與評鑑是一體之兩面，評鑑之目的就是在革新，透過評鑑對事項加以

審慎評析，量定其得失及原因，據以決定如何改進或重新計畫，方能讓學

校日新又新持續生存與發展。 
張明輝（1999a，1999b:103-137）認為革新指的是一種有計畫、審慎

的、具體的變革（change），此種變革的目的在協助組織更有效的達成既定

的目標。 
楊國賜（1995）認為革新是一種具有特定素質的變遷，在有意的促進

改善實際狀況與某些良好目標的關係，包含著重新形成革新的新目標，或

與舊目標無關的政策或功能。 
張成秋（1995）指出易有鼎、革兩卦，革是「改」、「除」的意思，鼎



是「建立」、「安定」的意思。革新係革故鼎新，改革成新之意。即指除舊

佈新，因舊的不夠理想，所以要改革成新。 
楊德東（1999）認為革新是具有新穎的、創造性的、有意義的、特定

的變遷，以素質標準暗示邁向既定目標改善，它是趨向「目標指向」或「價

值指向」改善的歷程。而學校革新是創新的、有意義的變革，在變革的過

程中朝向「目標指向」或「價值指向」。 
Owens（1987）認為革新係指一種有計畫的、新奇的、審慎的、具體

的變革。這種變革的目的，在幫助組織更有效的達成既定目標，或實現新

目標。 
Barnett（1943）認為革新就是在任何思想、行為或事物各方面，都表

示新穎之意，而且在品質上己經與原來形式有所不同。 
Havelock（1971）指稱革新就是在試圖嘗試任何新事物，如用來表示

教育的革新時，則指為追求更好而改變，即該事物是積極而美好的，是既

新穎又有利的。 
Niehoff（1966:40）認為革新是一項歷程（process），始於變遷策動者

的思想，終於接受者的採擇或棄置。 
Richland（1965:32）認為革新是一種創造性的選擇、組織和人力資源

的利用，以嶄新和獨特方式實施，來完成確定的目標和目的。 
Beal 和 Bohlen（1968:55）指稱所謂革新，不僅包含使用材料的變遷，

而且也涉及其所運用的方法和技術等群組變遷。 
Brickell（1961:61-62）認為革新就是在小規模試驗中產生新的教育形

態的整體過程，暗示著目標導向或價值導向的改善。 
Marklund（1972）認為革新暗示邁向既定目標的改善，是以一項或多

項素質標準作為先決條件，而把革新用在學校與教學時，則常與變遷

（change）同義。但如變遷廣泛影響整個學校制度，則用改革（reform）

來論述。 
Miles（1986）認為革新是一種有意義的、新奇的、特定的變遷，目的

在完成制度的目標。 
Hanson（1991）認為組織革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係指一種有

知覺、有意圖，精心策劃、深思熟慮的組織變革（organizational change）。
而所謂組織變革就是改變組織內某些部門或某些個人的行為、結構、運

作、程序、目的產出之歷程。 
張清濱（1997a，1997b:10-17）認為組織的改革（reform）依其重點，

可以區分為改進（improve）、重組（reorganize）和革新（renovate）；依其

範圍則可界定為轉型（transformation）、重建（restructuring）和更新（renewal）
等。而轉型與改進、重建與重組、更新與革新有關。所謂轉型，係指完全

或重點式的改變組織性質或條件，並依其改變的條件及環境，改變教育的

本質與目的。重建著重在組織或結構的類型，亦即部門重整及部門關係。



更新則是一種歷程，旨在重新恢復、建立、創造或營造，使已定計畫或措

施方法更具活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謂革新（innovation），係指一種有知覺、有意圖

的變革（change）。同時含涉改革（reform）、重組（reorganize）、革新

（ renovate ）、轉型（ transformation ）、再造（ restructuring ）、發展

（develoment）、改善（improvement）和更新（renewal）等概念。革新內

涵，包括改進或重新計畫組織內某些部門結構、運作、程序，以及改善組

織成員之觀念、態度、行為、知識、理念和能力等之歷程。而最終目的則

在讓學校日新又新，持續生存與發展。確定革新定義後，以下接著陳述學

校革新之意義。 
 

二、 學校革新的意義 

楊德東（1999）認為所謂學校革新，是指在學校層次的改革活動，是

將教育體制的改革落實到學校實務層面的革新，或學校內部專業組織自發

自主的革新、是自我進步的發展。 
張明輝（1998:1-21，1999a）認為學校革新是教育改革的具象化，其

目標在達成學校在組織結構、行政運作、師資條件、教材教法、教學評量

等的革新，是再為提升整體學校效能而努力。他同時綜合其他學者觀點指

出學校革新定義內涵包括學校教育革新為一種計畫性之教育變革；在科層

體制運作下可以順利執行的措施，在學校進行革新時，有時反而成為革新

時的阻力；學校教育革新通常也須借助一些外力的協助；學校教育革新應

重視學校管理變革的能力；學校教育革新應強調如何提升學生學業成就；

學校教育革新應注重「教-學」的過程。 
國際學校革新計劃（International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ISIP）對

學校革新的定義是：一種系統化與持續性的努力，試圖改變學校的內部條

件及學生的學習條件，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並提升學校效能（Hopkins, 
Ainscow & West, 1994）。 

綜合上述有關革新的意義與學校革新的觀點，所謂學校革新係指在學

校進行規劃性系列改革活動，改善學校內部條件，提高適應環境變遷能

力，維持學校永續進步與發展，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之歷程。上述定義乃

兼含學校組織發展、變革、再造和學習等促進學校進步與發展之概念；係

學校組織為了要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求，進行變革管理或借助外力的協

助，以創造新的思想、行為或事物，進行一種有計畫的、審慎的、具體的

變革歷程；其目的在使學校能夠改善內部學習條件、適應外部環境變遷，

藉以維持學校持續成長發展，進而增進學生學習成就，提高學校教育品

質。分析言之，可條列簡述如下： 



（一）學校革新意義兼含組織發展、再造和學習等促進進步之概念。 

學校革新就是在學校既有之基礎上，重新思考組織結構之重整、人員

的角色職責與權力、學校未來發展方向與願景，同時透過組織學習與發展

動力的激發，促進學校固有結構的解組與再造，終讓學校能夠持續進步、

發展成長，日新又新。 

（二）學校革新之原因是為了要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要。 

學校生存於社會系統之環境脈絡中，無法真空存在於理想國的烏扥邦

裡。必須因應社會環境的急遽變遷，而自行調適因應與發展。因此，學校

革新就是要讓學校教育能夠配合時代潮流與社會脈動，推陳出新，與日俱

進。讓學校在市場競爭過程中，提高品質，增進效能。 

（三）學校革新的過程是一種有計畫的、審慎的具體變革歷程。 

學校革新係在有規劃的進行完全的、或重點式的改變學校組織性質或

條件，並依其改變的條件及環境，改變學校教育的實施方式與內容。亦在

重新建立或創造一種新的學校文化，或追求新的理想。在革新進行過程

中，必須謹慎掌控變革的歷程，以在既有優良傳體與教育哲學理想和未來

前瞻願景中，取得平衡和融合。 

（四）學校革新目的在提高學校教育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就。 

學校革新之目的，並非在展現主事者之意志，或宣示有權者之貫徹力

量。學校革新之推動，應該堅持是為了使學校能夠有效改善學校內部學習

條件，並能良好適應外部環境變遷。以維持學校之持續成長發展，提高學

校教育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就。 

貳、學校革新的內涵 

    因為有關學校革新的內涵十分龐雜，不同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所提出

的革新內涵也不同。所以，以下將先引述學者專家對學校革新內涵的直接

或間接意見，再歸納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一、學者專家的意見 

謝文全（1997a，1998b:9-18，2000）指出學校組織是由「人」和「結

構」兩個基本元素所構成，因此在進行變革時，不外進行兩方面的革新，

其一是調整組織結構，稱為「組織中心變革法」（organization- centered 
approach to change），例如重組或增設組織結構或人員，以適應情境變遷的

需要；其二是改變成員的態度、知能和行為，稱為「成員中心變革法」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change），例如許多組織藉著對成員實施在職

進修教育，以求組織能夠不斷適應與發展。他也曾經指出學校事務可以區

分為教學和行政兩大類。教學是師生之間的教學活動，為直接達成學校教



育目標的活動，其實質內容包括課程、教材、教學方法、教學評量、教學

活動；行政則為教學以外的其他工作或活動，旨在支援教學活動，是間接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事務，其實質內容包括教務、訓導、總務、人事、及

學校公共關係五項工作；其實施歷程含蓋計畫或決定、組織與權責、溝通

或協調、領導或激勵、評鑑與革新。因此觀點，學校革新內容應該含教學

革新與行政革新。 
吳明清（1997:6-10）認為學校革新，首先要以建立學校教育的新觀點、

新價值與新任務為本；其次要以學校組織結構的調整、運作方式的更新，

以及工作的重新設計為標。他同時指出學校革新的項目包括：一是應以教

學核心技術的改進為首，強調新知識、新技術的不斷引進、轉換與應用；

二是要強化教師專業的自主能力與責任；三要加強學校與社區及家長的關

係，以多樣化的教育活動形式與內容，滿足家長的不同需求。 
吳清山（1999）認為整體性的教育改革包括人員、教育內容、教育方

法、教育組織、教育制度以及教育設施六大項，歸納言之，教育改革包括

觀念與態度、課程與教學、組織與制度、環境與設備四類重要課題。 
張明輝（1999a，1999b:103-137）認為學校革新內涵十分豐富，包括

制度、師資、課程、教材、評量以及改革歷程等。他同時指出學校革新的

觀點涵蓋科技、文化與政治，而革新過程則將引發極權與分權的爭議、以

及如何維持學校內外在因素平衡、促成系統化和制度化的改革等議題。 
高強華（1997:135-137，2000a，2001）認為學校革新的內涵豐富，舉

凡學制的調整、課程與教學設計的更新、學校組織結構的重組、校長與教

師角色的重塑、甚至於家長的參與、教師分級或實習輔導的問題的解決、

學校教育目標與功能的重新評估等，均涵蓋其中，也都是學校自主革新成

敗的關鍵。 
張德銳（1994b:235-267）認為教育組織革新，就是在增進教育組織的

適應力以及改變成員的行為模式，說明如下： 
1.所謂教育組織的適應力，係指教育組織能夠成功的偵測內部成員需

要和外部環境的需求，然後有計畫的調適教育組織的結構、更新組織歷

程、重新塑造組織文化，以確保教育組織在變化不斷的內外在環境中，成

功調適屹立不搖。 
2.所謂改變成員的行為模式，係指讓成員具有更強的工作動機、更高

的生產力、更豐富的創造力、以及更能接受新的教育科技，以確保教育組

織在日漸激烈的生存競爭中，提升效能立於不敗之地。 
Dalin（1998）從三個不同層面建構學校革新的內涵如下： 
1.個人方面：包括教師、學生、校長與家長的信念、知識、能力、態

度、意願、投入與關注的焦點問題。 
2.組織方面：包括學校組織的發展計畫或方案、目標、結構、規則、

文化、價值觀、管理制度、課程與教材，以及對組織發展的信念、對問題



之界定和處理、活動的方式（courses of action）、工作方法、資源分配等。 
3.系統方面：整個學校行政系統、整個教學系統、整個教育行政的系

統。 
Leavitt（1965）認為組織的革新可以透過包括人員、工作、技術和結

構四個變數來完成。任何組織的革新，可能就是在改變這四個目標中的一

個。因為四個變數彼此之間具有高度互動關係，如圖 2-1 所示，所以其中

一個改變時，將導致其他變數以及變數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改變。 
Hellriegel, Slocum 和 Woodman（1989）將 Leavitt 所提出的組織革新

變數擴大成五個如下： 
1.人員：係指在組織中工作的個人，包括其人格、態度、知覺、歸因、

問題解決方式、需求、動機與個別差異。 
2.工作：係指工作本身的特質，例如工作本身性質的簡單或複雜、創

新或重複、標準化或獨特化等，均足以影響組織中個人與群體的關係。 
3.技術：係指問覺解決的方法和技術，以及如何將這些知識應用到不

同的組織程序上，例如計畫評核術的運用，或將電腦應用到教學與教育行

政業務上。 
4.結構：係指組織的溝通系統、組織設計、組織層級或是組織的權力

運作系統等。 
5.策略：係指組織用來決定目標、解決問題、達成目標的規劃程序或

執行方式。包括如何指明組織目標、如何取得和分配資源、如何運用資源

完成組織任務、如何達成組織目標等。 
Marklund（1972）以政策取向的觀點，將學校革新分成為三個階段，

不同階段各有其革新的重點如下：第一階段的焦點在學校的外在結構，尤

其是年級數，各國不同研究課程的階段和組別。第二階段的焦點在上課時

間表、附有科目的目標和內容的課程綱要。第三階段的焦點在教師的教學

方法、學生的工作方式，以及教材、學習材料和評量的方式。 
Miles（1986）曾經描述十一種革新的範例，其所指涉的革新內涵包括

界域維持和運作的方式、組織的大小和範圍、各項物質設備、時間的管理

和運用、組織的目標、組織的程序、角色的定義、規範信念和情操、組織

結構與各部分結構之間的關係、社會化的方法和歷程、以及與其他機構之

間的聯繫。 
OECD（1973:39-41）將學校革新區分為目標和功能、組織和行政、

角色和角色關係、課程四種。所謂目標和功能的革新，係指重新確定教育

目標和功能、教育的新措施、以及學校與環境的新關係等。所謂組織和行

政的革新，係指有關教育制度、教育組織、管理程序、行政管理技術、團

體間合作型態、參與決策的模式、行政責任與權力的重新再確定以及教學

團隊的重新再組織等。所謂角色和角色關係的革新，係指重新再定義學

生、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和社區、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等的角色、職責，



以及重新調整人際互動關係，例如師生之間、行政人員與教師之間的互動

等。所謂課程革新，包括整個「教-學」過程，如教學目標、內容與教材、

方法和評量等的革新。 
因為本論文所謂學校革新含學校組織發展、變革、改進與再造。因此

以下將學校再造的內涵一並列出，作為研究之參考。 
Fullan（1991）指出 1990 年代初期美國進行全面性及綜合性的教育改

革，包括強化（intensification）與再造（restructuring）。所謂強化是指強調

課程控制，包括指定教科書、標準化測驗以及運用評鑑與監督機制，以確

保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學業成就；所謂再造的形式包括學校本位管理、提

高教師在教學與決策角色、重新調整時間表以利教師間的合作、師資培育

的重新調整、教師角色的重新安排，以及發展全校共享的目標與任務等。 
Elmore（1990）歸納有關學校再造的論述為三個模式，包括「技術模

式」，強調學校核心技術的改革；「專業模式」，重視教學專業條件的改革；

「雇主模式」，強調學校與其雇主關係之改革。他認為上述三種模式雖顯

示學校再造的不同著力點，實則合併而為學校再造的完整結構。學校再造

應力求在學校核心技術、專業工作條件以及學校與家長之關係等三方面有

所變革與更新。 
Murphy（1991）認為學校再造的架構包括工作角色與組織環境、組織

與管理結構、核心技術。他認為在再造後的學校教育活動中的所有角色都

要重新再界定，學生是工作者、教師是領導者、校長是促進者、家長是合

夥人、而教育行政官員則成為授權者（enabler）。學校組織中的工作必須重

新設計，職責也要重新規範。組織與管理結構上，教育行政的權力應下放，

採行「學校本位管理」，賦予教師更多權力。在核心技術方面，以教和學

為主，故在課程教學上均應變革。 
Whitaker 和 Moses（1994）從實用的角度提示學校再造的十項要素，

包括：設定學校的新任務、依據新任務統整課程、教學與評量、調整學校

組織以適應新任務、強化教學專業、實施學校中心的決策、擴大科技的應

用、提供卓越的服務、增加家長與社區的參與、建立學校內部及外界的合

作關係以及提供更多服務。 

二、綜合歸納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在論述學校革新時所指涉的內容與範圍十分龐雜

（如表 2-1），不同的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所探討學校革新內涵與範圍亦皆

有所不同，因而其所細分學校革新項目也有差異。本研究為使學校革新的

內容有所區分不重疊，乃依據上述資料分類整理後，將國民中學學校革新

內涵歸納區分為學校行政革新與學校教學革新兩層面，學校革新之方式則

兼含強化或再造兩個重點。說明如下： 
（一） 學校行政革新： 所謂學校行政革新，係指學校組織制度、成員角



色、行政領導、溝通互動等的強化或再造。 

（二） 學校教學革新：所謂學校教學革新，係指課程設計、教學方法、

教學評量、師生互動等的強化或再造。 

 
表 2-1 學校革新內涵 
類別 教學革新內容 行政革新內容 
強 
化 
或 
再 
造 

課程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與教材 
教學評量 
教師的教學方法 
學生的工作方式 
課程與教學設計的更新 
教學核心技術的改進 
多樣化的教育活動形式與內容 
教科書 
標準化測驗 
教學方法擴大科技的應用 
提高學生學業成就 
統整課程   
強化教學專業 
提高教師在教學決策的角色 
人員角色再造：學生是工作者、教師是領導

者、校長是促進者、家長是

合夥人、 
教育行政官員為授權者 

 
 

發展全校共享的目標與任務 
設定學校的新任務 
教育制度和學制的調整 
參與決策的模式，實施學校中心的決策 
管理程序與技術 
校長與教師角色重塑，教師角色重新安排 
增加家長與社區的參與 
學校教育目標與功能的重新評估 
團體間合作型態 
重新調整時間表以利教師間合作 
學校組織結構的重組 
強化教師專業的自主能力與責任 
加強學校與社區及家長的關係 
課程控制運用評鑑與監督機制 
提供卓越的服務 
行政責任與權力的重新再確定 
學校與環境的新關係 
建立學校內部及外界的合作關係 
改變成員的態度、知能和行為。 
調整學校組織結構 
學校本位管理 
權力下放賦予教師更多權力 
師資培育的重新調整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叁、本節小結 

本節旨在探討學校革新的意涵，首先探討學校革新的定義，接著歸納

學校革新的內涵，簡要摘述條列如下： 

一、 學校革新的定義 

     所謂學校革新係指在學校進行規劃性系列改革活動，改善學校內部

條件，提高適應環境變遷能力，維持學校永續進步與發展，以達成學校教

育目標之歷程。可析言如下： 
（一）學校革新意義兼含組織發展、再造和學習等促進進步之概念。 
（二）學校革新之原因是為了要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要。 
（三）學校革新的過程是一種有計畫的、審慎的具體變革歷程。 
（四）學校革新目的在提高學校教育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就。 

二、 學校革新的內涵 



學校革新時所指涉的內容與範圍十分龐雜。本研究為使學校革新的內

容有所區分不重疊，乃分類整理歸納區分為學校行政革新與學校教學革新

兩個層面，而學校革新之方式則兼含強化或再造兩個重點。說明如下： 
（一） 學校行政革新： 

所謂學校行政革新係指學校組織制度、成員角色、行政領導、溝通

互動等的強化或再造。 

（二） 學校教學革新： 
所謂學校教學革新係指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學評量、師生互動

等的強化或再造。 

 
 
 
 
 
 
 

第三節 學校革新的模式 

 
    有關學校革新之模式，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所建構之學校革新

模式，均可作為學校革新之學術研究或實際推動之參考，因此將之分別摘

述，再綜合歸納作為本研究學校革新之模式。 
 

壹、 學者專家的意見 

一、 Lewin 的革新模式 

Lewin（1951）主張組織若要得到成功的轉變，必須解凍目前的狀態，

創造另一新局面，而後再將新產生的狀態再凍結起來，其動力歷程，如圖

2-1 所示。因此，可以將學校組織革新的過程分為解凍、變革和再凍結三

個步驟如下（Hanson,1991）： 
1.解凍 
解凍（unfreezing）就是在創造變革的氣氛，增加組織對變革的接受性。

目的在引發組織成員變革動機，創造對變革的需要感，並為變革做好準備

工作。在解凍過程中，可將改革對象移離原有工作場、設法消除原有社會

支援力量、減低原有態度和行為價值、連結報酬激勵和變革意願，使組織

與成員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態度與行為對變革的抗拒力減到最低。 
2.轉換或變革 



在轉換（converting）或變革 （changing）的過程中，必須對組織變革

進行分析、設計、發展以及建立模式。這是屬於行動導向階段，必須提供

組織期望的新行為模式，以及發展新價值觀念和態度，提供成員進行學習。 
3.再凍結 
再凍結（refreezing）就是透過程序、訓練與評估，將新的系統制度化，

使變革趨向恆久穩定的可能。就是要使新的狀況成為現狀，而且必須要維

持穩定。因此，這一階段必須增強組織成員的新態度和新行為，進而整合

成為人格或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Huse（1980）提出行為變革七步驟，與 Lewin 的三階段相對應，包括：

偵察、找尋、偵測（scouting）；催化者加入（entry）；診斷（diagnosis）；
計劃（planning）；行動（action）；穩定與評價（stabilization and evaluation）；
停止或終止（termination）。 

 
 
   驅動力                          抗拒力 約束力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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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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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Kurt Lewin 的力場分析 

資料來源：Hanson,E.M.(1991).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3rd ed.)(318). Boston: Allyn and Bacon.  

 

二、French 和 Bell 的革新模式 

French 和 Bell（1995）將行動研究視為計畫性變革的模式，認為可以

利用行動研究之連繫性歷程，有系統的蒐集與組織目標相關之資料，再依

資料分析結果，選擇變革策略。其所建構的行動研究模式如圖 2-2 所示，

其主要活動包括下列： 
1. 問題的知覺 
問題的知覺（perception of problem），通常由組織的高階主管知覺問題

再
凍 

抗
拒
動
力

解
凍 平

衡
狀
態



的存在，同時認為可以在組織發展和變革推動者（change agent）協助下獲

得解決。 
2. 諮商 
諮商（consultation），係指經理人或變革推動者把知覺到的問題加以澄

清，並開始構思處理方式。專家則評估擁有之專長能否勝任組織待解決問

題，若能則可進入第三步驟。 
3. 資料蒐集與診斷 
資料蒐集與診斷（data gathering and diagnosis），乃由變革推動者進行

組織的診斷，蒐集組織及知覺問題的資料。經由觀察、面談、請教員工，

以及評估各種績效的書面記錄。若組織能指派經理人協助推動者，可望取

得真實資料。推動者必須藉由對組織的分析診斷，獲得初步診斷結果。 
4. 回饋委託組織 
回饋委託組織（feedback to the client group）係將所蒐集資料及初步診

斷結果交給組織高階管理群，以期獲得高階人員的支持，確保組織發展的

成功。 
5.診斷和擬定行動計畫 
診斷和擬定行動計畫（joint diagnosis and action planning），指變革推

動者與高階主管共同討論資料的意義，並判斷是否請組織中各團隊推派人

員參與診斷，而後與組織成員共同擬定行動計畫。 
6. 行動 
行動（action）係指在擬定行動計畫後，要將計畫付諸行動，執行計畫

的各個步驟。因為行動可能涉及新知識、技能的傳播及教育訓練、組織調

整、或個體與群體之態度、價值、行為改變等。因此，在行動中可進一步

蒐集資料以利對情境及問題再作更深入之分析。 
7. 資料蒐集與評鑑 
資料蒐集與評鑑（post-action data gathering and evaluation），係強調執

行變革行動的成效必須監控與評估，並由組織內的人員決定是否要再次診

斷情勢以更深入分析或發展新的方法。推動者要扮演研究法上的專家，就

所見所知以及診察結果，對組織提供建議。 
 
 

 
 
 
參與行動計畫                    採取行動(新行為)                (繼續進行) 

(組織發展目標方法) 

                                                           採取行動 

                                 規劃行動 



                                (決定目標和方法) 

將資料回饋給服務對象或                                          規劃行動 

團體                           討論和研究回饋的資料 

 

                               回饋資料給服務團體          討論研究回饋的資料 

                                                               與新增資料 

進一步蒐集資料                     蒐集資料 

 

顧問蒐集資料並診斷問題                                         回饋 

 

與行為科學家諮商                                               蒐集資料 

                                                          (再評估系統的現狀) 

察覺問題 

 

圖 2-2 行動研究模式 
資料來源：French,W.L.,& Bell,C.H.(1995).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Behavioral science interventions for organization Improvement 
(139).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三、 Gorton 和 Snowden 的革新模式 

    Gorton 和 Snowden（1993）提出組織革新的七個階段如下： 
    1.進行需要評估，包括說明革新的需要性、檢查現行組織系統、確定

需要革新部分、發展革新的新取向或新目標。 
    2.引導目標團體接受變革的提議，讓組織裡的目標團體如教師團體或

家長團體知覺對革新的提議和興趣，共同評估所提議之優缺點、測

試和改進革新措施、以及估計革新所需之資源、在職訓練和設備等。 
    3.決定是否採行所提議的變革，明確指出哪些人參與作決策、確定決

策的程序、決定是否執行所提議的革新計畫。 
    4.規畫執行的方案，例如革新工作人員的在職進修方案、或是應該提

供的資源和設備、預估執行過程可能困難以及解決方式。 
    5.執行變革方案，開始實際推動和執行革新的各項具體工作。 

6.進行革新過程的評鑑，設計並制定回饋系統，以確實掌握變革目標

達成的程度，同時診斷及修正須要改進部分。 
7. 革新工作或活動的精緻化和制度化，必要時修改革新工作內容和項

目，提供新的引導、訓練、資源和設備等，使革新變成一種長期性、

例行性的穩動性工作。 
 



四、 Connor 的革新模式 

Connor（1988）提出自然變革過程模式和變革管理模式如下： 
1.自然變革過程模式 
自然變革過程模式（natural change process），係認為來自組織的內、

外環境之顛覆力量（destabilizing），會促使組織自然的在個別任務、組織

程序、策略方針和策略方針上作出因應調整。所謂個別任務（individual 
task）：係指員工在組織中所擔任的工作；所謂組織程序（organizational 
process），例如組織溝通、決策或控制等程序；所謂策略方針（strategic 
direction），係指組織的長期發展策略與方針。組織文化（organizations 
culture）則是當組織執行變革之後，若能將問題解決或更讓組織更有效能，

則維持穩定之使成為組織文化；若是問題仍然無法解決，就必須再採取另

一新的變革措施。 
2.變革管理模式 

    變革管理模式（managing change）是自然變革模式概念的延伸，此模

式強調主動而有計畫地採行因應措施以管理變革，其內容包含四項：深入

了解影響組織的內外破壞力；分析組織變革時的構面；變革方法的決定；

以及變革策略的設計和介入技術的選擇。 
 

五、 Lippitt 等的革新模式  

    Lippitt, Watson 和 Wesley（1958）提出革新架構為五階段如下： 
1. 發展變革需要 
發展變革需要係指改變舊有的態度、價值觀和行為，亦即為解凍階

段。其方法包括：由變革促動者依據實徵資料指出組織現存嚴重問題，使

成員知道有進行變革之需要；讓第三者如家長或學者專家等提出變革需要

的建議，將變革促動者與被服務對象作結合；或是由被服務對象，如組織

內部高級主管或成員，自覺有變革需要並尋求變革促動者的協助。 
2. 確立變革關係 
即由變革促進者與被服務之對象，建立一種同心協力的工作夥伴關

係，以期將推動變革時的抗拒力量減到最小程度，增加變革成功的機率。 
3. 執行變革措施 
這一階段是實際推動革新的階段，必須經由認同（identification）和內

化（internalization）的作用，成員才可能產生新行為來執行革新。包含三

個步驟：診斷或澄清被服務對象的問題；檢視評估解決問題的選選方案、

設定目標及行動計畫；實際採取變革行動，例如執行一項新的組織結構方

案或從事一項特殊的訓練計畫、或設立一套新的獎勵制度等。 
4. 類化和穩定變革 



此亦即再凍結的階段，或稱之為「制度化的過程」（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就是將變革活動推展至整個組織系統的其他部分，同

時採取必要行動，使前面各階段之執行成果繼續維持下去，讓組織成員持

續支持變革的結果。 
5.終止協助關係 
旨在強調變革促進者對教育組織進行變革活動之協助關係，必須在被

服務對象，及學校從變革過程中學習到專業的知識和技巧之後，發展出自

行解決問題的能力時終止。 
 
 

六、 Michael 的革新模式 

    Michael（1981）提出組織變革模式：調整組織去適應它的環境，涵括

面向說明如下： 
1.環境（environment）：是由一些問題和機會組成而成，而這些是當作

一組需求去影響組織。 
2.組織（organization）：包含一些強勢與弱勢的特性，這些特性決定了

組織的能力，包括供應產品、計畫以及提供服務予其環境。 
3.組織-環境調適（organization- environment-fit）：組織有無能力在於其

能否體認到組織和環境之間有好的、公平的或是不好的調適。 
4.問題界定（problem definition）：由於組織與其環境之間存有不當的

調適，因此有必要將問題加以界定。 
5.解決問題的替選策略（alternative strategic solution）：  此階段導源

於問題界定，組織必須能夠尋找並詳述更好的策略或方法，使其能適應環

境。 
6.問題解決策略的選擇（choice of strategic solution）：選定一個解決問

題的替選策略，使組織和環境之間有最好的調適。 
7.執行（implementation）：選定問題解決的策略並加以執行。 
8.改善環境-組織調適（improve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fit）：此階段

變革的要求，在於使解決問題的策略能夠造成組織和環境之間有一個更好

調適。 
 

七、 Goens & Clover 的革新模式 

    Goens 和 Clover（1991）認為學校教育改革的變項包括背景、歷程和

結果，如圖 2-3 所示，同時將各變項分別說明如下： 
    1. 背景：係指學校所存在的社會環境脈絡，包括社會變革、文化變革、

政治變革和經濟的變革，以及變革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所造成的衝



擊。 
    2. 歷程：指在上述背景脈絡對人們的感受、思考和行為所造成的衝擊。 

（1）就感受而言，個人價值念、教育程度、經驗背景及週遭環境等

都會影響一個人的想法。 
（2）在思考方面，依據知識加以判斷的認知思考方式較理智，直覺

則憑經驗推測，均將引起行為的反應。行為的反應大致可以分

為機械式的行為及專業式的行為，許多情緒性的抗爭行為屬於

機械式的，而批判性與理性的意見表達則是專業性的。 
3. 結果：感受、思考和行為三者交互影響造成可能的結果有四種，就

是維持原狀、轉型、更新或重建。 
 

背景                歷  程             結   果 
 變革  感受  思考  行為  原狀 更新 

 社會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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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 
教育

經驗 
環境 

 

 
認知

直覺
 

 
機械式

專業式
 

 
轉型 

 
重建 

 
 

圖 2-3 Goens & Clover 的模式 

資料來源： Goens, G.. A. & Clover, S.I.R. (1991). Mastering school 
reform(98). Boston: Allyn & Bacon. 

 

八、Bullock 等人的革新模式 

Bullock 和 Batten 提出「計畫性變革的整合模式」，包括探索、計畫、

行動和整合四個循序漸進的階段，如圖 2-4 所示如下（引自 Cummings & 
Huse,1989）： 

1. 探索階段（exploration phase）：由需要的察覺、蒐集資料及訂立契

約等構成變革的循環過程。 
2. 計畫階段（planning phase）：由診斷、設計及決定等構成變革的循

環過程。 
3. 行動階段（action phase）：由執行和評估構成變革循環過程。 
4. 整合階段（integration phase）：由鞏固、擴張及更新構成變革的循

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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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察覺 

 

 
 
 

計畫階段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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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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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Bullock 等人計畫性變革整合模式 

資料來源： Cummings, T. G. & House, E. F. （1989）.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53). St. Paul, Munn.: West. 

 

九、 Bennis 的革新模式 

Bennis（1969）認為變遷模式有三種如下述： 
1. 平衡模式（equilibrium models）：其目的在保障社會結構，其所利

用之機構，是經由減緩焦慮、免除衝突的社會結構來解除緊張。 
    2. 有機模式（organic models）：有機模式乃利用團隊運作和管理，其

目的在解決問題的各項活動，含涉權力的再分配和衝突的解決。 
    3. 發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ls）：組織的發展所利用的是價值的轉

型來探討真實的關係，其目的則在增進組織成員人際之間互動的能

力。 

十、 Guba 的革新模式 

Guba 根據 Havelock 研究-發展-擴散的策略，提出教育革新模式如圖

2-5 所示（引自陳伯璋，1977）。Havelock 所提出的研究-發展-擴散的革新

策略，是新知識或技術傳播應用的過程。包括： 
1. 認識並界定組織問題。 
2. 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 
3. 傳播使大眾產生需要感而加以採用。 
傳播使大眾產生需要感而加以採用，係將實證結果轉化為一般性知

識，使大眾接受實施，以發揮知識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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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Guba 革新系統圖 

資料來源：引自陳伯璋（1977）。組織發展理論及其在學校組織革新上的

意義（168）。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臺北市。 

貳、綜合歸納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組織革新模式，本研究建構學校教學與行政革新循

環三步驟，包括解凍、行動和再創（如表 2-2；圖 2-6）。簡要說明如下： 
1.解凍：解凍就是在探索和計畫。 
所謂探索，係指評估學校革新的背景動力，包括社會、文化、政治和

經濟的變革，以及變革交互影響所造成對學校教育的衝擊。在探索階段要

引導成員對革新需要的察覺和進行學校問題、理想和目標等資料的蒐集。

創造革新的氣氛和成員對革新的需要感與接受性。 
所謂計畫，就是制定學校革新決策。依據學校問題和理想，排列優先

順序，籌備經費資源和人力分配，以及制定革新相關配套。在計畫階段要

引入學校成員共同參與規劃，以建立共同擁有的感情，激發革新意願，使

學校組織與成員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態度與行為對革新的抗拒力減到最

低。 
2.行動：行動就是在動態中創造新局面。 
這是執行學校革新決策實際推動革新的階段，必須透過變革管理，在

革新動態過程中，保持學校組織的平衡。一面進行革新，一面正常教學。 
同時須提供革新期望的新行為模式，發展新的價值觀念和態度，提供

成員進行組織學習。以因應影響因素及抗拒動力對革新推動的影響或阻

礙。 
3.再創：再創就是整合和發展的開始。 
所謂整合，係指制度化的過程。就是增強學校成員的新態度和新行

為，使成為人格和習慣。此階段必須透過訓練與澄清，使成員具備新的技



術和價值觀，使革新作為成為一種穩定的狀況。 
所謂發展，係指當學校革新目標成為另一種學校現況之後，必須再透

過行動研究，找尋衝擊教學與行政的新動力源，評估學校新的問題，研究

創造另一新的革新決策，保持學校經營的動態革新，使學校成為有機的組

織，持續成長發展。 
 
 

表 2-2 學校革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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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圖 2-6 學校革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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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第四節 學校革新的相關理論 

 
承上節所述，學校革新所涉內涵龐雜，因此要探討學校革新必須要有

一些理論基礎做指引。依據專家學者（秦夢群，1998a；謝文全，1997a；
Dalin,1998; Hanson, 1991）意見，學校革新比較重要的相關理論，包括組

織興革（change）理論、開放系統理論、組織發展理論、組織再造理論和

組織學習理論等五種。因為興革理論主要含前節所述學校革新模式與本節

所提其他理論之內涵，故本節將之省略，不再贅述。以下簡要論述四種理

論要旨及其對學校革新啟示，作為研究參考。 
 

壹、開放系統理論 

一、理論的要旨 

1920 年代後期，Bertalanffy（1968）以生物學立場提出有機生物學之

論說，將生命有機體視為有機的系統，並定義生物學的基本任務為發現所

有組織的層級中生物系統的法則，並進而發展成一般系統理論的概念。系

統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系統與環境的區分，並借助這個系統與環境的特殊

差異來掌握世界，可以說系統理論的基礎即在於此差異上，一個屬於亞理

斯多德主義意義上的範疇性差異，所以系統理論是一種差異理論。 
系統理論的認識論並不使用傳統認識論經驗/先驗（empirisch/ 

transzendental）的區分，而是運用系統/環境的區分。對系統理論而言，所

有能夠進行認識活動的系統皆是在真實世界操作的真實系統（reale 
Systeme in der realen Welt）。一個系統為了維持其生存之能力，必須注意：

能源（energy）的分配、能源的流通（mobilization）、在系統內的溝通、取

得內在和外在現實間的一致、為行動定下目標和價值、發展行動的技能和

策略等（Luhmann, 1988:292-300）。 
系統就是一群交互作用的、相互依賴的元素所組合成的整體，透過這

些元素共同作用，以完成預定的功能，達成特定的目標。系統可能由兩個

以上相互依賴的部分或次級系統所形成的有機統合整體，這個整體和其環

境超級系統之間有可以清楚辨認的界限（Chorofas, 1965: 11-29; Flagle, 
Huggins, Roy, 1960; Kast, Rosenzweig, 1974）。 

1960 年代以後的行政學，已經從傳統理論時期（Traditional theory, 
1900-1930）和行為科學時期（Behavioral science, 1930-1960）跨入系統理

論時期。以行政學角度而言，所謂系統（system），就是一種存在（being），
是一種具有相互依賴、相輔相成之元素所構成之整體性事務。一般可將系



統做如下之分類（謝文全，1997a）： 
1.從感官知覺的標準而言，有具體系統（concrete system）和抽象系統

（abstract system）。前者是一種實體系統，如人、動物和植物、氣體和液

體、桌子等具體而可觸摸或感覺者屬之。後者是一種概念系統，如友誼、

教育的原理原則、孔子的教育思想、社會學理論等，屬於概念性質不能被

感官感覺者。但是二者在多數情況下是相互結合的，密不可分；亦即具體

系統是抽象系統的基礎，概念系統則為實體系統提供引導和服務。 
2.以系統之是否能與環境發生交互作用為標準區分，有封閉系統

（closed system）和開放系統（open system）。開放系統不斷的與外界環境

交互作用，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因為有交換互動，就有輸入與

輸出，例如一個人、城市或工廠，輸入環境對系統的作用能力，輸出系統

對環境的作用能力。封閉系統則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 
3.以其是否天然生成做區分，則有自然系統（natural system）和人為

系統（artificial system）。自然系統是自然形成，如植物、動物、海洋等，

無人為目的之自然生成。人為系統是為達某種目的而建立的，如鐘錶、法

律、教育、學校。 
秦夢群（1998a）將 Boulding 系統發展脈絡之架構（frameworks）、齒

輪結構（clockworks）、自動機械系統（cybernetic system）、開放系統（open 
system）、規劃成長系統（blueprinted-growth system）、內在意象系統（internal- 
image system）、符號過程系統（symbol-processing system）、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超自然系統（transcendental system）等，依其發展順序區分為物

質系統、生物系統、人類系統、社會系統和未知系統（如表 2-3）。他同時

指出，由 Boulding 的觀點可以看出系統之發展趨勢是：在運作上越來越複

雜；在組織結合上越來越鬆散；而系統之發展越來越依賴資訊之傳遞；系

統也越來越能自我維持成長與變革（change）；系統越來越與外在環境維持

開放的互動關係，尤其社會系統最明顯（Scott,1992）。 
 

表 2-3 系統分類表 
類  
別 

內 含 說  明 備註 

架構 
frameworks 

是最原始最基本的系統，組織成分呈現靜止固定關係，例如

動物器官與身體之關係。 
 

齒輪結構

clockworks 
是具有部分動態的靜態系統，可以完成事先被界定的工作，

例如鐘錶的運作。 
 

 
物

質

系

統 自動機械系統

cybernetic system 
可以完成一些有限制之自我操作的機械動作，例如溫度計可

以依照冷熱自動調適和行動。 
 

開放系統 
open system 

系統可以自我運作、自我調適，可依據外在環境變數而決定

其運作原則，例如地球上的天氣系統。 
  

生

物

系

統 

規劃成長系統

blueprinted-growth 
system 

此系統非一成不變的複製，而是藉由事先已經規劃的程序加

以發展，例如植物種子發展成熟前，已經因為其基因而有一

定成長模式。 

 



 內在意象系統

internal-image 
system 

此種系統能夠接受外在環境的詳細資料，並將之轉換組織成

有意義的意象。此種外部吸收內部整合的功能，可在一般動

物中發現。 

 

人

類

系

統 

符號處理系統

symbol-processing 
system 

此種系統具有創造內在意象的功能，且能以語言符號加以表

達和傳播。例如人類。 
 

社

會

系

統 

社會系統 
social system 

此種系統更多元複雜，其成員具有符號處理之能力，彼此間

共創出特殊的社會規範與文化。例如社區和國家。 
 

未

知

系

統 

超自然系統 
transcendental 
system 

此種系統超乎經驗之外，具有絕對真理與規則。例如宇宙星

辰，人類所知有限，無法以地球之經驗推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秦夢群（1998a）彙整。 

 
陳奎憙（1993）認為所謂社會系統，就是人類活動的一個觀念架構（a 

conceptual framework），可以用來分析各種社會團體中的結構與過程，以

及人群之間相互關係的法則。具有多元而複雜的特性，其成員不但具有符

號處理之能力，且彼此之間共創出特殊的社會規範與文化。例如學校、社

區和國家，因為社會系統都必須與外在環境維持開放的互動關係，故而均

屬於開放系統。 
Bertalanffy（1968）指出開放系統特性包括：1.它可以和環境彼此交換

物質、訊息以及資源。2.它能夠輸入、轉化以及輸出。3.它能夠將系統內

所包含之物質加以組織或分解。4.它會維持一個系統在穩定之狀態，此穩

定狀態並非固定不動的，在其內部仍有許多交互作用產生，它是一種動態

之穩定狀況。5.在此種動態的穩定狀態之下，它的熵是屬於負向的。6.它
具有兩項特別的屬性：其一是次系統之動態運作，是一種功能之運作過

程，系統中之每一部分都並肩工作，以產生一種高度和諧以維持其穩定狀

態。其二是具有回饋之過程，使得系統因為對過去所執行工作的了解，以

修正未來之表現，此點也是開放系統和封閉系統最大之區別。在封閉的系

統中，系統沒有互動的交流，它所能夠達到的狀況是依據原先有的資源和

是事先設想的狀況，而保持固定不變，一但有外力干擾，此種系統往往沒

有應變的力量，它不僅無法達到系統原先預定的狀況，甚至會導向崩潰之

途。 
秦夢群（1998a）認為開放系統基本上都是呈現動態而非靜態的。動態

者如電影，其中構圖不斷變換；靜態者如照片，其中組成是靜止而固定的。

所謂動態系統其中最大特徵就是重複發生的事件循環，例如地球上的水分

循環，此種循環必須連續發生，否則系統就衰竭。學校系統也可以是一種

開放系統，其主要系統與次要系統四時循環運作不斷，並不斷與外界環境



進行交互作用，其循環互相聯接，而彼此影響（如圖 2-7）。 
 
 

                          回   饋 

 
輸入  轉換  輸出 

圖 2-7 開放系統之循環運作 

資料來源：秦夢群（1998a）。教育行政-理論部分（179）。臺北市：五南。 
謝文全（1997a）綜合專家學者意見，歸納開放系統之特性有六，包括

具有環境及超級系統並與其相輔相成；包含有次級系統且各次級系統相輔

相成；能藉反饋作用進行自動調適以維持平衡穩定狀態；生存於不可回溯

的時間序流裡；有衰亡趨勢亦有反衰亡的能力；以及具有殊途同歸性等。 
Luhmann（1988:292-300）認為開放系統具有特質包括：穩定狀態

（steady state）：指系統本身如何靠接受外界的輸入和輸出以維持系統正常

之運作。內在穩定性（homeostasis）或均衡（equilibrium）：在接受輸入，

加以作用而產生變化的情形下，系統仍維持其基本本質的能力。分化

（differentiation）：即系統經歷時間後，包含了更多不同的組成，發展成更

複雜狀態的概念。非等加性（nonsummativity）：即整體會大於部分相加之

總和。相互作用（reciprocity）：系統中有一部份改變，這改變會和其他部

分互動而造成其他部分也跟著改變。 
Bertalanffy（1968）指出：開放系統是能量能越界的互動，能量是可

滲透的，界限和熵是其重要概念。說明如下： 
1. 界限：系統與環境交流但卻不會被環境所融化，主要因素是系統有

它的界限。而決定此界限，是依據系統所存在的位置、維持的方式或界限

被侵入的程度。界限之界定不僅是靠系統本身決定，有時也須考慮環境之

影響力。 
2. 熵：熵主要是在物理學中使用，指的是熱力學中牛頓第二定律中之

熱力學函數。用在社會科學中，所指的是：以一定之量來顯示一個系統解

組之程度。這個量會一直增加，直到系統能夠達到一個均衡的狀態為止。

熵可分為以下兩類： 
（1）正向的熵（positive entropy）：正向的熵增加，表示此系統愈有

可能解組之程度，導向正向的熵之原因有二：因為這個系統的界限過於牢

固，使它排除本身對環境之需求而封閉起來，長久以後，會形成難以維持

有機體之活力，造成解組與毀滅。另一個正好相反的原因是，一個系統之

界限若太鬆散，當外來的刺激過多時，也會使系統被環境融化，就像是一

個家庭，若家庭成員對內之互動減少，而對外之活動不斷增加，則一個家

庭之結構和功能自然也會減低而難以整合，也就是它將難以維持其共同之



目標，終於難免步向解組之命運。 
（2）負向的熵（negative entropy）：系統的成長和發展常透過系統的

開放與環境的互動，使資訊或資源輸入，增進系統的平衡與因應能力，事

實上，由於每一個系統均具有自律之特性，因此，有機體常在尋求負向的

熵之境界，以避免走向毀滅之傾向。 
 
綜合上述，本研究定義開放系統就是一種觀念性的架構，他必須在持

續流動的環境中，盡力保持動態的平衡，維持屬於封閉系統才具有的穩定

狀態。其概念就如圖 2-8 所示： 
 
 
 
 

 輸入              輸出           輸入 
 
 
 
 
 

 

                                                

圖 2-8 開放系統的穩定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 2-8 所示，在說明開放系統維持穩定狀態的概念。其假設是在系統

中，物質進入等於物質流出的量。以生命有機體為例，任何生物有機體為

了維持其生命，均必須讓細胞內之各物質濃度大約保持一個定值。當外界

干擾細胞內物質濃度時，細胞會利用回饋機制來進行調節，抵銷其干擾，

以維持細胞的穩定狀態。 
因為在開放系統中，其所發生過的任何事項，都是處在不可逆

（irreversibility）的反應中。因此，我們如果要描述他所產生的情況，必須

追溯「時間點」，亦即「時間點」是開放系統不能輕忽的關鍵。在熱力學

中，是利用「熵」來度量發生不可逆反應的能力。 
我們假設在開放系統中，所有進行的不可逆反應，在單位時間內均可

以有一個亂度變化之和之函數。例如離子動力現象，任何一個不可逆反應

都可以用一個通量與推動的流動力來表示。這與牛頓動力學的力是不同

的，因為它不產生加速度，而且有巨大的強力擴散現象，是一種非線性的

隨機波動。 

封閉系統 
穩定狀態 

 
water level

appears constant

輸出 



二、開放系統理論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綜合上述有關開放系統簡要陳述，獲得對學校革新的啟示如下： 

（一）學校必須配合社會環境變遷而革新 

學校生存於社會環境中，是開放的動力系統，必須配合社會變遷而革

新。因為所有開放系統都有其環境，而非生存於真空之中或與世隔離。所

有系統均藉著界線與環境相隔，界線內屬於系統，界線外屬於環境。而開

放系統與其環境之間一定要發生交互作用，並且相交換資源與訊息。亦即

由環境輸入，以維持系統之活動和生存；經由轉換的歷程，將輸入變為輸

出，投入社會環境中，因此，必須隨社會變遷而革新，方能符應社會之需

求。 

（二）學校中次級系統之交互作用影響革新 

    開放系統所有次級系統，必須彼此發生動態交互作用，並相輔相成，

系統才能生存發展。Kast 和 Rosenzweig（1974）指出社會組織的次級系統

有五，包括目標價值、心理社會、結構、技術、管理等五種次級系統。以

學校而言，就是學校價值文化和目標、師生需要、人格和彼此間互動、角

色權責和法令規章以及溝通網路、教學輔導技巧、學校行政歷程之設計執

行和考核等。其彼此間之交互作用，將影響學校革新的推動和成效。 

（三）學校革新必須設置回饋機制 

    回饋機制係在偵查系統本身及環境變化的訊息，回饋給系統知悉，據

以自動調整系統之運作，使系統得以抱持平衡穩定之狀態。開放系統在正

常情況下，會呈現一種平衡穩定的狀態，當因為某些原因加入，會使系統

失去平衡和穩定，長期失衡將威脅組織的生存與發展。學校革新的推動，

在解凍、推動和再創歷程中，必須藉由回饋機制，進行組織的自我調適，

以有效掌控變革歷程之平衡，避免失控而陷入混亂失序，影響學校後續之

發展。 

（四）學校革新的規劃與推動要很審慎 

     所有的開放系統都是生存在不可回溯的時間序流裡，也就是無法讓

時光倒流重新再來一次。學校革新的推動隨著時間流逝，產生變化之後，

學校系統就無法再恢復原有之模樣，今日以非昨日，明日亦將非今日。雖

然表面又恢復穩定平衡，然已經非原來之狀態。尤其是學生童年不能再，

人格陶冶與心靈啟迪之工程，推動革新不能不審慎。 

（五）革新目的是在激發學校生命動力 

    所有開放系統都有走向衰亡的趨勢（tendency toward entropy），亦有反

衰亡（neg-entropy）的能力。組織因能量的消耗，逐漸產生衰退（decline）
現象，即渾沌理論熵效應的產生。然而開放系統具有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與外界環境交互作用，吸取新資源投入，補充系統生命動力，

使系統不因熵反應而解組（disorganization）、凋零（randomness）或死亡。

而學校革新就是一種反衰亡的能力，可以激發學校的生命動力，避免學校

人去政息，暮氣沉沉。 
 

貳、組織發展理論 

一、理論的要旨 

關於組織發展理論的見解，常因學者立場不同而有異。綜合歸納學者

專家（Albanese &Van Fleet, 1983; Beckard, 1969; French & Bell, 1995; Stoner, 
1978;）的意見，組織發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係由上層管理階層

計畫性引導支持之變革。藉由顧問-促進者（consultant- facilitator）的協助，

運用行動研究等應用行為科學之理論與技術，透過長期持續合作的組織團

隊與文化，改善組織的遠景、授權、學習和問題的解決。終使個人與組織

產生變革，增進組織效能與健全。意即組織發展必須是一種管理上長期持

續的不斷努力，應對組織周圍的環境變遷做出適切回應，讓整個組織的營

運水準更提昇，使工作績效可以同時滿足組織和成員個人的需要。因此組

織發展內涵，包括結構、技術及人員的革新與發展，目的在謀求整體組織

基本營運的正常和產出品質的提昇。 
分析言之，組織發展的定義涵括下列幾個要點： 
1. 組織發展是一種順應環境變遷的需要，經由組織團體歷程，有計畫

的促進組織成長和自我革新的活動。 
2. 組織發展是一種教育性的策略，也是組織為實現其目的的一種訓練

方式。 
3. 組織發展是一種組織文化人文化的過程，也是一種與外界環境保持

動態平衡的活動。 
4. 組織發展是一種長期性的活動，是組織各次級系統有效分工協調的

結果。 
5. 組織發展是在培養組織解決問題的能力，增進組織效能，提高組織

生存能力。 
組織發展有其目的性，依據學者專家（李長貴，1975；陳堯，1974；

張金鑑，1985；Beckard, 1969; French & Bell, 1995）的觀點，組織發展的

目的有下列： 
1. 組織發展的目的在形成具有人文性和創造性的組織，使組織裡的個

人受到尊重，並能接納和欣賞，培養創造性人員。 
2. 組織發展的目的在增加組織成員對外界和組織問題的鑑別能力，提

高解決問題的技巧，改變分生產性的思考模式。 



3. 組織發展的目的在在增加組織裡開放性的溝通和決策的機會，以提

高組織成員的工作熱誠，增進人際關係的和諧。 
4. 組織發展的目的在運用適當的革新策略，帶動組織的革新，並在革

新歷程中，促進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的協調，維繫組織功能正常運

作。 
5. 組織發展的目的在增進組織適應環境變遷的和不斷自我革新的能

力。 
依據學者（吳堯峰，1980；陳伯璋，1977；潘文章，1984；French & Bell, 

1995; Robbins, 2001）的分析，組織發展理論有五個核心概念，包括計畫改

變、組織文化、行動研究、團體歷程、自我更新等。有四個特性，包含開

放系統、複雜系統、社會心理系統、社會技術系統等。分別說明如下： 

（一）組織發展理論的核心概念 

    1. 計畫改變（planned change）：係指組織發展是有計畫有目的的改進

組織結構、功能、和運作過程的策略和活動。有關策略型式，將在

第三章論述。 
2. 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形成良好的組織文化是組織發展

的重要工作。所謂組織文化，包括組織氣氛、規範、價值觀和意識

形態。 
3.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組織發展必定牽涉策略之應用，行動

研究就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解決問題的過程。透過行動研

究，可以診斷問題、蒐集資料、呈現事實，擬定方案，同時付諸實

施，改善現況。 
4. 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係指溝通、參與決定、管理衝突、化解

對立，促進組織問題解決能力，增進人際關係和諧，提高成員個人

對組織參與的意願和承諾的過程。 
5. 自我更新（self-renewal or self-innovation）：係指組織因應外在環境

變遷與內在需求，改變組織結構、功能和運作程序的能力。自我更

新的組織，必能有應變和生存的能力，促進內部次級系統的統整，

有效完成組織目標。 

（二）組織發展理論的特性 

1. 開放系統：強調組織輸入、轉換、循環、防止衰老（negative entropy）、
輸出-回饋-修正、自我穩定和動態平衡以及分化等，已如前節所述。 

2. 複雜系統：強調任何組織都因為分工而走向複雜化，影響組織效能

的因素則更是複雜。影響因素包括組織內在因素如領導、計畫等策

略；溝通、獎懲或訓練等管理；能力、知識、技術、經驗、生產目

標與工具、工作內容和評價等。組織外在因素例如社會面的文化、

政治、經濟、習俗等，自然面的氣候、溫度、時間等，都非常複雜。



將於第三章論述。 
3. 社會-心理系統：社會-心理系統源自於人際關係學派的主張。重視

非正式組織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著重人格、情感、工作熱忱、角色、

地位、領導、規範、價值等之探討。因為角色有重疊性，所以協調

變的很重要。心理契約的建立，產生成員相互利益的信賴。人格尊

重和和諧的人際互動，使成員相互尊重、認同組織、願意奉獻。民

主領導和積極鼓勵，增進成員追求成效的動機和參與的意願。有助

益組織目標的實現。 
4. 社會-技術系統（social – technical system）：Leavitt（1965）、Kast

和 Rosenzweig（1974）認為組織是由交互影響的次級系統所組成的

有機體。所謂次級系統包括目標及價值、核心技術、組織結構、心

理-社會、管理，或分為工作、結構、人員和技術四層面。具有開

放系統輸入、轉換、輸出的過程和自我調整的能力。 
綜合上述，組織發展就是一項以人性及民主為基礎，運用行政科學的

知識與技術的計畫性革新，目的在增加組織效率和員工福祉。組織發展是

一個更新觀念及一種長時間持續不斷之永恆努力，針對團體所存在的各種

問題，作有系統的分析，找出問題所在，並找出適當的方法，藉各種變革

促進科學理論與技術之應用，解決問題或改進方案，改進人際關係或個人

組織關係，增進組織效能。同時，運用團體與組織之歷程，把焦點集中於

整體組織文化有計畫的變革，以利組織的適應力，進而提高經營績效。 
 

二、組織發展理論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綜合上述有關組織發展理論，可獲得對學校革新之啟示如下： 

（一）學校革新要有計畫的進行 

     學校革新的推動，必須是一種長期性的規劃活動，必須透過組織學

校裡各次級系統有效分工協調來達成。同時要運用適當的革新策略，帶動

學校組織的整體革新。並必須在革新歷程中，維持學校動態的平衡，維護

學生學習的正常進行，教師個人專業成就感的滿足，家長教育選擇權的保

障與學校教育目標的達成。 

（二）學校革新要加強行動研究 

    透過行動研究，讓學校革新成為一種目的也是一種手段，是一種結果

更是一種歷程。在行動研究過程中，發現學校問題、解決學校問題。增加

學校組織成員對外界環境變遷趨勢的敏於察覺、對學校組織問題的正確鑑

別能力，提高學校成員解決問題的技巧，改變非生產性的思考模式，促進

自我精熟。 

（三）學校革新要掌握動力歷程 



    學校革新必須要重視團體歷程，引導動力方向。學校革新決策的制

定，必須增加成員開放對話與論述溝通的機會。同時由成員共同參與革新

決策的討論和訂定，充分授權增能，促進成員對學校革新的認同和瞭解，

激發成員參與其中的承諾和熱誠，增進學校人際互動關係的和諧。 

（四）學校革新要激發自我革新 

    學校組織必須因應外在環境變遷與學校內在理想的追求，改變組織結

構、功能和運作程序。透過自我更新的高度意願和能力，促進學校內部各

處室與家長會和教師會等次級系統的統整。並透過組織學習，持續增進自

我革新的能力。讓整個學校的營運朝向更精緻，品質績效同時滿足學校組

織和成員個人的需要。 

（五）學校革新要深耕學校文化 

學校革新必須重視涵養文化的人文性和創造性，使學校裡每個人受到

尊重，並能接納和欣賞，培養創造人格。透過遠景型塑與授權增能，倡導

師生情感互動。倡導革新的校園倫理，使學校成員，都能熱心教育、關愛

學生，輔導態度友善。校園有情，親師有義。讓學校在充滿教育愛的文化

裡發展。 
 

參、組織再造理論 

一、 理論的要旨 

Osbome 和 Gaebler（1992）提出「新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倡議以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引導政府改

造的方向。他們指出因為公部門行政機關缺乏市場化選擇競爭之壓力來驅

策公務員的效率表現，亦即缺乏成功卓越的標竿，與明確具體的願景來激

勵努力付出。 
Clinton 就任美國總統後，以行政革新為首要目標之一，由副總統 Gore

主導政府再造計畫（reinventing government or reengineering）。希望再造後

能展現真誠用心（sincere）、精神抖擻（energetic）、創意革新（revolutionary）、
優質作為（valuable）、爭取好感（impressive）、充分溝通（communication）、
愉悅處事（entertainment）等特質（石滋宜，1995:12-14）。 

所謂組織再造，包括組織重組與組織精簡之意涵（Core, 1993）。組織

重組係指對組織以漸進方式改變其落後及不合時宜的組織運作及相互關

係時，予以結構性的變遷，例如任務的重新安排，職位的調整，人員的更

迭等。後者則是有計畫地裁減組織中職位或工作，其著眼點是縮減人事，

改善工作流程。目標在促進組織效率與效能的提升。 
吳明清（1997:6-10）認為再造的本意是結構的改變，意即結構的調整



與重建。若以學校作為改革的對象，則學校再造的重點，就表象而言，在

於學校組織結構與運作方式的調整與重建；在理念上係著眼於深層的基本

假定與價值的根本改變，其基本精神在於概念的重新界定、思考型式的改

變、以及兼含知覺、思想與行為的整體轉型。具體而言，學校組織再造，

應兼顧核心技術的改造、工作條件的改善以及合夥關係的建立。他同時指

出從教育改革的角度來看，推動學校再造時要掌握的幾個基本策略是建立

目標共識、培養專業善意、激發草根活力、 提昇教育品質。 
吳清山（1998，1999）認為學校再造是教育的一項重大工程，其成敗

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的成效，為了發揮組織再造的效果，提出六個學校再造

的策略，包括重整行政組織，提升行政效能；發展學校願景，發展學校特

色；重塑學校文化，改變傳統觀念；建立學習團隊，加強組織學習；加強

教師在職進修，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結合家長人力資源，協助校務工作推

動。他同時指出組織再造是一種典範的改變，從權力控制走向權力分享，

從封閉系統走向開放系統，從教師專業束縛走向專業主。因此，學校行政

架構、權力結構和觀念文化都必須除新設計與轉化以適應社會變遷之需

求。 
張明輝（1999a，1999b:103-137，2002）提出學校組織再造六項具體

作法，包括：1.充分授權。2.專業分工。3.團體合作。4.資訊流通。5.參與

管理。6.彈性機動。認為組織再造係透過組織結構與作業流程的重新思考

與設計，形成新的組織文化，以適應外在環境之變化，並提升組織效能。

他歸納企業組織革新的特徵包括組織結構朝向扁平式組織或網狀組織而

調整；強化組織各部門的專業分工與授權；以工作團隊作為組織運作的基

礎；組織內部資訊的流通與透明化；結合資訊及網路科技提升組織效能；

強調組織整體競爭力及顧客滿意。 
呂生源（2000）認為組織再造係透過對組織設計原則的重新思考，以

及重新檢驗組織目的、運作、結構等問題，進行組織的重組（reorganize）
與重建（restructure），作業的重整（reengineer）與重新設計（redesign），
以適應外在環境劇烈之變革。 

歐用生（1999a，1999b:2-12）認為組織結構的再造要靠地方分權，即

學校的目標、經費、人事、課程和結構由各學校自己決定，以達成學校自

主的理想。主要策略有學校本位管理、工作性質重新設計、共享決策、鬆

綁、學校和社區的伙伴關係、課程和教學的統整。 
Murphy（1991）認為學校再造通常包括工作角色與組織環境、組織與

管理結構、核心技術等三方面的改變： 
1. 所謂工作角色與組織環境改變：就角色而言，學校教育活動中的主

要人物，包括：學生、教師、校長、家長、教育行政官員，這些人物的角

色要重新界定。學生是工作者（worker）、教師是領導者（leader）、校長是

促進者（facilitator）、家長是合夥人（partner）、教育行政官員是授權者



（enabler）。這種新角色，顯然與傳統的科層組織及威權體制中的角色不

同，故學校組織中的工作必須重新設計，職責也要重新規範。 
2. 所謂組織與管理結構的改變：包括學校及其外在環境的聯繫、 教

育行政的權力應下放、採行學校本位管理、以及賦予學校教師更多的權力。 
3. 核心技術（core technology）的改變：係以「教與學」為主，故在

課程與教學均應有所變革，強調學生學習的主體性，（students as workers, 
not products），及增進理解教學（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 

Whitaker 和 Moses（1994）從實用的角度，提示學校再造的十項要素，

實際上就是十項作為，包括：1. 設計學校的新任務。2. 依據新任務統整

課程、教學與評量。3. 調整學校組織以適應新任務。4. 強化教學專業。

5. 實施學校中心的決策。6. 擴大科技的應用。7. 提供卓越的服務。8. 增
加家長與社區的參與。9. 建立學校內部及外界的合作關係。10. 提供更多

服務。 
    Wathana（1997:194-300），認為再造後的新行政典範為包括 1.行政組

織規模與業務範圍應允當的配合，力求合理化精減，以發揮精緻效能；2.
行政組織應具備世界觀的願景及彈性處理應變的能力；3.行政組織的責任

歸屬應清楚明確；4.行政組織行使職權的立場應超然公正。英國文化協會

（The British Council,1997）指出優質的行政特質為：1.確立責任歸屬；2.
追求實際支出的價值；3.及時回應的服務；4.開放溝通管道；5.遵守法定標

準；6.公開決策資訊；7.執法超然公正；8.顧客導向；9.提昇民眾福祉 10.
尊重民意。 

Hunt（1997）指出 21 世紀組織型態的變化，將由機械式模型轉變為

學習型組織，其主要結構為：任務和人性為導向，流暢的模型、彈性的設

計，團體主義視員工如資產，學習高附加價值。而其運作的技巧則調整為

個人發展、灌輸、誘導、參與、授權、支持、訓練、領導，組織團體革新

學習，高度創造性和具備適應性之組織。 
Hargreaves（1993）則提出後現代社會的組織文化及體制之特徵是彈

性、適應性、創造力、機會主義、合作、不斷求進步，以積極解決問題為

導向，增強擴充自我學習及對週遭事物學習的能力，因此後現代組織應是

網狀的組織，聯盟組織工作導向，而不是階層制度下固定的角色職責，也

不是控制式的監督管理。 
陳德禹（1993）和許毓圃（1996）認為組織再造過程中，受到諸多變

因的影響，包括策略因素、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所謂策略因素係指組織

隨著提供服務性質的多樣化而改以功能式之結構運作，例如學前教育的蓬

勃發展，必須要調整教育局之組織。所謂內部因素，係指如組織規模愈大、

形成正式組織結構之層級愈多，官僚化之程度愈高；成員的特質影響組織

結構之選擇。所謂外部因素，係指組織面臨之外在環境愈穩定，則採取層

級化之組織結構較為有利，反之如動盪不穩的環境則採用有機性之組織結



構較為有利。 
 
綜合上述，組織再造就是組織結構、行政運作、基本假定與價值、知

覺思想與行為的整體轉型、調整與重建。學校組織再造是一種典範的改

變，從權力控制走向權力分享，從封閉系統走向開放系統，從教師專業束

縛走向專業自主。其具體作法包括：1.充分授權。2.專業分工。3.團體合作。

4.資訊流通。5.參與管理。6.彈性機動。其內容兼含教師教學輔導的核心技

術改造、教學工作條件與設備的改善，以及教師與學生、家長與學校、校

長與教師等角色職責的重新概念和合夥的人際互動關係的建立。因此可

知，學校再造是教育改革的一項重大工程，其成敗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的成

效。 
 

二、組織再造理論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從組織再造的概念觀點，學校革新必須解構傳統形式、放棄舊有固著

包袱，創造新的學校圖像、人員角色、生態環境、氣候文化、互動倫理和

運作機制。包括推動學校轉型、教師彰權益能、互為主體的領導、多元參

與的決策、對話論述的溝通、批判實踐的知能、動態發展的研究等，分述

如下。 

（一）學校革新在推動學校的轉型 

推動學校轉型係指配合社會環境變遷進行學校典範的改變。因此學校

革新是從權力控制走向權力分享，從封閉系統走向開放，從教師被動束縛

走向專業自主。例如以團隊的扁平化或網狀化組織，取代傳統的科層；由

封閉機械型組織轉向動態開放學習型組織。轉型再造的新學校，可以充分

展現卓越的績效和精緻的品質，以及人員間真誠用心、創意革新、優質作

為、充分溝通、愉悅處事等之特質。 

（二）學校革新必須築基於教師的彰權益能 

所謂教師彰權益能（empowerment），在超越過去以校長的自我意志作

為主導學校革新的動力，而以開展教師專業能力作為促進學校革新的動力

基礎。藉由提供每一個教師都有參與革新決策和涉入革新行動的機會，凝

聚學校成員共同擁有感，型塑成為生命共同體，不但足以消弭推動學校革

新歷程中之矛盾對立和抗拒，也可促進教師源自於內發專業需求的自主成

長。 

（三）學校革新應實施互為主體的領導 

互為主體的領導係以專業作為領導的條件，是在反省不平衡權力關係



的互動。解構傳統科層校長是領導者教師是部屬的校園倫理，由監督服從

的上下關係趨向建構共同願景的伙伴。因此必須重新界定學校成員的角

色，學生是工作者、教師是領導者、校長是促進者、家長是合夥人、教育

行政人員是授權者。這種新角色與傳統的科層組織角色不同，故學校組織

中的工作必須重新設計，職責也要重新再規範。 

（四）學校革新要落實多元參與的決策 

所謂多元參與的決策，係在營造齊心共責的文化，改變過去由上而下

的官僚決策模式，使之趨向於由下而上的專業決策。其決策係由學校成

員，包括行政人員、教師、學生與家長，共同參與，藉以增進相關人員對

革新理想的深度瞭解和真誠接受，同時避免因為決策過程忽略不同成員之

主觀價值、興趣和需求所造成的角色立場或意識形態的衝突和抗拒，以利

革新理想的實踐。在學校革新時，可用任務編組的工作團隊，作為多元參

與決策和專業授權的運作基礎。 

（五）學校革新要倡導對話論述的溝通 

    所謂對話論述的溝通，係在重新定義溝通的意義，以跳脫過去由上而

下的單面向告知，或是強迫弱勢者被動式接受的現象。讓學校共同體內的

每一個成員，透過論述平臺公開對話，使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發出聲音的機

會，都能受到相同的重視，都自覺能參與而有貢獻。在對話論述的溝通過

程中，建構知識協商意義，實現自我激發生命力。同時促進相互瞭解，達

到自我批判與詮釋他人的倫理。 

（六）學校革新在批判實踐的知識 

在學校再造過程中，強調批判實踐的知識，乃是對知識管理的一種重

視。由於再造的理念中潛藏選擇競爭和顧客滿意之經濟論調，充滿新右派

自由市場競爭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因此，學校革新歷程在結合資訊及網路

科技，使資訊的流通更趨於快速及透明化的同時，必須在批判實踐中建構

回歸教育本質的知識。讓學校成員在價值統合的專業使命感中覺知誘因大

於貢獻情況下，滿足心理需求，獲得安全與尊榮，進而自主的動態革新，

持續朝向精緻教育的卓越績效和更高品質而奮進。 
 

肆、組織學習理論 

一、 理論的要旨 

組織學習的觀念及理論發展多年，但因不同的學者專家對組織學習活

動的不同假定、研究與論述，故而組織學習之觀點尚屬分歧，未有普遍化



的定義 （盧偉斯，1996；Argyris & Schon,1978）。但是大部分學者都視組

織學習為一種學習過程，從中組織獲取到寶貴及受益的知識以改善績效

（江志正，2000）。 
Duncan 和 Weiss（1979:75-123）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內部的一種過程，

一種有關組織如何將行動和產生間特定關係發展成為組織知識的過程。在

此種過程中，由於組織成員的認知並無一致性，故必須藉由公開溝通與資

訊交流等過程以形成共識。 
March 和 Olsen（1975:147-171） 認為可以從組織在外在環境不確定

性下，決策模式的改變來說明組織學習。組織學習係指以更好的知識與理

解能力，去改善行動的過程。 
Argyris 和 Schon （1978） 認為組織學習就是組織成員透過錯誤檢測

與校正，使組織能夠適應環境變遷，並增進其效能。意即當組織實際的成

果表現和期望結果產生差距時，對這種誤失進行偵測、矯治的集體探究過

程，即為組織學習。如果矯正對象包括組織現有的政策、目標等價值體系

時稱之為雙圈學習，反之則為單圈學習。 
Cyert 和 March（1963） 認為組織學習就是一種組織的適應行為，像

個體的學習歷程一般，組織每經歷一段特定時間，對環境刺激自然會產生

某種適應性的行為。 
Yeung（1999）提出組織學習六個基本概念如下： 

    1.組織學習不僅重視學習，還要達成目標。亦即真正的組織學習可以

帶來組織實質的改變，而非僅是成員認知的不同。 
    2.組織學習與個人學習有關，但不侷限在個人學習。意即組織中的個

人學習所產生的新知識或新創意，必須經過與組織中其他人分享討論而成

為組織文化規範、作業程序、作業技術或政策。 
    3.學習來自於許多小失敗的累積。就如桑代克的嘗試錯誤的學習，認

為持續成功會造成資訊受限、怯於冒險、或所向無敵之假象，而許多小失

敗卻可以增加冒險耐力、辨識問題與資訊尋找等能力。 
    4.學習通常依據可以預測的歷程。意即組織學習過程包括發現

（discovery）、發明（invention）、執行（implementation）、擴散（diffusion）
四個步驟。 
    5.親身體驗或借鏡他人是組織學習的兩大來源。親身體驗是指從實驗

中學什麼是可以做、不可以做或如何做；借鏡他人是經由觀察、標竿學習

或模仿等，啟發自己學習。 
    6.開發新領域與善用既有機會是組織學習的兩大方向。所謂開發新領

域係指以新核心能力、新科技或新策略建立競爭優勢；善用既有機會則係

指在既有核心能力、技術與策略上作修改或延伸，以充分發揮組織潛力。 
Leithwood、Jantzi 和 Steinbach 等（1995:229-252）從集體學習過程之

觀點，認為組織學習具有下列特點： 



1.經常進行非正式討論理念和教學策略與新實驗，證明並實施某專家

在此領域中的新策略；運用同仁會議，表現新教學策略，反映個人和學校

的目標，且和同事們發展計畫來實踐它。 
2.集體對課程及單元來做新的計畫，集體透過專業閱讀來刺激對當前

表現的集體反映，研究相關資訊策略且和同仁們分享，和同仁們分享工作

場所的學習，且投入並跟隨於集體的學習，支持成功的新作法和解決失敗

相關的整體問題。 
3.到同事的班上去分享教學理念或尋找資訊，觀察其他人的表現，相

互交換觀察之回饋；觀察其他學校新的表現；或是向實習教師學習。 
    石滋宜（1995:12-14）認為組織學習是人性整體的發酵過程，最終是

在產生有生命力的學習性組織。 
朱愛群（1997:153-176）認為組織學習在本質上是一種創造、學習、轉

化知識及修正行為，以反映新知識與新見解的過程。組織學習係透過團隊

來完成，而所謂團隊就是學習型組織。 
    Yeung（1999）根據問卷調查及相關研究，提出七項組織學習的障礙

如下： 
    1.盲目（blindness）：係指無法看出組織目標與現況有差距時，應該會

引發學習的動力與壓力，在盲目的情況下，組織容易自滿或安於現狀，就

如溫水青蛙慢慢被燒死而不察。 
    2.過於簡化（simple mindedness）：組織缺少有系統的分析工具，無法

深入分析問題與機會，以致於無法找出問題的核心所在及其解決方式。 
    3.同質性（homogeneity）：面對多元歧異的急劇變遷環境，組織不能

再採單一觀點或資訊，來解決複雜問題，而必須具備多種思考模式、觀點

及資訊來源，以確保問題能從多面向分析和思考。 
    4.組織過度緊連（tight coupling）：係指組織各部門嚴謹管控，致使彼

此政策及行事過程相當一致性，以致於壓抑各單位因應不同環境的創意空

間。 
    5.組織癱瘓（organizational paralysis）：係指組織或因過度保守，僵化

的形式步驟、角色定位、懲罰失敗與冷漠的組織文化，故堅持沿用過去行

之有效的方法，以致於無法推動革新計畫或學習行動。 
    6.迷信學習（superstitious learning）：當組織資訊不足或資訊來源錯誤，

或以非理性方式解讀以往經驗，致使產生扭曲或不正確者稱之。 
    7.擴散力不足（diffusion deficiency）：當學習只發生在個人、或某單一

部門時，而學習成果無法分享傳達至其他部門或員工，就是擴散力不足的

組織學習障礙。 
    吳宗立（2000b:72-78）從學校行政生態與組織成員心態分析，學校成

為學習型組織的障礙包括： 
    1. 學校行政生態方面：影響組織學習的障礙包括威權官僚、科層體



制、單向溝通、固著僵化、專制獨裁等簡述如下： 
（1） 學校行政執著於威權官僚體系，習慣於扮演官大學問大的發令

者，而不知團隊學習成長的重要。 
（2） 學校行政層級依據專業性質分工，呈現金字塔型態的組織架

構，處室之間各據立場，協調合作不易，分享困難。 
（3） 學校行政習慣於以下達指令方式推動校務，缺乏成員參與互動

與意見溝通，造成資訊閉塞，缺乏綜觀全局系統思考。 
（4） 學校組織講求依法行政，受到法令規章的限制，限制行政決策

的變通性，影響學校效能的發揮。 
（5） 學校行政領導缺乏廣納民意的雅量，壓制民主討論空間和公平

正義程序，容易掉入獨斷獨行，強求所屬成員遵循。 
    2. 組織成員心態方面：影響組織學習的障礙包括爭功諉過、被動消

極、坐井觀天、自我本位、安於現狀等簡述如下： 
（1） 成員因為缺乏反省思考能力，遇功則爭、遇事則推，缺乏學習

動機。 
（2） 成員面對環境變遷時，習慣於被動消極的應付，相信船到橋頭

自然直，沒有學習的意願。 
（3） 成員面對學校產生問題需要解決時，陶醉在小格局思維，抓取

片段自得其樂，不知宏觀創意視野為何物，沒有意識到需要學

習。 
（4） 成員因為受到專業分工的影響，只觀注自己工作內容與立場，

形成自我中心侷限一隅，無法知道需要學習以改變心智模式。 
（5） 成員在學校追求革新進步時，習慣安於現況而抗拒變革，缺乏

敏銳洞察力，也失去追求自我超越的學習動力。 
Kerka（1995）認為學校組織經由科層體制行政歷程的運作，以專制權

力統合教學資源之應用，來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研究指出在這樣的過程

中，其官僚作風、科層體制、單向溝通、獨裁領導行為等，均已經造成學

校成員產生被宰制後的無力感，而拒絕學習。進而無法改變成員心智思考

模式，養成以狹隘視野觀看學校教育革新的習慣，使學校組織創新動力大

為減弱，是學校作為學習型組織推動組織學習的殺手。 
 
綜合上述，組織學習就是以組織作為學習主體，採用新的「行動-結果

地圖」（action-outcome maps）成功建構組織問題，透過資訊蒐集與發現意

義。是知識的社會傳遞與資訊分享過程。目的在改變組織行為以及行動的

知識及技巧，以利於組織因應外界環境的變動；使組織能建構一個清新、

共同擁有的觀念組合。組織學習與個人學習相似，是一種歷程，其結果是

產生新知識、技巧或增進學習。但是組織學習是以一種超越成員學習機械

式累積的方式進行學習，通常必須在相互瞭解之穩定團體中才能發展。但



是在組織學習中，會因為缺乏反省思考能力、習慣於被動消極的應付等而

產生障礙，必須審慎預防，方能促進組織學習的順利進行。 

二、 組織學習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綜合上述有關組織學習理論，可獲得對學校革新之啟示如下： 

（一）營造學習文化可以激發學校革新的動力泉源 

    營造學校組織學習文化，讓學校每一個成員均是主動學習者，成員之

間都能相互學習。使學校裡處處可學習，人人在學習，讓學習成為一種文

化，分享與傳承經驗變成習慣。同時經由學習歷程，使成員的知識、信念

和行為產生質量的改變。開挖出成員泉湧不已的革新動力源，帶動學校的

持續革新。 

（二）建立共同願景可以匯聚學校成員推動革新行動力量 

    願景是學校成員共同的理想和圖像，是成員衷心期盼渴望實現的目

標，可以激發源自於成員內心主動履行承諾的意願，讓成員在創意空間裡

擁有一致的認同和凝聚力。透過願景的共構歷程，可以澄清革新的意義，

引導革新的方向，確定具體的做法和步驟，匯聚成員的集體意識和社會行

動力量。 

（三）規劃組織學習可以激發學校自主革新的動力 

    面對社會急速變遷，學校必須規劃組織學習，以持續為學校注入生生

不息的活水，凝聚自我改造與自我實現的驅動力。方能避免學校組織或因

無感覺於時代變遷趨勢、或過度保守與僵化的形式步驟、角色定位與冷漠

的組織文化，而堅持沿用過去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致於無法推動學校革新。 

（四）引導系統思考可以超越學校革新的抗拒力 

透過學習增進成員統觀和洞察能力，讓成員有能力進行全面觀照的系

統思考，能夠主動發現學校組織問題，並主動尋求解決途徑，使革新成為

每一個人的責任和使命。則能克服因為缺少有系統的情境遇問題分析，造

成資訊不足或資訊來源錯誤，而以非理性方式解讀過去經驗，致使因為產

生扭曲或不正確而抗拒。 

（五）激勵自我精進可以增強學校革新的推動力 

    有效營造學習的情境氣氛，讓成員產生自我精進的需求，使具源自於

自發意願的積極學習。方能讓成員在面對多元歧異的急劇變遷環境裡，擁

有豐沛的學校革新執行力，克服各項因素干擾、或抗拒力量的阻礙，以多

面向思考模式、觀點及資訊來源，進行多面向分析，有效解決複雜問題。 
 

伍、本節小結 



    本節主要在簡要介紹與學校革新的主要相關理論，包括開放系統理

論、組織發展理論、組織再造理論和組織學習理論。玆將四種理論對學校

革新的啟示條列如下： 

一、 開放系統理論 

    開放系統是一種生物有機體系，能不斷的與外界環境交互作用，進行

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其內部仍有許多交互作用產生，它是一種動態

穩定狀況。可以自我運作、自我調適，依據外在環境變數決定運作原則。

對學校革新啟示如下： 
（一）學校必須配合社會變遷而革新。 
（二）學校次級系統之交互作用影響革新。 
（三）學校革新必須設置回饋機制。 
（四）學校革新的規劃與推動要很審慎。 
（五）學校革新是在激發學校的生命動力。 
 

二、 組織發展理論 

組織發展就是一項以人性及民主為基礎，運用行政科學的知識與技術

的計畫性革新，目的在增加組織效率和員工福祉。組織發展是一個更新觀

念及一種長時間持續不斷之永恆努力，針對團體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作有

系統的分析，找出問題所在，並找出適當的方法，藉各種變革促進科學理

論與技術之應用，解決問題或改進方案，改進人際關係或個人組織關係，

增進組織效能。對學校革新的啟示如下： 
（一）學校革新要有計畫的進行。 
（二）學校革新要加強行動研究。 
（三）學校革新要掌握動力歷程。 
（四）學校革新要激發自我革新。 
（五）學校革新要深耕學校文化。 

三、 組織再造理論 

組織再造就是組織結構、行政運作、基本假定與價值、知覺思想與行

為的整體轉型、調整與重建。學校組織再造是一種典範的改變，從權力控

制走向權力分享，從封閉系統走向開放系統，從教師專業束縛走向專業自

主。從組織再造的概念觀點，學校革新必須解構傳統形式、放棄舊有固著

包袱，創造新的學校圖像、人員角色、生態環境、氣候文化、互動倫理和

運作機制。對學校革新啟示包括：  
（一）學校革新在推動學校的轉型。 
（二）學校革新必須築基於教師的彰權益能。 



（三）學校革新應實施互為主體的領導。 
（四）學校革新要落實多元參與的決策。 
（五）學校革新要倡導對話論述的溝通。 
（六）學校革新在批判實踐的知識。 

四、 組織學習理論 

組織學習就是以組織作為學習主體，採用新的行動-結果地圖、成功建

構組織問題、透過資訊蒐集與發現意義。是知識的社會傳遞與資訊分享過

程。目的在改變組織行為以及行動的知識及技巧，以利於組織因應外界環

境的變動；使組織能建構一個清新、共同擁有的觀念組合。對學校革新啟

示包括： 
（一）營造學習文化可以激發學校革新的動力泉源。 
（二）建立共同願景可以匯聚學校成員推動革新行動力量。 
（三）規劃組織學習可以激發學校自主革新的動力。 
（四）引導系統思考可以超越學校革新的抗拒力。 
（五）激勵自我精進可以增強學校革新的推動力。 
 
 
 
 

第五節 台灣地區學校革新概況 

 
本節旨在簡要概述臺灣地區推動學校革新情況，作為研究參考。 
 

壹、 臺灣地區教育改革 

臺灣地區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時起解除戒嚴令，接著廢除動員戡亂

時期；1988 年解放報禁與黨禁，推動兩岸交流；整個社會開始呈現百花齊

放、言論自由、參與爆炸的現象。隨著政治的民主、社會的多元，以及世

界各國所積極進行大幅度的全國性教育改革的洶湧浪潮，致使來自民間的

教育改革團體紛紛成立。綜合學者專家（吳明清，1998a:1-7，1998b:8-14，
2001a，2001b；吳清山，1996a，1998，1999；吳清基，2001；高強華，2001；
張明輝，1999a，1999b:103-137，2002；張德銳，2000:279-296；教育部，

2002a，；歐用生，1998:1-20，1999a；潘慧玲，2002；謝文全，1997b:140-148，
1999a:1）意見，臺灣地區學校教育革新之發展概況簡述如下（如表 2-4）。 

1988 年，由 32 個民間團體召開第一屆「民間團體教育會議」。1990
年民間開辦森林小學；1991 年救救下一代行動聯盟進行學生自救與體罰事



件請願行動，發表救盟行動宣言。 
1993 年由兩百多個民間團體發起「四一 O 教育改造全民聯合運動」，

為教育改革走上街頭，強力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

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隨後於 4 月 16 日召開檢討會中，決議成立《四

一 O 教育改造聯盟》，廣納不同路線、不同程度人員投入推動遊行所提之

四大訴求。 
自此而後，台灣地區教育改革進入熱絡期，革新學校以保障學童受教

權之呼聲震撤雲霄。教育部於 1994 年 6 月立即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

於 9 月 21 日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陸續出版各類教育報告書，

並於 1996 年十二月，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列舉教育改革重點

和策略；1998 年 5 月，確定教育改革行動方案。 
這期間，政府也開始積極推動教育改革。例如：有關課程改革方面，

教育部於 1993 年九月廿日修正公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同時明定於 85 學

年度自一年級開始實施；1994 年修正公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自民國 86
年開始實施。在地方政府方面，1994 年八月，台北市設立教學評量改進實

驗班，台北縣開始推動開放教育。而民間成立的森林小學、毛毛蟲學苑也

獲得法定地位，積極參與教育改革的實驗工作。 
其他如實施高中多元入學方案、舉辦國中畢業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

小班教學、創新教學與多元評量等，以及修訂國民教育法、公佈師資培育

法與教師法、教育基本法，開放教科書一綱多本審定制、校務會議法制化、

校長遴選，各校成立教師會、教師評審委員會等，加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自 90 學年度在國小一年級實施，91 學年度在國小一、二、四年級

與國中一年級同步推動。台灣地區學校革新景象，從外觀而言，可謂生氣

蓬勃，氣象萬千。 
 

表 2-4 臺灣地區教育改革 
年 教 育 改 革 推 動 歷 程 關鍵事件說明 

1982 修正公佈大學法全文 39 條 
1983 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劃 
1986 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各大學紛紛發行地下刊物，以「校

園民主」作為改革大學教育之訴求。 

1979 年美麗島事件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

黨成立 
1987 大學出版刊物如興大「春雷」（1987.3）、高醫「青年社」

（1987.3）、北醫「抗體」（1987.5）等。 
成立民間教育改革團體-振鐸學會籌備會 

7 月 2 日通過解除戒嚴令 
7 月 15 日零時起台灣地區

解除戒嚴，邁入多元、民

主、開放的社會。 
1988 1 月 31 日 32 個民間團體召開第一屆「民間團體教育會議」 

2 月 1 日教育部召開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 
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人本教育基金會、主婦聯盟。 
（並於 1991 年 6 月 22 日召開辦理績效檢討會） 

報禁、黨禁解除 

1989 2 月召開小學課程研討會  6 月召開教育品質研討會 
9 月召開教育評鑑研討會  
成立民間教育改革團體-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主導大學法修

正，爭取學術自由、大學自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 

1 月 27 日公布將原「非常

時期人民團體法」經立院修

正「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

法」 



1990 成立民間教育改革團體-台灣教授協會 開辦民間森林小學  
延長國民教育初期計劃－國民中學畢業生自願就學高級中等學

校方案 

 

1991 4 月成立救救下一代行動聯盟，5 月學生自救與體罰事件請願行

動，8 月救盟行動宣言，10 月至教育部請願，要求儘速訂定降低

中小學班級人數時間表。 
實施田園教學 成立民間教育改革團體-婦女兒童安全保護協會

 

1992 公佈《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考察辦法》  
  （下接第 78 頁） 

表 2- 4 臺灣地區教育改革（接前頁） 

1993 九月廿日修正公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 

 

1994 「四一○教改運動」，提出訴求廣設高中大學、落實小班小校、

制訂教育基本法、推動教育現代化。成立四一 O 教育改革聯盟

修正公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6 月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 
9 月 21 日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臺北市實施教學評量改進實驗班  
公布實施「師資培育法」，中小學師資培育多元化。 
開辦民間森林小學、毛毛蟲親子學苑等。 

修正公布大學法，揭示學術

自由、大學自治理念。師資

培育法制訂公布，  

1995 教育部公佈《中華民國教育部告書》 
制定公布《教師法》，保障教師專業自主。 
8 月成立學校教師會，保障教師在學校的專業地位及權益。 
教育部陸續出版各類教育報告書。 

 

1996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自一年級實施。 
十二月教改會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 
國民小學教科書改為審定制 

 
 
 

1997 
 
 
 

教育部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 
成立「中華民國教育改革協會」 
九月二十七日全國教師會發動搶救教科文連線行動 

 

1997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自一年級開始實施 
修正公佈《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實施多元評量。 
公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鼓勵教

師在職進修。 

 

1998 行政院核定教育部提《教育改革行動方案》。  
教育部長林清江提出《邁向新世紀的教育政策》 
推動《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 
實施《發展小班教學精神計劃》 
9 月底完成《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總綱綱要》 

包含十四項計畫，以五年為

期投入 1570 億元 

1999 修訂公佈《國民教育法》，實施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聘任制。 
6 月公佈《教育基本法》，宣示人民為教育權的主體。 

 

2000 制訂公布《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確保教育經費的穩定性。

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要求學校本

位課程、學習領域、協同教學、基本能力。 

3 月 20 日總統大選政黨輪

替 
 

2001 國民小學一年級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政策」。 
高中職及五專實施《多元入學方案》，廢除高中職入學招生考試。

實施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七月發布廢止《國民中學成

績考查辦法》。 
技專校院實施考招分離－

多元入學方案。 
2002 國民中學一年級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政策」。 

大學實施考招分離的多元入學方案。 
制訂公布《終身學習法》，建構終身學習社會。 
朝簡單、公平、多元的目標修訂各級學校多元入學方案。 
修訂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配套措施。 
教育部公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依據上述，臺灣地區教育改革脈動，可見近年來與教育改革有關之重

要事項，包括：民國八十四年教育部公佈《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同年

制定公佈《教師法》。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提出《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確立教育改革方向、重點和策略。 
而自民國八十六年以來，與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直接相關或影響比較大

的重要政策，依時間順序包括：教育部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

組」、國民中學新課程標準開始實施、行政院核定教育部《教育改革行動

方案》、推動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發展小班教學精神計劃」、實

施校長遴選聘任制、制定公佈教育基本法、制訂公布《教育經費編列與管

理法》、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實施多元入學方案廢

除高中職入學招生考試、實施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實施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政策、制訂公布《終身學習法》以及《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等。 
綜上可知，臺灣地區從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推

動，不但民間團體積極投入，政府也強力主導，兩股強大而激進的改革動

力匯聚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洶湧波濤，激烈的衝擊著過去沉靜穩定的國民

中小學校園環境，使國民中小學學校生態產生質與量的急遽改變。 
 

貳、 臺灣地區教育改革趨向 

有關臺灣地區教育改革的趨向，以下先陳述學者專家之意見以及教育

部重要政策之規定，包括對教育改革的訴求、理念、主張以及實際的改革

作為，而後再綜合歸納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一、學者專家意見和政策規定 

教育部（1995）《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呈現教育改革趨向，包括促

進教育機會均等、紓解升學壓力、落實學校自主和提升教育品質等。其中

與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相關者如下： 
1.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具體做法包括降低班級人數、加強認輔制度及

生涯輔導工作、籌設中途學校、推動教育優先區、《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

方案-邁向十年國教目標》，修訂《特殊教育法》。 
2. 紓解升學壓力：透過改進高中入學制度，建立多元入學管道，導引

國中教育正常發展。同時全力執行《加強輔導中小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 
3. 落實學校自主：實施教科書審定製，建立校長遴選制度以及推廣以

學校為中心的進修制度，落實學校自主。 
4. 提升教師素質：公佈《師資培育法》建立多元師資培育制度，建立

教師檢定制度、研究教師分級制度、定期教師換證制度等。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揭櫫



教育現代化的方向為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和國際化。聲稱教

育改革的理念包括教育鬆綁、保障學習權、父母教育權和教師專業自主

權。主張教育改革的目標在達成現代教育目標、滿足個人與社會的需求、

邁向終身學習的社會、以及促成教育體系的改造。同時為了統整教育改革

之理念、目標與方向，遂就我國教育實質問題題出教育改革五大重點建

議，包括教育鬆綁：解除對教育的不當管制；帶好每位學生：發展適性適

才的教育；暢通升學管道：打開新的「試」窗；提升教育品質：好還要更

好；建立終身學習社會：活到老學到老等。其具體建議與國民中學學校革

新相關之項目包括： 
1. 在教育鬆綁方面：保障學生學習權，允許家長擁有教育選擇權。學

校專業自主，保有辦學彈性空間，以及彈性課程和教科書之擇用權。學校

組織彈性化，校內組織應有明確權責區分，多元參與的教學活動，明定教

師 長等參與學校決策管道，建立合理師生關係。應賦與校長人事與會計

主管之任免同意權，建立根據教師評鑑之彈性獎金與薪給制度。 
2. 在帶好每位學生方面：革新課程與教學，使課程與科技結合，以生

活為中心，建立基本學力指標。研訂多元學習評量方式，發展多元價值。

縮小學校規模，落實小班教學。落實學校自主經營，重新檢討各項法規與

命令，廢除影響學校專業自主之規定，賦予學校組織架構彈性。激發學校

內在自生的力量，以合乎獎勵原則之薪給制度，增進教師改革意願；建立

教學輔導支持系統，培養各科種子教師；實施現代化管理，塑造優良校風；

善用社會資源，協助學生具有基本學力。 
3. 在暢通升學管道方面：擺脫標準化課程觀念的束縛，使學生經由課

程延後分化，達到自然分流。發展學校特色，超越明星學校的迷思。推動

多元入學制度，舒緩學生升學壓力。 
4. 在提升教育品質方面：提供教師多元進修管道，提升教師專業素

質。加強教育評鑑，落實評鑑後之追蹤輔導。改革教育視導制度，提高世

導人員的知能和技巧，以充分發揮視導功能。合理分配教育資源，提高國

民教育經費的支出比例。依據教師專業能力與成就，制定彈性教師薪給標

準。鼓勵教師教學研究，提高其教學品質。 
5. 在建立終身學習社會方面：落實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培養學生自我

學習的能力，增進學生主動終身學習的意願、態度和習慣。建立多元學校

的管道和網絡，提供多元學習的機會。學校調整經營理念，與社區充分交

流。 
吳明清（1995:35-40，1996:2-10，1998a:1-7，2002b:152-157）指出臺

灣地區學校教育改革的趨向不能背離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與

國際化。若從具體的學校教育環境與活動而言，則應回歸教育本質、提升

專業水準、強化行政效能、重視本土特色、尊重多元差異、鼓勵民主參與、

建立合夥關係，以及加強行動研究等。他同時提出學校教育改革的可行策



略和做法包括重建設群觀念、塑造共同願景、有效運用資源、堅持教育理

想、爭取社會支持、發展學校特色、加強組織學習、善用教學科技、再造

學校結構、加強績效評鑑等。 
吳清山（1996a，1999）認為新世紀國民教育革新的動向如下：在學校

組織及經營層面，落實學校本位經營方式、降低每班班級學生人數、促進

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強化學校建築設備現代化、建立學校為學習型組

織。在學生學習層面，重新檢視現行課程與教材、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

發展學生人文關懷素養、建立學生終身學習態度、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

力、發展學生資訊應用能力。在家長參與層面，提供家長更多教育選擇機

會、建立學校教師與家長之間的良性互動模式。在教師專業層面方面，激

勵教師強烈進修意願、強化教師輔導即班級經營知能。 
    張明輝（1999a，1999b:103-137）指出從英、美、日、紐、澳等國家

中小學學校教育與行政革新的理念、計畫、策略與具體革新做法，可以歸

納各國學校革新的共同趨勢包括：加速行政民主化、提升國家競爭力、培

養學生國際觀、追求公平與卓越、發展資訊與科技、重視家長的參與等。 
教育部（2002a、2002b）指出臺灣地區教育改革之推動，希望超越過

去教育之缺失，包括：教育體制過於僵化，政府對教育過度集權，無法因

應現代社會之需求。教育被視為政府施政及配合經濟發展的工具，教育主

體價值被忽視。一元化價值的迷失，重視假象形式的公平，多元價值未受

尊重。升學主義的影響，在考試引導教學下，學校教育目標遭受扭曲。以

及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人力素質的競爭力亟待提升。因此推動教育改

革之理念趨向包括： 
1.教育鬆綁－中央權力的下放，促成教育的多元參與，保障教師專業

自主權及家長教育參與權，活化教育體制，發展學校本位的經營與管理。 
2.帶好每個學生－提供適合孩子學習的環境，改善教學環境，校園組

織再造，落實小班教學，以達適性教育的理想目標，並給孩子帶著走的能

力。 
3.暢通升學管道－擴增高中大學容量，充分滿足學生升學的需求，建

立回流教育體系，符應終身學習社會的需求。 
4.提昇教育品質－提昇教師專業素養，強化教育研究與評鑑，有效運

用教育資源，鼓勵民間捐資興學，提昇高等教育品質，促成技職教育多元

化與精緻化。 
5.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建立終身學習體系，規劃正規、非正規與正式

教育相互統整的有機體制，並推廣終身學習理念。 
牟中原和陳伯璋（1995）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委託研究案學

術研討會系列二所發表的《學校改革理念》中指出教育改革方向包括下列： 
1.以學校為中心的管理：目的在讓學校學習自律，跳脫科層式的上級

主管單位管理模式。以「校中校」和校務評鑑，提高教師參與校務管理機



會和專業自主能力，敦促校長認真辦學，提供學生較個人化與人性化的教

育。 
2.學校社區化：透過資訊網路加強校際輔導服務與資源共享，同時讓

家長參與校務的方式逐漸由服務走上監督，既是校務發展資源，也是參與

社區文化的教育工作。 
3.入學多元化：逐漸增設高中，同時發展高中、高職與五專的學校特

色，以及提供已就業青年回流入學管道，減少國中升學壓力。 
4.延後分流的教育：從終身教育觀點，讓 16-18 歲青年受較多基礎教

育，以延緩高中高職的分流，克服高職過量、高中管道狹窄的升學問題。 
5.群育的重新定位：將群育與德、智、體育一起實施，減少一致化的

儀式，創造學生異質性較高的合作機會，將師生單向授課改以小組學習、

增加團隊運動比賽、進行社區服務活動。 
6.整體課程改革：以啟迪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興趣和習慣取代零星

知識的傳達，以學校自行規劃的空白課程，進行合作學習、社區學習、各

種自我發表式的學習以及情境式的創造性學習。 
7.學生行為與輔導：提供社會榜樣對照以使學生認知「真實與想像」

之間的差異；以情境式的生活教育增進師生良性互動機會，取代教師權威

角色的符號式、禮儀式、觀念式的教育輔導方式。 
8.師資素質提升：以多元化師資培育管道及專業化的要求，吸引優秀

人才投入教學行列；配合教師生涯規劃擴增並建立體系化的進修管道及改

善進修課程，增進教師教學能力；建立合理晉階制度及教師審議組織，以

利於良師成長。 
王麗雲和潘慧玲（2002:101-138）認為學校革新發展的趨勢乃是由集

權（centralization）走向分權（decentralization），而學校中具體推展的革新

策略則以學校本位管理和彰權益能為比較常見。 
教育部（1998a）《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係融合《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

書》及《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中華民國

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教育改革總體計

畫綱要》等之重點關鍵項目所彙成。主要內容與國民中學教育有關者包

括：健全國民教育、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推動終身教育及資訊

網路教育推動家庭教育、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強化原住民學生教育、

暢通升學管道、建學生輔導新體制、充實教育經費與加強教育研究等。 

教育部（1998b）《小班教學精神計畫》係《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中「健

全國民教育」改革內容之二，「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並提升小

班教學效果」之政策。小班教學精神計畫的理念與做法在提升師資素質、

啟動教師學習之鑰、營造學習環境、豐富教學環境、改進課程與教學、改

進教學與評量、落實親師合作、建立家長合理期望等。旨在發揮多元化、

個別化及適性化的教學精神，以滿足學生個別學習需求，在此目的與理念



下，無論班級規模大小，小班教學精神均存在及適用。意即在大班級教學，

只要老師具有個別化教學、適性化教學、和多元化評量的知能，則可視為

小班教學精神的實施。 

教育部（2002c）《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源自於 1996 年「行

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有關促

進中小學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改革課程與教學、提早學習英語、協

助學生具有基本學力等建議。從 九十學年度起在國中全面試辦，九十一

學年度在國中一年級正式開始實施。其課程以個體發展、社會文化及自然

環境等三個面向，並提供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

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

為重心，在培養現代國民所需之基本能力。課程目標在培養十大基本能

力。核心觀念包括課程統整、學校本位、空白課程、能力本位、績效責任

和協同教學。是近年來課程改革最大者。 
教育部（2003）指出為因應全球競賽的挑戰以及大陸磁吸效應的衝

擊，提出以以人為本、永續發展為核心價值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其基本發展策略是全球接軌、在地行動；計畫內涵：改革積弊、

投資未來。其與國民中學學校革新有關者係指Ｅ世代人才培育，其實施策

略包括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升全民英語能力；推動全民網路教育；活

力青少年教育；建立Ｅ世代終身學習的社會環境。計畫目標：培育具有創

意活力及國際對話能力的新世代，也就是能夠嫻熟應用「資訊與英語」的

新世代。 
 

二、綜合歸納 

    綜合上述可知臺灣地區教育改革的發展趨向，揭櫫教育鬆綁、帶好每

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等教育改革五

大方向。在理念上，在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紓解升學壓力、落實學校自主

和提升教育品質。在與國中教育改革有關的實際做法上，含學校教學的革

新、與學校行政的革新。玆歸納臺灣地區教育改革之趨向如下： 

（一）學校教學的革新趨向 

學校教學的革新趨向，由教師中心到學生中心、由背誦到啟發、由被

動接受到主動探索、由紙筆測驗到多元評量、由全國統一課程到學校本位

課程、由分科教學到領域統整教學、由教師孤立到協同合作等。以及教學

走向戶外、利用網路資訊與多媒體設備等。 
在學校教學的具體革新項目例如：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學校本位課

程、領域課程、協同教學、培養學生基本能力、正常教學、革新課程與教

學、發揮教學研究會功能、基本能力、重建學生行為輔導的新體制、加強



身心障礙教育、重視原住民教育和落實兩性平等教育、回歸教育本質、提

升專業水準尊重多元差異、鼓勵民主參與、建立合夥關係、加強行動研究、

改革課程與教材、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發展學生人文關懷素養、建立學

生終身學習態度、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發展學生資訊應用能力。 

（二）學校行政的革新趨向 

學校行政的革新趨向，由規範到鬆綁、由集權到授權、由統一到多元、

由封閉到開放、由專制到民主、學校封閉走向社區互動、家長由接受者到

主動參與等。 
學校行政的具體革新項目，例如：降低班級人數、認輔制度、生涯輔

導、多元入學、教科書審定，校長遴選、學校為中心的進修制度、多元師

資培育、教師檢定制度、教師分級制度、定期教師換證、縮小學校規模、

落實小班教學、重新檢討各項法規與命令、學校組織架構彈性、學校本位

經營、激發學校內在自生的力量、、強化行政效能、重視本土特色、重建

設群觀念、塑造共同願景、有效運用資源、堅持教育理想、爭取社會支持、

發展學校特色、加強組織學習、善用教學科技、再造學校結構、加強績效

評鑑、促進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強化學校建築設備現代化、建立學校為

學習型組織、提供家長更多教育選擇機會、建立學校教師與家長良性互動

模式、在教師專業層面方面、激勵教師進修意願、強化教師輔導知能。 
 

參、 本節小結 

一、 臺灣地區學校革新動力豐沛 

自 1987 年 7 月解除戒嚴令後，言論自由、參與爆炸，政治民主、社

會多元，民間的教育改革團體紛紛成立，配合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洶湧浪

潮，積極推動激進的學校革新措施。從《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和《教師

法》，教育改革開始萌芽，《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確立教育改革方向、

重點和策略。從《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到《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

綱要》，驅動臺灣地區近年來的學校革新，來自於政府機關的動力十分豐

沛，又加上民間團體推波助瀾，使得國民中學學校校園產生深層結構的質

變。 

二、 臺灣地區教育改革的發展趨向 

（一） 在教學革新方面，由教師中心到學生中心、由背誦到啟發、由被

動接受到主動探索、由紙筆測驗到多元評量、由全國統一課程到學校

本位課程、由分科教學到領域統整教學、由教師孤立到協同合作等。

以及教學走向戶外、利用網路資訊與多媒體設備等。 



（二）  在行政革新方面，學校行政的革新趨向，由規範到鬆綁、由集權

到授權、由統一到多元、由封閉到開放、由專制到民主、學校封閉走

向社區互動、家長由接受者到主動參與等。 
 
 

第六節 學校革新的相關研究 

 

壹、 學校革新的相關實證研究 

吳清山（1996b）進行當年教育改革措施意見之調查研究，以校長、

教師、家長為對象，調查他們對政府已經實施的教育改革政策，包括國小

附設幼稚園、開放教育、鄉土教學、資訊教育、環保教育、降低班級學生

數、家長會功能、國中自願就學方案的支持程度及其實施成效滿意度。調

查結果發現： 
1. 對當前政府已經實施的教育改革政策的支持程度，大約有 84%表

示贊成，換言之，大約是大致贊成的態度。 
2. 對政府已經實施的教育改革政策的實施成效，只有 46%的滿意度，

其看法偏向「很不滿意」到「不大滿意」之間。 
3. 校長、教師、家長對整體教育改革成效的評分是「乙等（70~90 分）」。 
4. 如就校長、教師、家長此三種身分做比較，經統計結果得知，已

達顯著差異，校長對整體教育改革成效的評分高於教師。 
張鈿富（1998，1999，2000，2001，2002）從民國八十六年起，連著

五年分別進行臺灣地區教育政策與實施成效調查，研究發現： 
1. 連著五年，受訪者對整體學校教育成效都集中在乙等和丙等，二

者合計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比例。研究顯示出民眾認為教育的整體

表現是在乙等和丙等之間，亦即只是在良好和普通之間而已。 
2. 從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受訪者對教育改革成效的看法，都集中在

「看不到成效」與「略有成效」，二者合計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接近

於百分之九十的比例。顯示出民眾認為台灣地區的教育改革，從

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到 2001 年，仍然還是看不到成效或是略有成

效而已。 
錢幼蘭（2002）以自編調查問卷為工具，進行國民中學組織再造與校

長領導行為之研究，分析全台南市公立國民中學近十年來增減班之狀況和

原因，以及公立國民中學「學校組織再造」的現況。透過問卷調查，從持

續增班學校中瞭解為何增班的正向原因，從持續減班學校中瞭解減班的負

向原因。同時從校長的角度探討「學校組織再造及校長領導行為」。研究

發現： 



1.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意識與學校績效缺乏明確數量化指標，

使得公立學校經營習慣於蕭規曹隨。 
2. 國中唯有在升學率做基礎，才可能談發展學校特色。不論學校規模

大小，坐落那區，家長最重視的都是「升學率」。 
3. 學校班級數多少與校長之領導行為無關。而班級數越少，學校教

師之危機意識程度越少。大型國中則有利於提出學校願景及創造近

程績效。 
4. 行政人員在各層面之得分高於導師及專任教師。而資深教師得分

亦高於資淺教師。 
5. 校長領導的瓶頸在權責不相稱。尤其校長遴選辦法，讓校長知覺

未取得相對保障與尊重。 
黃淑卿（2002）敦聘高雄市專家學者、教育行政人員，以及國中校長、

主任、組長、教師、家長等計十六位諮詢委員，實施三回合的「德懷術」

調查研究，進行國民中學行政組織再造之研究。獲得以下之結論： 
1. 推動學校行政組織再造，必須受地方政府「員額編制」與中央政

府「員額總量管制」政策之規範。 
2. 學校行政和教學兩大系統呈現鬆散結合之結構，但現階段教育工

作人員並不贊同將學校組織結構併為行政與教學兩處室。 
3. 學校組織結構的再造，必須同時配合作業流程、職務重組以及管

理機制的再造方能致效。 
4. 學校行政組織結構再造關鍵在於各處室中「組」的裁撤、合併、

或職掌重組，必須同時考量權力重組與決策模式之改變。 
5. 學校組織結構再造時，必須顧及已全面推動之教改方案運作機

制，例如九年一貫課程政策與教訓輔三合一整合實驗等。 
王雅珍（2001）以實地訪談及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高雄市國民中學

生活科技課程實施成效之研究，探討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學成效和所面

臨的問題。研究結果發現：高雄市國中生活科技的整體成效、教師教學與

學生學習成效，均只是屬於「尚佳」而已。 
吳雪菁（2002）透過檔案資料分析、訪晤、經驗調查以及問卷調查等

方式，進行九十學年度國民中學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的辦理模式、成效評估

與需求反應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1. 國民中學試辦九年一貫課程的成效與困難參半。 
2. 國民中學推動九年一貫課程，融合目標和過程、單一學習領域、透

過研習活動來推展、統整課程設計等。 
3. 在評量方面，已朝多元方式進行。 
4. 國民中學推動九年一貫課程之成效評估，均獲得肯定的成效。 
郭泰平（2001）採問卷調查法，進行國民中學教師對教育改革工作壓

力及因應策略之研究，探討國民中學教師面對教育改革工作壓力之感受，



以及其所使用因應策略頻率間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1. 國中教師面對不同教改措施，其認知程度以「基本學力測驗方案」

及「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最高，以「學校本位管理策略」最低。 
2. 國中教師面對教改措施工作壓力之感受，以「專業知能」最大，

而以「決策參與」為最小。採用因應策略之頻率，以「問題解決」

最高，而以「尋求支持」為最低。 
3. 國中主任對教改措施認知程度最高，其餘依序為組長、導師及專

任教師。 
柯銘祥（2001）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國民中學教師對教育改革支持

度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探討教師對於現今我國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相關層

面之認知支持狀況及其相關因素、以及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相關層面取向差

異狀況。研究發現：國民中學教師對於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均呈顯著支持。 
楊志能（2003）進行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行動研究：高雄市

立翠屏國民中學為例，以「環境教育」作為教學主題，就國文與自然領域

進行跨領域統整教學活動之研究。希望探討國民中學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問

題所在，並尋求解決策略。研究結論： 
1. 教師仍為教學過程的主體；行動研究可提高教師問題解決能力與

教學觀念的改變；提供教師專業自主空間，比外在獎勵更能激勵士

氣。 
2. 有關資源方面：現有資源無法滿足教師發展課程之需求；教學檔

案增加工作負擔，影響教學品質。 
3. 有關課程方面：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須持續建構；重大議題造成教

師額外工作負擔與趕課壓力。 
廖仁智（2001）以問卷調查、晤談和個案研究等方法，進行國民中學

學校本位經營模式建構之研究，希望建立學校本位經營的參考模式。研究

結果發現： 
1. 經費和課程的自主，是國內推行學校本位經營賦權（empower）領

域。而促進賦權，可以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 
2. 學校本位經營的推動，可以促進學校效能的提升。但是有關推動

學校本位經營之相關法令，則仍有待修正。 
3. 學校本位經營的具體辦法包括：建立親師共享的學校願景；依據

目標和學生性向，規劃學校和學生未來發展方向；建立易於溝通的

扁平化組織；依照教師專長，成立各種工作小組；校長領導角色從

行政領導轉為教學領導；設計誘因機制，鼓勵教師參與校務；發展

學習型組織，建立學校本位進修制度；建立自我評鑑制度，以為未

來改進的參考。 
4. 學校本位經營的配套措施:彈性的經費可供運用；充裕的社會資

源；共同研商對話的時間；研究發展單位的成立。 



張馨怡（2000）採用質化取向的個案研究，以訪談、會議觀察及文件

蒐集等方式，進行學校行政對話權力及其對學校革新影響之研究。探討學

校行政對話、與對話權力運用之現況、學校行政對話權力對學校革新的影

響，以及促進學校行政對話權力運用的條件。研究結論包括： 
1. 授權的領導風格，可以營造和諧的學校氣氛；開放討論的空間，

可以促使學校成員以合作的方式解決問題。 
2. 透過對話，可以相互學習，凝聚教師的力量，匯集行動能量，因

應教育改革潮流。 
3. 學校行政對話權力，可以協調教師與行政人員關係；提昇行政人

員的專業能力；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校調適環境變遷的能力；

增進學校成員的認同感與凝聚力。 
4. 促進學校行政對話權力運用的有效條件包括：秉持平等地位的觀

念；去除自我中心與本位主義的思考；凝聚學校成員的向心力與共

識；為成員規劃無壓力空間與共同時間。 
陳文彥（2001）以觀察、訪談與文件分析的質性方式，進行中小學推

動學習型學校之個案研究。從學校推動背景、推動策略、推動障礙與推動

成效四方面，探討中小學推動學習型學校的相關問題。研究發現： 
1. 學習型組織可適用於不同類型的學校，但是，聯考壓力與校長信

念與能力，是推動關鍵因素；而整體社會環境與教育環境之因素，

亦影響學習型學校的推動。 
2. 學校背景因素影響策略的選擇，需先評估學校內外條件後，再選

擇不同推動策略。而學習團隊應含家長與職員工。  
3. 學習型學校推動障礙包括：變革所引發的抗拒力量，是推動學習

型學校的共同現象；各校所需排除的障礙各有不同；排除障礙需長

期努力；缺乏外在機制刺激教師學習成長。 
吳大千（1998）以問卷調查法，進行以學校為基礎的管理做為台北市

國民中學組織管理改革方案之研究，分析國民中學組織管理現存問題與改

革趨勢，瞭解以學校為基礎管理對學校組織所產生之影響等。研究發現：

以學校為基礎的管理之理念和作法，受到台北市國民中學相關教育人員的

支持。相關教育人員傾向於願意支持實施「以學校為基礎的管理」。 
楊德東（1999）以文獻理論分析、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以宜蘭縣

為對象，進行國中教師學校革新信念之探究。研究發現： 
1. 在系統思考層面，教師具有：自我實現與全人發展、組織結構變

革、學校社區化、品質績效等信念。 
2. 在自我超越層面，教師具有：專業發展、教學評量多元化、參與

學校決定、學校變革領導等信念。 
3. 在改善心智模式層面，教師具有：教學效能、權利義務平衡、多

元文化教育、教訓輔三合一等信念。 



4. 在建立共享願景層面，教師具有：自由開放的學習、塑造優質學

校文化等信念。 
5. 在團隊學習層面，教師具有：課程自主、專業合作等信念。 
楊諮燕（2002）以質化研究，進行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下國民中學教師

專業發展個案研究，探討國民中學教師對於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看法、專

業發展思考方式、與同僚互動方式等。研究發現： 
1. 教師對推動教育改革不尊重「教師專業」表示不滿，但是卻又在

專家面前表現出「半專業」心態。教師認為九年一貫課程內容應再

評估其銜接性、適用性；而其改革成效則與過去未實施前並無差異。 
2. 教師同時面臨上課時數過多與肩負課程改革重責之困境，專業成

長則因合作困難而造成停滯。學校課程發展工作多數落於小組領導

人身上，對於其他教師專業之成長並無幫助。 
3. 教師應透過反省過程，釐清學生中心之學習設計內涵。行政人員

與教師對於彼此工作壓力之認知相異性大，造成目前行政與教師面

對課程改革時，無法有效進行合作。 
楊益風（2001）以質性研究方法，透過行動研究、焦點座談和隨機訪

談的方式，實地進入中小學教師生活文化脈絡中，進行國民中小學教師在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之角色衝突及其因應之研究。探討教師們在即將實施

的九年一貫課程的角色壓力下，各種角色衝突的面相，並理解其因應衝突

的策略。研究發現： 
1. 教師在這一波的課程改革中，由於社會上不同的認知衝突，故其角

色期待呈現出非常複雜而多元的面向。 
2. 教師在角色過於複雜、認知不同、能力有限，或受限於環境資源等

因素的壓力下，會產生角色間與角色內衝突、過度負荷、可行性不

足、個人認知與角色期待不符等衝突。 
3. 教師因應衝突的方法包括：透過團結進行集體對抗、協商或改革；

蒐集各種資訊，提昇自我，認同改革；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妥

協敷衍；離職或退休；拒絕或漠視改變；重新對角色、或角色情境

做定義。 
4. 改革要能引起教師共鳴、改革應提供充分資源、改革成功須植基於

校園民主與社會文化環境的成熟和配合、應設法提高教師專業知

能、自信和地位。 
黃權松（2002）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國民中學組織學習教師專業成長

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探討目前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現況、

及其相關因素。研究發現： 
1. 國中組織學習現況普通，教師專業成長現況大致良好。組織學習愈

佳，教師專業成長亦愈佳，二者有相關。 
2. 不同人口背景變項，男性、年長、資深、研究所與兼行政職務的教



師，其感受組織學習的情形較佳。 
3. 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年長、資深及教育程度高、兼行政職的教師，

其感受整體教師專業成長的情形較佳。性別則無差異。 
李麗玉（2000）用問卷調查和質性觀察的研究方法，以一個國中個案

的探討進行學校施行組織學習之研究，探討個案推動組織學習的情形。研

究結論包括： 
1. 組織學習係因應環境變遷，動員組織所有成員，展開共同學習行

動的過程。其目的在解決問題、創造組織發展空間。 
2. 個案國中進行組織學習之成效，以團隊學習的成效最大，而系統

思考的成效最小。 
3. 個案國中進行組織學習過程中所遭遇的阻力有六： 

（1） 教師欠缺自我挑戰、自我超越的能力，遭遇挫折時，選擇逃

避，並表現極度的無奈感。 
（2） 教師普遍存在「抗拒變革，無意願學習」。 
（3） 教師對學校未來不抱持樂觀態度，無法凝聚共識，阻礙學校

共同願景建立。 
（4） 教師文化瀰漫渙散氣氛，阻礙團隊學習的發展。 
（5） 校園中存在個人主義、處室本位、以及處室內不和諧的現

象，影響學校系統化的運作。 
（6） 校園中存在棘手的老大和不適任教師，影響學校系統性的運

作等。 
4. 因應阻力的對策，以校長的堅持、喚醒教師危機意識以及建立強有

力的領導團隊最為重要。 
白穗儀（1999）以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進行國民中學組織學習

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探討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的實

際情形，分析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與組織學習和教師專業成長的

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國民中學組織學習現況普通，教師專業成長情形尚

稱良好。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有關係，即組織學習愈好，教師專業成

長情形也愈佳。 
李佳霓（1999）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國民中學組織學習、教師個人

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探討目前國民中學組織學習、教師個人學習

與學校效能之現況，以及不同背景變項之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間的關係與

差異。研究結論： 國民中學的「學習團隊」與「教學品質」有待加強。

主動規劃學校本位進修活動、建立資深教師輔導制、鼓勵籌組學習團隊、

提供教師自主時間、鼓勵教師表達意見及需求，有利學習活動規劃及學校

效能的提昇。 
張士翔（1997）進行對於組織學習的新觀點－如何連結個體學習與組

織學習之研究。認為今日組織面臨環境變動加劇，組織的成功，很難再依



往日軌跡而行，必須重視有關組織因應外在環境應如何學習以獲取不同能

力的探討。研究結果發現：良好學習的組織，在「存活與績效」上，都較

其它組織為佳。 
盧偉斯（1996）以多元典範觀點的研究途徑，進行組織學習的理論性

探究。探討組織學習概念在組織理論研究中的適當性、系統意含、定向與

定位的共識以及體系之統整性。研究結果提出： 
1. 展示另一種對組織學習概念與理論的水平和垂直理解空間。過去的

組織學習研究或是將組織學習當做隱喻來使用，假借來說明某個特

定的組織經驗，而未能深究其詳；或是侷限於某個特定觀點或特定

活動面向來討論，而失之偏狹；或是只做浮光掠影式的回顧，未能

詳察其體系脈絡，而顯得膚淺。 
2. 基於多面向組織實體的假定，嘗試從不同的認識途徑來充實對組織

學習的理解：包括從組織學習概念的發展與義辨，組織學習論的原

始建構及其與組織理論的關連，組織學習論的基本假定和討論主

題，進行水平式的理解；以組織的體制運作為思考主軸，貫串有關

組織學習的不同論述，做垂直式的理解。 
陳建宏（1995）透過探討組織學習理論發展、分析學習與組織學習關

係以及「單圈學習」與「雙圈學習」的差異和行政革新的理論與經驗，進

行「組織學習理論應用於行政革新之研究」。研究發現： 
1. 組織學習理論概念分歧，實源於對組織運作觀察之不同。在管理新

典範下建構學習型組織，具有「雙圈學習」特質，能主動駕馭環境

變遷，為組織帶來前瞻、主動、積極、自我認知的能力，主動駕馭

變革。 
2. 行政革新最佳途徑乃在營造組織成為良好學習系統，使能以廣博視

野找出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主動駕馭環境的變革。 
3. 我國目前行政組織建構多以官僚型模為本，有制度及結構上的負功

能，必須透過組織變革行政革新的過程，才能適應環境變遷及民眾

需求。 
4. 我國目前行政革新方案多以傳統科學典範之效率觀及線性思考出

發，以「單圈學習」方式被動適應環境，致使成效不彰，盲點處處，

無法符合快速變遷環境及廣大民眾要求。 
林聰男（2002） 用自編調查問卷為工具，以台東縣國民中小學之校

長、主任、教師及職員為對象，進行臺東縣教職人員對教育局行政組織再

造意見調查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1. 國中、男性、已婚、年長、資深等校長與職員，比較不認同教育局

組織領導與文化、組織編制與運作。 
2. 學歷、服務地區，在教育局行政組織再造、組織效能、組織領導與

文化、組織編制與運作上，無顯著差異。 



3. 校長比教師不認同教育局行政組織再造、組織效能、組織編制與運

作。不同職務者之知覺，達顯著差異。 
陳建宏（1995） 以文獻分析法，探討組織學習理論應用於行政革新

之問題。研究發現： 
1. 組織學習的學習主體是組織，而學習者是組織中的全體成員；學

習內容則涵蓋了一切與組織發生相關性之內外事務。 
2. 自我組織是建立在組織具有雙圈學習能力，並能以全圖像的概念

作為組織設計上的原理。 
3. 組織為了適應環境變遷、必須透過變革努力，而傳統官僚體制中

的變革不具反省能力，只是順應變遷，是一種單圈循環，不具實

質意義。 
高淑慧（1995）以文獻探究學習型組織理論。研究發現組織設計是暫

時的結構型態，隨著組織策略和環境而改變。不斷的將資源運用於技巧和

知識的發展，與全體成員分享，則組織會更趨扁平與行動敏捷。整合任務

團體及聯絡網路，組織與環境中的其他組織形成密切網絡，可互相分享學

習，並可加速組織設計和管理實務，使學習過程符合績效。管理者的角色

在確定並與成員溝通清晰的組織遠景。工作要求高，人員就會在被期待作

好工作外，思考改善工作方式與持續學習。 
 

貳、 本節小結 

    依據上述實證研究資料，可以歸納本節小結如下： 

一、臺灣地區教育改革的實施成效所獲評價不高 

歸納上述實證研究可知，不管是社會大眾、校長、教師或家長，對政

府已經實施的教育改革政策的支持度、實施成效，或整體教育成效的看法

都偏向「很不滿意」到「不大滿意」之間，或是「乙等（70~90 分）」或是

集中在「看不到成效」與「略有成效」間、或是「尚佳」。甚至認為改革

與過去未實施前並無差異。顯示臺灣地區教育改革的實施成效所獲評價不

是很高。 

二、校長對改革成效的評分高於老師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以校長、教師、家長此三種身分做比較時，經統

計結果得知已達顯著差異，校長對整體教育改革成效的評分高於教師。以

行政人員和教師做比較時，則行政人員的評分也高於教師。 

三、升學壓力影響學校革新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唯有以升學率做基礎，才可能談發展學校特色。



不論學校規模大小，坐落那區，家長最重視的都是「升學率」。「升學率」

是影響學校興衰、以及校長辦學形象的關鍵。考試的壓力影響校長瓣學信

念與能力，也影響學習型學校的推動。 

四、校長權責不相稱影響革新推動 

依據研究發現，校長領導的瓶頸在權責不相稱。尤其校長遴選辦法，

讓校長知覺未取得相對保障與尊重。有責無權的無力與無奈感，影響校長

推動學校革新的意願和熱誠。 

五、學校革新推動受限於政策規範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推動學校行政組織再造，仍必須受地方政府「員

額編制」與中央政府「員額總量管制」政策之規範。同時受限於已經全面

推動之教改方案。教育政策特性越明顯，教師對教改行動方案的支持也越

高。 

六、學校革新情況 

依據上述實證研究發現，目前各校學校革新情況有差異，例如： 
1. 在評量方面，已朝多元方式進行。 
2. 教師具有專業發展、教學評量多元化、參與學校決定、學校變革領

導、課程自主、專業合作等信念。 
3. 教師仍為教學過程的主體。 
4. 行動研究可提高教師問題解決能力與教學觀念的改變。 
5. 現有資源無法滿足教師發展課程之需求。 
6. 教學檔案增加教師工作負擔，影響教學品質。 
7. 促進賦權，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 
8. 彈性的經費、充裕社會資源、研商對話時間、研究發展單位成立。 
9. 授權的領導風格，可以營造和諧的學校氣氛。 
10. 開放討論的空間，可以促使學校成員以合作的方式解決問題。 
11. 透過對話相互學習，凝聚教師力量，匯集行動能量，因應教育改革

潮流。 
12. 授權（empower）、願景（vision）、溝通等在學校組織再造之現況良

好。 
13. 學校行政和教學兩大系統呈現鬆散結合之結構。 
14. 學校再造，必須考量權力重組、決策模式改變、配合作業流程、職

務重組以及管理機制的再造方能致效。 

七、教師對革新的知覺和態度尚待激勵 

研究發現教師對推動教育改革不尊重「教師專業」表示不滿，但是卻



又在專家面前表現出「半專業」心態。行動研究可提高教師問題解決能力

與教學觀念的改變；提供教師專業自主空間，比外在獎勵更能激勵士氣。 

八、學校革新的推動影響因素很多 

研究發現：聯考壓力影響校長信念與能力，是推動關鍵因素；而整體

社會環境與教育環境之因素，亦影響學習型學校的推動。需先評估學校內

外條件後，再選擇不同推動策略。而學習團隊應含家長與職員工。行政人

員與教師對於彼此工作壓力認知相異大，造成目前行政與教師無法有效進

行合作。國民中學的「學習團隊」與「教學品質」有待加強。良好學習的

組織，在「存活與績效」上，都較其它組織為佳。組織學習理論概念分歧，

實源於對組織運作觀察之不同。以學校為基礎的管理之理念和作法，受到

國民中學相關教育人員的支持。 

九、教師因應衝突的方式比較消極 

研究發現教師因應衝突的方法包括： 
1. 透過團結進行集體對抗、協商或改革； 
2. 蒐集各種資訊，提昇自我，認同改革； 
3. 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妥協敷衍； 
4. 離職或退休； 
5. 拒絕或漠視改變； 
6. 重新對角色、或角色情境做定義。 

十、學校推動組織學習遭遇阻力 

依據研究國中組織學習的阻力有六： 
1. 教師欠缺自我挑戰、自我超越的能力，遭遇挫折時，選擇逃避，並

表現極度的無奈感。 
2. 教師文化中普遍存在著「抗拒變革，無意願學習」。 
3. 教師對學校未來不抱持樂觀態度，無法凝聚共識，阻礙學校共同願

景建立。 
4. 教師文化瀰漫渙散氣氛，阻礙團隊學習的發展。 
5. 校園中存在個人主義、處室本位、以及處室內不和諧的現象，影響

學校系統化的運作。 
6. 校園中存在棘手的老大和不適任教師，影響學校系統運作等。 

十一、革新抗拒的預防或因應方式 

研究發現因應阻力的對策，以校長的堅持、喚醒教師危機意識、以及

建立強有力的領導團隊最為重要。秉持平等地位的觀念；去除自我中心與

本位主義的思考；凝聚學校成員的向心力與共識；為成員規劃無壓力空間



與共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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