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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正式訪談時間表 

對象 次別 時間 地點 編碼 

訪一 2005/03/29 校長室 訪 2005/03/29 春校長 1

訪二 2005/04/14 校長室 訪 2005/04/14 春校長 2春校長 

訪三 2005/05/04 校長室 訪 2005/05/04 春校長 3

訪一 2005/03/27 校長室 訪 2005/03/27 夏校長 1

訪二 2005/04/07 校長室 訪 2005/04/07 夏校長 2夏校長 

訪三 2005/04/25 校長室 訪 2005/04/25 夏校長 3

訪一 2005/03/22 校長室 訪 2005/03/22 秋校長 1

訪二 2005/04/04 校長室 訪 2005/04/04 秋校長 2秋校長 

訪三 2005/04/25 校長室 訪 2005/04/25 秋校長 3

訪一 2005/04/06 校長室 訪 2005/04/06 冬校長 1 
冬校長 

訪二 2005/04/18 咖啡廳 訪 2005/04/18 冬校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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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正式訪談大綱 

第一次訪談大綱 

 
★ 訪談一預計成效： 

主要分為兩個層次，第一層主要針對生命故事，以報導文學式的寫法，

探索受訪者的個性形塑的原因，以及挖掘生命中默識的信念與不可撼動堅持

的原則。第二層，深入了解這些信念在校長職位上，給個案受訪者帶來的影

響。 

★ 訪談指引與題目： 

生命故事、重大人物或事件、情境因素（如組織脈絡）、堅定固守的原

則等，對個案現職的影響。 

一、 請就您的生命故事，為我們分享您較為深刻的背景資料（包含原生家

庭、學經歷的故事、現在家庭、重大事件或人物的影響）。 

二、 請您自我剖析，說說看您可能是個什麼樣的人（目前自我所認知的個

性、特質）？以及這些特質對您的人生觀與現職有何影響？ 

三、 請問您為什麼想擔任校長一職？又上述的生命故事、人生觀、自我信念

為您現在的職位帶來了什麼影響？為什麼？ 

四、 請問除上述生命故事、人生觀與自我信念對您的影響外，就您觀察通常

什麼樣的情境因素（人、事、文化）會對您的領導信念產生影響？ 

五、 您在領導的過程中，最不可撼動的原則有哪些？為什麼您認為這些原則

對您的領導具有重要的影響？ 

六、 校長心目中的理想校長必須具備何種條件？又性別在操作的面向上有

什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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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訪談大綱 

一、 請問您治校的理念與關懷為何？您認為您所在的學校文化中，什麼是重

要、有價值的，以及被期望的？您如何肯認理念的價值並加以實踐？ 

二、 在每日領導中，您認為自己的校長圖像在校務經營上具備了哪些「多重」

的角色？若要給每個角色一個符應的信念，您認為它的內涵是什麼？ 

三、 您的校長圖像是如何被形塑出來的？主要受哪些生命歷程的因素所影

響（學經歷、行政經驗、校長養成訓練或其他）？ 

四、 對您認為性別是否是決定校務經營的一項重要因素？你如何運用陽性

特質與陰性特質來經營校務，為什麼？ 

五、 請您說明學校每日生活中帶給您的訊息種類、管道有哪些？您如何看待

訊息的優先順序？或較重視何種訊息來解決問題，理由何在？ 

六、 您處理事務時是否會受臨時事件或暫時記憶而影響您的校務判斷？為

什麼？運作心智思考時，您認為較受過去經驗影響亦或眼前的情境？ 

七、 在繁忙的公務中接受訊息，您是否曾刻意或習慣地忽略某些訊息？您有

什麼特別的考量嗎？您通常透過何種方式發出您想要傳遞的訊息？如

果這個訊息需要人力與想法的動員才能奏效，通常您的習慣作法為何？ 

八、 請說明您在領導上，對行政、教師、學生、家長、社區各有何種期待？

您利用哪些時機與孩子、教師、家長溝通？溝通的模式與信念為何？ 

九、 您認為學校中哪些象徵性的文化或行動（如晨迎暮送、巡堂、會議、儀

典）將有助您的領導？為什麼？ 

十、 您對組織脈絡與學校既定的節奏如何知覺與反應？您如何認知校務經

營的困難？當理念與現實考量無法配合時，您如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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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訪談大綱：春校長 

一、 近十年來教改在課程、組織、制度、文化等都有重大的變革，您認為

最迫切關懷的核心問題可能是什麼？您的看法為何？ 

二、 在您領導的信念裡，您如何在變革的學校領導中具體地設定方向？又

在開展學校成員能力的部分作了哪些努力？ 

三、 教改之後，您認為家長會、教師會、教評會等組織對學校運作有何影

響？您是否作了一些組織重整的努力？ 

四、 您如何知覺「自我想法」的合理性？您運用何種方式檢討或活化思考

來增添您校務思考的廣度？（可參考兩次訪談回顧，結合個人特質與

行政運作） 

對教師慣性與惰性的反思、人性的包容、課程領導者的概念、校長形

象與功能的無限、對校長權力解構的反思、融入組織脈絡歷程的反思、

對茶壺裡風暴的看法。 

五、 您通常如何知覺自我內在的成見（直覺、經驗、他者告知）？您認為

這些成見在您的領導上扮演了何種角色？你無法接受文化或人們中哪

些不當的表現？  

六、 在校務經營方面，若從自評的角度來看，您可否洞悉目前自己領導的

優點與缺點？如何保持或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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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訪談大綱：夏校長 

一、 近十年來教改在課程、組織、制度、文化等都有重大的變革，您認為

最迫切關懷的核心問題可能是什麼？您的看法為何？ 

二、 在您領導的信念裡，您如何在變革的學校領導中具體地設定方向？又

在開展學校成員能力的部分作了哪些努力？ 

三、 教改之後，您認為家長會、教師會、教評會等組織對學校運作有何影

響？您是否作了一些組織重整的努力？ 

四、 您如何知覺「自我想法」的合理性？您運用何種方式檢討或活化思考

來增添您校務思考的廣度？（可參考兩次訪談回顧，結合個人特質與

行政運作） 

超強記憶力、領導與被領導者的想望、追求完美之餘、愛而不過火、

角色份際的拿捏、所持規準的再檢視、課程領導角色、親和力 vs.壓力、

判斷的檢討與失常、訊息檢核、社交能力與共識的建立。 

五、 您通常如何知覺自我內在的成見（直覺、經驗、他者告知）？您認為

這些成見在您的領導上扮演了何種角色？你無法接受文化或人們中哪

些不當的表現？  

六、 在校務經營方面，若從自評的角度來看，您可否洞悉目前自己領導的

優點與缺點？如何保持或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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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訪談大綱：秋校長 

一、 近十年來教改在課程、組織、制度、文化等都有重大的變革，您認為

最迫切關懷的核心問題可能是什麼？您的看法為何？ 

二、 在您領導的信念裡，您如何在變革的學校領導中具體地設定方向？又

在開展學校成員能力的部分作了哪些努力？ 

三、 教改之後，您認為家長會、教師會、教評會等組織對學校運作有何影

響？您是否作了一些組織重整的努力？ 

四、 您如何知覺「自我想法」的合理性？您運用何種方式檢討或活化思考

來增添您校務思考的廣度？（可參考兩次訪談回顧，結合個人特質與

行政運作） 

感性重於理性、掌聲 vs.無掌聲、角色的掣肘難受、極左（消極）到極

右（積極）的心智特質、家長 vs.學校之溝通技巧的反思、能與不能

的判準、學校像家的意向、行動派的作為、反對意見的反探、思維的

自我束縛、反思教師惰性、課程領導者的概念、不服輸性格、訊息處

理的順序。 

五、 您通常如何知覺自我內在的成見（直覺、經驗、他者告知）？您認為

這些成見在您的領導上扮演了何種角色？你無法接受文化或人們中哪

些不當的表現？ 

六、 在校務經營方面，若從自評的角度來看，您可否洞悉目前自己領導的

優點與缺點？如何保持或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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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田野觀察時間表 

個案對象 觀察時間 觀察主題 編碼 

2005/03/07 校長室隨機談話 田 2005/03/07 春校長 

2005/03/14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一） 田 2005/03/14 春校長 

2005/03/15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二） 田 2005/03/15 春校長 

2005/03/16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三） 田 2005/03/16 春校長 

2005/03/17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四） 田 2005/03/17 春校長 

2005/03/18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五） 田 2005/03/18 春校長 

2005/03/29 學區內國中小校務精進會議 田 2005/03/29 春校長 

2005/04/04 校長室隨機觀察 田 2005/04/04 春校長 

2005/04/12 七年級導師會報 田 2005/04/12-1 春校長 

2005/04/12 藝術與人文領域會議 田 2005/04/12-2 春校長 

春校長 

2005/04/26 畢業典禮第一次籌備會議 田 2005/04/26 春校長 

2004/02/26 校長室隨機談話 田 2004/02/26 夏校長 

2004/03/05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一） 田 2004/03/05 夏校長 

2004/03/08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二） 田 2004/03/08 夏校長 

2004/03/16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三） 田 2004/03/16 夏校長 

2004/03/19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四） 田 2004/03/19 夏校長 

2004/04/02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五） 田 2004/04/02 夏校長 

2004/04/05 朝會觀察、制服案招標會 田 2004/04/05 夏校長 

2004/04/09 主管會報 田 2004/04/09 夏校長 

2004/04/22 教師評選委員會 田 2004/04/22 夏校長 

2004/04/22 國文科教研會暨課程修正會議 田 2004/04/22 夏校長 

2004/04/26 第三次家長委員會例會 田 2004/04/26 夏校長 

2004/05/07 資優班巡迴輔導教育視察 田 2004/05/07 夏校長 

2004/05/13 勞務採購案開標會議 田 2004/05/13 夏校長 

2004/05/14 國三包糕粽活動 田 2004/05/14 夏校長 

夏校長 

2004/05/21 
主管會報、家長委員談話、校

園建築與環境導覽 
田 2004/05/21 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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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01 校長室隨機談話 田 2005/03/01 秋校長 

2005/03/09 擴大行政會報 田 2005/03/09 秋校長 

2005/03/11 中輟生追蹤輔導網絡聯繫會議 田 2005/03/11-1 秋校長 

2005/03/11 校長師徒制指導 田 2005/03/11-2 秋校長 

2005/03/28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一） 田 2005/03/28 秋校長 

2005/03/29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二） 田 2005/03/29 秋校長 

2005/03/30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三） 田 2005/03/30 秋校長 

2005/03/31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四） 田 2005/03/31 秋校長 

2005/04/01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五） 田 2005/04/01 秋校長 

2005/04/06 大隊接力、書法活動、教評會 田 2005/04/06 秋校長 

2005/04/20 主任會報 田 2005/04/20 秋校長 

秋校長 

2005/04/27 導師會報 田 2005/04/27 秋校長 

2005/03/09 校長室隨機談話 田 2005/03/09 冬校長 

2005/03/21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一） 田 2005/03/21 冬校長 

2005/03/22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二） 田 2005/03/22 冬校長 

2005/03/23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三） 田 2005/03/23 冬校長 

2005/03/24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四） 田 2005/03/24 冬校長 

2005/03/25 校長一日近身觀察（五） 田 2005/03/25 冬校長 

2005/03/21 與鐘老師隨機談話 非訪 2005/03/21 鐘老師 

冬校長 

2005/03/23 與芙老師隨機談話 非訪 2005/03/23 芙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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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文件資料表 

學校 文件分類 文件主題及內容 編碼情形 

文 1-1 自我介紹總集 文 2005/03/29 春校長 1-1

文 2-1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行事曆 文 2005/02/16 春校長 2-1

文 2-2 綠地會議暨升降旗週期時間表 文 2005/03/07 春校長 2-2
綠地 

文 2-3 綠地校務發展策略 文 2005/03/29 春校長 2-3

文 1-1 春校長學經歷 文 2004/02/26 夏校長 1-1

文 1-2 個人散文：也是一種幸福 文 2004/03/05 夏校長 1-2

文 1-3 個人散文：春去春又回 文 2004/03/05 夏校長 1-3

文 1-4 個人散文：教育是生活也是生命 文 2004/03/11 夏校長 1-4

文 2-1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學期行事曆 文 2004/02/20 夏校長 2-1

文 2-2 許我藍天一個未來 文 2004/02/23 夏校長 2-2

文 2-3 七年級校外教學會議資料 文 2004/03/12 夏校長 2-3

文 2-4 八年級隔宿露營會議資料 文 2004/03/16 夏校長 2-4

文 2-5 導師會議各處室會議資料 文 2004/04/02 夏校長 2-5

藍天 

文 2-6 畢業典禮進度分配表 文 2004/05/07 夏校長 2-6

文 1-1 中輟生變身校長 文 2005/03/27 秋校長 1-1

文 2-1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行事曆 文 2005/02/16 秋校長 2-1

文 2-2 學校活動綜合簡報 文 2005/03/16 秋校長 2-2

文 2-3 校刊第 49 期 文 2005/03/01 秋校長 2-3

文 2-4 校刊第 50 期 文 2005/03/01 秋校長 2-4

文 2-5 校刊第 52 期 文 2005/03/01 秋校長 2-5

文 2-6 
週年校慶活動流程草案暨工作

執掌表 

文 2005/03/09 秋校長 2-6

紅楓 

文 2-7 學生獎勵辦法草案 文 2005/03/09 秋校長 2-7

文 2-1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行事曆 文 2005/02/16 冬校長 2-1

文 2-2 創造力簡報 文 2005/03/21 冬校長 2-2

文 2-3 媒體報導實錄 文 2005/03/09 冬校長 2-3

雪林 

文 2-4 學校宣傳行銷提袋 文 2005/03/09 冬校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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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2-5 
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務處

預訂重要事項 
文 2005/04/18 冬校長 2-5

文 2-6 冬校長水登經驗（一） 文 2005/05/16 冬校長 2-6

文 2-7 冬校長水登經驗（二） 文 2005/06/06 冬校長 2-7

備註：編碼情形，有關「校長個人」資料代碼為 1，有關「校長領導」資料代碼為

2。最後一碼則為同類資料的流水帳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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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高階經理人心智模式與領導型態之探索性研究 

參考企業界李澄益（2003）研究之相關結論，研究者簡單歸納如下： 

壹、心智模式的形成圖：該研究推論心智模式的形成來源有二：一、外在學

習所形成的心智模式；二、內在啟發所形成的心智模式。將此二者彙整

即是完整的心智模式形成圖（如附圖 1 所示）。 

 

 

 

 

 

 

 

 

 

 

 

附圖 1 李澄益（2003）推論之心智模式圖 

資料來源：出自李澄益（2003：196）。 

一、 由領導型態的類別探討，創新領導型態的分類構面—成就導向與成長

導向，並由此延伸出四種心智模式型態（如附圖 2 所示），將後續研究

的焦點，集中於效能型心智模式的研究。 

高 

高壓型 
心智模式 

效能型 
心智模式 

成

就

導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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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型 
心智模式 

學習型 
心智模式 

　 　 　 低           　 　　 　 　 　 　 　 　 高 

成長導向心智模式 

附圖 2 成就與成長導向領導型態之心智模式 

資料來源：出自李澄益（200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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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為領導型態與心智模式必須加入情境因子的分析（員工、任務），並

著手研究領導型態與心智模式受職位、重大專案影響、組織成長歷程

等動態改變的關係。 

三、 最後彙整心智模式的形成、心智模式與領導型態之關係的發現模型，

構築心智模式的紮根理論（如附圖 3 所示）： 

 

 

 

 

 

 

 

 

 

 

 

 

 

 

 

 

 

 

 

 

附圖 3 心智模式紮根理論圖 

資料來源：出自李澄益（200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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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Ruff（2002）國小校長心智模式圖 

Ruff 根據研究歷程與資料分析的成果，分別對三位個案校長的心智模式

進行研究。 

一、 初任校長（男性） 

該個案校長的心智模式中，對於訊息的接收具有強烈的渴望，是一個

重視即時資訊、認真勤勞，強調教育績效與目標導向的校長。因此，其心

智模式中隱性的假定或信念，具強烈的教育行政績效觀。 

其教育期望與領導心智模式大致遵循下列途徑進行（如附圖 4 所示）： 

 

 

 

 

 

 

 

 

 

 

 

 

 

 

 

 

 

 

 

 

附圖 4 初任校長之心智模式圖 

資料來源：出自 Ruff（200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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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經驗校長（女性） 

該個案校長有著特殊的親和力，熱愛且享受其工作，常將微笑與幽默

帶入日常生活。她認為校園中的每個成員都是學校的領導者，且鼓勵成員

公開討論，強調團隊工作的價值，並鼓舞同仁自工作中享受幽默與樂趣。

其領導的心智模式，常會自問是否該涉入關係事件，以及情境脈絡是否適

合於孩子個人的發展。在涉入的同時，除了建構團隊以資協助，對於衝突

的處理似乎相當有心得。 

其教育期望與領導心智模式大致遵循下列途徑進行（如附圖 5 所示）： 

 

 

 

 

 

 

 

 

 

 

 

 

 

 

 

 

 

 

 

 

 

 

附圖 5 有經驗校長之心智模式圖 

資料來源：出自 Ruff（200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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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屢次獲獎的校長（女性） 

　 　該個案校長認為其角色扮演應像濾紙般，要常精確自己的期望與觀點，

從學校事件的觀察中不斷與自己的隱性知識進行對話，思索自己如何和自己

的期望進行溝通。她以孩子為中心（child-centered），除重視校園情境對孩子

的影響外，努力將環境的條件臻於完善，並樂於和孩子相處。她認為校長常

在校園中被孩子看見，且以熱情、關懷，來促進人際間的關係，常是她每日

在學校裡熱衷進行的事務。在心智模式的運作中，顯然地，她是個習於觀察

與反思，不斷探詢內在既定之期望、價值與信念，並因應環境，洞察與事件

調整而其期望，藉以維持思考彈性的校長。 

其教育期望與領導心智模式大致遵循下列途徑進行（如附圖 6 所示）： 

 

 

 

 

 

 

 

 

 

 

 

 

 

 

附圖 6 屢次獲獎校長之心智模式圖 

資料來源：出自 Ruff（2002: 161）。 

 

Ruff（2002）認為參與研究的三位個案校長中，以屢次獲獎校長的教育

領導觀最具有去除預設立場、重視他者行動的特質。其無限制、去個人化之

心智模式途徑，創造了增強的系統迴圈（systems loop），使其能清楚自我的

期望與學校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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