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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觀察時間表 

觀察主題 觀察時間 代碼 

資訊種子學校成果發表會 2003/12/03/13:30－16:00 觀2003/12/03 

數學問題研討會 2003/12/10/13:30－16:30 觀2003/12/10（1） 

校長與專家學者、出版社人員

互動 

2003/12/10/16:30－17:00 觀2003/12/10（2） 

教學計畫編寫討論會 2004/01/07/13:00－15:00 觀2004/01/07 

元宵節花燈製作 2004/01/14/13:10－13:40 觀2004/01/14（1） 

教學成果展 2004/01/14/13:40－14:50 觀2004/01/14（2） 

校務會議 2004/01/15/13:30－14:50 觀2004/01/15（1） 

校長與教師個別討論 2004/01/15/14:50－15:00 觀2004/01/15（2） 

校長與家長互動 2004/01/15/15:00－15:20 觀2004/01/15（3） 

教學檔案分享 2004/03/03/13:00－14:30 觀2004/03/03（1） 

校長與教師個別討論 2004/03/03/14:30－16:00 觀2004/03/03（2） 

香港小學來訪－校長「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成果簡報 

2004/04/15/09:00－10:20 觀2004/04/15（1） 

香港小學來訪－教學觀摩 

1. 體驗式語文教學 

2. 植物生態之旅 

3. Coordina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in an English 

Class  

2004/04/15/10:20－11:20 觀2004/04/15（2） 

行政會報 2004/04/19/08:40－09:30 觀2004/04/19（1） 

校長與教師個別討論 2004/04/19/09:30－09:50 觀2004/04/19（2） 

數學專業教師教學演示 2004/05/12/13:40－14:40 觀2004/05/12（1） 

數學教學綜合座談 2004/05/12/14:45－16:00 觀2004/05/12（2） 

教師晨會 2004/05/17/08:10－08:25 觀2004/05/17（1） 

行政會報 2004/05/17/08:40－10:20 觀2004/0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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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同仁享用午餐 2004/06/25/12:30－13:00 觀2004/06/25（1） 

校務會議 2004/06/25/13:30－14:20 觀2004/06/25（2） 

教學成果展 2004/06/29/13:40－15:20 觀2004/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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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指引 

 
壹、校長訪談指引（一） 

第一部分：  

一、校長姓名 

二、年齡與性別 

三、服務年資 

四、學歷與經歷（任職學校、行政經驗） 

五、學校規模（校齡、班級數、教職員工數、所在位置） 

六、學校發展（學校發展重點、組織生命史） 

 

第二部分： 

一、在這一波的教育改革中，您認為哪些改革對於學校衝擊最大？ 

二、這一波的教育改革對於校長、教師和學校產生哪些影響？ 

三、在這一波的教育改革中，您做了哪些因應或調整？ 

四、在這一波的教育改革中，您對於「領導」與「權力」的概念是否有

所轉變？ 

五、擔任校長以來，您所抱持的治校理念為何？這些理念是否隨著服務

學校的不同而做改變？ 

六、學校中的教師會、家長會與學校行政體系之間的互動情形為何？您

經營彼此的關係？ 

七、學校教師參與哪些學校事務的決定？透過哪些方式參與？ 

八、您如何建立學校的願景與目標？透過哪些方式讓學校同仁達到共

識？ 

九、您如何培養學校同仁對於學校的歸屬感？ 

十、您會用什麼樣的方式表達對於學校同仁的信心或期望？ 

十一、您透過何種方式激勵學校同仁？ 

十二、您如何看待學校中的衝突？如何處理之？ 

十三、您如何營造學校同仁有能力且有意願參與學校革新工作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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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您如何領導學校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一）您如何營造學校文化，讓教師投入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 

   （二）您是否提供學校同仁有關課程發展與改革的資訊？用什麼  

      方式提供？ 

   （三）貴校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時，成立了哪些組織？建立了哪 

      些運作的原則？您在組織成立與原則建立的過程中，扮演 

      何種角色？ 

   （四）您是否為學校同仁辦理相關的研習活動？活動的目的和內 

      容為何？ 

   （五）您是否給予教師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所需要的支持性條件？   

      如時間、空間的調配和資訊分享管道的建立等。 

   （六）您在課程實際實施成效的掌握上，是否有具體的作法？例  

      如是否運用評鑑？ 

   （七）您是否建立了學校同仁間，以及學校與外界分享課程實施 

      經驗的機制？ 

   （八）推動九年一貫課程過程中，您遭遇何種問題？如何解決？ 

 
 

貳、校長訪談指引（二） 
第一部分： 

一、貴校的學校目標為何？如何訂定這些學校目標？ 

二、貴校學校目標的設定反映哪些教育理念和精神？ 

三、貴校學校目標和教改政策的配合情形為何？ 

四、您如何讓學校同仁清楚瞭解學校目標？ 

五、擔任本校校長的過程中，您是否調整過學校目標？ 

六、您對於學校行政人員抱持何種期望？為什麼？ 

七、您對於學校教師抱持何種期望？為什麼？ 

八、您對於本校學生抱持何種期望？為什麼？ 

九、您如何將您的期望表達給行政人員、教師和學生？ 

十、對於未能達到您期望的同仁，您如何協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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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您認為本校有什麼共同的規範？這些規範是如何形成的呢？ 

十二、您個人希望建立學校何種共同的規範？ 

 

第二部分： 

一、您如何支持學校同仁的專業發展？ 

二、您如何支持學校同仁的心靈成長？ 

三、您如何知覺不同同仁所需要的支持種類？ 

四、您如何促使學校同仁進行反思？ 

（一）您如何使教師重新看待「教育」與「教職」？ 

（二）您如何促使教師對知識產生興趣？ 

（三）您如何促使教師進行批判思考？ 

五、您如何扮演引導性的楷模角色？如何運用個人魅力影響同仁？ 

六、您運用學校中哪些人物或事件來發揮楷模學習的效果？ 

 

第三部分： 

一、這幾年來，學校推動了哪些政策？ 

二、學校成立哪些組織？這些組織的決策過程為何？您如何涉入這些組

織以發揮您的影響力？ 

三、學校中讓教師參與決定的組織有哪些？ 

四、教師參與哪些學校事務的決定？而老師們喜歡參與哪些事務的決

定？ 

五、您如何形容本校的教師文化？如何形成？ 

六、您如何形容本校的學生文化？如何形成？ 

七、您如何形容本校的社區文化？如何形成？ 

八、擔任本校校長後，本校的學校文化有何改變？您做了什麼努力？ 

九、學校如何與家長進行交流？家長對於學校的經營有何影響？ 

十、當家長的期待與您辦學理念不同時，您如何處理？ 

十一、學校與社區的互動關係為何？學校如何運用社區資源呢？ 

十二、您認為策略聯盟的運作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三、您如何結合學校與策略聯盟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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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您認為專家學者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五、您如何借用專家學者帶領學校進行革新？ 

十六、您是以何種方式與專家學者進行互動？ 

 
 

參、教導主任訪談指引 
第一部分：  

一、主任姓名 

二、年齡與性別 

三、服務年資 

四、學歷與經歷（任職學校、行政經驗） 

 

第二部分： 

一、貴校的學校目標為何？如何訂定這些學校目標？ 

二、貴校學校目標的設定反映哪些教育理念和精神？ 

三、貴校學校目標和教改政策的配合情形為何？ 

四、校長是如何讓學校同仁清楚瞭解學校目標？ 

五、校長對於學校行政人員抱持何種期望？為什麼？ 

六、校長是如何將期望表達給行政人員？ 

七、對於未能達到校長期望的同仁，校長是如何協助？ 

八、您認為本校有什麼共同的規範？這些規範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三部分： 

一、校長是否給予您專業發展上的支持？請舉例說明。 

二、校長是否給予您心靈成長上的支持？請舉例說明。 

三、您希望校長給予您哪方面的協助？ 

四、校長是如何促使學校同仁進行反思？ 

五、校長是否扮演引導性的楷模角色？為什麼？ 

六、校長是否運用個人魅力影響同仁？為什麼？ 

七、校長運用學校中哪些人物或事件來發揮楷模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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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一、這幾年來，學校推動了哪些政策？ 

二、關於學校致力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您的想法如何？ 

三、關於學校致力於教學方法革新，您的想法如何？ 

四、關於學校致力於教師專業成長，您的想法如何？ 

五、學校中讓教師參與決定的組織有哪些？ 

六、教師參與哪些學校事務的決定？而老師們喜歡參與哪些事務的決

定？ 

七、學校課表、教學時數的安排，是如何形成的？  

八、學校是透過何種方式選編教材？ 

九、在學校課程發展過程中，您扮演何種角色？ 

十、您所感覺到的學校文化為何？如何形成？ 

十一、您認為校長在型塑何種學校文化？ 

十二、學校如何與家長進行交流？家長對於學校的經營有何影響？ 

十三、學校與社區的互動關係為何？學校如何運用社區資源呢？ 

十四、您認為策略聯盟的運作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五、您認為專家學者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六、您對於學校和專家學者互動，有何看法？ 

 
 

肆、總務主任訪談指引 
第一部分：  

一、主任姓名 

二、年齡與性別 

三、服務年資 

四、學歷與經歷（任職學校、行政經驗） 

 

第二部分： 

一、貴校的學校目標為何？如何訂定這些學校目標？ 

二、貴校學校目標的設定反映哪些教育理念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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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校學校目標和教改政策的配合情形為何？ 

四、校長是如何讓學校同仁清楚瞭解學校目標？ 

五、校長對於學校行政人員抱持何種期望？為什麼？ 

六、校長是如何將期望表達給行政人員？ 

七、對於未能達到校長期望的同仁，校長是如何協助？ 

八、您認為本校有什麼共同的規範？這些規範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三部分： 

一、校長是否給予您專業發展上的支持？請舉例說明。 

二、校長是否給予您心靈成長上的支持？請舉例說明。 

三、您希望校長給予您哪方面的協助？ 

四、校長是如何促使學校同仁進行反思？ 

五、校長是否扮演引導性的楷模角色？為什麼？ 

六、校長是否運用個人魅力影響同仁？為什麼？ 

七、校長運用學校中哪些人物或事件來發揮楷模學習的效果？ 

 

第四部份： 

一、這幾年來，學校推動了哪些政策？ 

二、學校中讓教師參與決定的組織有哪些？ 

三、學校教師參與哪些學校事務的決定？而老師們喜歡參與哪些事務的

決定？ 

四、校園環境的規劃由誰來決定呢？教師是否參與呢？ 

五、本校校園環境如何配合學生的學習？您的想法如何？ 

六、您所感覺到的學校文化為何？如何形成？ 

七、您認為校長在型塑何種學校文化？ 

八、學校如何與家長進行交流？家長對於學校的經營有何影響？ 

九、學校與社區的互動關係為何？學校如何運用社區資源呢？ 

十、您認為策略聯盟的運作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一、您認為專家學者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二、您對於學校和專家學者互動，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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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幹事與人事訪談指引 
第一部分：  

一、姓名 

二、年齡與性別 

三、服務年資 

四、學歷與經歷（任職學校、工作經驗） 

 

第二部分： 

一、貴校的學校目標為何？如何訂定這些學校目標？ 

二、貴校學校目標的設定反映哪些教育理念和精神？ 

三、貴校學校目標和教改政策的配合情形為何？ 

四、校長是如何讓學校同仁清楚瞭解學校目標？ 

五、校長對於學校行政人員抱持何種期望？為什麼？ 

六、校長是如何將期望表達給行政人員？ 

七、對於未能達到校長期望的同仁，校長是如何協助？ 

八、您認為本校有什麼共同的規範？這些規範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三部分： 

一、校長是否給予您專業發展上的支持？請舉例說明。 

二、校長是否給予您心靈成長上的支持？請舉例說明。 

三、您希望校長給予您哪方面的協助？ 

四、校長是如何促使學校同仁進行反思？ 

五、校長是否扮演引導性的楷模角色？為什麼？ 

六、校長是否運用個人魅力影響同仁？為什麼？ 

七、校長運用學校中哪些人物或事件來發揮楷模學習的效果？ 

 

第四部份： 

一、這幾年來，學校推動了哪些政策？ 

二、學校中讓教師參與決定的組織有哪些？ 

三、學校教師參與哪些學校事務的決定？而您個人喜歡參與哪些事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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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四、您所感覺到的學校文化為何？如何形成？ 

五、您認為校長在型塑何種學校文化？ 

六、學校如何與家長進行交流？家長對於學校的經營有何影響？ 

七、學校與社區的互動關係為何？學校如何運用社區資源呢？ 

八、您認為策略聯盟的運作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九、您認為專家學者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您對於學校和專家學者互動，有何看法？ 

 

 

陸、教師訪談指引 
第一部分：  

一、教師姓名 

二、年齡與性別 

三、服務年資 

四、學歷與經歷（任職學校、行政經驗） 

 

第二部分： 

一、貴校的學校目標為何？如何訂定這些學校目標？ 

二、貴校學校目標的設定反映哪些教育理念和精神？ 

三、貴校學校目標和教改政策的配合情形為何？ 

四、校長是如何讓學校同仁清楚瞭解學校目標？ 

五、校長對於學校教師抱持何種期望？為什麼？ 

六、校長是如何將期望表達給教師？ 

七、對於未能達到校長期望的同仁，校長是如何協助？ 

八、您認為本校有什麼共同的規範？這些規範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三部分： 

一、校長是否給予您專業發展上的支持？請舉例說明。 

二、校長是否給予您心靈成長上的支持？請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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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希望校長給予您哪方面的協助？ 

四、校長是如何促使學校同仁進行反思？ 

五、校長是否扮演引導性的楷模角色？為什麼？ 

六、校長是否運用個人魅力影響同仁？為什麼？ 

七、校長運用學校中哪些人物或事件來發揮楷模學習的效果？ 

 

第四部份： 

一、這幾年來，學校推動了哪些政策？ 

二、關於學校致力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您的想法如何？ 

三、關於學校致力於教學方法革新，您的想法如何？ 

四、關於學校致力於教師專業成長，您的想法如何？ 

五、學校中讓教師參與決定的組織有哪些？ 

六、學校教師參與哪些學校事務的決定？而老師們喜歡參與哪些事務的

決定？ 

七、您所感覺到的學校文化為何？如何形成？ 

八、您認為校長在型塑何種學校文化？ 

九、學校如何與家長進行交流？家長對於學校的經營有何影響？ 

十、學校與社區的互動關係為何？學校如何運用社區資源呢？ 

十一、您認為策略聯盟的運作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二、您認為專家學者對於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十三、您對於學校和專家學者互動，有何看法？ 

 
 

柒、家長訪談指引 
第一部分：受訪者背景 

一、家長姓名 

二、年齡與性別 

三、學歷與職業 

四、孩子就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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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校長是否讓家長清楚瞭解學校目標？為什麼？ 

二、您對於本校的學校發展重點有何看法？  

三、您認為本校在校長的領導下，有何改變？ 

四、您所感覺到的學校文化為何？ 

五、您認為校長在型塑何種學校文化？ 

六、您認為家長在學校經營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七、您是透過何種方式參與校務的決定？ 

八、您認為校長與家長的互動情形為何？ 

九、您認為校長與社區的互動情形為何？ 

十、整體而言，您對於學校的經營，是否感到滿意？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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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時間表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代碼 

校長 2003/05/13/14:30－16:30 校長室 訪2003/05/13 

校長 2003/06/17/09:00－10:30 校長室 訪2003/06/17 

校長 2004/10/11/19:00－21:00 校長室 訪2004/10/11 

行政人員1 2004/07/14/15:00－17:00 多功能教室 訪2004/07/14 

行政人員2 2004/06/25/10:00－11:00 六忠教室 訪2004/06/25-1 

行政人員3 2004/06/25/11:10－12:00 圖書室 訪2004/06/25-2 

行政人員4 2004/06/29/11:00－11:45 健康中心 訪2004/06/29 

教師1 2004/06/25/15:40－16:30 二忠教室 訪2004/06/25-3 

教師2 2004/06/25/14:30－15:30 圖書室 訪2004/06/25-4 

教師3 2004/10/12/16:20－17:20 多功能教室 訪2004/10/12-3 

家長1 2004/10/12/14:50－15:20 多功能教室 訪2004/10/12-1 

家長2 2004/10/12/15:30－16:10 多功能教室 訪2004/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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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文件資料表1 

文件名稱 收集日期 代碼 

92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重要行事 2003/12/03 文1－1 

92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重要行事 2004/05/22 文1－2 

93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重要行事 2004/09/09 文1－3 

92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導處工作業務彙整表 2004/01/15 文2－1 

92學年度總務處工程/採購補助經費與執行進度彙

整表 

2004/01/15 文2－2 

公物保管責任實施具體辦法及管理流程 2004/06/25 文2－3 

課程發展策略聯盟 92學年度第二學期領域課程工

作坊實施課程表 

2004/05/19 文3－1 

93學年度教學計畫 2004/10/13 文3－2 

93學年度教科書版本 2004/10/13 文3－3 

鄉土教學地圖網 2004/05/22 文3－4 

自然學習步道手冊 2004/10/13 文3－5 

教師的課程地圖1 2003/12/03 文4－1 

教師的課程地圖2 2003/12/03 文4－2 

教師的課程地圖3 2003/12/03 文4－3 

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師專業成長1 2003/12/03 文4－4 

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師專業成長2 2003/12/03 文4－5 

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師專業成長3 2003/12/03 文4－6 

教師發展九年一貫課程文獻資料整理彙編 2003/12/03 文4－7 

教學計畫發表會研習手冊 2003/12/03 文4－8 

九年一貫策略聯盟 2003/12/03 文4－9 

                                                 
1「文 1」開頭，為學校重要行事；「文 2」開頭，為校務會議資料；「文

3」開頭，為課程與教學實施之相關文件；「文 4」開頭，為課程發展成果
文件；「文 5」開頭，為教師進修文件；「文 6」開頭，為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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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能力指標解讀 2003/12/03 文4－10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成果專輯 2003/12/03 文4－11 

芳園團隊教學創新論文集 2005/06/08 文4－12 

數學日記 2004/05/12 文5－1 

數學問題大進擊 2003/12/10 文5－2 

教學成果展觀摩表 2004/01/14 文5－3 

文章閱讀：Designing a Teaching Portfolio 2004/03/03 文5－4 

文章閱讀：The Teaching Portfolio At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004/03/03 文5－5 

香港世界龍岡學校來訪－教育文化交流活動手冊 2004/04/15 文6－1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校長「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專訪 2004/06/28 文6－2 

數學教育的藝術與實務：另類教與學 2004/05/15 文6－3 

四十週年校慶紀念光碟 2003/12/03 文6－4 

生態村電視新聞報導 2004/01/07 文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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