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民中學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作為研究

焦點。本章依據問卷調查結果與訪談的分析與討論，摘述主要研究發現，

做成結論，並提出具體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學校革新現況方面 

一、 國中教學革新的程度略高於行政革新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國中推動學校革新程度的總平均分數為 2.42
分，屬於「有些革新」的程度。其中教學革新平均分數為 2.84 分，屬於「頗

有革新」。行政革新平均分數為 2.17 分，屬於「有些革新」。由此顯示，民

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已經有些革新，但革新程度不是很大。如就不同層

面而言，其中教學革新的程度略高於行政革新。而就個別項目來看： 
（一） 革新程度較大的五項依序如下：學生學習方式、教學評量方式、師

生互動模式、學校發展計畫和目標、教師的教學方法和活動設計。 
（二） 革新程度較小的五項依序包括：教職員工的考核方式、學校處室等

組織結構、校務決策模式、學校成員角色與權責劃分、學校各項典

章與制度。 

二、國中學校革新的趨向轉為多元開放和合作發展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各項學校革新趨向的平均分數介於 2.24 分到

2.85 分之間，是屬於「頗常如此」到「有些如此」的程度。由此顯示，民

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的教學革新和行政革新項目，其由統一規範轉為多

元開放、由孤立固定轉為合作發展之革新趨向，已屬明顯。如從不同層面

來看： 
（一） 教學革新趨向比較明顯者，前五項依序包括：從紙筆測驗轉為多元

評量、由偏重智育轉為五育均衡、教師由專業孤立轉為同儕合作、

學習由被動接受轉為主動探索、教學由知識灌輸轉為思考啟發。 
（二） 行政革新趨向比較明顯者，前五項依序為家長與社區人士由建議者

轉為決定參與者、學校領導由專制權威轉為授權民主、溝通從由上

而下轉為平等對話、校務決策由行政獨攬轉為共同參與、校務計畫

從短程轉為中長程。 



（三） 在教學與行政之革新趨向上，比較不明顯的五項依序為由教師獨立

轉為兼重協同、績效評估由專家評鑑轉為兼重成員自我評鑑、組織

由靜態結構轉為動態調整、由分科轉為領域課程、由全國統一轉為

學校本位課程。 

三、國中學校革新的成效介於「有些成效」和「頗有成效」之間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國中各項革新成效之總平均分數是 2.46 分，

屬於「有些成效」的程度。如就各題來分析，革新成效平均分數介於 2.42
分到 2.56 分之間，大部分是「有些成效」，少數「頗有成效」。 

由此顯示，國中革新已經有些成效，只是成效還不是很大。就個別項

目來看，其中只有學校特色的建立和學校適應力提高，成效較大。而其餘

項目亦均有些成效。 
革新成效目前仍較小的項目依序如下：（1）增進工作滿意度和服務士

氣、（2）提高學校行政的效率、（3）提高學業成就和行為表現、（4）促進

學校成員和諧與凝聚力、（5）改善學校組織文化、（6）增進學校與家長的

互動關係、（7）增進教學與輔導的專業能力。 

四、不同背景國中的學校革新現況大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背景國民中學，不管私立或公立；大型、中型或小型；都會區、

鄉鎮或偏遠的學校，在學校革新程度、革新趨向與革新成效方面，大致上

均未達顯著差異。 

 

五、 不同職務人員對學校革新現況的知覺大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職務人員的知覺，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和教師之間，在學校革

新程度和革新趨向方面，大致上無顯著差異。但是，在學校革新成效方面，

則達顯著差異；校長所知覺的各項革新成效最高，主任和組長居次，教師

最低。 
 

貳、學校革新動力來源方面 

一、國中革新動力源自於目的追尋和機械決定者略多於隨機任意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國中革新的動力來源總平均分數是 2.56 分，

屬於「頗常如此」的程度。其中目的追尋（2.69）、機械決定（2.65）、自

然演化（2.61）屬於「頗常如此」；而隨機任意（2.38）屬於「有些如此」。

由此顯示，整體而言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經常出現學校革新之動力來



源，就不同層面來看，其中源自於目的追尋和機械決定者略多於隨機任

意。就個別項目而言 
（一） 革新動力來源較大的前五個項目依序如下：教育部政策的規定、縣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命令、學校主管對教育理想的追求、學校的

發展願景、教育相關法令的規定。 
（二） 革新動力來源較少的五個項目依序如下：家長社區靈感或即興建

議、教職員工靈感或即興建議、社區家長的壓力、社會輿論的壓力、

上級機關對教育理想的追求。 

二、國中革新動力來源均各具有其成效但成效均不高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國中革新各項動力來源成效的總平均分數為

2.25 分，屬於「有些成效」的程度。其中目的追尋（2.57）和自然演化（2.55），
屬於「頗有成效」的程度；而機械決定（2.25）和隨機任意（1.61）屬於

「有些成效」的程度。由上顯示，國中革新各類動力來源均已具有些成效，

只是成效尚均不高。就不同類別來看，動力來源成效依序包括：目的追尋、

自然演化、機械決定、隨機任意。 
 

三、不同背景國中革新動力來源及其成效大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背景國民中學，不管私立或公立；大型、中型或小型；都會區、

鄉鎮或偏遠的學校，在其學校革新動力來源與其動力來源之成效方面，大

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四、不同職務人員對革新動力來源及其成效知覺大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職務人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和教師之間，對學校革新動力來

源的知覺，大致上無顯著差異。但是，在對革新動力來源成效的知覺方面，

則已達顯著差異；其中校長所知覺的成效最高，主任和組長居次，教師則

最低。 
 

叁、學校革新推動策略方面 

一、國中革新時較常使用價值統合、溝通說服和教育成長之策略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學校革新推動策略總平均分數是 2.30 分，屬

於「有些如此」的程度。其中價值統合（3.27）、溝通說服（2.94）、教育

成長（2.77）三者屬於「頗常如此」。情境操弄（2.23）和利益酬賞（1.73）
兩者屬於「有些如此」。強迫威脅（1.44）屬於「幾無如此」。由此顯示，

整體而言，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時都會應用各種推動策略。如從不

同層面看，其中較常使用價值統合、溝通說服和教育成長之策略，而幾無



使用強迫威脅。就個別項目來看： 
（一） 國中革新時較常使用的策略，前六項依序包括：鼓勵成員參加研習

或進修、增進成員對革新價值認同、激發成員對革新熱誠、激勵成

員對教育的使命感、介紹成功案例讓成員接受革新、對話說理溝通

讓成員接受。 
（二） 國中革新較少使用的策略，前六項依序包括：以申誡記過等作要

脅、以考績作威脅、以職務升遷作誘因、以調整職務為手段、提獎

金或經費補助作鼓勵、引進社區人士或家長等外在壓力。 

二、國中革新時各類推動策略均具有些效果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國中革新各項推動策略之成效總平均分數是

2.24 分，屬於「有些成效」的程度。其中溝通說服（2.54）和教育成長（2.53）
屬於「頗有成效」；而價值統合（2.45）、情境操弄（2.23）、利益酬賞（1.96）、
強迫威脅（1.71）均屬於「有些成效」。由上顯示，國中革新各類推動策略

均具有些成效，只是其成效均不是很大。如從不同層面看，革新策略之成

效依序如下：溝通說服、教育成長、價值統合、情境操弄、利益酬賞、強

迫威脅。 

三、不同背景國中革新推動策略及其成效大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背景國民中學，不管私立或公立；大型、中型或小型；都會區、

鄉鎮或偏遠學校，在學校革新推動策略與其推動策略之成效上，大致上均

未達顯著差異。 

四、不同職務人員對革新推動策略及其成效的知覺大致無顯著差異 

不同職務人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和教師之間，對學校革新推動

策略的知覺，大致上無顯著差異。但是，在對推動策略之成效方面，則已

達顯著差異；校長在價值統合、教育成長、溝通說服和情境操弄等四項推

動策略之成效知覺上均最高，主任和組長居次，教師則最低。 
 

肆、學校革新影響因素方面 

一、 國中革新時受學校內因素影響的程度大於學校外因素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影響國中革新之學校內外各因素的影響程

度，總平均分數為 2.79 分，是屬於「頗有影響」的程度。其中學校內因素

的影響程度，總平均分數為 2.98 分，學校外因素的影響程度，總平均分數

為 2.69 分，均屬於「頗有影響」的程度。由上顯示，民國八十六年以來，

國中革新時受各種因素影響程度很大，如從不同層面來看，其中學校內因

素影響程度略高於學校外因素。就個別項目來看： 



（一）國中革新影響程度較高的各項因素依序如下：學校的經費與設備等

資源、學校主管理念態度和能力、主管機關的管理和領導、教職員工

理念態度和能力、家長的社經水準、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學校的目標

與方向、學校的組織文化。 
（二）國中革新影響程度較低的五項因素依序如下：民意代表的影響、學

者專家的推動和參與、學校的社區屬性和資源、教育思想的導引、大

眾傳播媒體和輿論。 

二、不同背景國中革新受各因素影響程度大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背景國民中學，不管私立或公立；大型、中型或小型；都會區、

鄉鎮或偏遠學校，在學校革新影響因素之影響程度方面，大致上未達顯著

差異。 

三、不同職務人員對學校革新現況的知覺大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職務人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和教師之間，在對學校革新影

響因素之影響程度的知覺方面，包括對學校內因素和學校外因素之影響程

度的知覺，大致上均未達顯著差異。 
 

伍、學校革新抗拒與因應方面 

一、 國中革新時有關人員都會有些抗拒其中以教師抗拒較大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有關人員抗拒革新的程度總平均分數為 1.69
分，是屬於「有些抗拒」的程度。其中校內人員抗拒程度的平均分數為 1.75
分，校外人員抗拒程度總平均分數為 1.59 分，均屬於「有些抗拒」的程度。 

由此顯示，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學校革新時有關人員都會有些抗

拒，只是抗拒程度均不太大。就不同層面來看，其中校內人員之抗拒程度

則略大於校外人員。如就個別不同對象來看，教師抗拒程度最大，屬於「頗

有抗拒」的程度。而校長主任和主管機關人員較小，屬於「幾無抗拒」的

程度。 
有關人員抗拒程度之大小依序如下：教師、組長、社區人士與家長、

職工、民意代表、學生、主任、校長、主管機關人員。 

二、 國中革新時成員表現間接抗拒方式略高於直接抗拒方式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有關人員各項抗拒革新方式中，直接或明顯

的抗拒方式是 2.02 分，間接或內隱的抗拒方式是 2.35 分，均屬「有些如

此」。顯示國中革新時，有關人員表現抗拒的方式，如就不同層面來看，

表現間接抗拒方式略高於直接抗拒方式。 
就各別項目看：成員較常使用抗拒方式，前六項依序為：推諉塞責不



肯合作、態度冷漠置身事外、散播謠言醜化抹黑、陽奉陰違虛應故事、串

聯同儕公開抵制、引爆衝突激烈抗拒。而較少使用假手民代凍結經費、利

用輿論強迫終止、利用關係找人施壓、模糊焦點故意扭曲、製造問題凸顯

困難、言語攻擊刻意詆毀。 

三、 學校用來處理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很多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行政人員處理成員抗拒的策略，其各項分數

介於 1.48 分到 2.92 分之間，大多屬「頗常如此」和「有些如此」，少數「幾

無如此」，而無「極多如此」者。由此顯示，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

新時，行政人員處理成員抗拒的策略很多，但是處理的頻率都不算太多。

就各別項目來看： 
（一）行政人員處理革新抗拒時，較常使用的策略，前六項依序為：（1）

發揮影響積極疏通、（2）放低身段釋放善意、（3）堅守立場貫徹執

行、（4）面對問題具體回應、（5）訴諸公評交付仲裁、（6）團體制

約強迫就範。 
（二）行政人員處理革新抗拒時，較少使用的策略依序是：視若無睹置之

不理。談判協議交換條件。妥協退讓放棄堅持。借力使力迂迴前進。

運用人脈化解抗拒。修訂計畫調整做法。 

四、 成員抗拒革新的原因相當多而複雜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有關人員抗拒革新的原因的各題分數介於

1.70 分到 2.56 分之間，大多數是數於「有些可能」，少數屬於「頗有可能」。

由此顯示，引起相關人員抗拒的原因相當多而複雜，但是每項原因的影響

程度都不是很高。如就個別項目來看：  
（一）有關人員抗拒革新的原因中，比較大的前五項依序如下：（1）習慣

安於現狀或態度保守、（2）對未知或不確定的恐懼、（3）缺乏適當

的配套措施、（4）擔心利益或權力被剝、（5）溝通不良誤解或不瞭

解、（6）教育理念不正確或興趣不合。 
（二）有關人員抗拒革新的可能原因，比較小者包括：人際關係惡劣為反

對反對、領導者領導革新無方、知識能力不足、學校革新措施不合

理、革新威脅到成員專業、未能體察革新的需要。 

五、可用來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相當多也各有其成效 

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策略其成效總平均分數

為 2.60 分，屬於「頗有成效」的程度。而各項策略成效之分數介於 2.16
分到 2.76 分之間，大多數屬於「頗有成效」，少數屬於「有些成效」。由此

顯示，國中革新時，用來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的策略相當多，而且各項預

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均各具有其相當之成效。 
如就個別項目來看，可以用來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其成

效之大小依序如下：（1）周詳設計使革新方案具體且有配套措施。（2）用



心規劃讓革新方案合理可行。（3）採行漸進方式讓成員逐漸適應。（4）推

動前對革新理由與內容說明清楚。（5）適度保障成員的既有利益。（6）讓

成員參與革新規劃使其認同革新。（7）透過研習進修提昇成員革新理念和

能力。（8）平時營造重視革新的學校文化。（9）革新方案經校務會議通過。

（10）提供經費與資源支持革新。（11）提供符合成員期望的獎勵。（12）
適時提供技術諮商協助解決問題。（13）設置合理的革新防錯機制。（14）
操縱情境營造氣氛形成革新壓力。（15）透過談判協商或利益交換。 

六、 不同背景國中在成員抗拒與因應方面大致上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背景國民中學，不管私立或公立；大型、中型或小型；都會區、

鄉鎮或偏遠的學校，在有關人員抗拒革新的程度、抗拒革新的方式、行政

人員處理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相關人員抗拒革新的原因、以及用來預防

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各項策略等方面，大致上均未達顯著差異。 

七、不同職務人員對革新抗拒與因應的知覺大致上無顯著差異 

不同職務人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和教師之間，在對有關人員抗

拒革新的程度、成員抗拒革新的方式、行政人員處理成員抗拒革新的策

略、相關人員抗拒革新的原因等方面之知覺，大致上無顯著差異。但是，

在可以應用的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的策略成效之知覺上，則達顯著差

異；其對各項目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策略之成效方面，均以校長知覺

最高，主任與組長其次，教師最低。 

第二節 結論 

 

一、 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民中學已經有些革新，其中教學革新大於行

政革新；革新也已發揮一些成效，惟其成效仍屬有限。 
 

依據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發現，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學校已經有

些革新，但革新程度不是很大，僅屬於「有些革新」的程度而已。若從不

同層面來看，其中教學革新略大於行政革新。 
若從革新程度的細目來看，在革新程度較大的前五項中，依序包括學

生學習方式、教學評量方式、師生互動模式、學校發展計畫和目標、教師

的教學方法和活動設計，其中屬於教學革新範圍者佔四項。而在革新程度

較小的五項裡，依序包括教職員工的考核方式、學校處室等組織結構、校

務決策模式、學校成員的角色與權責劃分、學校各項典章與制度等，則均

屬於行政層面的問題。 
而在國中各項革新之成效上，也都已經有些成效，只是成效還不是很

大。整體而言，亦僅屬於「有些成效」的程度。就其細目來看，其中學校

特色的建立和學校適應力的提高，成效較大。而其餘項目雖亦均有些成



效，但仍相當有限，需要繼續積極推動。 
依據調查結果，革新成效目前仍較小的細目依序包括增進工作滿意度

和服務士氣，提高學校行政的效率、提高學業成就和行為表現、促進學校

成員和諧與凝聚力、改善學校組織文化、增進學校與家長的互動關係、增

進教學與輔導的專業能力。 
 

二、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教學革新和行政革新的趨向，已清楚顯示係

由統一規範轉為多元開放，由孤立固定轉為合作發展。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國民中學在教學和行政方面已經開始由統一規範

轉為多元開放、由孤立固定轉為合作發展，革新趨向已經很明顯。依據問

卷調查與訪談結果發現，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的教學和行政之革新，

已經開始由統一規範轉為多元開放、由孤立固定轉為合作發展，革新趨向

已經很明顯。而各項學校革新趨向平均是介於「頗常如此」到「有些如此」

的程度。 
在教學革新趨向上比較明顯的趨向依序包括：從紙筆測驗轉為多元評

量、由偏重智育轉為五育均衡、教師由專業孤立轉為同儕合作、學習由被

動接受轉為主動探索、教學由知識灌輸轉為思考啟發。而革新趨向仍比較

不明顯的項目有由教師獨立轉為兼重協同、由分科轉為領域課程、由全國

統一轉為學校本位課程等項目，仍然需要積極努力推動。 
在行政革新趨向上比較明顯者依序包括家長與社區人士由建議者轉

為決定參與者、學校領導由專制權威轉為授權民主、溝通從由上而下轉為

平等對話、校務決策由行政獨攬轉為共同參與、校務計畫從短程轉為中長

程。比較不明顯的項目包括有關績效評估由專家評鑑轉為兼重成員自我評

鑑、組織由靜態結構轉為動態調整二項，仍然需要積極進行革新。 
 

三、國中革新多源自於目的追尋、機械決定和自然演化；每種動力來源均

有些成效，其中以目的追尋和自然演化之成效較高。 
 

國中革新有很多種動力來源，其中以源自目的追尋、機械決定和自然

演化較多，較少源自隨機任意。而每一種動力來源也都各有其成效，只是

成效均不是很大，其中以目的追尋和自然演化成效略高些。 
整體而言，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的動力來源主要是源自於目

的追尋、機械決定和自然演化三者，而源自於隨機任意者則較少些。就動

力來源之細目來看，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之動力來源，較多是源自

於教育部政策的規定、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命令、學校主管對教育理

想的追求、學校的發展願景、教育相關法令的規定。較少源自於家長社區

靈感或即興建議、教職員工靈感或即興建議、社區家長的壓力、社會輿論

的壓力、上級機關對教育理想的追求。 
國中革新各類動力來源均各具有些成效，只是成效均不高。依據調查

結果，國中革新各項動力來源之成效，屬於「有些成效」的程度。如就不



同類別來看，各類革新動力來源之成效之高低依序為：目的追尋、自然演

化、機械決定和隨機任意。 
 

四、國中革新時會應用多元推動策略，較常使用價值統合、溝通說服和教

育成長；而其中以溝通說服和教育成長之成效比較高些。 
 

國中革新時應用多元的推動策略，其中較常使用的是價值統合、溝通

說服和教育成長，較少使用強迫威脅。而各類推動策略均具有些成效，只

是成效均不是很大，其中以溝通說服和教育成長的效果比較高些。依據調

查結果，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時較常使用的推動策略，依序主要

包括價值統合、溝通說服和教育成長，以上三者是屬於頗常運用的策略。

其次情境操弄和利益酬賞兩者屬於有些運用。而強迫威脅則幾無使用。 
如就推動策略的細項來看，國中革新時較常使用的策略依序包括：鼓

勵成員參加研習或進修、增進成員對革新價值認同、激發成員對革新熱

誠、激勵成員對教育的使命感、介紹成功案例讓成員接受革新、對話說理

溝通讓成員接受。較少使用的策略包括：以申誡記過等作要脅、以考績作

威脅、以職務升遷作誘因、以調整職務為手段、提獎金或經費補助作鼓勵、

引進社區人士或家長等外在壓力。 
依據調查結果各類推動策略均各具有些成效，只是其成效均不是很

大。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國中革新各項推動策略之成效總平均屬於「有

些成效」的程度。如從不同層面來看，革新策略成效之大小依序包括溝通

說服、教育成長、價值統合、情境操弄、利益酬賞、強迫威脅。 
 

五、國中革新時，受學校內外因素影響程度頗大；而校內因素的影響程度

略高於校外因素，其中以學校經費和設備之影響最大。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時，受到學校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程度很大。其中

學校內因素的影響程度略高於學校外因素的影響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民

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時受各種因素影響程度很大，依據全體填答者

的意見，影響國中革新之學校內外各因素的影響程度，總平均分數為 2.79
分，是屬於「頗有影響」的程度。如從不同層面來看，其中學校內因素的

影響程度，總平均分數為 2.98 分，學校外因素的影響程度，總平均分數為

2.69 分，均屬於「頗有影響」的程度。亦即學校內因素的影響程度略高於

學校外的影響因素。 
就影響因素的細項來看，國中革新影響程度較高的各項因素，依序包

括：學校的經費與設備等資源、學校主管理念態度和能力、主管機關的管

理和領導、教職員工理念態度和能力、家長的社經水準、社會的文化價值

觀、學校的目標與方向、學校的組織文化。影響程度較低的因素包括民意

代表的影響、學者專家的推動和參與、學校的社區屬性和資源、教育思想

的導引、大眾傳播媒體和輿論。 
六、國中革新時，有關人員都會有些抗拒；而校內人員的抗拒程度略大於



校外人員；在校內人員中則以教師的抗拒程度略高些。 
 

國民中學學校革新時，有關人員都會有些抗拒，只是抗拒程度均不會

太大。其中校內人員抗拒程度略大於校外人員，而校內人員則以教師的抗

拒程度略高些。調查結果顯示，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學校革新時有關

人員都會有些抗拒，只是抗拒程度均不太大，依據全體填答者的意見，有

關人員抗拒革新的程度總平均分數為 1.69 分，是屬於「有些抗拒」的程度。

就不同層面來看，其中校內人員之抗拒程度則略大於校外人員，二者均屬

於「有些抗拒」的程度。 
就個別不同對象來看，教師的抗拒程度最大，屬於「頗有抗拒」的程

度；而校長主任和主管機關人員較小，屬於「幾無抗拒」的程度。有關人

員抗拒程度之大小依序如下：教師、組長、社區人士與家長、職工、民意

代表、學生、主任、校長、主管機關人員。 
 

七、國中革新時，有關人員會表現多樣的抗拒方式，惟間接抗拒略高於直

接抗拒；行政人員則較多用積極疏通和釋放善意作處理。 
 

依據調查結果，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時有關人員表現出相當

多樣的抗拒方式。如就不同層面來看，其中以間接抗拒方式略高於直接抗

拒方式。 
如就抗拒方式的細目來看，成員較常使用之抗拒方式依序包括推諉塞

責不肯合作、態度冷漠置身事外、散播謠言醜化抹黑、陽奉陰違虛應故事、

串聯同儕公開抵制、引爆衝突激烈抗拒。而比較少假手民代凍結經費、利

用輿論強迫終止、利用關係找人施壓、模糊焦點故意扭曲、製造問題凸顯

困難、言語攻擊刻意詆毀等方式。 
國中革新時，行政人員處理成員抗拒的策略很多，但是使用頻率都不

太大。行政人員處理革新抗拒時，較常使用的方式，依序包括發揮影響積

極疏通、放低身段釋放善意、堅守立場貫徹執行、面對問題具體回應、訴

諸公評交付仲裁、團體制約強迫就範。行政人員較少使用視若無睹置之不

理、談判協議交換條件、妥協退讓放棄堅持、借力使力迂迴前進、運用人

脈化解抗拒、修訂計畫調整做法等策略來處理成員的抗拒。 
 

 

八、國中革新時，引起相關人員抗拒的原因相當多而複雜；惟亦有很多種

策略可以有效預防或減輕成員對革新的抗拒。 
 

國中推動革新時，引起相關人員抗拒的原因相當多而複雜，但是每項

原因的影響程度都不是很高。但是，被認為可以用來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

革新之策略也很多，而且每項策略也都被認為相當有效。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時成員抗拒的原

因，比較明顯的依序包括習慣安於現狀或態度保守、對未知或不確定的恐



懼、缺乏適當的配套措施、擔心利益或權力被剝、溝通不良誤解或不瞭解、

教育理念不正確。比較不明顯的依序有人際關係惡劣為反對反對、領導者

領導革新無方、知識能力不足、學校革新措施不合理、革新威脅到成員專

業、未能體察革新的需要。 
而國中革新時，每項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都相當有效。就

其細項來看，其成效大小依序包括周詳設計使具體且有配套、用心規劃讓

方案合理可行、採漸進方式讓成員逐漸適應、推動前理由與內容說明清

楚、適度保障成員的既有利益、讓成員參與規劃使認同革新、透過研習進

修提昇理念能力、平時營造革新的學校文化、革新方案經校務會議通過、

提供經費與資源支持革新、提供符合成員期望的獎勵、適時技術諮商協助

解決問題、設置合理的革新防錯機制，以上都屬於頗有成效。而操縱情境

營造氣氛形成壓力、透過談判協商或利益交換二者則是有些成效。 
 

九、不同背景的國中，在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各方面，大致而言是大同小

異；其中大部分無顯著差異，只有小部分細目達到顯著差異。 
 

依據調查結果，不同背景的國民中學，在學校革新層面和程度、革新

趨向和成效、革新的動力來源、推動策略、影響因素和成員的抗拒與因應

等各方面，大致而言是大同小異，其大部分未達顯著差異，只有小部分之

細目達到顯著差異。達到顯著差異之項目如下列： 
在參與決策、社會互動之革新趨勢，教育相關法令規定之動力來源，

以及釋放善意之抗拒處理策略等項目上，公立國中均高於私立。而在學校

主管靈感或即興式決定之動力來源，推諉塞責、散播謠言、陽奉陰違、串

聯抵制、引爆衝突等抗拒方式，以及置之不理之抗拒處理策略，私立國中

則均高於公立。 
而不同規模的學校在主動探索、多元評量、家長參與等革新趨向；主

管機關領導的影響程度；串聯抵制的抗拒方式；以及威脅成員專業之抗拒

原因等方面，小型國中均較高，大型居次，中型最低。 
在學生學習方式的革新程度和激勵使命感、鼓勵進修、介紹案例等推

動策略，以及教職員工對教育理想追求動力來源等項目，都是偏遠高於都

會高於鄉鎮；但是在多媒體應用和家長參與等革新趨向，以及學校主管靈

感或即興決定動力來源上，則都會和鄉鎮均高於偏遠。 
 

十、不同職務人員，對國中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知覺，大致上大同小異；

惟校長對成效的知覺均高於教師，且達顯著差異。 
 

不同職務人員對於學校革新情況和學校革新社會動力的知覺，大致上

大同小異。，只是校長都比教師正向樂觀而已。但是在有關革新成效或各

項革新動力之成效上，校長所知覺的成效均高於教師，且達顯著差異。 
校長和教師在知覺上，大致上大同小異，大部分無顯著差異。例如在

對整體、教學與行政層面革新程度，教學層面及與教學有關的各項目革新



趨向，革新動力來源，機械決定與隨機任意動力來源成效，各層面革新推

動策略，整體及學校內與學校外因素影響程度，有關人員抗拒革新程度，

整體、直接與間接或各項目抗拒方式，以及各項目抗拒原因等方面之知

覺，均無顯著差異。 
而校長與教師間達顯著差異之項目包括：行政革新趨向、革新成效、

目的追尋和自然演化動力來源之成效、推動策略之成效、預防或減輕抗拒

之策略成效等方面，校長的知覺均高於教師。其他達顯著差異之項目，例

如對行政領導、角色權責、溝通互動、典章制度等革新程度，學校主管理

想、教育思潮和學校願景等動力來源，情境操控、專業對話、鼓勵研究、

道德勸說、型塑文化等革新推動策略，價值統合、教育成長、溝通說服和

情境操弄之策略成效，學校目標、學校文化、教育思潮、學者推動等因素

之影響程度，積極疏通、迂迴前進、具體回應、運用人脈、調整做法、堅

守立場、釋放善意等處理抗拒策略，用心規劃方案、營造革新文化、設計

具體配套、理由內容清楚、校務會議通過、成員參與規劃、透過研習進修、

操縱情境壓力、提供經費資源等預防策略之成效等項目，校長知覺均高於

教師。 
 

第三節  建議 

 
本節依據文獻探討、主要發現與結論，分別對國民中學之教師、學校、

教育行政機關提出幾點建議，作為未來國民中學推動學校革新之參考。同

時亦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作為研究者之參考。 

壹、對教師的建議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程度和成效均不

高；革新時，教師的抗拒程度大於其他人員的抗拒；而抗拒革新的原因是：

習慣安於現狀或態度保守、對未知或不確定的恐懼、擔心既得利益或權力

被剝奪、溝通不良導致對革新的誤解或不瞭解、以及對教育的理念不正確

或興趣不合等。因此，本研究從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觀點，對教師提出幾

點建議如下： 

一、 以自我精進帶動學校革新 

    文獻探討顯示，社會急遽變遷是唯一不變的事實。因此，教師必須在

持續變動的社會環境中，積極追求自我精進。讓自己擁有更豐富的專業知

識和技能，方能展現專業自信，享有專業尊嚴。而後能配合持續變動的環

境，帶動學校革新。具體做法建議包括積極參加研習進修、進行行動研究、

與人分享專業經驗，說明如下： 
1. 參加研習進修：在變動社會中，知識半衰期相對縮短。教師必須要



自我激勵，積極參加研習與進修，例如參加學校內外之研習、學位

或學分之進修、遠距教學等。擴展專業視野，豐富專業知識，強化

革新動力，促進學校革新。 
2. 進行行動研究：在教育改革浪潮中，實踐者就是研究者。教師必須

透過行動研究，診斷教育問題，蒐集資料，擬定自我改進方案，運

用具體策略，改善教學技巧，提高教學品質，持續創新教學方法，

增強教學革新動力，提高教學革新效果。 
3. 分享專業經驗：知識經濟時代，強調知識分享與擴展，教師間要分

享專業經驗和知識。例如推動同儕相互視導、觀摩教學、學習領域

教師共同建構課程、組群教師合作設計教學活動等，透過經驗分享，

增進專業能力，加速教學革新之速度。 

二、 以教育家自許豐沛動力泉源 

文獻探討顯示學校必須持續革新，方能調適和因應社會變遷的需求。

而研究結果發現源自目的追尋的革新動力之成效最大。因此，教師必須以

教育家自許，才能激發源自目的追尋之革新，讓革新動力來源更豐沛，增

進學校革新之成效。具體做法建議包括建構教育願景、創新教學技能、改

善教學模式，說明如下： 

1. 建構教育願景：人生必須有夢，才有奮鬥動力。教師必須主動建構

教育願景，揚棄被動等待以及依據命令或規定進行革新的「命令-
動作」反應行為模式。以教育願景豐沛目的追尋之革新動力來源，

提高學校革新之成效。 
2. 創新教學技能：教學是學校革新的核心，創新教學技能，方可提高

革新成效。以教育家的理想，重新定義學校教育本質、目的和原則，

持續創新教學方法和評量技巧。以適性教學為職志，以發展學生能

力為目標，增進學校革新之成效。 
3. 改善教學模式：教師必須秉持教育家的專業熱誠和使命，發揮教育

愛，改善教學模式。以學生為主體，啟迪主動探索的興趣，培養終

身學習的能力；引導學生在學習中反省，在反省中學習，增進學校

革新成效的提高。 

三、 以參與決策匯聚革新動力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國中學校革新時，教師的抗拒程度最高，屬於「頗

有抗拒」程度；而校長、主任和主管機關人員抗拒程度則屬於「幾無抗拒」。

文獻探討和訪談結果顯示教師之所以抗拒革新，是因為教師就是執行者，

革新決策的問題最後一定是落到老師身上，亦即困難是由老師在承受。因

此，教師應該主動參與革新決策之制定，增進革新決策的合理性，以匯聚

更大的革新動力，促進學校革新。其具體做法建議如下： 

1. 系統思考瞭解學校問題：教師要參與學校革新決策制定，必須先



深入瞭解學校教育問題，從學校文化、生態到社會環境變遷、學

生素質、家長需求等，進行系統思考，瞭解學校革新的意義和內

涵，增強革新動力，促進學校革新。 

2. 團隊合作擬定革新方案：教師必須透過團隊運作機制，和同儕進

行協同合作。從不同角度觀看，擬定多元化革新方案，以及推動

革新各種策略。同時預作多種備案，以克服革新歷程中可能遭遇

的困難或抗拒，促進學校革新。 

    3. 專業批判提高決策品質：教師參與革新決策之制定與規劃，必須

用專業知識進行批判，以檢視革新決策的正當性，確定革新目標 在

增進學習者權益，同時要避免意識型態或隱含犧牲弱勢或成為少數

暴力，以提高決策品質。 

四、以自我實現促進動態革新 

    文獻探討發現，學校革新是永無止境的循環歷程，在解凍、行動和再

創的循環歷程中，學校持續發展革新。而調查顯示，相關人員因為對未知

和不確定的畏懼、或擔心既得利益被剝奪、或不想增加工作負擔，而產生

抗拒行為。因此，教師必須以自我實現的心理需求感，促進動態的學校革

新。其具體做法建議包括建立服務人生觀、實現精緻的教育、回歸教育本

質思考，說明如下： 
    1. 建立服務的人生觀：學校是服務性組織，以增進服務對象之利益為

目的。因此，教師必須建立服務的人生觀，以帶好學生為目的，則

能以無私的態度，不被既得利益所束縛，享受在學校動態的革新歷

程中，主動參與學校革新。 
    2. 追求精緻教育的實現：教師為實現精緻教育，必須追求自主的持續

革新。因此能以創造更高品質、獨特和超越的奪標精神，努力突破

現狀，自我挑戰。樂於在動態環境中，勇於改變，積極投入帶動學

校革新，增進學校革新效果。 
    3. 回歸教育本質的思考：在動態革新歷程中，不管是教學或學生管理

輔導，經常備受挑戰、質疑、批判或指責。針對家長參與和不同意

見，教師必須回歸教育本質作思考，反省實踐，實踐反省，增進學

校革新的品質和成效。 
 

貳、對學校的建議 

一、 投入更多努力積極推動學校革新 

    依據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發現，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民中學雖然已

經有些革新，但革新程度都不是很大。尤其是行政部分的革新又比教學革

新還小。而在國中各項革新之成效上，雖然也是已經有些成效，但是成效



也都還不是很大。因此，國民中學有必要投入更多努力，更積極的推動學

校革新，尤其是行政方面的革新。其具體做法如下： 
1. 加強教學革新：學校必須透過團隊運作機制，鼓勵教師協同合作，

進行領域課程統整，建構學校本位課程。同時必須善用社區人力與

資源，活化教學，改善學生學業成就和行為表現，培養學生基本能

力，提高學校革新的成效。 
2. 加速行政革新：學校必須設立家長參與校務管道，改善學校與家長

互動關係。同時要積極倡導校園倫理，改善學校組織文化，促進學

校成員間人際關係的和諧，提高成員工作滿意度和對學校凝聚力，

以增進學校革新動力，提高革新成效。 
3. 設置論述平臺：學校必須透過論述平臺，建構公開平等的對話機

制，讓每位成員均可自由表達意見，以改進學校成員溝通互動之團

體歷程，增進成員服務士氣及其對學校革新的擁有感和參與感，以

提高學校革新動力和效果。 

二、 激發源自目的追尋的革新動力 

    依據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民中學學校革新主要

是源自於目的追尋、自然演化和機械決定，而有少數則源自於隨機任意。

雖然每種動力源都各有些成效，但其中則以目的追尋和自然演化的動力來

源之成效比較高，而機械決定和隨機任意成效則較低。因此，國民中學要

激發更多源自目的追尋和自然演化的動力，減少隨機任意的革新。其具體

做法如下： 
1. 落實彰權賦能：學校必須透過彰權賦能（empowerment），在分享

的權力運作中，促進學校人員對話論述與合作協調之動態交互作

用，增進教師自主性，促進教師成長，使之具有革新的能力、機會

和意願，主動涉入革新規劃，加速學校革新推動。 
2. 公開學校資訊：學校必須促進資訊流通，公開所有資訊，讓成員均

能獲得正確訊息，增進對學校的瞭解。始能在掌握時代潮流中，敏

於察覺社會變遷的脈動，即時參與學校興革意見，體認學校革新之

必要性和意義，促進學校革新的推動。 
3. 建構資訊網絡：運用資訊網絡，讓成員均能利用資訊科技，進行加

速度的學習，以獲得更多革新知識，激發有目的之革新。讓革新理

念在自然中形成，豐沛無法抵擋的革新動力，促進推動學校革新。 

三、 兼用多元推動策略增強革新動力 

依據調查結果，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時各項推動策略，雖然

均各具有些成效，但是其成效均不是很大，因此必須同時使用多樣的推動

策略，方能逕其功。在各項推動策略中，以溝通說服、教育成長和價值統

合的效果為最大，應該優先使用。而情境操弄和利益酬賞亦有其效果，可



以搭配情境條件適當使用。至於強迫威脅，雖然也具些微效果，但是訪談

結果顯示，容易引發成員反彈或消極抵抗，所以應該盡量減少使用。具體

做法建議如下： 

1. 配合情境條件，採用多元推動策略，增強學校革新動力。 

學校革新時要配合情境條件，採用多元推動策略，以增進學校革新動

力。經調查結果顯示，可以經常使用的策略包括：鼓勵成員參加研習或進

修、增進成員對革新價值認同、激發成員對革新熱誠、激勵成員對教育的

使命感、介紹成功案例讓成員接受革新、對話說理溝通讓成員接受，以及

透過道德勸說使成員接受、進行專業對話、參觀學習等和鼓勵成員行動研

究等。 

2. 透過多元參與之決策模式，實施願景領導，促進學校革新。 

實施願景領導，成員參與革新決策，共同規劃學校革新。在決策歷程

中，融合溝通說服、教育成長和價值統合之策略，透過對話、論述和辯證，

進行批判實踐知識，凝聚成員共識，增進成員對革新的認同感。而且因為

在決策歷程中每一個成員都有相同的參與表達意見機會，都平等發出聲音

影響決策形成。因此能夠促進學校開放系統中，次級系統的動態交互作

用，而建立共享的願景，使學校革新推動成為相關人員共同的價值統合和

承諾之責任。 

3. 建立生命共同體，激發成員內在動力，加速學校革新。 

所謂建立生命共同體，係指建立學校成員生命共同體的意識概念。培

養共同擁有的感覺，增進「同國」的情感。涵養以他人為優先，齊心共責

的校園倫理。因為生命共同體的體認，而能夠自動自發的積極參與投入學

校革新的執行，從內心自發的涉入學校革新的推動，終能將學校革新成敗

視為自己的成敗，願意擔負更多責任，主動克服執行的困難。 

四、 重視教師反應意見匯聚革新動力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民國八十六年以來，國中革新時以教師的抗拒程

度為最高，校長和主任則幾無抗拒。同時發現校長和教師對革新和動力之

成效的知覺已達到顯著差異。而文獻探討和訪談結果顯示，教師是學校革

新的實踐者，各項革新決策的問題和困難，都是由教師在面對和承受，故

而教師對於革新的推動也比較敏於感受。因此，國中推動學校革新時，應

該要特別重視學校教師的反映意見，做適時的調整和因應，方能促進革新

的推動，避免消極抗拒的產生。其具體做法如下： 
1. 推動對話論述的溝通：學校必須透過對話論述的溝通，瞭解教師執

行革新時真正面臨的困難，以適時提供協助解決問題；或是進行諮

商，澄清疑惑和誤解。避免成員產生消極抗拒行為，以匯聚更大革

新動力，促進學校革新。 



    2. 做出真誠善意的回應：學校教師有不同意見時，要以真誠態度做出

具體而善意的回應。同時要敏於察覺隱含的抗拒行為，發揮影響

力，積極疏通；或是放低身段，釋放善意；或是修訂計畫，調整做

法。以化解抗拒，促進學校革新。 
3. 提供符合期望的誘因：學校必須提供符合成員期望的更大誘因，以

激勵成員革新興趣。例如透過成功案例說明、具體獎勵設計、價值

使命引導，或是足夠的學校預算經費編列、社區資源利用整合、資

訊科技的設備充實等，增進學校革新動力。 
 

叁、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 提升學校人員革新知能增進革新動力 

依據調查與訪談結果，國中革新時，相關人員都會有些抗拒，而抗拒

革新的原因，則包括溝通不良造成誤解或不瞭解、教育理念不正確、未能

體察革新的需要以及革新威脅到成員專業、學校革新措施不合理、知識能

力不足、領導者領導革新無方等。因此要能有效推動學校革新，使學校在

開放的動態變革中，適當因應，保持平衡，持續精進，就必須加強人員革

新知能提升和素質掌控。其具體做法建議如下： 
1. 規劃品質管控的進修研習，嚴格規範進修基本時數。 
規劃辦理系統帶狀之研習，提供學校人員全面持續研習進修的機會，

以動態活化學校人員之心智模式，超越意識形態之宰制。提升學校人員革

新的知識和能力，改變學校人員人際溝通互動的模式，提高溝通和教學輔

導的語言品質，增進對於學校革新的信念。 
2. 辦理學校主管人員評鑑，制定校長定期回任與進修辦法。 
學校主管人員之評鑑，必須以學校內人員之評鑑為主，讓學校領導者

在專業領導與私領領域行為，均受嚴格檢驗，公開評核。經評鑑成績不佳

者，第一次列入專案輔導對象，由督學負責專案督導。第二年再評仍未進

步者，則令其回任教師或轉任非主管職務。 
3. 暢通教育行政主管人員與學校主管人員流用管道。 
暢通教育行政主管人員與學校主管人員流用管道，使教育行政主管人

員之任用，有一定程度的學校教育現場經驗，走出學術的象牙塔，清楚掌

握學校教育現場的情況，避免在真空情境中制定教育政策，以增進學校教

育革新決策合理性。 

二、善用預防或減輕成員抗拒策略強化革新動力 

依據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人都認為國中推動革新時，可以應用以預

防或減輕成員抗拒革新之策略相當多，而且都認為各項策略都會相當有

效。因此，教育行政機關在形成革新決策之前，應該善用預防或減輕成員



抗拒的有效策略，以增進學校革新決策與規定的成效。具體建議如下： 
1. 用心規劃：教育行政機關要用心規劃教育改革政策或學校革新方

案，使之合理可行；要有周詳的設計，使之具體明確、有確定之程

序步驟，而且有周延的配套措施，包括設置合理的革新防錯機制，

以及辦理系列研習進修等，提昇革新的理念能力。 
2. 漸進原則：教育改革政策惠學校革新方案的推動，要採漸進方式，

讓學校革新之相關成員能夠逐漸適應。同時於革新推動前，廣為宣

導，將為何推動革新背後動力來源及理由，以及革新之具體內容說

明清楚，彰顯革新政策與方案之意義和價值。 
3. 保護條款：學校革新政策或方案的制定與推動，必須設置保護條

款，適度保障成員的既有利益，提供符合成員期望的獎勵，適時提

供技術諮商與協助解決問題。 
4. 多元參與：有關教育改革政策或學校革新方案制定，必須提供更多

機會讓學校基層人員參與規劃，增進學校人員對革新的認同。尤其

是有關課程與教學的革新政策，一定要讓現場教學的教師，擁有參

與決定的權力。 

三、 落實學校本位管理激發學校革新動力 

依據研究調查結果發現，不同背景學校，包括公立或私立，大型、中

型或小型，都會區、鄉鎮或偏遠等學校，在整體學校革新與社會動力方面，

大致上並無顯著差異。只有在小項目上有一些達到顯著差異而已。亦即國

中學校革新程度與成效差異，是因為不同學校的文化與人員而產生。故而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對於學校的領導或管理，必須因為學校情況而異。因

此，落實學校本位的管理，可以激發學校持續革新的生命動力。其具體做

法建議如下： 
1. 人事權的下放：宜明文規定教職員工的考核和任免，均屬學校之權

責。因為本研究建議學校校長必須受到嚴格的全面性評鑑，因此同

時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明文授予校長實質的人事管理權，包括教職

員工考核和任用之權力，以利校長揮灑自如的大力推動革新。 
2. 經費權的下放：應授權學校在總量管制下，擁有依法執行經費流用

的權限。目前國民中學有關經費支用全依據會計法令規範，巨細靡

遺做規範，造成經費應用未必符合學校革新之需求，因此，建議應

該在年度經費預算總額控管下，授予校長擁有經費有效運用之實

權。 
3. 行政權的下放：應授權學校校務會議可以議決動態調整學校組織結

構的權力。在員額總量管控下，學校可以依據實際革新之需求，提

案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擁有動態調配人員工作，及調整學校組

織結構之實質權力，實踐學校本位管理之理想。 
4. 預算權的下放：應切實實施依學校計畫提撥預算之經費分配原則。



目前公立學校經費預算之編列和提撥，均由教育主管機關之行政人

員，依據自己的喜愛興趣或自訂條例作為執行依循。無法滿足不同

學校的不同需求。有必要革新更改為依據學校發展計畫，以學校之

改善方案取得預算經費之補助，避免在經費不足中仍存有消耗經費

之情形。 
5. 評鑑權的下放：學校評鑑應該跳脫形式化的外部評鑑，回歸學校自

我評鑑機制的建立和運作。透過自我評鑑，成為學校回饋循環系

統，以利適時回應和調適。讓學校革新推動者（agent）與學校成員，

均能在實踐反省中，獲得真實訊息，及時回應調適或修正，以利學

校革新和永續發展。 
 

肆、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過去所進行有關開放系統的社會動力之研究較

少，尤其是有關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實證研究者，更是鮮見。而且目前屬

於教育改革的研究或著作雖然不少，但是有關學校教育革新的模式與架

構，則仍在不斷發展修正中。因此，有關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其所累積

文獻不多，其理論基礎建構尚屬薄弱，是一個屬於可以讓有興趣者繼續投

入更多努力的遼闊領域。以下僅依據本論文研究之心得，提出幾點建議，

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 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均頗值得作為研究主題。 

    本論文在進行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研究時，發現有關學校革新程度和

革新成效，革新動力來源和不同動力來源之成效，推動策略和不同策略之

成效，革新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人員對抗拒革新程度，成員抗拒革新

原因，成員抗拒革新表現方式，處理抗拒的策略，以及預防或減輕抗拒的

策略及其成效等各層面之問題，均是具有探討意義、價值和重要性的問

題。因為本研究在有關此領域之文獻尚缺的情況下，試圖繪製一幅研究導

覽圖，嘗試建構此研究領域之研究問題。因此，本研究所涉之問題，均可

參考作為未來後續研究之主題。 

二、 可利用本研究作基礎，進行更聚焦的深入研究。 

研究者在進行文獻探討與實證資料蒐集分析時，發現本研究中有許多

焦點問題均頗值得深入再探究。例如學校革新模式的建構、學校革新理論

的發展、成員抗拒原因的分析、影響學校革新的因素、成員抗拒的方式與

處理、學校革新推動策略、預防或減輕抗拒的策略等，其中任何問題均頗

值得定點聚焦，作為深入探討的重點。再如研究發現教師和校長對各項之

成效知覺已經達顯著差異，即可聚焦研究「人」與職位角色的問題，找尋

教師與校長知覺差異的原因等。惟有透過更多聚焦研究的累積，方能逐步



建構此研究領域之理論與知識論。 

三、 研究學校革新的動力，必須兼採質性與量化的方法。 

因為社會動力的動態性質，在本質上研究比較困難；而開放系統的流

動特性，所欲進行研究之時間點切割十分不易，故在研究上容易遭遇較多

限制。以本論文為例，雖然已經兼採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兩次訪談，以

及進行十二次小型團體對話論述，但是仍然感覺所蒐集資料不能滿足研究

問題的需要。因此，建議進行有關學校革新的社會動力之後續研究時，必

須投入比較充裕的時間與精力，兼採質量並用的研究方法，除文獻探討、

問卷調查、訪談之外，亦可以同時兼採德懷術；或以批判的角度，從現象

學的觀點，或可蒐集到更深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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