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 
 
 
    本章將分六節，第一節社會動力的概念；第二節社會動力的意涵第三

節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與因素；第四節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第五節學校

革新的抗拒與因應；第六節社會動力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社會動力的概念與啟示 

 
社會動力（social dynamic）一詞，源自於 1838 年首創社會學的法國

人 Auguste Comte（1798 - 1857）。他主張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客觀的進行

社會現象的分析和解釋（Comte, 1822），同時將社會學研究範圍區分為靜

態學（statics）和動力學（dynamics）。渠所謂靜態學，係在研究社會體系

內各部門組織、構造與機能的相互關係；所謂動力學，則在研究社會之生

長發展、社會制度之破壞改造、社會均衡之廢興以及社會進化之速度或方

向之變動，探討社會發展變遷（change）的動力（dynamic or force）之學

問（賈馥茗，2001）。 
美國 Lester Frank Ward（1841 - 1913）在 1883 年出版《社會動力》

（Dynamic sociology : or, Applied social science, as based upon statical 
sociology and the less complex sciences.），倡導社會導進論，主張透過有計

畫的社會行動來改進社會，強調社會動力探討對社會進化發展的重要性

（Ward, 1883）。其他社會學者雖未直接使用「社會動力」一詞，但其社會

學理論亦均以社會發展、變革和進化為核心進行論述者非常多。因為本論

文係在探討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並無意於深度涉入有關社會學的論述，

故均僅摘要式的列舉包括 Come 和 Ward，及 Herbert Spencer（1820 - 
1903.）、Emile Durkheim（1858 - 1917）、Karl Marx（1818 - 1883）、Max Weber
（1864 - 1920）、Talcott Parsons（1902 - 1979）及當代衝突論的 Ralf 
Dahrendorf 等人觀點，用以概述社會變遷動力之概念，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壹、 社會變遷動力之概念 

一、 Comte 的知識動力論 

Comte（1822）依循牛頓定律，認為所有現象受到不變的自然法則所

支配，社會現象也都有其必須順從的支配社會世界的法則。主張「發展」

和「進步」是同義詞，「進化」是發展和進步的演變過程，而「知識」則



是社會進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 
他將人類社會進化過程分為三，包括神學（theological）、純哲學

（metaphysical）和科學實證（positivistic）等階段。在神學階段，人類的

心靈在追求自然界的起源和目標時，總歸結到「超自然的能力」。在哲學

階段，人類的心靈推論，總是涉及創造萬物的抽象力量。在科學階段，或

稱實證時期，人類心靈已不再尋求宇宙萬物的源始與終點，轉而重視並應

用到研究人類社會本身的法則。這三個階段，就是人類知識發展和人類進

化歷史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變遷的方向和階段（Turner, Beeghley, & Power, 
1981）。玆摘述說明如表 3-1： 
 
表 3-1  Comte 的三階段法則 

階段（stages）  
體系（system） 神學 ~~1300A.D.

（Theological） 
哲學 1300~~1800A.D.
（Metaphysical） 

科學 1800A.D.~~ 
（Positivistic） 

文化體系 Cultural (moral) system   
a. 觀念的本質 
(Nature of ideas) 

意識觀念的重點乃在

於超自然界裡之非經

驗性的力量、神靈和東

西。 

意識觀念的重點乃在

於求取和反抗超自然

所應可之本質。 

意識觀念是由科學方

法之觀察和應用所

得，抗拒非經由經驗

科學而得之觀察。 
b. 精神領導者 
(Spiritual leaders) 

教士 哲學家 科學家 

結構體系 Structural (temporal) system   
a.最重要單位 
(Most prominent 
units) 

親族 政治 工業 

b.整合的基礎 
(Basis of integration)

附屬於小團體與神靈

之上 
受控於政府、軍事和法

律 
相互依賴，由政府和

民俗來協調社會結構

功能。 

資料來源：Turner, J. H., Beeghley, L. & Power, C. H.(1981). The Emergence of 
sociological theory(31). Illinois: Dorsey. 

二、Spencer 的自然動力論 

Spencer（1873）提出「有機比擬論」，認為人類社會與生物有機體極

為類似，人類社會進化過程無法脫離宇宙進步的自然定律，社會的進化就

如生物界的進化，受到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其進化並非依照

預定階段直線發展，在社會有機體中，任何進化例如人口增長或團體增

加，都能造成社會結構與功能的改變或分化，社會越大，其結構就越複雜。

他認為社會可區分為軍事的社會（militant societies）和工業的社會

（industrial societies）兩種類型，各具不同特質（如表 3-2）。 
 
表 3-2 Spencer 軍事社會與工業社會特質 

特  質 軍事社會 工業社會 
主要功能或活動 藉由共同的抵制與攻擊活動，以保

護並擴展社會。 
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相互利益交換

的個人服務。 



社會聯繫的原則 強迫性的合作，以命令來執行編

制，兼採積極和消極的控制活動。

自願性的合作，以契約及公平原則

進行節制，採消極的控制活動。 
國家與人之關係 個人為國家利益而生存；對自由、

財產及流動具有約束力。 
國家為個人利益而存在；強調自

由；對個人財產和流動之約束少。

國家與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都是公家的，無私人社會

組織。 
鼓勵私人組織。 

權力結構 中央集權 分權 
社會階層結構 固定的社會階層、職業、世襲地位。彈性、開放的社會階層，職業和社

會地位會流動。 
經濟活動型態 經濟自主、自足；對貿易少，採保

護主義。 
自由貿易，和平交易，互賴關係增

長。 
社會與個人價值 強調忠誠與服務，對主政者權勢的

信任和服從。 
強調獨立、尊重，反對暴力，誠懇

的自動自發。 

資料來源：Smelser, N.J.(1968).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246).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在軍事的社會中，主要在武力的結合，各部門之間的合作或協調並非

自動的，而須以武力配合。因此在此種社會中，政府對人民施以「強迫性

的合作（compulsory cooperation）」是必要的，亦即社會動力的基礎在「強

迫」。在工業社會中，社會之間各單位或部門的合作，乃是出自於「自願

的合作（voluntary cooperation）」關係，「權威和權力」並不是集中在政府

或某一個單位裡，而是分散於各部門。社會就是由軍事型演變到工業型。

但是在社會進化過程中卻可能會遭遇挫折或阻礙，致使社會進化速度快慢

不一或暫時停滯（Bottomore & Nisbet, 1978 ; Coser,1977; Parsons, 1961; 
Smelser, 1968; Turner, Beeghley, & Power, 1981）。 
 

三、 Ward 的教育動力論 

    Ward（1883）在《社會動力學》（social dynamics）中，專章以系統方

式討論教育與社會的進步，主張透過有計畫的社會行動來引導社會進步，

而「教育」就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認為人類慾望的滿足，是幸福

的表現；社會進步才有幸福；有動態的行動才有進步；有動態的意見才有

動態的行動；有知識才有動態的意見；有教育才有知識；因此，教育是促

進社會進步的間接及根本途徑（如圖 3-1）。 
他承繼 Comte 的觀念，主張建立一個區分社會靜態學（social statics）

和社會動力學（social dynamics）的法則，用以區辨所有不同的潛在的社會

革新（innovation）和進步的動力源（agencies）和動能（conation）。積極

倡導社會導進論，推動社會動力學的探討。 同時將進化理論緊扣在綜合

（synthesis）創造的概念，嘗試說明一個具體的進化發展機轉

（mechanism），企圖將自然和社會進化的原因作連結。他秉持原子論的觀

點，認為自然永遠存在著一種持續原子碰撞（eternal pelting of atoms）的

現象，是處在一個永不停止（restless）的奔騰（surging）和衝突的狀態。



亦即自然就是存在於二元的（dualism）或是對立的（polarity）衝突（conflict）
當中。而調節衝突產生新的進化過程就是合作（synergy）。用來解釋合作

平衡歷程則是結構（Rosside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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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Ward 的社會動力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四、 Durkheim 的社會事實動力論 

Durkheim（1961,1964）主張社會文化傳遞需要依賴教育力量，而教育

則是純屬權威的影響，是上一代對下一代的影響。他從結構-功能的觀點，

發現圖騰主義的功能是創造並且鞏固團體的向心力，認為社會結構的功能

是在締造社群的和諧共存。他認為社會現象就是一種社會事實（social 
facts），強調客觀性，而社會事實是控制個人行為的外來力量，這種力量在

一個人違反社會規則時，就會發生作用，是一種控制力或約束力，它不是

個人的心理狀態，而是附在個人身上的一種外來力量。 
社會事實這種力量，可能產生在人們的社會互動裡、或紀錄在社會風

俗習慣和律法裡，當它深深嵌入在人們的行為或心理時，它的力量遠超過

個人生理所能產生。例如社會成員的分工合作或集體行為，就是受一種超

個人的力量在主導，那種力量就是一種社會事實，或被稱為集體的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宗教信仰就是集體意識之一種代表，其動力歷

程如圖 3-2 所示（Rossides, 1978; Turner, Beeghley, & Power, 1981）。 
他同時把事實分成神聖（sacred）和凡俗（profane），神聖的事物代表

社會的價值、美德、權威和信仰，凡俗的事物則是平常或每日可見的，但

是「事物」本身並無神聖或凡俗之分，完全決定於人的態度，當一個人相

信事物是神聖的，該事物就具有令人畏懼的力量，這就是「十字架」和「神

像」的力量來源（Durkheim,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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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Durkheim 的社會動力論 

資料來源：Turner, J. H., Beeghley, L. & Power, C. H.(1981). The Emergence of 
sociological theory(378). Illinois: Dorsey.  

 

五、 Marx 的物質動力論 

Marx（1848/1969,1867/1967）主張經濟結構是產生革命與衝突的原動

力，階級的衝突與鬥爭則是造成社會變遷的主要原因。社會的進化係依序

從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的社會，在社會歷

史的發展進化過程中，後一階段並不一定比前一階段優越或進步，例如工

業化就造成更多嚴重的矛盾與衝突，唯有等共產社會的來臨，才算是有進

步。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在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的社會

中，矛盾是社會組織內部必有的現象和特徵；一個階級享受而另一階級受

苦，讓社會成為無情的競爭舞台。 
因此，社會的變遷在於經濟因素的改變，如果無產階級能改變經濟結

構的既有安排，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就會反映其變動，所以決定人類社會

歷史演變的因素是「物質」，物質基礎是社會結構的基礎。意即社會變遷

的原因在於生產方式的改變，而非意識、觀念與哲學思想。物質決定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社會的型態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Turner, Beeghley, & 
Power, 1981; Weston, 1977）。 

從人類社會的物理環境來看，人們必須「生產」物質以維持生命創造

歷史；生產則牽涉到人際之間的合作，但工作分配則經常是強迫的，少數

人因掌握資源分配權而剝削社會大眾成員，於是造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之間永遠處在競爭與衝突的狀態中。另一方面，社會為了滿足人們的基本

需求而發展規範，而人卻持續產生新需求，逼使社會改變生產工具和方

式，這就是社會發展與變遷的主要原因（Turner, Beeghley, & Powe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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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Marx 的物質動力論 

資料來源：Turner, J. H., Beeghley, L. & Power, C. H.(1981). The Emergence of 
sociological theory(178). Illinois: Dorsey. 

 

六、 Weber 權威動力論 

    Weber（1958）從三種不同權威類型的轉變分析社會演進，說明

西方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係由傳統權威轉向理性權威的過程（如圖

3-4）。他同時也從不同的社會演進階段中分析教育目的和選擇功能。認為

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才是社會動力的核心，而非思想或物質條件。個

人的社會行動，可能是有目的或有意義的理性行為，而理性行為則可能具

有價值取向；但是人的社會行動也可能源自於個人情感或動機，其行為動

力則可能來自於傳統。 
有關個人在人際互動過程中的主觀意義，則必須在社會歷史架構中產

生。玆依學者（林清江，1994；陳奎憙，1999；蔡文輝，1995；Rossides, 1978）
之觀點，將 Weber 所謂三種權威類型和教育關係說明如下： 
    1.傳統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人們因為尊重傳統，接受來自傳統

安排的領導者。該領導者之權威，係經由傳統世襲而獲得。建立於傳統權

威之上的社會，少數英才與貴族最受重視，教育強調的是對少數英才與傳

統世襲貴族的教育。 
    2.法定-理性的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人們接受經由理性安排

或依法選出的領導者，該領導者權威之獲得擁有正當性和合法性的理性基

礎。建立於法定-理性權威之上的社會，強調合理的科層制度，在教育上則

強調專家及專門人才的培養。 
3.魅力的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人們被領導者所具有之高超人

格、英雄事蹟或個人的特殊才能所吸引，領導者因而得以領導其附從者。

建立於魅力權威之上的社會，強調個人的信仰和崇拜，在教育上則重視個

人特殊品質及才能的培養，但魅力的權威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卻只可能是短

暫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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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Weber 的社會變遷模型 
資料來源：Turner, J. H., Beeghley, L. & Power, C. H.(1981). The Emergence of 

sociological theory(230). Illinois: Dorsey.  

七、 Parsons 系統動力論 

    Parsons（1951,1977）從和諧理論，即結構-功能論之觀點，把社會當

作一個體系，從社會的整合、穩定和和諧的角度討論社會秩序之運作。進

而指出社會系統具有調適（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 attainment）、統整

（intergration）與模式維持（pattern maintenance or latency, AGIL）等四個

基本功能。他認為社會進化之順序，是從初民社會、中等社會到現代社會；

其進化過程有四，包括分化（differentiation）、適應力提升（adaptive 
upgrading）、容納（inclusion）及價值普遍化（value generalization）等歷程。

所謂分化，是指一個單位化體系分成兩個以上的單位化體系的過程，例如

宗教與政治分離或哲學與科學獨立等；因為分化的結果使資源增加或束縛

減少，進而促使適應力的提升；所謂容納，則是指讓傳統社會組織擴大，

兼容不同地位背景的個人、新的單位與結構，再透過新價值整合和普遍

化，提高社會組織發展的穩定度和效率。 
Parsons 認為政府並非人類行為的主要動力，價值才是人類行為的動

因；而人類社會之所以團結的主要動力，乃源自於人類社會的道德性以及

共享的價值所衍生的共同目標。他在 1937 年出版《社會行動之結構》，主

張「行動體系」（action system）是人類行動的指導原則，內含有機的行為

體系、人格體系、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所謂有機的行為體系係指人類的

生理體系，如體質和生理系統，是行動體系的最基本單位；所謂人格體系，

係指動機、精力以及需求滿足和慾望；所謂文化體系，係指經由學習而獲

得的部分，必須經過長期發展演化的過程而產生，語言就是其特徵之一；



所謂社會體系，係指社會互動的過程，包括角色、模式與團體等結構（鄭

世仁，2001；蔡文輝，1995）。 
而後起之派森思學者（The Prasonians），將社會變遷視為社會結構的

分化過程，認為討論社會變遷時，必須特別關注驅使社會變遷的起因、變

遷的方向、以及在變遷環境中的影響因素，同時要確認該環境因素的存

在，是促成社會變遷、還是阻礙社會變遷的產生以及變遷之速度（陳奎憙，

1999；鄭世仁，2001；蔡文輝，1995；Rossides, 1978）。 
 
 

八、Dahrendorf 衝突動力論 

    Dahrendorf（1959）認為日常生活中，持續不斷的利益衝突與權力鬥

爭是導致社會持續變遷的動力。衝突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因為社會是存在

於不均衡權力分配的組合團體，也就是築基於權力的「命令的協商團體」

（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s or group）。社會結構中團體之間因目

標的差異而呈現彼此對立；支配者與從屬者之間因利益而衝突；每一團體

都想奪取優勢地位以獲得更多利益而形成永無休止的鬥爭。而在鬥爭與變

遷的過程中，任何一個團體在取得優勢地位以後，則必採取強制的手段，

迫使其他團體的合作，也暫時得以維持社會的穩定與秩序，但是被強制者

又會蓄勢引發抗拒，進而導致新的強制性秩序。 
因此，他認為衝突是社會的本質，合作則只是在無力與人對抗的情況

下暫時聽命於人的妥協措施。社會就持續在衝突、鬥爭、強制秩序、再衝

突的循環中，持續進行變革。至於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之間的衝突，

則持續在「一方欲維持權力分配現況、一方欲奪取權力」中爭鬥，終而導

致權力支配關係的再分配，進而改變社會結構，如圖 3-5 所示（Weston, 
1977）。 
 

  衝突因素 
稀有資源之分配 

  

     
權勢團體 
控制資源 

 造成兩個敵對 
團體之衝突 

 抗拒權勢的團體 
反對不公平分配 

     
設法維護既有權勢之

社會結構 
   設法改變社會結構 

價值體系、經濟結構 

圖 3-5 Dahrendorf 衝突的社會變遷論 

資料來源：Weston, L.(1977). The study of society.(2nd ed)(14). Guilford, Conn.: 
Dushkin.  

 



九、徐偉新和劉德福多元動力論 

徐偉新和劉德福（1988）提出多元的社會動力發展如下述： 
1.自然動力論：源自遠古人類用石器、棍棒與大自然力量作爭鬥之時

期。複雜多變的大自然現象既讓人不能理解，也無能力控制，只能用感性

直觀方式，說明和預測社會現象。 
2.神學動力論：源自於人類因相互殘殺、忌妒，而感受到社會動盪而

無能為力。為了繼續生存的可能，於是對超自然力量的依賴和膜拜，將幸

福、意志、理念、價值和生命都交付神與上帝。 
3.人性動力論：文藝復興以後，主張以人的理性、思考和行動建立現

實性，以自身作思考和衡量真善美的尺度，把社會歷史發展動力歸結於人

性、人的理性、人的意見、公共意見和目的追求。 
    4.理性動力論：源自於德國 Hegel 提出「絕對精神」的宇宙觀，認為

絕對精神是不沾染現實的純思想、純概念和純理性，原起於邏輯形式，外

化為自然和物質，終成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真實內容。 
5.競爭動力論：源自於資本主義及其內部社會的矛盾，依據 Marx 主義

之觀點認為競爭是普遍的社會現象，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加速器，沒有競

爭，不管是個人、團體、國家就沒有活力，就不會進步。 
6.民本動力論：西方民主思潮東進，呼應孔子的愛人重民，孟子之民

貴君輕，賈宜認為民之所以為本，乃因為人多勢眾，具有不可抗拒的無敵

力量，認為民之所欲，乃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 
7.辯證動力論：可以溯源自 Hegel 將「動力的動力」歸結於超感性個

體的理念，一種神秘莫測的客觀精神。Marx 將辯證方法與唯物資本主義作

結合，認為人類歷史發展與知識進化就是辯證的過程。 
 

    綜合上述社會學學者專家的意見，可以發現有關促進社會之生長發

展、社會制度之破壞改造、社會均衡之廢興以及社會進化之速度或方向變

遷的力量概念，不同學者專家從不同角度，所提出的動力也不同。因此可

知，社會動力內涵與範圍均十分龐雜。例如知識、自然、教育、社會事實、

集體的意識、經濟結構與經濟因素、利益衝突與權力鬥爭、權威類型的轉

變、價值、行動體系、以及多元的社會動力觀點等，含括範圍與內涵非常

龐雜。 

貳、社會動力概念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社會變遷之動力概念，含括範圍非常龐雜，其對學校革新的啟示亦頗

多，包括：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學校革新就是

學校組織發展、變遷與進化的過程；學校革新涉及社會系統因素之再造與

更新；學校革新的推動涉及權力與權威之運用模式；學校革新的推動將引



發衝突與競爭；學校革新必須是執行集體意識的社會行動。說明如下： 

一、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源自社會脈絡與個人主觀意識。 

從社會學者主張透過有計畫的社會行動來引導社會進步的觀點而

言，學校革新必須是一種計畫的改革。但是，因為個人的社會行動，可能

是有目的或有意義的理性行為，而理性行為則可能具有價值取向；但是人

的社會行動也可能源自於個人情感或動機，其行為動力則可能來自於傳

統。而個人在人際互動過程中的主觀意義，則必須在社會歷史架構中產

生。亦即在革新的歷程中，個人社會行動的意義，將因社會脈絡及其個人

主觀意識而異。 

二、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 

如果社會事實是控制個人行為的外來力量，這種力量在一個人違反社

會規則時，就會發生作用，是一種控制力或約束力，它不是個人的心理狀

態，而是附在個人身上的一種外來力量。亦即在學校推動革新之時，可能

會有外來的力量介入，這種力量是一種控制或約束的力量。在將社會變遷

視為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時，必須特別關注變遷的起因、變遷的方向、以

及在變遷環境中的影響因素，同時要確認該環境因素的存在，是促成變

遷、還是阻礙變遷的產生和速度。因此，清楚分辨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之

來源、學校革新的方向、革新的影響因素等，同時要確認動力是促成革新

或是阻礙革新。 

三、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基礎是從強迫接受到自願合作。 

從有機比擬論的自然動力觀點而言，學校革新是學校組織的自然發展

（development）與進化（evolution）的過程。在自然發展演化的過程中，

必須涉及強迫，亦及發展並非都出於自動行為。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發展

是從以軍事武力為基礎的強迫接受配合，逐漸發展到工業型態的自願合作

關係。而在演化過程中，也可能遭遇到挫折和阻礙，甚至使之產生快慢不

一或暫時停滯的現象。因此，學校革新在有計畫的、審慎的、具體的發展

或變遷（change）歷程中，可能必須始自於強制性的規範，再逐漸發展成

為自願配合。 

四、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築基在組織分化與適應力提升。 

從結構-功能之觀點，社會組織進化過程含分化、適應力提升、容納與

價值之普遍化四個歷程。所謂分化，是指一個單位化體系分成兩個以上的

單位化體系的過程，例如專業教學與科層行政之分離；因為分化的結果使

資源增加或束縛減少，進而促使學校適應力的提升；所謂容納，則是指讓

傳統課程組織擴大，兼容不同學科領域或地位背景的個人、新的單位與結



構，再透過新的（re-new）價值的整合和普遍化，進而提高學校組織發展

的穩定度和效率。因此，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築基在學校組織的分化、適

應力提升、容納和價值普遍化的歷程中。 

五、學校革新涉及社會系統因素之再造與更新。 

學校要能進步須從學校組織的再造與更新而來，但是再造與更新學校

組織，並不一定能夠保證會帶來學校輔導技巧的改善或教學品質的提升，

在學校革新的歷程，必須以素質標準暗示邁向既定目標之改善，意即學校

革新必須是趨向目標和價值導向之改善歷程。學校組織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動力系統，因此，學校革新理想無法真空於社會情境變遷與人員互動關係

中。所有的社會系統，都必須重視調適、目標達成、組織內部的統整與模

式之維持等問題。在論述學校革新的議題時，與社會系統的調適和目標達

成關係密切，而其內部統整和模式之維持能力，則能促進學校組織的穩

定，但有時卻也反而形成學校革新歷程組織抗拒之動力來源。 

六、學校革新的推動將會涉及權力與權威之運用。 

推動學校革新之歷程，涉及成員個人之間與組織相互間的人際關係與

互動模式。個人或組織的價值和理性，持續進行的辯證（debate）學校革

新目標之決策權力。領導者在權力策略上，採用分享的賦權增能，或是運

用專家權與參照權之權威發揮其影響力，則能促使學校革新之推動如風吹

草儼。握有權力或優勢地位者，如果過度依賴法職權或強制權，採取強制

手段迫使成員順從合作，忽略人類社會之所以團結的主要動力，乃源自於

人類社會的道德性以及共享的價值所衍生的共同目標，雖在推動之初，好

像比較容易貫徹領導者意志，以加速學校革新之推動，但卻也容易引發成

員對革新措施的抗拒，影響學校革新的落實與績效。 

七、學校革新的推動可能引發衝突與競爭。 

學校中存在著各種不均衡權力分配的各次級團體，因個人需求或目標

的差異而呈現彼此對立，支配者與從屬者之間因利益而衝突。每一團體都

想奪取優勢地位以獲得更多利益或資源而形成永無休止的競爭狀態。例如

家長會、教師會和行政人員間，在參與校務決策的過程中，都想擁有更多

決策或資源分配之權力。衝突在學校革新歷程中是社會事實之本質，合作

是成員短暫共識之下的產物。因此，學校革新就是在衝突、鬥爭、強制秩

序、再衝突的循環中，持續進行變革。尤其是利益團體之間的衝突，則持

續在「一者欲維持權力分配現況，一者欲奪取權力」之中爭鬥，終而導致

權力支配關係的再分配，進而推動學校組織權力結構之變革。 

八、學校革新必須是執行集體意識的社會行動。 



學校革新的推動必須築基於成員的集體意識的社會行動。所謂集體意

識，係指共享的願景、價值、觀念、認同感、凝聚力、動機和同夥兒的情

感。人類團結的主要動力，源自於人類社會的道德性以及共享的價值所衍

生的共同目標。學校革新的領導者，若要貫徹革新方案，則必須重視領導

其成員的共識建立。社會行動是社會動力的核心，而非思想或物質條件，

而影響學校群體行為或社會行動之因素，則可能包括學校組織正式文化與

次級文化或過去傳統，成員習慣與意識型態或角色職責與規範等。因此，

有關社會行動與集體意識的概念與學校革新關係密切。 

叁、本節小結 

    本節探討社會動力概念的發展，以及社會動力概念與學校革新的關

係。以下歸納作為本節的結論。 

一、 社會動力之概念，含括範圍遼闊，內涵非常龐雜。 

社會動力之概念，源自於法國社會學家 Auguste Comte。所謂社會動

力，係指促進社會之生長發展、社會制度之破壞改造、社會均衡之廢興以

及社會進化之速度或方向變遷的力量。不同學者專家從不同角度，所提出

的社會動力也不同，或稱知識、自然、教育、社會事實、集體的意識、經

濟結構與經濟因素、利益衝突與權力鬥爭、權威類型的轉變、價值、行動

體系、以及多元的社會動力觀點等，含括範圍遼闊，內涵龐雜。 

二、 社會動力概念對學校革新之啟示 

    1. 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源自社會脈絡與個人主觀意識。 
2. 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 
3. 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基礎是從強迫接受到自願合作。 
4. 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築基在組織分化與適應力提升。 
5. 學校革新涉及社會系統因素之再造與更新。 
6. 學校革新的推動將會涉及權力與權威之運用。 
7. 學校革新的推動可能引發衝突與競爭。 
8. 學校革新必須是執行集體意識的社會行動。 

 
 
 
 
 
 
 
 



 

第二節 社會動力的意涵 

 

壹、 社會動力的意義 

從上節社會變遷的動力概念，可以瞭解所謂社會動力，係指在社會組

成要素之互動中所產生的一種「力」，這種力可以影響社會組織的發展、

變革與進化（賈馥茗，2001；Turner, Beeghley, & Power, 1981）。社會動力

之概念，不同學者從不同立場所提出的社會動力也不一樣，其所含括範圍

遼闊，內涵龐雜。 
因為目前直接對社會動力下定義之專家學者比較少，所以以下將引述

一些直接或間接意見作為參考。 
 
Lewin（1951）認為社會「動力」（dynamics）這個名詞就是代表一種

群體活力與力量（forces），是一種能夠影響變革或抵抗變革的狀況。而這

些力量，同時具有變與不變的相對概念，意即群體之動力不管是有利影響

的力量或抵抗變革的力量，都是可以改變的，只是在於改變時「量與型態」

之不同而已。 
Rossides（1978）認為社會動力就是從力量（forces）而來的概念，其

延申意義是指群體運作所產生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影響社會組織的發

展，可能是有利的助力，或是一種阻礙的抵抗力。 
孫亢曾（1989）認為所謂社會動力，就如推動人力船舶行駛的水力和

風力，若逆水逆風，則有行難之嘆，甚至破舟覆舟之險。因此，如何培養

社會動力，就是要思想如何促使文化態度或社會風氣能夠成為助力而非阻

力。 
Turner（1981）等人認為社會動力，就是推動或影響社會進步與變遷

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動態的，造成社會組織持續進步的接續法則，

形成社會系統在一段時間內的變遷模式。亦即社會動力就是促成社會變遷

的一種力量。而促成社會變遷的最大動力來源則是人口的成長或遞減。人

不但是社會變遷最重要的動力，也是影響經濟、政治、法律以及學校教育

體制的主要社會動力。 
黃錦鋐（1998:158）指出動力原係指事物運動與發展的推動力，是每

單位時間的能量，稱為功率。 
張芳杰（1989）說明動力之意義有二，一是指物理學上的一種力

（physical power and forces），可以讓物體運動；一是指一個人所擁有的活

力或精力。 
張其昀（1982）主編中文大辭典，認為「動力」在物理學上的意義係



指使物體運動、靜止或變更方向與速度之原因。「社會動力」則是物理學

動力的引申，係指造成社會制度之破壞或改造、社會均衡之廢興、社會進

化速度或方向之變動，以及社會生長發展、進化之本質、過程與原理。 
韋氏字典（1998）詮釋動力（dynamic）係與靜力（static）相對詞。

屬於不均衡的力量（forces），這種力量的作用結果可讓物體運動。意即「動

力」就是促使物體產生行動、運動或能力（efficient）的原因。而社會動力

乃是動力之引申，用以作為形容人的心智或精神上的能量（energetic）或

組織人群之活力（forceful）。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之觀點，本研究歸納所謂社會動力，係指社會組織

或群體活動的力量（forces），是一種能夠影響組織變革或抵抗變革的狀況，

係在社會組成要素彼此互動關係中所產生。它可以促使個體或團體人群之

心向與運動，造成個人或團體作為或不作為，影響社會組織之生長發展與

變革，促使社會制度之破壞、改造或廢興，改變社會進化之速度或方向。 
上述定義所指涉概念，分析言之，可從以下四個部分加以敘述： 

（一）社會動力係指社會組織或群體活動的力量。 

「動力」（dynamics）這個名詞，表示一種持續在變的波動狀態。而社

會動力，就是造成持續波動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社會組織或群體活動的

力量，足以加速組織變革，也足以抵抗變革的狀況。因此，社會力量同時

具有加速變與造成穩定不變的相對概念。而群體之動力，不管是有利的力

量，如行船遇順風；或抵抗變革的力量，如遇見逆風；都是可以改變的，

只是在於改變時「量與型態」之不同而已。 

（二）社會動力是在社會組成要素彼此互動關係中所產生。 

    社會組成要素，就靜態面而言，包括目標、組織、階層、屬性及其他

固定性格等；就動態面而言，包括文化、價值觀、物理環境、成員、交流

與溝通模式等。社會動力即源自於上述要素間彼此交互作用所產生。就學

校而言，社會動力產生自學校成員對學校的認同感、凝聚力與學校既有組

織結構、文化氣氛、相對期望、角色職責、習慣態度，及人際互動歷程衝

突、競爭、溝通、決策、權力等之互動。 

（三）社會動力可以促使個體或團體人群之心向與運動。 

社會動力存在於任何時間內，可能是被覺察到的一種壓力，也可能是

未被意識到之一種現象，但兩者均能影響個體或團體人群之心向與運動。

就如推動人力船舶行駛的水力和風力，若遇順水順風，船舶自能一路順

暢；如若逆水逆風，則有行難之嘆，甚至破舟覆舟之險。個體或團體之行

為，經常受到所處環境社會動力之影響，致使成員個人或團體產生順從意



願、抗拒情緒、積極配合或消極不作為等。 

（四）社會動力可以影響社會組織之生長、發展和變革。 

社會是一個由多人生命共存的空間（space），是一個多人共享的心理

場域（psychological field），在此空間和場域裡，存有一些力量（forces）
或變數（variables），驅動或阻礙社會組織之生長、發展或變革。這力量或

變數就是社會動力，它不但影響社會組織生長、發展和變革，也促動社會

制度之新建、破壞、改造或廢除；同時也可能扭轉社會進化之速度或方向。 
 

貳、社會動力的內涵 

因為目前學者專家尚少有針對社會動力的內涵做清楚之界定者， 因
此以下先列舉學者專家在討論社會動力時所含涉的內容與範圍，而後再歸

納作為本論文研究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之參考。 

一、 學者專家的意見 

Robbins（2001）在《組織行為》中專章論述組織動力（organizational 
dynamics），其所討論組織動力之內容，包括含個別的抗拒（individual 
resistance）和組織的抗拒（organizational resistance）；以及預防或減輕變革

抗拒的策略（overcoming resistance to change）。 
Greenberg 和 Baron（1997）在所著《組織行為》中討論組織發展與變

革的動力，其所討論之動力，含組織變革動力來源（forces behind change in 
organizations）；組織變革的抗拒（resistance to change），包括個別的

（individual）抗拒和組織的阻礙（organizational barriers to change）；以及

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的策略（overcoming resistance to organization change）。 
Gittler（1952）著《社會動力學》，其所討論之內涵包括社會本質和社

會學的意義、人格社會學、團體和集體行為、社區和社會階級、社會過程

和社會互動形式、文化和社會文化的變遷、人的問題和社會失序七部份。

其內容主要概念如下： 
1.社會的本質和社會學的意義：含社會關係是符號象徵意義、語言、

符號的情境定義、社會關係與社會科學和社會學、社會學與共識和科學方

法。 
2.人格社會學：家庭與人格特質形成-五個乞丐個案研究；文化模式和

人格結構-印第安人的個案研究；種族、階級和個人行為-不同社會階級和

膚色的孩子培養個案研究；自我的形成。 
3.團體和集體行為：團體的性質和種類、非正式團體在工作生產力的

角色、團體整合形式和團體凝聚力（cohesion）-以家庭模式說明、高凝聚

力非正式團體與局外人、群眾集體行為的形式、恐慌行為的實驗。 



4.社區和社會階級：社區意義和型態、社會階級和社會階層。 
5.社會過程和社會互動形式：競爭的社會、合作的社會、同化和適應、

從衝突到合作。 
6.文化和社會文化的變遷（change）：文化的意義和性質-主流文化的概

念、文化的差異、社會和文化的變遷、美國社會文化的變遷和社會趨勢、

技術和社會文化變遷、對發明的抗拒（resistance to inventions）、個人衝突

和社會文化變遷、集體行動產生社會變遷、文化變遷中傳播的角色。 
7.人和社會解組：青少年犯罪、種族和種族歧視。 
Hunt（1990）著《學校教育社會動力：參與、特權和策略》，討論學

校教育的評估和檢驗、學校教育是一個活動的體系、學生經驗、父母參與、

教學、教學計畫、服務、管理、操縱指導、學習成就和行為的解釋、發展

策略等。是從社會活動的觀點檢驗學校教育，包括父母、學生和教師，認

為文化、教材、社會和人力資源，影響學校教學甚廣，因此，從學校教育

的社會動力觀點來看，發展所使用的策略包括人的策略、社會的策略、以

及經濟和政治的策略。 
    Pitt（1976）著《發展的社會動力》，分為四部份討論第三世界與全球

性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計畫、策略和趨勢： 
1.問題和理想：包括通貨膨脹與能源危機等問題、發展的社會學、學

校和結構、決定論、發展的意義、架構和團體、對立、主觀與客觀和中肯、

情境、地位和團體、科層體制。 
2.從上發展：捐贈者和接受者、地位和聲望、自助團體機構、國際性

的科層官僚和次級文化與文化霸權、計畫的影響、社會學的方法、執行、

Samoa 島的國際性專家、成功的故事、跨國組織、第三世界精英和國家整

合、Samoa 島的在地精英。 
3.從下發展：認同和相互依存、經濟型態、身分地位、千禧年主義和

宗教、工作、資本、傳統的社會結構、社區主義和合作、和平機構、人口、

權力等。 
4.結論：社會的發展趨勢乃邁向一個多元化的發展計畫和政策，強調

對次文化的認同。 
Kallen (1973) 介紹 Maurice Natanson 所著的《Mead 的社會動力學》，

Mead 是以自我心理學的角度，討論心靈、自我和社會、行動的哲學基礎、

目的與過程、以及存在的哲學。成為後來象徵互動論或稱符號互動論的起

源。他在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質與過程，係以象徵符號來表達意念、

價值與思想，符號的意義隨個人感受而有不同的解釋，不管解釋是否正

確，卻常產生相符應的結果。這是從微觀面分析社會的動態行為與人際現

象。 
孫亢曾（1989）在討論「培養發展經濟所需的社會動力」時指出：發

展經濟若僅有產業本身需要的動力而沒有發展產業的社會動力還是不夠



的，譬如用人力駕駛船舶，不僅需要船上的舵工和篙師，也需要水力和風

力的配合，否則逆水逆風，則有行難之嘆，甚至破舟覆舟之險。社會動力

之於經濟發展，即如水力風力之於船舶行駛。如何培養社會動力，即促使

「文化態度或社會風氣」能成為發展經濟的助力而非阻力，意即「社會態

度的轉變和一群具有企業精神與道德者的領導」是必須的，這就是社會動

力，是推動經濟船的水力和風力。 
林長盛（1991:88-95）在探討「五四運動的社會動力」時指稱「民主

與科學」並非五四運動的社會動力，因為五四運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侵略造成新的民族危機，才從而導致爆發五四

運動，故其真正社會動力是「民族主義」。 
廖榮利（1991:58-66）在「健康護照之社會動力分析」論文中，採用

Evang 的觀點，認為社會動力包括：1.傳統社會文化、價值觀和大眾態度。

2.政治信念、政府的型態、本質與特性。3.經濟發展程度。4.大眾的教育程

度。5.利益團體之角色扮演。6.地理疆域的差異性。7.族群差異等因素。指

出社會、經濟、政治之動態因素，是探究政府決策和執行的重要向度。 
吳宗立（2001:44-48）指稱學校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動力系統，具有科

層結構及權力關係的人際互動。他認為教師、學生、社區、家長、學校行

政單位、各處室的要求、自我中心、權威性格、指責批評、情緒、角色衝

突等都屬社會動力。 
Boulding 在《社會動力學入門》（A Primer on Social Dynamics）中指

出：人類歷史上有兩種過程在社會的動力裡運行，一是辯證過程，包含衝

突和一群人或一種系統勝過另一群人或系統，而由一群勝利者繼承另一

群；一是非辯證的或發展的過程，其模式是累積、進化和連綿不斷。他同

時分別論述歷史與知識進化的動力的過程與動力系統（引自陶希聖，

1978）。 
其他在文章中談到「社會動力」一詞者，包括： 
中央日報(2000:2)社論指稱媒體與教育並列，是左右現代生活的兩大社

會動力。 
呂民璿（1988:197-214）認為家庭危機、人際互動關係、都市生活、

資源運用、與自營之道是少年非行犯罪的主要社會動力。 
洪錦永（1996）指稱「電腦網路」是影響學習效果的動力。 
鄭晃二和陳亮全（1999）指稱「人」是社區營造的動力所在。 
Braudel 在《資本主義動力》（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的論述中

（引自楊起，1994），指涉的社會動力包含資本、商業化、工業化或工業

革命。 
Turner（1981）等人認為推動社會變遷的力量，包括文化、社會結構

本身、人口動態等。所謂文化，包含發明、信仰、傳播；社會結構包括不

平等、次文化、制度的自我轉化；人口動態，是指人口增多、遞減、遷移



和年齡等。 
 
因為團體動力與家庭動力係社會動力之一環，因此以下將團體動力與

社會動力之內涵一併列岀作為參考。 
Forsyth（1999）著《團體動力學》，分章討論團體和團體動力的性質、

個人與團體的關係、加入團體與離開團體、團體結構、團體凝聚力和發展、

團體的影響力、權力、衝突、績效、決策、領導、團體之間的關係、團體

環境、群眾和集體行為、團體和變革。 
李郁文（2001）著《團體動力學-群體動力的理論、實務與研究》，分

理論與實務兩部分，融合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內容包括：理論篇討論團

體的概念、類型、特徵、結構、動力、形成、發展、溝通模式、團體領袖

與領導、團體討論、決策、問題解決等，實務篇則介紹自我認識和探索、

團體凝聚力與信任感、人際溝通與相處技巧、自我肯定、價值澄清、團體

討論等。 
徐西森（1997）著《團體動力與團體輔導》，分章討論團體動力、基

本概念、團體形成、團體領導者與領導技巧以及在團體輔導上的應用，例

如團體動力與班級經營等、動力式的班級經營等。 
潘正德（1999）著《團體動力學》，分章討論團體的意義和形成、發

展過程、組織結構；以及團體動力的內涵、團體間行為、領導、溝通與決

策、衝突、與組織發展等。 
饒兆平（1987）著《群眾學》，分別討論群眾學的基本原理、群眾心

理的意義與學理、群眾心理的類型；群眾行為的意義、特徵、成因和理論；

群眾領導的技巧與原則；特殊群眾的領導技巧與原則；群眾運動的成因與

防制。 
    吳就君（1986）譯著《家庭動力學》，分章討論基礎理論、互動架構、

個人內在互動過程與多元互動過程、溝通分析、人際互動動力概念、家庭

互動層面、個人統整結構、家庭整合結構、行為改變技術的介入，以及一

些有關個人或家族治療之方法等。 

二、 綜合歸納 

    歸納上述學者專家在論述社會動力時所指涉的內容與範圍十分龐雜

（如表 3-3），不同的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觀點所探討的社會動力內涵與範圍

亦皆有所不同，因而其所細分社會動力項目也有頗大差異。 
本研究為能使影響學校革新的各種社會動力有所區分不重疊，乃依據

研究目的，經分類整理將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歸納區分為：1.社
會動力之來源；2.社會動力之形式；3.社會動力之影響因素；4.成員的抗拒

與因應等層面。不屬上述層面之內涵，則歸為其他，本研究不做討論。玆

說明分析如下： 



（一）社會動力之來源 

所謂社會動力之來源，係指產生驅動社會進化、發展與變革的背景原

因。就本研究而言，即為驅動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具有複雜、

多元、持續變動、流動、彈性、適應等特質。 

（二）社會動力之形式 

所謂社會動力之形式，本研究係指國民中學推動學校革新的各種策

略。透過這些策略之應用，而能增進成員對學校革新的認同、凝聚成員推

動革新的共識、提高成員推動革新的知識與能力，而能形成一股有利於學

校革新的強勢助力。 

（三）社會動力之影響因素 

所謂社會動力之影響因素，係指所有各項影響國民中學推動學校革新

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之影響，致使不同的學校雖制定相同的革新目標、

應用相同的革新策略、甚至投入相同的資源，卻產出不同的學校革新效果。 

（四）成員的抗拒與因應 

所謂成員的抗拒與因應，係指國民中學在推動學校革新時，成員或外

界人士對學校革新表現出抗拒行為，致使學校革新的推動產生困難或窒礙

難行。因應則是學校行政人員試圖瞭解抗拒產生可能原因、處理抗拒方

式，以及事先預防或減輕成員對學校革新的抗拒等。 
 

（五）其他 

所謂成員之互動模式，包括溝通方法、衝突處理方式、稀少資源競爭

時的處理等。就國民中學學校革新而言，成員相互之間與外界人士對參與

學校革新之目標制定、決策歷程、權力運作、 領導方式、衝突處理、資

源競爭等人際互動之情形。 
 
表 3-3 社會動力的內涵 
 動力來源 動力形式 動力因素 抗拒因應 其 他 
Robbins
（2001） 

   個別抗拒 
組織抗拒 
預防或減輕抗拒的策略 

Greenberg & 
Baron（1997） 

.變革的動力

來源 
  組織變革的抗拒 

.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的策略 
Gittler（1952） .集體行為 

.凝聚力 

.同化和適應 

 團體、非正式

團體、傳播、

社會階級、社

會階層 

集體行為 .
凝聚力 
衝突 競爭 

社會互動衝突合作  
競爭到合作 
人格 文化變遷 
青少年犯罪 
種族歧視 

Hunt（1990） 父母參與 .操縱指導 
發展策略 

教學、教學計

畫 
行為解釋 .學生經驗 



Pitt（1976） 通貨膨脹 
能源危機 

 經濟型態 
身分地位 

團體與對立 學校和結構  
認同與依存 
科層體制 
社會結構、社區主義 
次文化與認同 

Kallen (1973) 價值與思想   行為與人際 符號互動 行動哲學 
自我心理學  
自我和社會 

孫亢曾

（1989） 
  文化與態度

社會風氣 
  

林長盛

（1991） 
帝國主義 
民族危機 
民族主義 

    

吳宗立

（2001） 
   科層結構 權力關係  

人際互動 
Turner 
 (1981) 

  文化  
社會結構  
人口動態 

 發明、信仰、傳播 
不平等、次文化 
制度轉化人口增減

遷移和年齡 
     （下接第 123 頁） 
表 3-3 社會動力的內涵（接前頁） 

廖榮利

（1991） 
  大眾態度  利益團體 

政治信念  政府型態 
經濟發展  教育程度 
地理疆域 傳統 社會文化

價值觀 

族群差異 

Forsyth
（1999） 

 領導 團體關係 
團體環境 
群眾 
集體行為 

團體結構 
凝聚力 

權力  衝突 
發展和影響 
團體和變革 

Boulding 
引自陶希聖

1978 

辯證 衝突 
發展過程 
累積 
進化和連綿

不斷 

    

中央日報

(2000) 
媒體  教育     

呂民璿

（1988） 
家庭危機    人際互動 都市生活 

資源運用 自營之道 
洪錦永

（1996） 
    電腦網路 

Braudel 引自

楊起(1994) 
資本主義 
商業化  
工業化 
工業革命 

    

李郁文

（2001） 
 團體討論 

決策 
動力形成與

發展 
 

團體結構 
團體凝聚力

信任感 

溝通模式 
領袖與領導 
人際溝通 自我肯定 
價值澄清 

徐西森

（1997） 
 領導技巧  團體領導者 團體動力概念 團體

形成 



潘正德

（1999） 
 領導 發展 

溝通與決策 
團體間行為 組織結構 

團體動力 
衝突  團體的形成

發展過程 
饒兆平

（1987） 
 群眾領導 群眾心理與

類型 
.群眾行為 
群眾運動的

成因與防制

特殊群眾領導 

吳就君

（1986） 
    互動架構溝通分析、 

個人內在互動與多

元互動過程 
人際互動動力 
家庭互動層面 
個人統整結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叁、本節小結 

本節探討社會動力的意涵，含括社會動力的意義和社會動力的內涵，

以下歸納作為本節的小結。 

一、社會動力的意義 

    所謂社會動力，係指社會組成要素在彼此互動關係中所產生之一種力

量或動力，此種動力可以促使個體或團體人群之心向與運動，造成個人或

團體作為或不作為，影響社會組織之生長、發展、變革以及社會制度之破

壞、改造或廢興，改變社會進化之速度或方向。 

二、社會動力的內涵 

    歸納學者專家論述社會動力時所指涉的內容與範圍十分龐雜，不同的

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觀點所探討的社會動力內涵與範圍亦皆有所不同，因而

其所細分的社會動力項目也有頗大之差異。 
本研究為能使影響學校革新的各種社會動力有所區分不重疊，乃將國

民中學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歸納區分為社會動力來源、社會動力形式、社

會動力因素、抗拒與因應、其他等層面： 
（一）社會動力來源：指驅動國民中學形成學校革新決策的背景原因。 
（二）社會動力形式：指國民中學推動學校革新的各種策略與方式。 
（三）社會動力因素：指所有各項影響國民中學推動學校革新的因素。 
（四）抗拒與因應：指成員或外界人士對學校革新的抗拒或阻礙，致使學

校革新的推動，產生困難或窒礙難行。 
（五）其他則含涉上述所未包含之所有內涵，如成員之互動、溝通、衝突、

稀少資源競爭等。 
 
 
 
 



 
 
 

第三節 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與影響因素 

 

壹、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 

從進化的觀點來看，變革（change）的發生是自然而正常的、是有方

向性的、從組織內在自發的動力、長期持續的、也是緩慢累積的必然；Comte
認為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因是心理因素，Marx 主張社會變遷的因素是經濟；

Hegel 則認為自由的想法才是改變社會的動因（Nisbet, 1969）。學校是社會

組織之一種，產生變革必定有其原因。 
本段旨在探討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以下將先引述專家學者意見之

後，再歸納作為論文研究之依據。 

一、學者專家的意見 

Katz 和 Kahn（1978）指出組織革新動力來源通常有二，一是來自外

部環境的新投入，例如新的法令公佈、人口遷移、新的發明、經濟景氣循

環等；一是來自於內部系統的緊張和不平衡，例如組織內部的衝突、各部

門不均衡的預算分配等。 
Lunenburg 和 Ornstein（1991）指出學校變革的動力來源，可能源自於

學校內外部環境的改變，包括政府對教育的干預、社會價值觀的改變、科

技的進步與更新、知識的爆炸、管理過程和人的改變。 
McCune（1986）指出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也可以是學校領導者的策略

規劃。策略規劃是一套改變及轉換組織管理歷程而遠離機械論的規劃程

序，其動力源自於它在人們領導者引起不協調、反對傳統觀點、界定新的

可能性、應付新產生的問題等。以策略規劃激發革新動力時，必須涉及組

織任務的界定、覺察組織內外部的衝擊力量、分析衝擊的動力以判斷組織

達成目標的能力、以及發展處理的策略等。 
Van de Ven 和 Poole（1995:510-540）認為任何組織發生變革都可以由

生命週期論、目的論、辯證論及演化論四種型態加以解釋： 
1.所謂生命週期論（life-cycle theory），係將組織視為有機體，認為組

織必定具有出生、成長、成熟、衰退的發展階段。所以組織發展的過程，

決定於組織既存的潛在形式邏輯與核心能力，外在環境的變化壓力並無法

使組織超脫原先既定規則的支配。 
2.所謂目的論（teleological theory），係指組織的變革是以預先設定的

目的作為方向的指引，亦即以追求目的之實現作為組織變革的動因。當該



目的達成時，組織就處於一種暫時性的均衡狀態；當有另一新的目的被重

新定義提出後，組織就再次朝向新目的進行變革。 
3.所謂辯證論（dialectical theory），乃是源自於 Hegeliam 的假定，認

為組織存在於一個充滿衝突、權力和價值對立的多元化世界體系中。為了

取得控制權或優勢地位，組織間將不斷產生相互競爭，而組織的發展與變

革就在對立衝突中持續產生新架構。 
4.所謂演化論（evolutionary theory），係指一種具有變異、選擇與維持

的循環過程，開始時是一群相類似的組織群體，隨著時間或社會變遷而自

動產生累積性的變化，例如科技發展與技術應用的快速變化，或某種思想

成為趨勢或潮流時，導致組織被迫需要進行變革。 
Boulding 認為從人類發展歷史來看，社會組織與知識的進化之動力來

源可歸納為隨機的、機械的、目的論和進化的四個過程如下（引自陶希聖，

1978）： 
1.所謂隨機的過程（Random process），係指某現象或某種知識的突然

產生，就像擲骰子一般，本質上具有不可預測性，是在渾沌中偶然形成。

其所形成知識紀錄，不能增加預測未來或然率，就像擲骰子，無法從紀錄

擲出的系列數目，預測下個數字出現的可能線索。 
2.所謂機械的過程（Determined mechanical process），是指依決定性機

械動力產生直線性發展的過程，有固定軌跡、進度和方向。現在 A，可知

何時是 B，例如人口消長、太陽系運行、銀行複利存款，都可準確的預測。

其基本原則是：系統必須穩定才能進行預測。 
3.所謂目的論的過程（Teleological process），是指社會組織與知識的進

化有如根據建築師的藍圖造房子。每一步驟，都依計畫程序在進行，由一

種形相或資訊結構來引導，這一結構預期在過程的終點會實現，但它在最

初已經存在於行動者的形相或資訊系統中。 
4.所謂進化的過程（Evolutionary process：ecological systems），是將人

類的歷史和社會組織看作是有機體，具有自然界生態演化的作用。自然生

態的均衡，像池塘、田野或森林，是互動的不同物種主體動力的均衡。 
Robbins（2001）指出任何組織都必須為了因應快速變動的環境而變

革。所謂的變動包括：就業人口本質的改變、技術的改變、經濟的衝擊、

社會的發展趨勢、國際局勢等。說明如下： 
1. 所謂就業人口本質的改變，例如早期員工忠於雇主的觀念，已經轉

變成忠於自己生涯，重視彈性、工作滿足感與人際關係，要求外在肯定，

強調相對權利義務關係。 
2.所謂技術改變，例如電腦、通訊系統或自動等新技術的引入，致使

組織必須進行工作本質的變革。 
3.所謂經濟衝擊，例如石油價格高漲、能源危機、通貨膨脹、股市崩

盤、金融崩潰、資產抵押借貸興起等，均造成組織必須立即變革方足以因



應而繼續生存。 
4.所謂社會發展趨勢，例如高等教育人口激增、婚姻觀念的轉變、職

業婦女由少數變成就業人口中的大宗、以及大眾偏好的轉變等。 
5.所謂國際局勢，例如全球化的經濟市場和競爭、國際化的企業投資、

跨國流動的資金和人力等，均為致使組織經營必須革新之動力來源。 
謝文全（1997a，1998b:9-18，2000）指出學校教育面對社會發展與變

遷的衝擊，必須有所調適和因應，必須依情境之變化而變化，才能持續生

存與發展。情境變化之動力來源有二，一是來自組織的外部，二是來自組

織內部本身，說明如下： 
1.所謂來自學校組織外部環境的變化，係指人類價值觀念的改變、社

會行為規範的變遷、政治情勢的變化、新法令的公佈、技術的革新、經濟

發展的榮枯、外交競爭壓力的變動等。 
2.二是來自組織內部本身。所謂來自學校組織內部環境的變化，係指

學校組織成員價值觀念的改變、工作態度的轉變、期望水準的升降、員工

的升遷等都是。 
張德銳(1994a:4-16，2000:179-196)將教育組織革新的動力來源細分為

來自學校外部環境的動力以及來自學校內部環境的動力如下： 
1.來自外部環境的動力：包括政府政策的介入、政府法令的頒布和修

訂、社會價值的改變、教育科技的進展、教育知識的傳播、教育競爭者的

出現、教育資源的萎縮、教育事件的發生等。 
2.來自內部環境的動力：包括組織目標的改變、組織結構的重新設計、

組織氣氛的變化、組織運作問題的產生、工作人力本質的提昇、工作生活

品質的呼聲等。 
吳清山（1999）認為教育改革的動力來源，可能來自教育體系內部之

反省或對外在壓力之回應。他同時將教育改革區分為萌芽、倡導、經營、

執行四階段，認為不同階段各有其特定動力來源如下： 
1.萌芽階段的動力來源包括：重大災害，如校園暴亂、洪水氾濫等因

危及教育設施及教育活動而激發改革之意念；教育外在環境如科技發展、

外來價值觀的引進、人口結構的改變等導致民心思變；教育系統內部相關

單位或人員生態的改變、價值觀的歧異、期望的落差等引起內部失衡時，

重新解構與建構，以尋求再平衡。 
2.倡導階段：在倡導階段，教育改革呼聲四起，主政者肩負政府及人

民所賦大任，積極倡導興革事項及其必要性；社會精英份子本於知識良

知，勇於提出期望；利益團體基於本身或社會大眾之利益，積極陳述意見；

三者扮演重要推動的角色，是教育改革的動力源。 
3.經營階段：在經營階段，教育改革藍圖是主動動力來源。因為教育

改革大致已獲共識，主政者必須系統規劃可行藍圖；或結合教育理論和實

務，發展教育改革藍圖；此時以教育體系為主幹的理論界和實務工作者，



則依據教育改革藍圖逐步推動。 
4.執行階段：在執行階段基層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家長是最大的動

力來源。教師教育觀念的轉變、教材編選能力的精進、教學方法的改善，

是教育改革成功的保證；學校行政人員與學生家長建立支持回饋系統與積

極參與，是推動教育改革計畫的最重要動力。 
陳木金（1999b:14-27）指出從學校行政革新的觀點來看，學校領導者

經常可能隨機遭遇政府政策、政府的干預、政治生態、社會環境、社會價

值觀、經濟景氣指數、學校首長變動、技術變革、知識爆炸、學校溝通與

決策歷程、以及許多不明原因等因素，都是造成學校組織變革的壓力。 
 

    因為所有的開放系統都有其環境，而非生存於真空之中或與世隔離

（謝文全，1997a），而學校組織就是一個開放的動力系統，自是無法孤立

於整個社會大系統或社會文化脈絡之外，因此，教育主管部門不能在象牙

塔裡談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必須依據未來社會發展趨勢（吳明清，2001a）。
意即學校革新必須依據未來社會發展趨勢，以調整教育制度、內容與方

法。故而有關社會發展的趨勢，也是促使學校改革的動力來源之一。因此，

以下列舉趨勢專家對新世紀社會發展與變遷趨勢之預測，作為探討學校革

新的動力來源之參考： 
1.Naisbitt 和 Aburdence 的《公元 2000 年的大趨勢》預測公元 2000 年

的十大趨勢包括：世界經濟體系的單一化和繁榮、第二次文藝復興、自由

市場的社會主義、全球性的生活型態與文化上的貌似神異、社會福利民營

化、亞太地區興起、新女性抬頭與其領導地位振興、生物科技時代來臨、

宗教信仰的復興、個人取代團體控制成為社會中心（伊萍譯，1990；蔡勇

美、彭台光、席玉蘋，1997）。在新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下，誰在教育的投

資多誰的競爭力就強。因此世界各國紛從改革學校教育觀念、形式、內容、

相關措施和師資著手，希望提升國家人力素質，增進國家整體競爭力（張

明輝，1999a）。 
2.Vos 和 Dryden 的《學習革命》指稱明日世界的十五個大趨勢包括：

即時通訊的資訊時代、經濟無國界的世界、邁向全球單一經濟體、新的服

務型社會、從大到小、新的休閒時代、改變的工作型態、女性領導、大腦

的時代、文化國家主義、低下階層的增加、人口的老化、新 DIY 浪潮、團

隊分工型的企業、個人時代的來臨（林麗寬譯，1997）。面對不同工作型

態、全球經貿自由化、生態與環境保護、資訊社會來臨的挑戰以及知識半

衰期相對縮減的結果，就如 Porter 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認為高級而專業化的人力資源比充沛的天然資源更

重要的觀點，世界各國無不針對有關人才培育、學校教育課程、學校與社

區關係進行革新（張明輝，1999a）。 
3.Jones 和 O’Sullivan 提出社會大趨勢和經濟大趨勢。所謂社會大趨



勢，係指核心家庭的減少、年齡層結構的改變、多元文化主義、社會福利

國家和其他個人家庭支持的下降、所有國家低下階層的增加、性別角色的

改變、全球市場競爭的浪潮、跨國性的公司迅速成長。所謂經濟大趨勢是

指質與量的增加、效果/成本之比的改變、取代象徵性知識和組織激勵人類

智慧的挑戰、任何人很容易接觸任何事務、資訊犯罪增加、資訊黑市的成

長、整合性的多元媒體。他認為未來新社會雖有其不可確定性，但從社會

發展軌跡來看，可以歸納下列特徵：資訊化、國際化、多元化、變化性、

競爭性、複雜性、精緻性、自助性。因此，新世紀教師將要面臨學校獨占

教育市場優勢逐漸消失、電腦科技更新教師部分教學方法、學生行為問題

惡質化與多樣化、家長對教師教學的干預有增無減、教科書不再是教師教

學主要依據、教師教學能力評鑑可能更受重視的挑戰（吳清山，1999）。 
牟中原和陳伯璋（1995）認為二十一世紀引導社會變遷的最大動力源

是來自於科技的發展。新的知識和新的技術將以更高速度引發社會變遷，

人們需要擁有更多人生智慧方能應付。從知識取代土地和錢財作為財富的

觀點，因無法如過去般擴散，其轉移唯有經過教育，故將引發更劇烈的升

學競爭。他們同時指出：若知識傳遞能從學校時空中解放出來，創造更多

學習機會，即以「終身學習」的力量，使人對真正有用的知識做追求，則

可以讓自我競爭取代稀有位置的零和遊戲。而從終身學習的觀點，學校內

所學的知識內容則必須改變。 
歐用生（1998:1-20，1999a）指出世界各國為提高國家競爭力，從 1980

年代開始，積極推動教育改革。1987 年以後，台灣由於解嚴、動員戡亂的

廢除，黨禁、報禁的解除，兩岸交流的實施，社會呈現百花齊放、言論自

由、參與爆炸的景象，而隨著政治民主、社會多元，教育也必須鬆綁和開

放。他同時指出為提高國家競爭力、呼應世界教育改革潮流，回應 1983
年「四一○」教改團體走上街頭強烈訴求中小學課程革新，以及 1996 年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以革新課程與教學的建議，成立「國民中小學

課程發展專案小組」，開始推動國民教育階段課程改革。 
教育部（2002a）文件資料接櫫新推動課程政策的社會動力來源包括《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的建議、國家發展的需求、社會期待的回應、教育

改革時代思潮的反映。從教育部（2003）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中則可以歸納其推動革新的動力來源之一乃是對教育理念和願景

的追尋。 
吳明清（2001a）認為人才培育和社會經濟與產業需求要相結合，教育

主管部門必須展望未來社會發展趨勢，評估產業經濟結構轉型變化的需

求，調整教育制度、內容與方法。因此，教育改革不能在象牙塔裡推動，

不能無視於經濟景氣情況以及社會變遷的需求。他同時也指出中央研究院

長李遠哲博士因為學術聲望崇隆，對台灣社會具有深刻影響力，因此雖然

只是即興演講，也不無成為教育決策依據的可能。 



Fullan（1991）指出許多學校推動革新的主要動力根源，或許只是政

治的或個人的理由，例如在滿足社區的壓力、已經出現的革新形式、獲得

更多資源等。他認為 1960 年代蘇聯人造衛星升空是引發美國檢討學校教

育、推動大規模課程改革以及採行探究取向、學生中心、開放教育和個人

化教學之動力；而對 70 年代後期零碎（picemeal）教育改革不滿、國際競

爭失利、日本經濟實力起飛，激起美國教育危機感。於是 1983 年全國教

育卓越委員會發表《國家在危機中》、1986 年卡內基基金會（The Carnegie 
Forum）提出《準備就緒的國家：二十一世紀的教師》；以及源自於私人企

業的改革籲求聲浪，強力主張更全面性及綜合性的教育改革。 
張君玫（1996）指出從社會學的觀點而言，促進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

也可能源自於知識與思想的演化和進步。就如 Comte 所主張：社會是個有

機體，知識與思想的進步具有演化的順序。他以知識演進說將人類社會知

識演進的動態歷程，區分為神學知識、形上學知識、實徵知識三個階段。

渠認為社會與知識都是依照此三階段在前進，只是速度不同。Spencer 追
隨 Comte 的觀點，援引大量歷史與民族誌資料，聲稱宇宙中所有領域知識，

包括物理、生物、社會等都依類似的原理在演化。 
社會變遷也是造成學校革新的重要動力來源，從學校是正式社會組織

與社會動力的本質來看，依據林嘉誠（1992）的觀點，可歸納得知造成社

會變遷的動力來源，部份源自人為、部分源自於自然變遷，說明如下： 
1.政府政策：如文化與教育政策，九年一貫課程政策即是。 
2.民意走向：例如輿論，成為社會運動或社會革命的動力。 
3.外來文化：如政治經濟衝擊、教育思潮、生活和思想型態改變。 
4.社會運動：如婦女運動、環保運動、勞工運動，四一 O 運動等。 
5.其他：如科技發展、經濟成長、大眾媒體和電腦的衝擊等。 

二、綜合歸納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的觀點，本研究將推動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來源，

歸納區分為隨機任意、機械決定、目的追尋、自然演化四種動力來源，玆

將之列表如 3-4，同時說明如下： 

（一）隨機任意的動力來源 

所謂隨機任意的動力來源，是指推動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是源自於

學校上級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的一時靈感或即興式的決定；或

是源自於學校教職員工、或家長與社區人士的一時靈感或即興式的建議。

意即推動學校的革新，並未具改革的特別理由或遵循某項改革的規則，因

此，無法解釋為何要推動改革的背後哲學基礎或原因。隨機任意的學校革

新決策歷程，就是屬於一種像擲骰子般的突然產生，或在渾沌中偶然形

成，其知識本質上不具有可預測性，因此無法預測下次革新何時會再發

生。就如前述李遠哲博士的即興式演講，也不無成為教育決策依據的可



能，這在學校實務現場也經常發生。 

（二）機械決定的動力來源 

所謂機械決定的動力來源，是指推動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是源自於

地方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的命令、教育部政策、或相關法令的規定、社

區家長或社會輿論的壓力等。前述如有關教師法等新法令的公佈、教師會

和家長會參與學校校務的有增無減、四一○教改團體走上街頭、《教育改

革總諮議報告書》、《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等，均屬機械決定的

學校革新動力源，均能促使學校產生直線性的革新與發展，且其革新歷程

有一定的軌跡、進度和方向。若現在規定 A，則可以預測何時可以達到 B。 

（三）目的追尋的動力來源 

所謂目的追尋的動力來源，是指推動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是源自於

學校行政主管、或教職員工的教育使命感；或上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

校行政主管、或教職員工對教育理想目標的追求，或共享的學校發展理想

目標與願景。目的追尋的學校革新，就如建築師依據藍圖造房子，每一步

驟，都依計畫程序在進行。在革新歷程中，由一種形相或資訊結構作引導，

預期在過程的終點會實現，但它在最初已經存在於行動者的形相或資訊系

統中。前述如所列舉教育改革的原因、繪製教育改革發展藍圖，以及《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等所揭櫫的改革

理想等均屬之。 

（四）自然演化的動力來源 

所謂自然演化的動力來源，是指推動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是源自於

教育思潮、社會變遷、自然演化、時代潮流的衝擊和帶動所形成，強調沒

有刻意的人為強制或目的。前述如謝文全所稱人類價值觀念的改變、社會

行為規範的變遷、政治情勢的變化、技術的革新、經濟發展的榮枯、外交

競爭壓力的變動、學校成員價值觀念的改變、工作態度的轉變，以及張明

輝、吳清山、歐用生等人所提及世界變遷趨勢和挑戰、知識半衰期相對縮

減、或動員戡亂的廢除、黨禁報禁的解除、兩岸交流的實施、言論自由和

參與爆炸的景象等，或是有關《震撼大未來》、《公元 2000 年的大趨勢》、

《學習革命》、《國家競爭優勢》等所預測未來世界的主要變遷趨勢與潮流

等均屬之。 
 
表 3-4 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 

動力性質 隨機任意 機械決定 目的追尋 自然演化 備 註 
Katz&Kahn（1978） .人口遷移 

.內部衝突 
.法令公佈 
.預算分配 

 .新的發明 
.經濟景氣 

 

Lunenburg& 
Ornstein（1991） 

.知識爆炸 

.人的改變 

.價值改變 

.政府干預 

.管理過程 
 .環境改變 

.科技進步 
 

McCune（1986）   .策略規劃   



Van de Ven &Poole
（1995） 

.辯證論 

.權力衝突 

.價值對立 

 .目的論 .生命週期 
.演化論 

 

Boulding .隨機過程 .機械過程 .目的過程 .進化過程 引自陶希

聖 (1978) 
Robbins（1995）  .經濟衝擊  .社會發展趨勢 

.就業人口本質改

變 
.技術改變  
國際局勢 

 

謝文全（1997a、
2000） 

.員工升遷 .行為規範 
.新的法令 
 

.價值觀念 

.期望水準 
.價值觀改變 
行為規範變遷 
.政治情勢的變化 
.技術的革新 
.經濟發展的榮枯 
.外交競爭壓力變

動 
.工作態度的轉變 

 

吳明清（2001） .即興演講   .未來社會發展趨勢 
.產業經濟結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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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學校革新的動力來源（接前頁） 
張明輝（1999a）   .提升國家人

力素質 
.增進競爭力

.工作型態 

.經貿自由化 

.生態與環境 

.資訊社會 

.知識半衰期縮減 

 

張德銳(1994) .競爭出現 
.教育事件 

.政府政策 

.政府法令 
.社會價值 .教育科技 

.知識傳播 

.資源萎縮 

 

吳清山（1999） .重大災害 
.校園暴亂 
.民心思變 
.洪水氾濫 
.觀念轉變 

 .價值引進 
.期望落差 
.尋求平衡 
.改革藍圖 

.科技發展 

.生態改變 

.價值歧異 

 

陳木金（1999、2002） .首長變動 
.知識爆炸 
.不明原因 

.政府政策 

.政府干預 

.政治生態 

.社會價值 

.溝通決策 
.社會環境 
.經濟指數 
.技術變革 

 

牟中原和 
陳伯璋（1995） 

   .科技發展  

歐用生（1999）  .「四一○」教

改團體上街

頭 
教育改革 
.總諮議報告

書建議 

.提高國家競

爭力 
.解嚴與黨禁報禁

解除 
.參與爆炸 
.世界教育改革潮

流 

 

教育部（2002）  .教育改革總

諮議報告書

建議 

.國家需求 

.社會期待 

.教育理念 

.願景追尋 

.時代思潮  

Fullan（1991）  .私人企業改

革籲求 
.蘇聯人造衛

星升空 
  



.對教改不滿

.國際競爭失

利 
.日本經濟實

力起飛 
張君玫（1996）    .知識與思想的演

化進步 
 

林嘉誠（1992） .生活與思

想型態的

改變 
.社會運動 
 

.政府政策 

.民意走向 

.大眾媒體 

.電腦衝擊 

 .政經衝擊 
.教育思潮 
.科技發展 
.經濟成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貳、學校革新的影響因素 

學校革新的影響因素與學校組織的特性和學校革新的內涵性質有

關。以下先列舉學者專家對於學校教育革新的影響因素之觀點，而後再整

理作為本論文研究之依據。 

一、 學者專家的意見 

學者（Cuban, 1988; Fullan, 1991）依據學校革新內涵性質，將學校革

新區分成為「第一波變革」（first-order change）和「第二波變革」

（second-order change）。所謂第一波變革，係指早期以增進學校效能、未

涉及組織結構的變革方式，重在問題修補，例如因為學生學習成就低落而

推動大型課程改革，由專家編纂新教材，由上而下推動於學校，教師就努

力執行課程與教學。第二波變革起於 1990 年代以後，是一種深入學校結

構與文化的改變，強調重建教育參與者如校長、教師、學生與家長的角色

與責任。因為革新內涵性質的不同，因此造成革新成敗的影響因素也有異。 
潘慧玲（2002）指出推動學校革新的影響因素，可以歸納成政策本身

因素、學校內部因素與學校外部因素，說明如下： 
    1.所謂政策本身因素，係指政策本身的良窳、政策推動的方式、以及

是否具備有良好的配套措施。 
    2.所謂學校內部因素，包括：學校生態、支持系統、校長領導和教師

特質。學校生態例如學校所在地、學生社經背景、學校組織特徵、學校人

員組成、學校組織文化，以及教師個人的特徵，如年齡、服務年資、性別

等。支持系統例如學校的教學設備、各項資源、時間與空間的安排、行政

支援等。校長領導例如校長的心態與能力、領導風格、校務決策模式、權

力運作方式等。教師特質例如教師的態度與意願、認知與信念、知識與能

力、自主與責任、工作習慣等。 
    3.所謂學校外部因素，係指有關社會文化與法規制度等，屬於非學校

內部所能控制者。 
Fullan（1991）認為影響學校革新的因素包括必須革新的項目、要採



取的革新行動、上級機關的協助與支持、校內同仁的態度、社區的支持或

冷漠、革新所需的經費來源、學校內部解決問題的能力等。他同時指出因

為許多學校推動革新的主要動力根源，或許只是政治的或個人的理由，例

如在滿足社區的壓力、繼續實施已經出現的革新形式、為了獲得更多資源

等，因此，許多學校革新只具象徵形式而無實際的變革產生。其他如公立

學校激勵系統太抽象、目標不明確、沒有市場競爭的壓力；或是對政治和

官僚體系而言，學校的革新，並沒有帶來更多利益等，都是影響學校革新

的重要因素。 
Hopkin 和 Lagerweij（1996）提出影響學校革新的因素包括學校革新

政策、內外支持力量、學校組織結構、學校文化、學校課程和理念、成員

價值觀念和關注事項、學生背景和發展層次、學生學習成果、學校隸屬的

層級以及學校教學設施與設備等條件。 
Miles（1986）認為在學校革新的起始階段，應該重視的影響因素包括

社區關心的主題、社區的需求、清晰的革新構想、對革新的瞭解與主動支

持、主動採取革新行動與良好的革新品質等。 
張明輝（1999a）認為在學校革新實施階段，主要影響因素包括革新的

特徵、學校革新的內部條件、外部的壓力和支持的力量。他同時指出影響

學校革新變革能力的因素與機制如下： 
1.影響學校革新變革能力的因素有四，包括學校領導者的能力、溝通

與作決定、計畫的過程與評鑑、學校組織的調適等。 
2.影響學校革新的三種組織機制包括：願景、計畫、學習。所謂學校

願景，係用來引導學校政策制定與學校發展之方向，是學校教育的核心目

標，也是帶動學校革新的主要動力。所謂學校計畫，是全校各項活動之系

統化協調作業程序，明確訂出革新計畫的優先順序，有助於達成學校革新

的目標。所謂學校學習，是指提供學校組織成員進修成長的機會，與走出

教室和他人合作的新經驗，以增進成員新的知識、能力和洞察力。 
牟中原與陳伯璋（1995）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一次諮議報

告書中提出教育問題形成的因素，包括社會因素、文化因素、經濟因素、

政府因素及教育因素。就學校之教育環境來說，社會、經濟及政府因素是

其外部的影響，而文化及教育因素則是直接影響學校內部的因素。若要改

革學校教育，一方面要調適哪些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則要深入瞭解那些屬

於文化的、教育的內部因素。依此觀點，則學校革新的影響因素，包括來

自於學校外部的因素，例如社會、經濟及政府因素，以及來自於學校內部

的文化及教育因素。所謂教育因素，乃指過去被認為是良好的傳統、或有

利教育的因素，卻因在特殊環境中逐漸轉化而變質，反而成為不利教育的

因素，例如紀律主義在封閉條件下變成威權管理；敬業精神在升學競爭中

成為零和遊戲；前二者交互作用變成對弱勢的忽視與對權威的盲從，造成

規範性與一致性的被強化，影響個體自主性和創造力，致使教育改革陷入



紀律與創造、競爭與全民福利、一致性與多元化等解放興趣和規範興趣兩

種知識取向間的對立式拔河，而新科技帶來的新知識則激化其程度。 
    呉清山（1991）指出學校行政運作與革新所涉及的影響因素相當多，

除了受學校內在環境本身的因素影響之外，也會受到外在社會、政治、文

化及經濟等環境的影響。因為學校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為求學校能夠健全

發展，學校行政的推動或改革都必須從整體著眼，群策群力、集思廣益，

採用科學方法、馭繁為簡，隨時進修研究以掌握教育動態與訊息，保持適

度彈性，方足以適應學校環境的可能變化和發展。 
張慶勳（1996）認為學校組織是由教師、學生、及行政人員等所組成。

學校組織內的所有成員都有他們各自的需求與所扮演的角色，及成員間所

形成的正式與非正式組織或團體，而學校本身有其結構，在此組隻結構內

有各種以法理為基礎的角色，及角色間橫向與縱向的互動關係。因此，人

是影響學校革新的最關鍵性因素。他同時將影響學校組織變革與發展的因

素區分為學校組織外在因素和學校組織內在因素，說明如下： 
1.學校組織外在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史的背景與

發展、社會發展趨勢、國家行政體制與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教育法案及

外在壓力等。 
2.學校組織內在因素：主要包括校長的教育理念與領導風格；學校組

織中個人，團體及組織的互動；及學校組織文化特性、學校規模等，這些

組織內在變項也受學校組織外在因素所影響。 
林清江（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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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學校組織與

其他領域密切相關，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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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校革新的推動深受經

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 
    呉宗立（2000a，2000b:72-78）認為學校是一個複雜的組織，是人群

關係的組合。每一位成員都在學校規範中扮演各自的角色，以人際互動為

基礎，透過行政運作歷程，以發揮其功能；同時學校組織也必須與外在環

境互動，爭取社區有利的資源，協助教育發展。故而學校的革新受到人、

社區環境與資源等因素之影響。 
Waller（1932）認為學校組織是社會有機體（social organism），有固定

的社會組成份子；學校行政人員、教師與學生的交互作用，確定的學校的

社會結構；學校中有不同的社會關係，彼此相互影響；學校成員具有共同

意識；學校成員的想法及做法，構成學校獨特的文化環境。而上述這五種

因素適也是影響學校革新的關鍵因素。 
    謝雯敦（2002）進行教育的影響因素分析，指出宗教、學術、哲學、

經濟、政治、政黨競爭、教師組織、歷史事件都是影響教育的因素。 
    秦夢群（1998a）指出影響教育行政組織運作的重要環境因素有五：文



化傳統、政治體制、科技發明、經濟因素、社會結構。因為學校組織是教

育組織的一種，有關影響教育組織運作的環境因素，亦可作為學校革新影

響因素之參考。 
學校革新的推動與學校革新決定歷程息息相關，因此影響行政決定運

作的因素，頗值得作為學校革新影響因素之參考，故一並列岀。 
吳清基（1989）進行實證研究調查發現影響教育行政決定運作的因

素，可以區分為個人因素和組織因素。說明如下： 
1.所謂個人因素，包括個人價值觀念、個人知識能力、直覺習慣和人

格特質。 
2.所謂組織因素，包括組織資訊溝通系統、組織內部人際關係、組織

外在壓力影響和組織傳統習慣做法。 

二、 綜合歸納 

歸納上述學者專家在論述影響學校革新的因素時，所指涉的影響因素

項目頗多，範圍亦十分龐雜，不同的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觀點所指稱影響學

校革新的因素亦有所不同。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之需要，將推動學校革新

的影響因素，歸納區分為學校內部因素與學校外部因素兩類（如表 3-5），
說明如下： 

（一）學校內部因素 

所謂學校內部因素，包括人的因素與物的因素。 
所謂人的因素，如校長、主任和組長、教師、職員和工友、學生等，

含涉學校行政主管的理念態度和能力、教職員工的理念態度和能力、學生

的素質和學習態度等。 
所謂物的因素，係指存在於學校內部環境之因素，一般而言是學校比

較能夠操控的因素。比較重要的包括：學校組織的發展目標與方向、學校

組織文化、學校的經費預算、教學設備與設施、學校組織的特徵、學校人

員組成的結構、學校成員之個人特質，如年齡、學歷和職務等。 

（二）學校外部因素 

所謂學校外部因素，係指存在於學校圍牆外，屬於學校比較難以控制

的影響因素，包括人的因素與物的因素。 
所謂人的因素，如社區人士與家長、民意代表、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人

員等，含涉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管理或領導模式、家長的社經水準、民意

代表的志向與興趣等。 
所謂物的因素，比較重要的包括：社會的文化與價值觀念、大眾傳播

媒體和輿論、現代之教育思想趨勢、學者專家參與的情形、學校的地理位

置、社區屬性和社區資源等。 
 



表 3-5 學校革新的影響因素 
類  別 學校內部因素 學校外部因素 

潘慧玲（2002） 學校的設備 各項資源 時間與空間 
行政支援 學校文化成員特徵學校特徵

教師的態度與意願 認知與信念 知識

能力  自主與責任 工作習慣 

社會文化 法規制度 
政策良窳 政策推動方式 
配套措施 學校所在地 
社經背景  

Fullan（1991） 校內同仁的態度  所欲革新的項目 
推動革新的行動  革新的經費來源 
解決問題的能力 革新目標  激勵系統

上級機關的協助與支持 
社區的支持或冷漠 
社區的壓力  市場競爭的壓力 

Hopkin& 
Lagerweij
（1996） 

成員價值觀念  成員關注事項 
學生背景和發展層次  學校革新政策

學校組織結構  學校文化 課程和理念

學校的教學設施與設備 學生學習成果

內外支持力量 
學校隸屬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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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學校革新的影響因素（接前頁） 
Miles（1986） 成員對革新的瞭解 成員主動支持程度

革新構想 革新行動 學校革新的品質

社區關心的主題 
社區的需求 

張明輝 
（1999a） 

領導者的能力 成員的進修成長 
成員的知識能力 學校願景 學校計畫

學校學習 學校革新的特徵  
學校內部條件  溝通與作決定模式  
計畫的過程與評鑑 學校組織的調適力

外部的壓力 
支持的力量 

牟中原與 
陳伯璋（1995） 

個體的自主性或創造力 過去的傳統 
學校的管理模式或規範 

社會 文化 經濟 政府 
新科技  新知識 

呉清山（1991）  社會 政治 文化 經濟 
張慶勳（1996） 教師、學生及行政人員各自的需求與所

扮演的角色 校長教育理念與領導風格

成員不同角色間橫向與縱向互動關係

團體及組織的互動 學校組織文化特性

學校規模  非正式組織或團體 
學校本身的組織結構 

政治  經濟  文化 
教育史背景與發展 
社會發展趨勢 
國家行政體制 
教育政策 教育改革潮流 
教育法案 外在壓力 

林清江（1993）  經濟 政治 社會 文化 
呉宗立

（2000a） 
人群關係 人際互動 成員扮演的角色

行政運作歷程 
學校組織與外在環境互動情況 
社區有利的資源 

Waller（1932） 學校行政人員和教師學生的交互作用

成員之共同意識  成員的想法及做法

學校的社會結構  學校獨特的文化 

 

謝雯敦（2002）  宗教 學術 哲學 經濟 政治  
政黨競爭 教師組織 歷史事件 

秦 夢 群

（1998a） 
 文化傳統 政治體制 科技發明  

經濟因素 社會結構 
吳清基（1989） 個人價值觀念、個人知識能力、直覺習

慣和人格特質。組織傳統習慣做法 
組織資訊溝通系統、組織內部人際關係

組織外在壓力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第四節 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 

 
    就如 Parsons 所言：個人應該明瞭與他人來往的正確途徑，互動才有

意義，也才能達到互動所欲尋求的目的（Parsons,1951）。從學校革新的角

度來看，所謂正確途徑就是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選用推動策略之妥適

性，是決定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吳清山，1999）。有關革新策略之

研究甚多，但因論述者立場互異，而有不同之偏重。以下將先引述學者專

家對革新策略之觀點，而後再歸納作為本研究之依據。 

一、 學者專家的意見 

謝文全（1997a，1997b:140-148，2000）認為增進學校組織革新成功

的可能性，必須先從厚植學校組織變革發展潛力著手，其有效途徑包括： 
1.任用優秀人才為成員：人才越優秀越具有前瞻力，對環境變化越具

有敏感性，越能想出調適應變的革新措施。 
2.設立研究單位或人員：組織若設有研究單位或人員，專責研究革新

發展工作，則組織變革能力就越高。 
3.營造有利於創新的組織氣氛：採用適當領導方式，營造有利於創新

的組織氣氛，則組織變革能力自然提高。有利於創造變革的氣氛如溝通開

放、人員互相合作支持、不急於評斷等。 
4.設有反饋措施：例如實施意見調查、設置意見箱、利用會議聽取意

見等，察覺組織興革措施是否能因應內外環境的變化。 
5.建立完善的管理資訊系統：以增進對組織現況、環境變遷、組織存

在問題之瞭解，提高組織變革的能力。 
6.加強成員的在職進修教育：透過在職進修讓成員不斷吸收新觀念及

新知能，讓成員不但能推動革新，也越願意接受革新措施。 
7.實施成員輪調制度：透過輪調制度促進組織人才交流，以促進新陳

代謝，有助於組織興革能力的提高。 
8.建立完善的資遣及退休制度：可以鼓勵不適任人員申請離開，使組

織有機會任用新人，吸收新觀念，以增加變革能力。 
吳清山（1999）將教育改革的實施策略分成四方面論述如下： 
1.策略擬訂之原則包括以達成教育改革目標為依歸；依據內外在環境

分析評估之結果；要顧及執行的可行性。 
2.教改政策之規劃必須以學生為核心、以教師為支柱；上層負責決策、

各級廣泛參與；超越現實條件、建立本土特色；進行系統思考、貫穿各級



教育；以學理為指引、以實務為依歸。 
3.教改政策的執行必須建立教改指標，以利行動遵循；以基層為單位，

落實分層負責；以教師為中心，匯聚各方資源；以家長為夥伴，強化改革

動力；因應地方特性，增加組織彈性。 
4.教改成效之評鑑必須以專業為規準，客觀實施評鑑；以結果為本位，

分析教改成效；建立自評體系，定期回饋反思；建立品管機制，永續經營

教改。 
王承先（1995）依據 Greiner 組織權力是一種連續性分配（power 

distribution continuum）的主張，強調發動組織變革者必須有權力，才能推

動變革，達到事先擬定的目標。渠從權力分配的觀點提出可以減輕成員權

力被剝奪感，讓成員對變革的抗拒減到最低程度策略和七個方法如下：  
1.片面權力策略：所謂片面權力策略，係指上位者或主管人員片面行

使法職權力以推動組織發展方案，包括首長個人命令、撤換主要主管、改

變結構等方法。 
2.分享權力策略：所謂分享權力策略，係指讓組織成員參與組織發展

方案之規劃與選擇，包括團體決策、團體問題解決等方法。 
3.授權策略：所謂授權（delegated power）策略，則是指上位主管人員

界定組織問題後，將解決方法及組織變革事項均授權由部屬決定和處理，

包括討論、敏感訓練等方法。 
    Nutt（1986:230-261）認為組織變革推動者較常使用的策略，依其主導

決定程度的大小可以區分為命令（edict）、介入（intervention）、參與

（participation）、說服（persuasion）四種如下： 
1.命令：是指由變革推動者自行決定執行方案，經由正式管道公佈告

知組織成員配合執行組織革新工作。 
2.介入：係指變革推動者擁有否決由受到革新影響的成員組成的工作

小組所規劃革新執行程序或細節的權力。 
3.參與：指變革推動者告知組織革新與發展的期望和限制後，授權由

工作小組決定革新執行的方案。 
4.說服：指變革推動者不具執行革新方案的權責，是透過具有革新專

業素養 的工作團隊逕行決定革新方案後，再說服組織成員接受。 
    Chin(1967:336-338,1969）提出促進組織發展的三種策略，包括權力-
強制（power-coercive）的策略、經驗-理性（empirical-rational）的策略、

規範-再教育（normative-reeducative）的策略。說明如下： 
1.權力-強制的策略：乃直接透過權力的行使或懲罰的威脅，強迫組織

成員順從與執行學校革新計畫。其基本假定是行政的控制和權力的應用可

以改變組織外在環境，讓革新歷程取得合法性，有利於組織的革新和發展。 
2.經驗-理性的策略：乃以知識為動力，以教育為手段推動革新。基本

假定是革新的歷程就是知識自覺與利用的歷程，認為個人或團體的行為都



是理性的、受認知所影響；透過科學研究驗證知識的提供，就能引導學校

成員自願選擇並採用革新的方法和技術。 
3.規範-再教育的策略：基本假定是組織革新必須以改變組織成員的習

慣、價值、態度為先，增進技能和人際關係以及組織文化與規範為重，以

形成積極支持革新的組織氣候。應用社會心理學或團體諮商的方式，協助

成員改善人際關係增進解決問題能力。 
Havelock（1969:9-38）認為革新策略就是知識擴散與應用的過程，包

括研究-發展-擴散、社會交互作用、問題解決等三種策略，說明如下： 
1. 研究-發展-擴散的策略：是新知識或技術傳播應用的過程。首先認

識並界定問題、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後傳播使大眾產生需要感而加以

採用。也就是由研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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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會交互作用：強調團體參與機會和和諧的學校氣氛。以人際關係

和組織成員在組織規範下的交互作用，作為影響知識傳播與應用的主要變

項。乃是透過溝通的網絡以及非正式關係的影響力，使得知識傳播和接納

的過程更容易而較少阻礙。 
3. 問題解決策略：強調借助策動者的幫助，使組織成員獲得新知識、

改變態度、增進團體合作精神和技術，以及辨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重

視革新接受者對知識或技術運用的內在歷程。其步驟包括引起需要、將需

要轉為問題、分析和診斷問題、尋求有利於革新的知識或技術、適應革新

情況、試驗與績效評估。 
Owen 和 Steinhoff（1976:31-32）引用 Katzc 和 Kahn 的主張，從社會

系統的觀點，提出促進學校組織變革的策略，包括下列： 
1. 資訊（information）策略：指提供新知識，以改變成員觀念態度與

行為。 
2. 個別諮商治療（individu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策略：指協助成

員瞭解自己潛能與自我，增進執行革新的信心； 
3. 同儕團體影響（influence of the group）策略：在團體學習參與作決

定的過程中，增進對組織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4. 敏感性（sensitivity）訓練和團體治療（group therapy within 

organization）：兩個策略均在改善團體成員的人際互動關係，以利革

新的推動。 
5. 資料回饋（data feedback）策略是在獲得組織革新產出結果和組織

內在功能的資訊。 
6. 系統性的變革（system change）策略則是直接操縱和控制影響組織

的重要變項，以達到組織變革的目的。 
吳定（1987:51-55，1996）引用 Olmosk 組織發展策略觀點，認為學校

組織管理人員在推動組織革新發展時，可以採用下列八種策略： 



1.政治性（political）策略：是指透過組織中具有權力和影響力者來推

動組織革新。 
2. 經濟性（economic）策略：就是運用擁有控制預算的優勢地位來推

動組織革新。 
3.學術性（academic）策略：係由管理者提供組織需要革新理由，說

服成員執行變革方案。 
4. 工程性（engineering 策略：係藉由工作環境的改變來改變成員的行

為。 
5. 軍事性（miliary）策略：係指採取革命或暴力方式，強迫成員推動

組織革新。 
6. 面對問題（confrontation）策略：係引導成員正視學校組織現存問

題，使產生須革新的心向。 
7. 應用行為科學模式（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model）：係綜合各種

變革策略，適時適地選擇適當策略應用之。 
8. 友誼策略（fellow strategy）：係指以改善人際互動關係作為推動組

織革新的策略。 
Sashkin 和 Egermeire（1992）針對學校組織革新提出四種推動變革策

略如下： 
1.部分組織問題的革新策略：意即針對學校組織中，較無效能或產生

不適當功能的部分活動或工作項目，提出革新的觀念和方法，逐序漸進的

解決問題。 
2.人員的革新策略：就是改善或提高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的專業知識

和能力，以發揮應有的角色功能。 
3.學校組織的革新策略：就是透過協助的歷程，幫助學校成員更有效

的解決問題，改善學校組織文化，增進學校組織效能。 
4.系統的革新策略：係指將前三種革新策略綜合應用於學校、社區、

專業發展機構、以及國家層級上，以產生新的組織文化。 
Schmuck（1987）認為要促進學校革新可採取技術的協助、能力的訓

練、以及過程的諮商三種策略如下述： 
1.所謂技術的協助（technical assistance），是指針對學校組織的需要，

提供專家的技術協助，解決學校革新專業知識能力的不足。 
2.所謂能力的訓練（content training），是指經由在職進修或研討會等

教育訓練活動，增強學校成員推動學校革新的專業知能。 
3.所謂過程的諮商（process consultation）：是指透過人際關係的方法和

團體程序的使用，改善團體間的運作過程，促進團體共同工作的完成，以

解決教育問題，達成教育目標。 
Boulding 指稱促使社會組織發展的主要動力系統有三，包括恐嚇系

統、交換系統和統合系統如下（引自陶希聖，1978）： 



1.恐嚇系統：恐嚇系統是不穩定的系統，其動力強弱，依賴才能和信

度兩因素。所謂恐嚇者才能，是指實行恐嚇所能見到的代價，而被恐嚇者

對恐嚇的信度則影響其行為。如果恐嚇一直不能實行，則恐嚇的信度不斷

折價，而使反恐嚇系統變成反抗；如果此時，恐嚇未能實行，則恐嚇系統

將完全崩潰。 
    2.交換系統：交換系統比恐嚇系統穩定，擁有更大的發展範圍，此一

系統屬於「正值和之博奕（positive sum game）」，在使事件相關人均得好

處。因此傾向於「產生一種增加生產力，而對最終結果的正面總和有增益

的分工」。但在交換過程中，因涉及收益分配，也存有衝突。其特殊處在

於「社會動力，潛存於無意識的層面」，相對的，恐嚇系統動力則達相當

高度的有意識的警覺。因此，交換的動力，屬於含蓋和瞭解層面，因此，

組織的交換動力容易被低估。 
3.統合系統：典型的統合關係，涵涉身分關係、愛和熱情、恨或不信

任，是學習的過程，及從一代將文化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以及人和制度

獲得尊嚴、尊重、合法性的過程。統合系統創造了學校、家庭、甚至國家，

就長程而言，統合系統是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動力系統，因為：只有讓恐嚇

系統吸收統合因素，讓法律和合法性替代威脅，社會組織或政治或制度，

才能開始取得穩定和成長的能力。 
    因為學校革新的推動歷程，涉及領導者的權力運用策略，故而有關權

力的運用策略，亦可作為學校革新推動策略之參考。因此，以下列舉有關

權力運用的策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曹學仁（1997）統整學者專家的觀點，提出二十三種權力運用的策略，

包括 1.以理服人：指以事實和資料為依據，提出合乎理性或邏輯的想法來

影響成員；2.迎合讚美：係指在要求成員之前，先投其所好，博得好感，

以發揮影響功能；3.人際聯盟：係指尋求其他成員的支持，建立良好關係

以發揮影響力；4.互利談判：係指透過會議、交談或其他形式進行協商與

利益交換，並以協調的方式達成共識；5.直接強硬：直接採取強硬方式，

定下期限、標準和規則；6.上司支持：提出要求之前先尋求上及人員的支

持；7.強迫施壓：利用處罰、減薪、記過等方式迫使成員服從；8.獎酬拔

擢：利用獎勵、加薪、升遷等誘因激勵對方致力於完成目標；9.欺騙隱瞞：

運用欺騙隱瞞的方式使對方應允；10.找第三者：透過第三者協助傳達訊息

使對方接受，或聘請及尋求專業知能的專家學者支持以使對方信服；11.
競爭激勵：激發部屬良性競爭，使產生同儕壓力，提高成就動機；12.訴諸

情感：以改變自己或他人情緒的方式或透過深厚的友誼使對方願意履行任

務；13.符號語言：以手勢肢體動作與一或其他形式暗示他人；14.聯繫建

議：不斷的以書信、電話方式，建議或警告對方；15.操縱情境：透過會議

的參與者、地點、時間和議程等特一選擇和安排，間接技巧的影響成員討

論，積極影響更多參與者；16.示範感召：藉由本身良好的信用、誠意等特



質與形象來感召對方；17.控制資訊：運用對資訊線索的控制，使對方因需

求而不得不臣服；18.自我坦白：直接說出內想法與感受博取成員的支持；

19.堅持己見：持續發揮影響力，反覆強調自己的觀點；20.分化離間：以

分化離間方式，使成員產生疏離感，孤立無援而願意接受領導者的影響；

21.儀式主義：藉著某些特定儀式強化領者影響力；22.模糊曖昧：藉著模

糊兩可的指示讓領者在溝通網路中佔有重要地位和彈性；23.訴諸道德：藉

著道德訴求激發部屬道德心與責任感。 
    Falbo（1977:537-547）稱權力運用策略含 1.明確宣示（assertion）：以

強硬的態度說明所要使用的方法；2.談判交涉（bargaining）：說明對雙方

都有利的條件與雙向的利益交換；3.折衷妥協（compromise）：領導者與部

屬雙方各放棄部分的想法，換取彼此的同意；4.欺騙虛偽（deceit）：藉由

諂媚或說謊以欺騙部屬；5.改變本身情緒（emotion- agent）或對方情緒

（emotion-target）：領導者企圖改變自己或部屬的情緒；6.藉辭逃避

（evasion）：避開反對意見的人，做出所欲的決定；7.專業技能（expertise）：
運用專業知識或技巧；8.既成事實（faitaccompli）：公開做要做的事不考慮

成員反彈；9.暗示（hinting）：不公開說明想法意願嘗試間接影響他人；10.
堅持強硬（persistence）：持續運用影響力重複本身觀點；11.說服

（persuasion）：運用簡單明瞭的敘述進行勸說；12.理性（reason）：運用理

性合乎邏輯的方法去影響他人；13.簡單敘述（simple statement）：未提供

數據資料或威脅，只將領導者慾望做事實的陳述；14 操弄思想（thought 
manipulation）：使部屬認為自己的想法與領導者想法一樣；15 威脅

（threat）：直接表明不符合領導者意願就會有負面結果等十六種策略。 
    Yukl（1981）提出五種權力運用策略如下：1.理性說服（rational 
persuasion）：係運用邏輯敘述或事實證據說服成員，導致獲得所要的結果；

2.交換策略（exchange tactics）：係運用明確或暗示性建議或承諾獎賞成員；

3.合法要求（legitimate requests）：係指以領導者權威或角色為基礎，配合

組織中的法規、政策與運作，對成員直接做工作上的要求；4.壓力策略

（pressure tactics）：係指持續的要求或威脅，對成員表明若不服從將有不

利的後果；5.個人吸引（personal appeals）：係指運用個人魅力或交情作為

命令或要求的基礎。 
    Fairholm（1984:68-75）等人提出權力運用策略包括 1.儀式主義

（ritualism）、2.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3.分配資源（manipulation 
of resource）、4.運用獎賞（use of rewards）、5.依法執行（legitimization）、
6.運用符號和語言（use of language and symbols）、7.運用模糊（use of 
ambiguity）、8.控制議題（control over agenda preparation）、9.運用客觀的指

標（use of objective criteria）、運用組織外的專家（use of outside experts）、
組成聯盟（formation of coalitions）、與競爭者合作（cooperation of 
opposition）、人格感召（personality）、公共關係（pubic relations）、組織革



新（proactivity）、破壞平衡（brinksmanship）等十六種。 
     Kipnis（1980:440-452）等人提出十四種權力運用策略包括秘密進行

（clandestine）、個人負面行動（personal negative actions）、行政負面行動

（administrative negative actions）、交換（exchange）、堅持（persistence）、
訓練（training）、獎賞（reward）、自我表白（self presentation）、直接請求

（direct request）、婉轉要求（weak ask）、直接要求（demand）、理性解釋

的要求（explained rational for request）、蒐集支持的資料（gathered supporting 
data）、策略聯盟（coalitions）等。 
 

二、綜合歸納 

    歸納上述學者專家所提出推動革新之策略頗多，不同的學者專家從不

同的觀點所討論的策略形式雖然使用之名稱有異，但其觀點之意涵則多有

雷同（如表 3-6）。 
本研究為能使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之運用有所區分不重疊，乃依據研

究目的，經分類整理將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歸納區分為：強迫

威脅、利益酬賞、價值統合、教育成長、溝通說服、情境操弄等六種策略。

概述如下： 

（一）強迫威脅： 

所謂強迫威脅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以

考績、申誡記過或職務調整等行政處分的方式，作為強迫成員推動學校革

新的策略或動力形式。是法職權和懲誡權的應用，或是相關法令規定與公

權力的執行。前述所舉策略如片面權力、命令、權力-強制、軍事性以及恐

嚇系統等均屬之。 

（二）利益酬賞： 

所謂利益酬賞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以

提供獎金或經費補助、職務升遷、記功嘉獎等利益交換方式作為誘因，誘

導學校成員推動學校革新。其權力基礎來自於獎賞權、資訊權和資源的掌

握與分配，交換系統也可能被視為民主社會的商業行為或契約關係。前述

所舉策略如經濟性策略、交換系統等均屬之。 

（三）價值統合： 

所謂價值統合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以

激發學校成員對教育的使命感、增進成員對革新價值的認同感、激發成員

對革新的熱誠等價值統合的方式來促進學校革新的推動。是專家權、參照

權及道德領導與柔性領導的執行，是學校組織裡最穩定的動力系統。教育

愛、服務熱誠、身分、尊重、使命感等，讓學校成為持續成長與發展的有

機體。前述所舉策略如規範-再教育、統合系統等屬之。 



（四）教育成長： 

所謂教育成長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透

過鼓勵成員參加研習或進修、進行行動研究、或是透過專業對話或參觀學

習等方式，以增進學校成員革新的知識能力作為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前

述所舉策略如經驗-理性、再教育、資訊策略、人員的革新、組織的革新、

能力的訓練、研究發展和傳播、問題解決等。 

（五）溝通說服： 

所謂溝通說服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透

過道德勸說使成員接受、介紹成功案例讓成員願意接受革新、或以對話說

理與溝通讓成員接受等方式來推動學校革新。前述所舉策略如以專業工作

團隊說服成員、經驗-理性、個別諮商、資料回饋、學術性策略、社會交互

作用等均屬之。 

（六）情境操弄： 

所謂情境操弄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以

營造革新的學校文化、以及引進社區人士或家長等外在壓力，形成學校須

要革新的氣候，讓成員在不自覺中已經參與革新的行動。前述所舉策略如

同儕團體影響、面對問題、友誼策略、技術協助、過程的諮商、系統性變

革、政治性策略、工程性策略等均屬之。 
 

表 3-6 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 
學 者 強迫威脅 利益酬賞 價值統合 教育成長 溝通說服 情境操弄 其 他 

謝文全

（1997a 
2000） 

建立完善

之資遣及

退休制度 

成員輪調  設立研究

單位 
在職進修

建立完善

管理資訊

系統 

任用人才 
.營造氣氛 

 

吳定（1996） 政治性 
軍事性 

經濟性  面對問題 學術性 工程性 
友誼策略 

應用行為

科學模式 
曹學仁

（1997） 
直接強硬 
強迫施壓 
控制資訊 
堅持己見 

獎酬拔擢 訴諸情感

示範感召

訴諸道德

 以理服人

迎合讚美

人際聯盟

互利談判

自我坦白

競爭激勵 
聯繫建議 
操縱情境 
分化離間 
 

欺騙隱瞞 
找第三者 
符號語言 
儀式主義 
模糊曖昧 

陳伯璋

（1977） 
意識形態

權力運用 
 價值、態度

關係改變

 互惠  計畫改變 
知識自覺 

吳清山

（1999） 
進行自評 
品管機制 

   革新目標

要可行 
提高成員

廣泛參與 
 
 

王承先

（1995） 
片面權力   授權策略 分享權力   

Boulding 
 

恐嚇系統 交換系統 統合系統    引自陶希

聖(1978) 



Falbo（1977） 明確宣示 
既成事實 
堅持強硬 
威脅 

談判交涉  專業技能 折衷妥協

暗示說服

理性 
操弄思想

改變本身

情緒或對

方情緒 

欺騙虛偽 
藉辭逃避 
簡單敘述 

Nutt（1986） 命令介入   參與 說服   
Chin 和

Benne
（1969） 

權力-強制  規範-再教

育 
經驗-理性    

Havelock
（1969） 

  問題解決

策略 
研究發展

擴散 
 社會交互

作用 
 

Schmuck
（1987） 

  技術協助 能力訓練 過程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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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接前頁） 

Fairholm
（1984） 

依法執行 分配資源 
運用獎賞 

人格感召  運用客觀

的指標 
運用組織

外的專家

公共關係

組織結構 
控制議題 
組成聯盟 
組織革新 
破壞平衡 

儀式主義 
運用符號

和語言 
運用模糊 
與競爭者

合作 
Kipnis
（1980、
1988） 

負面行動 
堅持 

交換 
獎賞 

婉轉要求

 
訓練 
理性解釋

自我表白

蒐集資料

直接請求 
 

秘密進行 

Owen 和

Steinhoff
（1976） 

  個別諮商 敏感訓練 提供資訊

資料回饋

同儕影響 
系統性的

變革 

 

Sashkin 和

Egermeire
（1992） 

   人員革新  部分組織

問題革新 
組織革新 

系統革新 

Yukl（1981） 合法要求 
壓力策略 

交換策略   理性說服 個人吸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叁、本節小結 

本節探討學校革新之推動策略或方式，意即推動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

之形式，本研究為能使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之運用有所區分不重疊，乃依

據研究目的，經分類整理將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歸納區分為：

強迫威脅策略、利益酬賞策略、價值統合策略、教育成長策略、溝通說服

策略、情境操弄策略等六種。說明如下： 

一、強迫威脅 

    強迫威脅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以考

績、申誡記過、或職務調整等行政處分的方式，作為強迫成員推動學校革

新的策略或動力形式。 



二、利益酬賞 

    利益酬賞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以提供

獎金、經費補助、職務升遷、記功嘉獎等利益交換方式作為誘因，誘導學

校成員推動學校革新。 

三、價值統合 

    價值統合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以激發

學校成員對教育的使命感、增進成員對革新價值的認同感、激發成員對革

新的熱誠等價值統合的方式來促進學校革新的推動。 

四、教育成長 

    教育成長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透過鼓

勵成員參加研習或進修、進行行動研究、或是透過專業對話或參觀學習等

方式，以增進學校成員革新的知識能力作為學校革新的推動策略。 

五、溝通說服 

    溝通說服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透過道

德勸說使成員接受革新；或介紹成功案例讓成員願意勇於接受革新；或以

對話、說理等溝通方式，讓成員接受革新的方式來推動學校革新。 

六、情境操弄 

    情境操弄的策略係指學校上級主管機關、或學校行政主管人員以營造

革新的學校文化、以及引進社區人士或家長等外在壓力，形成學校須要革

新的氣候，讓成員在不自覺中已經參與革新的行動。 
 
 

第五節 學校革新的抗拒與因應 

 
從社會學的觀點而言，在學校革新推動過程中產生阻力與衝突，是正

常的現象。因為每個組織都有調適、目標達成、統整與模式維持。因此，

對於學校推動革新，自然會產生緊張和衝突。再則是因為成員對組織的忠

誠、參與、努力和投入程度，以及成員的知識能力和價值觀念與態度等均

有相當大的差異，此亦為組織革新時容易引發競爭與衝突的主要來源。 
再者學校組織鬆散結合的特質與次級體系間的分化和非正式組織，容

易形成組織溝通、協調、競爭、與權力不平衡的情形而產生衝突，造成革

新的阻力。但是並非所有的衝突或阻力都是消極的，就如陳伯璋（1977）
所言：具有建設性的衝突和阻力，反而是促成組織革新必要條件，因為衝

突與阻力只是組織發展症候（symtom），就像生物體患病一般，一旦病菌

在生物體內產生抗體時，更能增強其生命力。 



     以下先引述學者專家對於學校革新時成員產生抗拒的原因、成員抗

拒學校革新的表現方式、以及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之觀點，而

後分項歸納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壹、 成員抗拒學校革新的原因 

一、學者專家的意見 

謝文全（1997a）認為組織成員抗拒變革的原因主要有三，而有關教育

組織革新的阻礙或抗拒因素，則可從組織因素和個人因素探討。說明如下： 
（一）成員抗拒變革的原因：1.擔心變革造成利益的損失，如造成不

方便、安全感喪失、地位貶落、失業、經濟或沉澱費用的浪費、社交上的

損失、及其他既得利益的被剝奪等。2. 改革本身不合理，致使組織成員現

有能力做不到，而擔心因此被處分，所以產生抗拒。3. 成員因誤解新措施

而反對，例如組織未將革新背景及內容向成員解釋清楚，使成員誤認新措

施或不如原措施、或可行性低、或將對成員產生不利，因此起而反對。 

（二）教育組織革新的阻礙或抗拒因素 

教育組織革新的阻礙或抗拒因素，包括有組織因素和個人因素。1. 所
謂組織因素，例如全國一致的教育系統、科層體制的組織結構、組織既有

文化傳統的抵制、非正式組織的抗衡等均造成。2. 所謂個人因素包括：個

人的心理系統，如習慣、初始經驗、選擇性注意和回憶、依賴性、不安全

感和退縮；既得利益的喪失：包括革新帶來不方便、增加工作負荷量、帶

來經濟損失、帶來沉澱費用的虛費、造成工作知識和技能的過時、帶來社

會隸屬感損失；其他：例如實驗精神的缺乏、激勵系統的缺乏、對革新措

施的誤解等。 
陳伯璋（1977）進行學校革新歷程的阻力分析，將抗拒原因歸納為四

個層級，包括個人因素、人際關係的因素、團體間的因素和組織的因素如

下： 
1. 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是指因為組織成員如校長與教師的個人動機、認知及態度所

產生的差異而對重要事件與工作重要性有不同認知和解釋所形成的衝突

或阻力。 
1. 人際關係因素 
人際關係因素係包括校長與教師間的關係、教師間與師生之間，因為

「交互角色期望（reciprocal role-expectation）」的無法預期對方行為表現、

或不能協調行政與專業之權威，則容易形成緊張和衝突。 
3. 團體間的因素 
團體間的因素是指教學與教學、行政與教學、行政與行政單位之間，



因為班級體系的獨立性、或行政功能的特殊性，加上參與決定的必要性、

個人認知與目標的差異，容易產生協調與統合的困境，引爆衝突，形成革

新的阻力。 
4. 整體組織結構上的因素 
整體組織結構上的因素就如 Hage 和 Aiken 所稱組織複雜性、集中化、

形式化與階層化等特性，將造成專業化、層級節制、機械性程序、以及象

徵性功能的限制，均將對組織革新的速度和方向產生不利的影響。 
張德銳(1994a : 4-16)認為學校革新的抗拒因素，可細分為學校組織因

素及個人因素如下述： 
1.組織因素：包括全國一致的教育系統、科層體制的組織結構、學校

組織的受養護特質、組織既有文化傳統的抵制、非正式組織的抗衡、對權

力和影響力的威脅、資源的限制、固定投資的限制等。 
2.個人因素：包括年齡、資歷的深淺、職位的高低、個人的心理系統、

既得利益的喪失、實驗精神的缺乏、激勵系統的缺乏、對革新措施的誤解、

革新本身的不合理、執行革新後的抗拒等。 
鄭淑惠（2000 : 20-29）指出學校組織變革抗拒的原因包括：學校組織

內部活力不足、變革與組織文化不一致、基層學校缺乏專業自主的空間、

群體抗拒變革的壓力、變革規劃不合理或不週全、對變革不瞭解或誤解、

個人選擇知覺或教育理念的不同、影響個人既有的利益等。 
Fullan（1991）指出第一波學校革新焦點集中在現有組織體系下進行

效能與效率的改善，大人與小孩的角色未變；但是第二波學校變革卻強調

新目標、新結構、以及新的人員角色，涉及學校文化與結構的變革，以及

成員角色的再造，因此造成教師和行政人員的抗拒。 
Cummings 和 House（1989）認為變革常會引起成員和組織的抗拒，

原因有二：（1）就成員而言：可能因對未來不確定狀況產生焦慮而抗拒變

革。（2）就組織而言：組織抗拒變革原因有三，包括：投資於現況的沉澱

成本、政治上既得利益的喪失、變革與組織文化不一致而引發衝突。 
Bennis 將成員對組織變革產生抗拒的來源，分為人格上的抗拒及社會

性的抗拒兩類（引自伍國雄、鄭燕祥，1993:3-14）如下： 
1.所謂人格上的抗拒，包括：趨衡（homeostasis）、習慣（habit）、念

舊（primacy）、選擇性的接受及保存（selective perception and retention）、
依賴性（dependence）、超我（superego）、 自我的不信任（self-distrust）、
缺乏安全感及回歸過去（insecurrity and regression）。 

2.所謂社會性的抗拒，包括：順應常模（conformity to norms）、組織

及文化的凝聚（systemic and cultural coherence）、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神聖不可侵犯（the sacrosanct）、 排外（rejection of “outsiders”）。 

Westhuizen 和 Theron（1996）指出變革抗拒顯示出個體對未來變革情

境中的角色及行為存有不確定感，變革抗拒的本質是個體自我防衛的表



現。變革實施對個體現在行為、習慣改變越大，抗拒便會愈強；對學校的

穩定性威脅愈大，抗拒也愈強。 
Robbins（2001）指出抗拒組織變革的原因包括個人的抗拒（如圖 3-6）

的和組織的抗拒（如圖 3-7）。說明如下： 
1.個人的抗拒：係指成員個人對組織改革的抗拒，主要是源自於個人

的特質，例如知覺、人格與需求，以及個人對習慣的依賴、感受安全感被

威脅、擔心表現不好減低經濟收入、對混淆或不確定未知的害怕以及選擇

性處理資訊的結果。 
2.組織的抗拒：係指抗拒變革的原因源自於組織的結構與特性，例如

穩定的組織結構慣性、傾向接受局部改革、團體慣性、對專業人士產生威

脅、對既有權力關係產生威脅、對既有資源分配產生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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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個人抗拒變革原因 

資料來源：Robbins, S.P.（2001）. Organizational behavior.(545). Englewood 
Ciffs, NJ : 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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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組織抗拒變革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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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obbins, S.P.（2001）.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547). Englewood 
Ciffs, NJ : Prentice-Hall. 

二、 綜合歸納 

歸納上述學者專家所提出有關組織成員抗拒組織革新之可能原因頗

多，而不同的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觀點所提出的抗拒原因也有項目上的差異

（如表 3-7）。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經分類整理將國民中學推動學校革新

時，有關人員產生抗拒的可能原因，區分為個人因素與組織因素兩類，玆

將之概述如下： 

（一）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指組織成員對革新的推動產生抗拒的原因，係來自於成員個

人的身心特質、興趣偏好或學識素養。主要包括下列： 
1. 學校成員對教育革新的知識能力不足。 
2. 成員的教育理念不正確或興趣不合。 
3. 成員習慣安於現狀或態度保守。 
4. 擔心既得利益或權力因為革新而被剝奪。 
5. 對革新所造成的未知情境或不確定後果的恐懼。 
6. 成員未能體察學校革新的需要性。 

（二）組織因素 

組織因素指組織成員之所以對革新的推動產生抗拒的原因，係來自於

組織的問題，而與個人之身心特質或興趣無關。主要包括下列： 
1. 因為溝通不良，導致成員對革新產生誤解或不瞭解而抗拒。 
2. 學校革新措施不合理，致使成員無法接受。 
3. 缺乏適當的革新配套措施，以致於窒礙難行。 
4. 學校革新的推動，威脅到成員的專業。 
5. 學校領導者領導革新推動無方。 
6. 學校領導者之人際關係惡劣，致使成員為反對而反對。 

 
 
 
 
 
 

表 3-7 組織成員抗拒革新的原因 
學  者 個 人 因 素 組 織 因 素 



謝文全

（1997a） 
變革造成既得利益損失或不方便 
安全感喪失或地位貶落 
造成失業或社交上的損失 
成員能力做不到 既得利益喪失  
增加工作負荷 造成經濟損失 
造成工作知識和技能的過時 
造成社會隸屬感的損失  
個人心理系統習慣  
初始經驗或選擇性注意 

改革不合理  因誤解新措施而反對 
經濟或沉澱費用浪費  
既有文化傳統的抵制 組織結構 
科層體制 非正式組織的抗衡 
對革新措施的誤解 全國一致的教育系

統 
激勵系統的缺乏 

陳伯璋（1977） 成員動機認知及態度的差異 組織複雜性 集中化 形式化與階層化造

成專業化層級節制 機械性程序 和象徵

性功能的限制  
人際關係因素 交互角色期望不明確

團體間協調與統合的困境引爆衝突 
張德銳(1994a) 年齡與資歷的深淺 職位的高低 

個人的心理系統 既得利益的喪失 
實驗精神的缺乏 激勵系統的缺乏 
對革新措施的誤解 執行革新後抗拒 

革新本身的不合理 科層體制結構 
學校組織的受養護特質 
對權力和影響力的威脅 
資源的限制 固定投資的限制 
組織文化與傳統的抵制 非正式組織的

抗衡  全國一致的教育系統 
Fullan（1991） 涉及成員角色的再造 涉及學校文化與結構的變革 
Westhuizen 
& Theron
（1996） 

個體對未來角色及行為存有不確定感 
變革對個體現在行為與習慣改變太大 

變革威脅到學校組織的穩定性 

Cummings  
& House
（1989） 

成員對未來不確定的狀況產生焦慮 投資於現況的沉澱成本  
政治上既得利益的喪失 
變革與組織文化不一致而引發衝突 

Robbins
（1995） 

個人對習慣的依賴 感受安全感被威脅 
擔心表現不好減低經濟收入 
對混淆或不確定未知的害怕 
選擇性處理資訊的結果 

穩定的組織結構慣性 傾向接受局部改

革 
團體慣性 對專業人士產生威脅 
對既有權力關係產生威脅 
對既有資源分配產生威脅 

鄭淑惠（2000） 成員對變革不瞭解或誤解 
個人選擇知覺或教育理念的不同 
變革影響個人既有的利益 

學校組織內部活力不足 
變革與組織文化不一致 
基層學校缺乏專業自主的空間 
群體抗拒變革的壓力  
變革規劃不合理或不週全 

Bennis 
引自伍國雄、

鄭燕祥(1993) 

人格上的抗拒 趨衡 習慣 念舊 
選擇性的接受及保存 依賴性 
自我不信任 缺乏安全感及回歸過去 

社會性的抗拒 順應常模 
組織及文化的凝聚 既得利益 
神聖不可侵犯 排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貳、成員抗拒學校革新的方式 

不同的學校組織，成員抗拒革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而在相同的學校

裡，不同人員表現抗拒的方式也有異。以下先列舉學者專家之意見，而後

再綜合歸納，作為研究之參考。 
 
Robbins（2001）認為成員對組織變革的抗拒形式並無特定標準的方

式，成員的抗拒行為可能是明顯的（overt）、隱含的（implicit）、立即表現



的（immediate）或者延宕（deferred）一段時間以後再表現出來，舉例說

明如下： 
1. 立即而外顯的抗拒行為，例如組織一提出改革方案，員工立即出現

抱怨聲浪，或是出現怠工行為、威脅要進行罷工等不滿的抗拒方式。處理

這種立即而明顯的抗拒行為是比較容易的。 
2. 隱含而延宕的抗拒行為，這種抗拒方式則比較難以察覺和進行有效

處理。因為隱含的抗拒行為不容易被察覺，例如成員降低對組織的忠誠

度、工作士氣的逐漸降低、工作頻頻出錯、或是請假的增多等；致於延宕

的抗拒反應則更難斷定，因為在革新進行初期，成員並沒有反應，卻在幾

週或幾個月或幾年之後，逐漸累積對多項革新的不滿，而終在某個時間點

爆發出難以收拾的激烈抗拒方式。 
鄭淑惠（2000: 20-29）歸納學校組織變革的抗拒行為包括下列： 
1.陽奉陰違：成員表面上表示贊同或配合，實質上卻我行我素，毫無

執行變革意願，行為表現僅是應付。 
2.有意的冷漠或不願意配合：成員表現出不想參與、不想配合、也不

想執行的態度和行為。 
3.抱怨或爭吵：成員透過正式或非正式溝通管道表達不滿的聲音，因

而產生衝突或爭吵。 
4.工作績效下降：成員士氣低落，效率變差，品質下降。 
5.請假或曠職的時數增多：成員因為反對變革而無心工作，以請假或

曠職方式逃避，甚至離職。 
6.散播謠言：成員故意曲解變革的內容，誇大變革的缺點，散播不利

於變革的訊息，破壞變革的實施。 
7.組成團體對抗：集合反對變革的成員，利用團體力量，公開唱反調，

甚至批評與攻擊。 
楊益風（2001）研究發現：教師面對衝突時，一般會表現下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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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改變或漠視改

變的要求；重新對角色、或角色情境做定義。 
李麗玉（2000）研究發現：國中教師遭遇挫折時表現行為如下：選擇

逃避；表現極度的無奈感；表現抗拒，無意願學習；對未來不抱持樂觀態

度；無法凝聚共識；阻礙願景的建立；教師文化瀰漫渙散氣氛，阻礙團隊

學習的發展；存在個人主義、處室本位、以及處室內不和諧的現象；存在

棘手的老大和不適任。 
盧秀雲（1993）透過調查發現許多組織在推動變革的過程，成員經常

會以消極行為抒發不滿的情緒，例如出現下列抗拒變革的行為：部門間的

不協調和衝突； 對變革計畫故意表現冷漠和不關心；對變革推動者懷有

敵意； 



謝安田（1990）指稱成員抗拒變革的徵兆包括：持續性的減少生產量；

要求增加報酬；要求調離現在職務；不斷發出怨言、爭吵或乖戾行為；罷

工、無故曠職或怠工；手工的品質變差；工作漫不經心；冷漠、逃避或脫

離工作。 
除上述組織變革時成員產生抗拒之行為或徵兆外，因為成員抗拒革新

時，服務士氣也會低落，因此有關低士氣的特徵也可以作為本研究之參

考，故而以下同時列舉學者對組織低士氣特徵的觀點。 
Kelley 指出組織成員呈現低士氣時，可能會出現下列特徵（引自謝文

全，2000）：成員彼此間分裂成許多小團體；團體內部不和諧，彼此不信

任，而且互相批評；成員常無法經由團體本身解決自己的問題；成員彼此

之間不能友善相處；對團體目標及價值缺乏一致的認同；對團體和領導的

型式具有消極的態度；缺乏團體認同感。 
許南雄認為組織出現低落士氣時會出現特徵包括（引自謝文全，

2000）：對主管的權威缺乏尊敬心理；普遍怠職怠工；工作素質降低；對

一般管理措施漠不關心；不能分工合作；毀損團體榮譽；出現嚴重離職或

調職現象。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對組織革新時成員表現抗拒方式之觀點，正如

Robbins 所言並無固定標準化的抗拒行為模式，不同的學者專家從不同的

觀點所提出的成員抗拒方式亦有所不同（如表 3-8）。 
本研究依據上述學者專家之意見，經分類整理，將有關人員表現抗拒

學校革新的方式，歸納區分為十二項如下： 
1. 言語攻擊刻意詆毀：係指成員出現抱怨聲浪，故意扭曲革新內容，

誇大其缺點，以期減損革新的教育意義和價值。 
2. 散播謠言醜化抹黑：係指成員故意散播不利於革新的訊息，製造

謠言，抹黑學校革新領導者，企圖破壞學校革新。 
3. 串聯同儕公開抵制：係指成員透過團結如教師會，進行集體對抗、

協商或威脅罷工，抵制革新的推動。 
4. 模糊焦點故意扭曲：係指成員故意東拉西扯，轉移革新焦點，扭

曲革新的原始內容和項目。 
5. 製造問題凸顯困難：係指成員故意製造其他事端，轉移革新領導

者的心力和時間，使領導者無力革新，突顯推動困難。 
6. 引爆衝突激烈抗拒：係指成員因為不滿，蓄意製造衝突或引發爭

吵，甚至威脅要罷工等激烈抗拒行為。 
7. 態度冷漠置身事外：係指成員降低對組織忠誠度、工作士氣也降

低，態度表現出不想參與、不想配合也不想執行，  
8. 推諉塞責不肯合作：係指成員降低對組織的忠誠度、工作士氣的

逐漸降低、工作頻頻出錯、或是請假的增多 



9. 陽奉陰違虛應故事：係指成員表面上贊同配合，實際上卻我行我

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妥協敷衍。 
10. 利用關係找人施壓：係指成員透過人際網絡，找來上級官員或是

重要家長等，出面制阻革新的推動。 
11. 假手民代凍結經費：係指成員利用民意代表，凍結學校革新的經

費預算，使革新因為沒有經費資源而寸步難行。 
12. 利用輿論強迫終止：係指故意投書媒體，引起媒體關注，大肆報

導和批評，造成革新推動人員投鼠忌器，不敢執行革新作為。 
而上述十二項人員抗拒學校革新的方式，約略可以歸納區分為兩大

類，包括直接而明顯的抗拒方式、以及間接或隱含的抗拒方式。 
所謂直接而明顯的抗拒方式係指學校組織成員對於學校革新方案或

政策的推動，立即表現出明顯可見之情緒反彈、言語攻擊或對抗性的行

為。其抗拒行為之主要表現方式包括：言語攻擊刻意詆毀、散播謠言醜化

抹黑、串聯同儕公開抵制、模糊焦點故意扭曲、製造問題凸顯困難、引爆

衝突激烈抗拒等。 
所謂間接或隱含的抗拒方式：係指學校組織成員對於學校革新方案或

政策的推動，在外觀上雖無法見到明顯的具體反彈或對抗，但實際上仍可

查覺成員所採取的消極性抵制或抗拒之行為。其主要之抗拒行為包括：態

度冷漠置身事外、推諉塞責不肯合作、陽奉陰違虛應故事、利用關係找人

施壓、假手民代凍結經費、利用輿論強迫終止等。 
 

表 3-8 成員抗拒學校革新的方式 

學  者 直接而明顯的抗拒方式 間接或隱含的抗拒方式 
Robbins（2001） 抱怨   

怠工   
罷工 

成員降低對組織的忠誠度  
工作士氣降低 
工作頻頻出錯  
成員請假增多 

鄭淑惠（2000） 抱怨或爭吵  
請假或曠職的時數增多 
散播謠言 組成團體公開對抗 

陽奉陰違  
有意的冷漠或不願意配合 
工作績效下降   
成員士氣低落 

盧秀雲（1993） 部門間不協調 
衝突 
 

對變革計畫故意表現冷漠 
不關心 
對變革推動者懷有敵意 

謝安田（1990） 不斷發出怨言、爭吵  
表現乖戾行為。 
罷工、無故曠職或怠工  
冷漠、逃避、或脫離工作 

持續性的減少生產量。  
要求增加報酬 
要求調離現在職務  
手工的品質變差 
工作漫不經心 

Kelley 
引自謝文全（2000） 

內部不和諧 
不信任 
互相批評 
成員彼此之間不能友善相處 

成員間分裂成許多小團體 
團體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對團體目標及價值缺乏認同 
消極的態度 缺乏團體認同感 



許南雄 
引自謝文全（2000） 

普遍怠職怠工 不能分工合作 
毀損團體榮譽 出現嚴重離職或調職

現象 

對主管的權威缺乏尊敬心理 
工作素質降低   
對一般管理措施漠不關心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叁、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 

雖然前述不同的學校，成員抗拒革新的方式和原因有所不同。而在相

同學校裡，不同人員表現抗拒的方式與原因也有異。但是，找尋有關預防

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以利學校革新的順利推動，卻是關心學校革

新的專家學者共同的關注。以下先列舉學者專家之意見，而後再綜合歸

納，作為研究之參考。 
 
謝文全（1997a，2000）認為學校在推動革新過程中，可以採取下列措

施，以減輕或消除成員對變革的抗拒： 
1.讓成員參與改革的設計：讓成員有自己做決定的感受，使成員獲得

尊榮感的滿足，增進成員對革新脈絡與革新方法的瞭解，則成員會盡力支

持和執行革新。 
2.利用團體影響力造成風潮帶動革新：讓成員在一起參與革新計畫的

討論，透過團體影響力，覺得其他人也在採行新計畫，因為人是從眾的社

會動物，將有利於革新措施的執行。 
3.進行充分溝通使成員儘速瞭解革新措施：組織決定推動革新措施

時，必須利用各種溝通工具與方法，告知組織成員及被影響的大眾，使能

充分瞭解，建立對革新的信心，進而支持革新的推動。 
4.適時使用雙面提示原則：成員在既得利益及先入為主關係下，常會

特別注意新措施缺點而忽略其優點。因此推動革新時應採優缺並列方式，

以避免引起成員反感或質疑。 
5.改革要合理並在成員能力所及範圍內：革新措施若不合理，成員現

有能力根本做不到，便會引起成員困擾和反對。故若革新措施在成員能力

所及範圍外，應先設法協助提高成員能力後再開始實施。 
6.採漸進方式以緩和成員適應之困難：人在觀念和態度上的改變是緩

慢的，對革新措施的熟習與適應也是緩慢的，因此在推動變革時不可操之

過急，應有計畫的逐步實施，避免適應不良而抗拒。 
7.平時加強成員的在職進修教育：使成員隨時吸收新觀念，對教育發

展趨勢有深刻認識，能知道組織推動革新，是屬於有價值的新潮流，要擋

也擋不住，今天不實施將來還是要實施，就不會反對抗拒。 
陳伯璋（1977）從個人、人際關係、團體間的關係、以及整體組織四

個層面，針對革新阻力因素之形成，提出解決方法如下： 
1.在個人方面，首先可以透過再教育的方式，例如舉辦研習或在職進



行，使成員瞭解人的因素是革新的關鍵，改變成員態度、激發主動參與革

新的動機、增進認知與辨識的能力。再者可以加強策動者的功能，以輔導

促進成員態度、技能、價值與人際關係的改善。 
2.在人際關係方面，一面透過積極領導，建立和諧人際關係；以扮演

仲裁者角色，解決人際關係的衝突；兼顧機構立場，執行法令倡導革新，

以及關懷教師，提供參與決定機會。另一方面則透過感受性訓練

（T-group），培養成員對組織問題的知覺，提高人際交往能力和技巧，增

進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在團體間的關係上，則要加強溝通與協調。透過合宜的溝通網絡，

打破心理溝通障礙，建立整體目標之共識，強化責任感與工作熱誠。加強

程序協調與實質協調，以超越單位分化獨立，建立分工合作的信念與協調

一致的步調，增強參與革新的意願。 
4.在整體組織方面，可透過工作程序和組織結構的改變以化解衝突和

阻力的形成。前者可利用計畫性工具，如革新策略與行動方案，使程序更

合理、經濟、更易控制。後者可用銜接關係（linking pins）組織改變傳統

過度分化的層級系統；以專案設計（project approach）組織處理突發性或

急待解決問題。使組織結構更具彈性以因應變遷。 
Kotter 和 Schlesinger（1979:102-121）提出六種減少組織成員對變革抗

拒的策略，包括教育與溝通、參與和介入、協助與支持、協商與協議、操

縱及吸收、強迫的明示與暗示，其適用情境與優缺點如下： 
1.教育與溝通：適用於缺乏資料、資料不正確、或分析不正確時。優

點是當成員被說服後，可以由抗拒者變成協助變革的執行者。但是若抗拒

者眾多，須費很多時間。 
2.參與和介入：適用於當變革之推動者，未具完整資訊以設計變革活

動時；或他人具有相當抗拒權力時。其優點是參與者將承諾執行變革計

畫，可整合任何獲得資訊到變革計畫中。但是，如果參與者設計的變革計

畫不適當，必須費更多時間去導正。 
3.協助與支持：適用於當成員因為調整行為產生困難問題而引起抗拒

時。其優點是沒有其他策略比此更適合於處理調整性的問題。但是可能花

時間、經費昂貴，最後卻仍然失敗。 
4.協商與協議：適用於當某人或某團體因變革遭致損失時；或該人或

團體具有相當抗拒力時。其優點是比較容易避免主要的抗拒行動。但是卻

可能花費很大的代價，同時也暗示其他人員可以用協商來換取順從。 
5.操縱及吸收：適用於其他策略行不通，或必須付出的代價太大時。

其優點是可迅速且便宜的解決抗拒問題，如成員害怕被控制，可能導致未

來問題的產生。 
6.強迫的明示與暗示：適用於要爭取時效，或變革推動者擁有相當權

力時。其優點是收效最快，可克服任何種類的問題。但是卻具有相當大的



風險，可能導致成員對變革不滿，產生激烈抗拒。 
Robbins（2001）指出要處理組織成員立即而明顯的抗拒行為是比較容

易的，但是隱含而延宕的抗拒行為則比較難以察覺和進行有效的處理。但

他同時也提出消除個人或組織對變革抗拒的可行策略，包括教育與溝通、

參與、促進與支援、協商、操縱與舉荐、高壓脅迫等方式。玆說明如下： 
1.所謂教育與溝通（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係指幫助成員瞭解

革新的邏輯（logic of a change）。其基本假設是成員的抗拒源自於對革新的

不瞭解，因此透過一對一的討論、傳閱備忘錄、團體簡報等，能促進瞭解

澄清疑惑，建立互信（mutual trust and credibilty）消除抗拒。 
2.所謂參與（participation），其基本假設是參與者具有專門知能

（expertise），能夠付出有意義的貢獻，透過參與不但可以減少抗拒，還能

提高變革決策的品質。 
3.所謂促進與支援（facilitation and support），指成員對革新害怕或焦

慮時，進行心理諮商和治療（counseling and therapy）、訓練新技能、或給

短期休假，以促進調適效果。 
4.所謂協商（negotiation），就是以利益誘惑的方式，減輕權威人士對

革新的抗拒。 
5.所謂操縱與薦舉（manipulation and co-optation），係指掩蓋真正的變

革資訊，使所有對成員比較不利的資訊隱藏，突顯吸引成員樂於接受的革

新優點，同時薦舉抗拒團體領導者參與革新決策歷程，以獲得支持。 
6.所謂高壓脅迫（coercion），是直接對抗拒者採取高壓手段，施予威

脅或壓力，例如威脅成員要調整職務、不給升遷機會、將給消極的績效評

鑑等（neg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鄭淑惠（2000: 20-29）歸納增進學校組織變革的方法包括數點： 
1. 變革的規劃要合理，盡量減少對成員產生不利的因素。 
2. 變革的實施要掌握良好的時機與適當的時程，不要與組織例行運作

相衝突。 
3. 變革實施之前與實施期間，要適時適地 
李麗玉（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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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馨怡（2000）研究發現：預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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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實施學校本位管理是學校革新的重要面向之一，有關突破學校本

位管理實施困境途徑，亦可作為本研究參考，故亦列舉之。 
謝文全（2002:1-36）在學校本位管理實施與困境時，指出突破困境可

行之道有七，簡述如下： 
    1.培育與重視人才，並重視職前導入與在職進修，以提高專業素養和



突破困境的智慧。 
    2.開始推動時應相當謹慎並做好規劃，切忌「在開動的車上換輪胎」

（changing the tire on a moving bus），以免困境百出。 
    3.擴大人員的參與機會，形成我們一體（we-ness）的認同感，集思廣

益共同建構願景，減少不必要的矛盾與衝突。 
    4.必須打破本位主義，加強與外界的關係、溝通和交流活動，隨時瞭

解外在環境的變化與需求。 
    5.建立相關資料庫與管理資訊系統，以助於豐富資訊的快速取得，擴

大參與者知識視野，提升決定品質。 
    6.上級主管機關應發揮協調、協助與監督的功能，解決學校力有不逮

的困擾。 
    7.存著有批評才有進步的心態，勇於接受批評。將批評與不滿視為督

促改善與進步的動力，並在行動前反省（reflection for action）、行動中反省

（reflection in action）、行動後反省（reflection on action）。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所提預防或減輕學校革新時成員抗拒策略，可以發

現：不同的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觀點，所提出的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

策略，亦有所不同（如表 3-9）。 
本研究歸納上述學者專家意見，經分類整理，將預防或減輕學校革新

時成員抗拒之策略，歸納區分為二類，其一為成員抗拒已經產生時的處理

策略，另一為革新推動前事先用來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說明

如下： 

（一）成員抗拒時的處理策略 

成員抗拒已經產生時的處理策略，或可稱之為治標性的策略，係指當

學校成員對學校革新方案或政策的推動，表現出明顯的抗拒行為時，行政

人員所採行的立即處理成員抗拒之策略。依據文獻和研究者經驗，將之歸

納區分為十二項如下： 
1.發揮影響積極疏通：係指學校行政人員面在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能發揮平日累積之象徵權（symbolic power）或參照權（reference power），
以其高尚的人格或個人魅力，發揮影響力，積極疏通，以化解或減弱成員

的抗拒程度。 
2.堅守立場貫徹執行：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充分利用其法職權（legitimate power）或強制權（coercive power），以堅定

的態度和立場，貫徹執行到底。 
3.放低身段釋放善意：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能夠傾聽成員的不滿和意見，願意設身處地的以同理心接納成員抗拒之情

緒。 
4.借力使力迂迴前進。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能夠與成員站在一起，共同面對困難問題，然後借力使力，化危機為轉機，

在成員不經意中影響成員邁向革新。 
5.運用人脈化解抗拒：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能夠運用各種人際關係，例如非正式組織或德高望重之人員，居中斡旋，

以紓解成員之激烈情緒或意見。 
6.面對問題具體回應：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能夠客觀而理性的接受成員所抗拒的問題或困難，作出具體之回應，例如

提供資源或適度滿足成員的心理需求。 
7.修訂計畫調整做法：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能夠適度採納成員的建議，對革新的計畫內容、時程、步驟等，做適當的

調整或修正，讓成員可以接受，以順利執行。 
8.視若無睹置之不理：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採行故意忽視的態度，不管成員以何種方式表達其不滿或抗拒，均不予理

會。 
9.妥協退讓放棄堅持：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為了迴避困擾或避免因成員抗拒所可能付出的代價，而採行妥協的態度，

放棄推動革新的理想或堅持。 
10.談判協議交換條件：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以相對等的人員或條件，進行談判協商，讓成員因為可以接受的相對代價

而願意合作。 
11.團體制約強迫就範：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充分運用團體之動力，使少數抗拒成員迫於團體壓力而放棄抗拒的行為，

順從團體的要求。 
12.訴諸公評交付仲裁：係指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成員之抗拒行為時，

將成員所抗拒之事實真相，具體呈現於大眾面前，接受公眾之評論或交由

第三者依法理進行客觀之仲裁。 

（二）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 

所謂革新推動前事先用來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或可稱之

為治本性策略。係指學校革新方案或政策的制定者與推動者，在制定方案

與政策或推動方案與政策之前，所事先採行的長期性預防或減輕成員產生

抗拒的策略。依據文獻和研究者經驗，將之歸納區分為十五項如下， 
1. 用心規劃讓革新方案合理可行：因為合理，成員就比較容易接受；

因為具體可行，所以成員比較不會產生抗拒。 
2. 平時就營造重視革新的學校文化：在重視革新文化裡，情境氣氛讓

成員覺得革新是應該的、是正常事件而已，當然就不會抗拒革新。 
3. 周詳設計使革新方案具體而且有配套措施：因為革新方案具體，所

以就容易被瞭解；因為有配套措施，就容易被成員所接受。 



4. 推動前能對革新理由與內容說明清楚：在推動前將理由和內容說明

清楚，成員就不會誤解，也不會擔心革新所帶來的威脅或負擔。 
5. 適度保障成員的既有利益：既得利益的適度保障，可以降低成員的

憂慮，避免權益或利益過度損失，因此能預防或減輕成員的抗拒。 
6. 提供符合成員期望的獎勵：從期望理論或動機理論來看，適度的誘

因和符合成員需求的獎勵制度，可以激發成員革新意願和興趣。 
7. 設置合理的革新防錯機制：透過防錯機制的建立，可以避免革新執

行後進退維谷的困窘，適時提供回饋，可以增強成員革新的意志。 
8. 革新方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將革新決策送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不

但可以增進成員瞭解，以可提高其合理性和適法性，故可減少成員抗拒。 
9. 適時提供技術諮商和協助解決問題：提供技術諮商，可以讓成員不

會因為困惑而擔心，協助解決問題則能促進革新的執行，故可預防抗拒。 
10. 透過談判協商或利益交換：在談判協商的過程中，可以增進相互

瞭解，分享決策權力，故可以與利益交換一般，可以預防或減輕抗拒。   
11. 讓成員參與革新規劃使其認同革新：成員參與規劃，可以增進瞭

解和共同擁有的感情，增進對革新決策的認同感。 
12. 透過研習進修提昇成員革新的理念和能力：擁有知識則知道如何

做、為何要做、要做什麼；擁有能力則能順利執行，是故可以預防抗拒。 
13. 採行漸進方式讓成員逐漸適應：成員在逐進的革新歷程中，會在

不自覺中的涉入，就如溫水煮蛙的道理一般，慢慢適應沒有感覺。 
14. 操縱情境營造氣氛形成革新壓力：如果學校情境中對革新的訴求

壓力就如箭在弦上，則成員會順勢而推，反正也知道非革新不可。 
15. 提供足夠的經費與資源支持革新：所有革新的推動，均會涉及經

費預算以及資源的問題，若缺少經費和資源，則推動革新則很難。 

 

 

 

 

表 3-9 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 

學者 成員抗拒時的處理策略 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 
謝文全（1997a、
2000） 

進行充分溝通 
使成員儘速瞭解革新措施 
 

讓成員參與改革的設計  
利用團體影響力造成風潮帶動革新 
適時使用雙面提示原則  
改革要合理並在成員能力所及範圍內 
採漸進方式以緩和成員適應之困難 
平時加強成員的在職進修教育 



陳伯璋（1977） 扮演仲裁者解決人際的衝突 
加強溝通與協調 
進行程序協調與實質協調 

舉辦研習或在職進行  
積極領導建立和諧人際關係 
關懷教師提供參與決定機會 
提高人際交往能力和技巧 
增進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建立整體目標之共識 
強化責任感與工作熱  
利用計畫性工具使合理經濟 

Kotter & 
Schlesinger（1983） 

教育與溝通  協商與協議 
強迫的明示與暗示 

參與和介入  協助與支持  操縱及吸收 

Robbins（2001） 教育與溝通 協商 高壓脅迫 參與  促進與支援  協商 操縱與舉荐 
鄭淑惠（2000）  規劃要合理 掌握良好時機與適當時程 
謝文全（2002） 協調  協助  監督   

勇於接受批評 
重視職前導入與在職進修  
相當謹慎做好規劃 
擴大人員的參與機會  
建立相關資料庫與管理資訊系統 

李麗玉（2000） 校長堅持 喚醒危機意識 
建立強有力的領導團隊 

 

張馨怡（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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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叁、 本節小結 

本節探討學校革新的抗拒與因應，包括學校成員抗拒革新的可能原

因、學校成員表現抗拒革新的方式、以及預防或減輕學校成員抗拒革新的

策略。以下歸納作為本節的結論。 

一、學校成員抗拒革新的原因 

學校成員抗拒革新的原因，包括個人因素與組織因素兩類。 

（一）個人因素： 

所謂個人因素係指組織成員對革新的推動產生抗拒的原因，係來自於

成員個人的身心特質、興趣偏好或學識素養。主要包括學校成員對教育革

新的知識能力不足；成員的教育理念不正確或興趣不合；成員習慣安於現

狀或態度保守；擔心既得利益或權力因為革新而被剝奪；對革新所造成的

未知情境或不確定後果的恐懼；成員未能體察學校革新的需要性等六項。 

（二）組織因素： 

所謂組織因素係指組織成員之所以對革新的推動產生抗拒的原因，係

來自於組織的問題，而與個人之身心特質或興趣無關。主要包括溝通不良

導致成員對革新產生誤解或不瞭解而抗拒；學校新措施不合理，致使成員

無法接受；缺乏適當的革新配套措施，以致於窒礙難行；學校革新的推動，



威脅到成員的專業；學校領導者領導革新推動無方；學校領導者之人際關

係惡劣，致使成員為反對而反對。 

二、學校成員抗拒革新的方式 

學校成員抗拒革新並無固定標準化的抗拒行為模式，依據文獻和研究

者之經驗，經分類整理後，歸納區分為十二項：包括言語攻擊刻意詆毀、

散播謠言醜化抹黑、串聯同儕公開抵制、模糊焦點故意扭曲、製造問題凸

顯困難、引爆衝突激烈抗拒等、態度冷漠置身事外、推諉塞責不肯合作、

陽奉陰違虛應故事、利用關係找人施壓、假手民代凍結經費、利用輿論強

迫終止等。 
 

三、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 

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經分類整理後，可以區分為兩類，

一是成員抗拒時的處理策略，一是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歸納

區分如下： 
1. 成員抗拒時的處理策略 
所謂成員抗拒時的處理策略，包括：發揮影響積極疏通、堅守立場貫

徹執行、放低身段釋放善意、借力使力迂迴前進、運用人脈化解抗拒、面

對問題具體回應、修訂計畫調整做法、視若無睹置之不理、妥協退讓放棄

堅持、談判協議交換條件、團體制約強迫就範、訴諸公評交付仲裁。 
2. 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 
所謂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包括用心規劃讓革新方案合理

可行、平時就營造重視革新的學校文化、周詳設計使革新方案具體而且有

配套措施、推動前能對革新理由與內容說明清楚、適度保障成員的既有利

益、提供符合成員期望的獎勵、設置合理的革新防錯機制、革新方案經校

務會議通過、適時提供技術諮商和協助解決問題、透過談判協商或利益交

換、讓成員參與革新規劃使其認同革新、透過研習進修提昇成員革新的理

念和能力、採行漸進方式讓成員逐漸適應、操縱情境營造氣氛形成革新壓

力、提供足夠的經費與資源支持革新等。 
 
 

第六節 社會動力之相關研究 

 
社會動力之研究在國內尚屬少見，故而本節將先簡要介紹有關社會動

力之研究概況，作為研究參考。而有關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方面，目前仍

屬尚待開發領域，故而未見直接相關之實證研究文獻。因此僅列舉有些相



關的研究資料，包括家庭動力和團體動力之實證研究，作為本論文研究之

參考。 
 

壹、社會動力研究概況 

十九世紀的社會學家從 Comte 和 Spencer 到他們的學生，均對社會變

遷與群眾運動的主題，如群眾習性、嗜好、作風和從眾行為提出見解。十

九世紀後期的 Durkhein 對互動歷程（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和個人觀念

在團體的社會化歷程中的改變投入興趣，認為團體產生的現象（group 
product emerges），並非純屬於個人的心路歷程，尚含有其他因素。廿世紀

初期，Cooley, Mead和Simmel關心有效激勵個體動機的社會條件（the social 
condition），曾對小團體進行社會性控制因素（the element of social control）
之研究。1898 年 Tripplett 進行團體中催化效果或動力效果（dynamogenic 
effect）之研究，開創以實驗研究團體動力之始；其後 Allport 又對團體與

個體的關係進行實驗的探討。1904 年 Terman 對兒童進行領導心理學與教

育學之研究，其後 Goodenough, Anderson, Thoms, Pigors 等人都持續進行小

團體的研究；而 Piaget 對兒童遊戲的探討，也是屬於小團體的一種研究範

例（Edgar & Marie, 1992）。 
Edgar 和 Marie（1992）認為有關社會動力的研究，其內容可能包括有

三：一者社會動力的現象，其研究焦點放在「如何」變革上，強調社會現

象的實質內容。研究主題很多，例如從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s）研究小

團體中成員的社會互動，到由傳統鄉村變成現代工業社會都市的變革動力

之研究。二者社會動力的模式，研究目標是陳述、檢測、探究一組數學程

式的假設，即透過電腦產生與所給現象相類似的結果。例如說明地區人口

的成長和縮減，其動力模式可能是源於組織的興立、再組、合併或倒閉；

或人口改革思想的傳播如新的避孕方法或採用新的社會政策等。三者社會

動力的分析，是在分析不同時間點的意義，動力分析建基在動力模式上，

二者關係密切。例如，1979 年，Tuma 等人進行歷史資料的動力分析，就

是在分析結婚和離婚的形式，後來被應用到職業流動、組織合併和倒閉、

政治體制的變革、政策的採用等許多社會現象。進行社會動力的分析時，

所使用的變項因素可能是分立變項，例如政治制度，由軍人專政變成多政

黨的政治體制；可能是連續變項，例如年紀，是依規律在逐步變的，例如

公司利潤的增高或減少，但也是有可能跳躍式的，從高價值到破產。 
依 Broom 和 Selznick 對社會學研究的的觀點，社會動力的研究層次可

概分為人際的、團體的、全社會的和世界體系的層次，以及總合性的分析，

其研究要素如下（引自張承漢，1993）：人際的層次：包括凝聚力、人際

網絡、溝通、互動等。團體的層次：團體領導、組織行為、團體衝突、團

體協商等。全社會的層次：制度變革、社會流動、教育政策、人口消長等。



世界體系層次：全球化資金流動、多國組織、環球制度變革等。 
張承漢（1993）認為人際的、團體的、全社會的與世界體系四個層次

之間，無法清楚的孤立自限，而是彼此關聯，相互糾結，有關四者之間的

相互關係的研究亦很重要。部份社會學家將之分成「個體分析」和「總體

分析」，個體分析屬微觀分析，涉及個人或小團體；總體分析屬巨觀分析，

重在較大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革之歷程，如制度、社會發展趨勢、國際合作

與衝突。在同一情境中，可同時進行微觀與巨觀的分析，例如探討政府科

層制度中的員工關係，重在個人與人際關係，是微觀的；探討同一體制的

組織特性與目標，或權威模式與專業化程度，是巨觀的。因此，社會動力

的分析，應該包括巨觀和微觀的分析，因為成員的互動，受組織形式與政

策之影響。 
因為社會動力係社會變革，其研究內容差異性很大，非單用一種研究

方法可以達成，就如 Edgar 和 Marie（1992）指出社會動力的研究方式，

包括從語言分析到數學程式，也就是兼含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例如 1957
年，Pitirim Sorokin 在專論《社會和文化的動力（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著作中，採用質的研究；1970 年，Harrison White 則以數學

程式量化研究《機會鍊（Chains of Opportunity）》；1971 年，Jay Forrester 採
用數學程式設計，以電腦進行研究《世界動力（World Dynamics）》；1974
年，Glen Elder 以質的方法進行《兒童憂鬱（Children of the Gteat 
Depression）》的研究。 
 

貳、社會動力的實證研究 

因為有關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之相關研究很少，因此，以下將分別列

舉與社會動力相關之研究，作為本論文研究之參考。 
    劉茂玄（2002）進行學校組織文化之個案研究，發現：學校組織文化

是在學校為解決其外在適應與內在整合的問題時產生，它的內容為成員長

久共識所形成的價值、規範、傳統、行為模式、假定與有象徵性的人工飾

物，且具有社會化與控制的功能；它的理論包括社會動力理論、領導理論、

學習理論及教育哲學理論。其研究發現：環境、符號、慶典儀式、領導、

人格特質、理念、人際互動、溝通、衝突、價值觀、專業信念、行為、情

誼交流以及接納與關注的價值與假定是學校實施教育改革成功的必要條

件。 
鄧佳茜（2001）探討家庭、學校及社會因素對合作班學生社會行為之

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個案學生參加合作式技藝班期間，部分的社會行為有

正向之改變，但部份因家庭因素而形成之社會行為則無法藉由參加合作式

技藝班而有所改變， 例如個案學生負面的處世態度。但在參加合作式技

藝班期間，透過與研究者的互動、教師的鼓勵與關心、同儕互動等因素，



個案學生逐漸出現感謝他人、遇到事情會找人討論、能替他人著想等正向

社會行為，且提升其自我效能與學習行為。 
吳鴻欽（2002）進行組織動能對組織成員變革意願之影響研究，根據

文獻探討發現組織成員變革意願的塑造可由組織動能來著手。研究資料之

蒐集，採問卷方式，樣本抽取範圍為台中縣市，標的樣本則為任何向經濟

部登記有案之組織內工作之個體或人。樣本抽取方式則以簡單隨機抽樣。

研究發現主要有四： 
1. 不分產業別之下，不同型態公司有顯著不同之組織動能。 
2. 找出組織動能與組織成員變革意願之關鍵形成因素。 
3. 組織動能對組織成員變革意願有顯著影響效果； 
4.  不同之組織變項與人口統計變項分別對於組織動能與組織成員變

革意願形成之因素有顯著性差異。 
張國松（2002）進行國民小學班級團體動力與班級士氣之關係研究，

旨在探討國小班級團體動力與班級士氣的現況與相關，及不同背景變項與

班級團體動力與班級士氣是否有差異。研究兼採文獻分析、問卷調查方

法，以自編之「國民小學班級團體動力與班級士氣調查問卷」，將國小班

級團體動力分成規範、溝通、領導、衝突四個層面，國小班級士氣分成合

作、忍讓、熱忱三個層面。綜合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結果結論如下： 
1.國小班級團體動力互動愈強，則班級士氣也愈高。 
2.國小學生的團體動力與團體士氣與其背景變項有密切關連。 
3.班級人數多少，對團體動力與班級士氣的影響不明顯。 
4.在研究變項中，以溝通變項對班級士氣解釋預測力最佳。 
林益興(2002)進行建構式領導成長團體動力研究，研究者以參與式觀

察者、晤談者與分析者的多元角色，由參與式觀察札記、會議記錄、晤談

等資料蒐集方式，分析團體成員的互動過程，歸納出團體的領導機制與課

程發展技術。研究結果發現： 
1. 團體運作具有八項互動文化之特徵：團體形成基於原有互動關係、

明確的運作模式與行程規劃、多層次的團體互動建構情境、異質性

組合同質性建構、以可塑義語言建構團體意義、領航者以身作則的

人格特質、含蓄而不露的深層情意互動、可以被挑戰的團體地位階

層。 
2. 團體具有建構式領導氣氛：平權結構精神人人都是領航者、永續自

主發展理念、以人文領航營造可塑義語言。 
3.提出「紮根-發展-回饋」的有效發展自然學習環境之模式。 
林寶島(2001)進行受難團體團體動力之探討，旨在探討人際間因為權

力強弱差異所引發的受難團體的問題，從受害者的個體療癒，到如何走出

防衛機轉面對人生。本論文屬於社會發展的視野，以 Norbert Elias 的人群

組構關係圖形，探討權力及權力關係的變動。發現如何從優勢變弱勢，從



弱勢變強勢，所產生權力關係的挑戰，是輔導理論以個人圖形作為問題解

析所無法跨足。所以受難團體的團體動力，不可以侷限在以個人人格結構

作為輔導的唯一行動與實踐。社會發展全方位的權力關係流動，所造成的

人群關係的失序，必須要以社會發展的新想像與新作法來處理。 
江志正(2000)進行國民小學團體動力、組織學習、學校發展策略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所得資料統計驗證後獲結論如下：國民

小學團體動力和組織學習間具有密切關係。國民小學團體動力和學校發展

策略間具有密切關係。國民小學組織學習和學校發展策略間具有密切關

係。團體動力較佳的學校會有較高的學校效能。組織學習較佳的學校會有

較高的學校效能。推動發展策略較積極的學校會有較高的學校效能。學校

發展策略推動的積極程度對學校效能的影響不會受到團體動力的影響。學

校發展策略推動的積極程度對學校效能的影響不會受到組織學習的影響。 
余政峰(1999)進行讀書會的團體動力因素之研究，旨在歸納對團體動

力因素之觀點，瞭解應用團體動力的理念和經驗。透過相關文獻探討再配

合參與觀察相關活動後，以「讀書會的團體動力因素訪談表」進行半結構

性訪談 8 個讀書會的實務工作者，所得資料配合參與觀察結果分析，並對

照其他的讀書會相關研究，歸納出讀書會的團體動力因素主要有團體溝

通、團體領導和團體凝聚力等層面，研究發現： 
1. 在團體溝通上：應注重閱讀、討論、分享和回饋的精神，以及分

享、討論、聯誼、互動、會議、電話、書信，以及導讀等活動。 
2. 在團體領導上：應有專任領導人、組織架構、接受培訓、帶領技

巧、人格特質、領導方式以及幹部傳承等。要整合讀書會的領導

培訓系統，發揮統整性的領導訓練成效。 
3. 在團體凝聚力上：重視宗旨、目標、溝通、固定場所、活動設計、

瞭解需求、領導、人際吸引以及團體人數等。考量成員的組成性

質，以提高團體的吸引力。 
4. 其他：要提昇團體動力，除了溝通、領導和凝聚力外，還需考量

經費、規範和願景等因素。 
    王文科（1999）進行「高中資賦優異學生家庭動力之研究」，以自編

「資賦優異學生家庭狀況問卷」進行問卷調查，透過量化分析，探討資賦

優異教育之高中學生家庭動力在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不同家庭背景變項上

的差異情形。研究結果發現：  
1. 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中的性別、出生序和不同資賦優異類別之家庭動

力中的若干層面呈現顯著差異。 
2. 不同家庭背景變項中的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狀況等之家庭動力

中的若干層面呈現顯著差異。 
    王文科（1992）主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時，以自編

「接受早期教育幼兒家庭狀況問卷」及「智能發展障礙幼兒家庭動力訪談



題綱」為工具，兼採用問卷調查及人種誌訪談方式，進行「發展障礙幼兒

家庭動力之研究」，探討智能發展障礙幼兒家庭動力之現況。研究結果發

現：智能發展障礙幼兒家長在工作、時間、經濟、說明、親子教養問題等

層面有受影響。0-6 歲智障幼兒家長精神及體力有負荷過重之現象，且情

緒相當複雜，仍需時間調適因應。 
    張秋珍（1993）進行「視覺障礙兒童家庭動力之研究」，除以自編之

「視覺障礙兒童家庭狀況問卷」進行問卷調查，透過量化分析之外，同時

抽取十五位家長以「訪談題綱」進行訪談，綜合質量之研究，探討國小階

段之視覺障礙兒童家庭動力的現況。研究結果發現： 
1.問卷調查結果：兒童視障原因多為不明；視障兒童父母較常採用之

五種因應方式依序包括：把事情往好處想、告訴自己進人事聽天命、希望

奇蹟發生、從過去經驗中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從書本或演講中找到解決

問題的方法。 
2.訪談結果：有些視障兒童會造成父母不再生育、經濟困難、減少社

會接觸、以及意見爭執，但極少造成夫妻危機。多數父母極關心視障兒童，

多以平常心態對待之。視障兒童與手足互動頻繁，但手足常有怨言，而其

手足未來也較被期望。 
卓紋君和陳瑤惠（1999）進行「兒童的家庭動力畫（KFD）與其親子

關係及社會行為之研究」，透過老師觀察並給予評分兒童攻擊、焦慮與退

縮行為，以及兩位研究者依據 Renolds 的個別指標及整合的質化方式對

KFD 給予評分之方式，探討 KFD 是否能反映出兒童和父母的關係、兒童

社會行為、以及能否作為篩選一般兒童親子關係及社會情緒問題的工具。

研究結果發現： 
1. 少數呈現在兒童 KFD 的特徵，反映出兒童跟父母的關係，以及兒

童攻擊行為。 
2. 兒童與母親關係較好者，KFD 中明顯出現人物有手臂延展的現象。 
3. 兒童與父親關係較好者，KFD 中較不會出現人物遺漏身體部位的

現象。 
4. 攻擊性較強的兒童，KFD 越沒有出現塗抹擦拭的情形。 
Matshalaga（2002）以質的研究進行「在愛滋病流行的年代中孤兒照

顧的社會動力：辛巴威一個祖母的經驗」，研究結果顯示：成人得到 AIDS
的高死亡率已經將大家庭的功能變得薄弱。面對這樣的社會危機，祖母從

活躍的職場退休，肩挑起隔代照顧孤兒的責任。這個研究是以參與觀察和

無限次的訪談來獲得重要資料。研究焦點集中在社會變革的動力和祖母如

何在重新建立家庭中照顧孤兒，顯示女人在傳統和家族社會中的重要角

色，祖母沒有獲得大家庭、社區和國家的支持情況下承受照顧孩子的工

作。這研究揭示了祖母和孤兒照顧的交互影響和動力，及女人在社會極端

剝奪下，掙扎著去支持那個不尋常的大家庭，研究除突顯 Shona 社會中祖



母的工作，也進一步檢測交叉在不同層級形成祖母與孤兒照顧的環境的因

素，引出一些社會學的論題，和政治的議題。新興的論題，促使社會學論

述大家庭和祖母孤兒照顧的動力；政治的議題，有助於社區和國家動員重

視在孤兒潮的社會危機中如何提供兒童更好的照顧。 
Brien（2002）利用電話調查的方式蒐集資料，進行「社區的社會資金

和意識：社區社會動力的個人知覺和犯罪憂慮的關係」之研究，認為檢測

社區社會動力和成果的不同已越來越重要，很多構念也被定義用來測量社

區的社會動力。大部分的研究、定義、方法論，很少被清楚解釋過，而社

會資金是新的概念，社區意識則已經被建立。研究變項包括社會資金、社

區意識和犯罪憂慮，用因素分析來定義社會資金和社區意識的內部結構以

及檢測與構念定義和以前研究結果的一致性。 
Neuzil（2001）進行「製陶業和社會動力：Pueblo 第三代到第四代間

的波紋狀製陶業技術風格」之研究，從 Arizona 銀河區的某些景觀，檢視

波狀的陶瓷碎片，及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發展型態，認為舊時代所擁有的科

技型態和具有代表性的波紋狀陶器，以及舊時代的社會網絡等所顯露出來

的路徑，對於我們現在要去了解過去的生活和文化，具有很大的幫助。製

陶業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也是日常規律家庭事務的一部分，從他們擁有

的科技型態，可以精準的呈現出當地的社會機能。 
Pope（2001）進行「種族:在健康衝突的討論中認同的社會動力」之研

究，說明在保健醫療上，社會差異是如何影響不同種族的人的知覺、說話、

傾聽、和解釋。面臨醫療的問題時，當不同種族相遇時，例如黑人向白人

醫生求診，使用的語言將隨種族的不同而改變，談話的內容、醫療的品質、

診療的內容、和改善健康狀況的建議，也都因種族不同而有差異。研究發

現，醫療時的種族差異和母語不同並無關聯，這樣的研究發現，強調醫療

體系需要介入改善種族的分歧待遇，也需要為健康專家提供改善溝通的課

程。 
吳秀莉（2001）進行「復原力對國中單親家庭學生生活適應之影響」

之研究，發現： 
1.影響個人復原力發展的前置性因素，可以從自我概念、情緒安全感

以及人際關係三方面來加以了解。如果個人早年即是具有正向自我概念

者、內心充滿較多正面情緒者或是擁有良好社交能力者，往往都是在單親

後能夠具有積極因應困難和挑戰的能力者，換言之擁有良好的前置性因素

將有助於個人復原力的發展和建構。 
2.復原力能夠有助於國中單親家庭學生的生活適應。在面臨單親的危

機所共同展現的能力有：學業復原力、社交復原力、情緒復原力、自我激

勵復原力以及角色仿效等五大類。  
吳虹妮（1998）研究單、雙親家庭青少年知覺父母衝突、親子關係與

其生活適應的關係，發現： 



1. 性別及家庭結構對青少年生活適應、親子關係上無交互作用。 
2. 單親家庭青少年較易涉入父母衝突。 
3. 雙親家庭青少年的父母衝突特質、威脅感及自責與自我關懷、身

心發展、學校生活、人際關係、及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困擾有顯著

典型相關。但單親家庭的父母衝突變項與生活適應並無顯著典型

相關。 
4. 「相互信任」及「友誼性交往」與單雙親青少年家庭生活及自我

關懷困擾均有較高典型相關。 
5. 雙親家庭父母衝突能預測力「威脅感」、「自責」及「衝突特質」。

單親家庭「衝突特質」能預測家庭生活及身心發展困擾。 
洪錦永（1996）以遠距教學環境中微積分合作學習之研究，探討遠距

教學環境中微積分合作學習的效果。發現：在遠距教學環境中，電腦網路

不僅可以傳遞教材，而且可以提供同懠、師生間的溝通管道。讓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成為主角，不但可以促成學習動機的主動性，更能在合作學習中

建立互相幫助、互相評量等社會動力的知識有機體。 
陳羿足（1999）進行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家庭因素研究，發現：1. 家
庭氣氛愈良好，使青少年有安穩的生長環境，則其發生犯罪  
與偏差行為的可能性便會降低； 

2. 在家庭成員暴力傾向的影響方面，發現手足有暴力傾向對青少年發

生偏差行為具有影響力； 
3. 雙親愈重視道德觀念者，則會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的機率亦愈低； 
4. 家庭型態的改變並非造成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之直接因素，而為間

接因素； 
5. 因個人屬性的不同，如出生序、性別和年齡等，會影響青少年發生

偏差行為的機率。 
 

叁、本節小結 

綜合上述有關社會動力之研究發展概況，以及社會動力之相關研究

後，獲得本節小結如下數點： 
 

一、有關社會動力之研究內容與範圍相當廣泛，但尚無有關涉及學校

革新之研究，可見本研究相當具有意義。 
有關社會動力研究內容與範圍相當廣泛，可以包括社會動力現象、動

力模式或是動力內含的分析。其研究焦點可以放在「如何」變革，或是把

目標放在陳述、檢測、探究一組數學程式的假設，也可分析不同時間點變

革意義或動力之情況。 
 

二、有關社會動力之研究，有使用質的方法，也有使用量的方式，但



是很少同時使用兩種方式者，本研究則同時兼採質與量的方式進

行研究。 
社會動力的研究可以包括從語言分析到數學程式，也就是兼含質的研

究與量的研究。例如用參與式的田野研究，瞭解現象的被景文化、團體氣

氛、價值觀念等。也可以利用問卷調查，採用數學程式設計，以電腦進行

研究等。 
 

三、有關社會動力之研究層次，可以區分不同層次，也有綜合性的分

析，與本研究採用統觀面向進行研究是一致的。 
社會動力可能探討個人的認同、人際的溝通、團體的互動，全社會的

或世界體系的流通，也可以是總合性的分析。微觀（micro）如人格興趣喜

好，中觀（mecro）如小團體動力，巨觀（macro）如多國組織或全球化經

濟制度等。 

四、有關社會動力之研究，目前尚未有學校革新方面的主題。 

    目前看到的社會動力研究，雖然有涉及藝術、醫療、社會現象，以及

家庭動力、小團體動力等之研究，但是尚少見到用社會動力與學校教育做

連結之研究。故而在文獻上，有關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方面的主題，仍待

有興趣的研究者積極進行研究以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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