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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推動學校改進之個案研究─以高中優質化為例 

 

中文摘要 

 

    優質化輔助方案是我國為符應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所推動的學校改進方案，

實施至今已近十年，而審核各校申請通過與否的準則之一即是各校在自主管理的

規畫與實施，足見自主管理機制對於推動方案的重要性。 

    據此本研究乃主要探討自主管理機制對學校實施改進方案的影響，故以兩所

北區高中作為個案，透過學校改進理論與學校本位管理理論為理論基礎，以歸納

兩所個案學校承辦優質化輔助方案的模式、策略與成效，並以此分析自主管理機

制對學校改進的意義與重要性。 

    研究過程採取文件分析與訪談方式蒐集資料，而訪談對象包含兩所學校參與

方案的校長、主任、兩位組長、以及兩位專任教師，共 12位教育人員，而綜合文

獻探討及訪談研究結果之結論如下： 

 

壹、學校持續推動改進方案目的在於回應變動中的教育與社會環境。 

貳、學校自主管理的變革者是策動學校自主改進的重要關鍵。 

參、自主管理機制可以調控學校改進的整體運作。 

肆、自主管理具備回饋機制，促使學校轉型為學習型組織。 

伍、校本變革者的使命感是學校持續推動改進的動因。 

 

 
關鍵字：學校改進、自主管理、高中優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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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School Improvement Through School-based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n High School Actualization Program 

 

Abstract 

  

   High School Actualization Program is a school-improvement program promoted in 

seeking to implement Taiwan’s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policy. This program has 

been applied for nearly a decade. One of the major standards requested applicant 

schools to adopt and practice the school-based management in each individual school. 

This requirement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based management to promoting 

such programs. 

 Hence,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chool-based management to 

the operation of school improvement programs, studying two high school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as cases. Based on school improvement and school-based 

management theories, the model, strategy, and efficacy of school actualization program 

in the two studied cases were inducted, and the importance and purpose of school-based 

management to school improvement were furthermo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procedure adopted document-analysis and interview as data 

collecting methods. Twelve educational staffs in total were interviewed, including two 

principals from two case-schools, office director, two section chiefs, and two teachers, 

all of whom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above mentioned program.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needs to promote school improvement programs derives from challenges 

of the changes in national policy and education environment. 

2. The key to promoting school improvement programs lies i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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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agents. 

3. The anticipated effects of school improvement could be made and adjusted 

through the actualization of school-based management. 

4. School-based management includes functions of reflection and modification,   

enabl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school improvement programs. 

5. The mission for education is key to sustain High School Actualization 

Program. 

 

 
Key words : school improvement, school-based management, School Actualiz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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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過去二十年來，人類社會處於急遽發展與變化的時代，知識經濟大幅度地取

代傳統的經濟模式，電子資訊及數位科技的發展，亦逐步模糊了國家之間的邊界，

進而促成全球化的浪潮，與此同時，國家社會的轉變亦直接地影響到教育本質的

發展，因為世界各先進國家不約而同地將教育工程視為二十一世紀的希望工程，

是故為培養更具有行動力的下一代，各國均積極推動教育改革，期望藉由教育提

升人力素質，進而厚植國家競爭力。而這樣的改革趨勢因國而異，自 1980 年代開

始，世界各國無不重新審視並關注學校及教育等相關議題，並進而推展各種改革

方案。 

    以美國為例， 1983 年由雷根政府所公布的《國家在危機中：教育改革勢在必

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報告書，不但指出學校

教育的諸多問題，更具體針對學科標準、評鑑機制與教師任用等面向推動改革。

此後，柯林頓政府亦於 1994 年修訂了「美國中小學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簡稱 ESEA ），改稱「改革美國學校法」（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 

Act），並頒定「目標兩千年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ion America Act），其後又於

同年再度修訂 ESEA 並提出「學童教育卓越法」（Educational Excellence for All Children 

Act of 1999）以推動中小學教育改革，上述幾項法案強調對所有學生皆抱持高度期

望、重訂學生成就標準、提升教師與校長素質、加強教育績效責任、更確保了安

全、健康且有紀律的學習環境。 

    而美國當代最重要的教育法案，莫過於 2001 年小布希總統的「沒有任何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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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簡稱 NCLB），由過去的政策演化而來（McDonnell，

2005），該法案期望全國中小學學生都能達到一定的學業成就水準，包括處於教育

弱勢的族群，更進而要求州、地方與學校為學生的學習結果負起績效責任，將不

同的弱勢教育族群之學業成就分開統計，追蹤學校、學區的進步狀況，並據此訂

定獎罰（楊巧玲，2007），也因此被視為美國教育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亦宣示聯邦

政府重視基礎教育的立場。  

    再以英國為例，為因應教育改革的趨勢，英國政府乃於 1988 年通過《教育改

革法》，此項法案改變了英國教育系統的基本權力結構，乃針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

校課程制定全國統一規定，且明訂每一位學生在每一學習階段均須達到的最低標

準，亦推行了全國統一的考試制度，由此可見其制度上由地方分權走向中央集權，

因此影響英國教育發展深遠（Maclure，1992）；此外，學者（溫明麗，2002）歸納

英國自該法案後，整體教育改革乃朝向四個重要的脈絡發展：首先是教育市場化

的影響，將教育改革視為責任和投資，其任務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其次為義務教

育優先化，乃重視幼兒五歲前的教育照顧；其三為職業教育主流化，強調職業技

能的強化、提高職業教育的社為地位，提供學生更寬廣的選擇機會，為英國近二

十年來相當重視的教育改革重點；最後為教育評鑑能力化，即對教育改革採取績

效評鑑。 

    除卻西方的教育改革之外，日本與我國因為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因素而有相

似的文化，因此我們亦可關注到日本的教育改革，自 1980 年代「教育鬆綁路線」

以降，展現相當豐富的改革面貌，如：1989 年提出課程改革方向、1991 年提出「新

學力觀」、1998 年提出 21 世紀新課程中將設置「綜合學習時間」以及全面實施週

五天的上課制度，乃至近代陸續導入的精熟度分級學習獎勵、學力調查、學校選

擇制、學校評鑑、教員評鑑、國中高中一貫學校與國小國中一貫學校設立等新措

施；此外，日本更於 2006 年立法通過提出「教育改革重點行動計畫」，乃彙整此前

的相關施策重點，以「培育能活躍於國際社會的心靈豐沛且勇健的人」為目標，「對

 



3 
 

每一個孩子都提供豐足的教育」為理念，其內容則包含了：修訂課程綱要、教育

環境的整備、兒童基本生活習慣的培養，由此可見，日本的教育改革場域不僅限

於學校內，實際上亦擴展至校外的家庭、社區、甚至地方公共團體等。 

    由上可見，歐美各國以知識基礎的變化作為最重要的改革課題，主要以追求

卓越（excellence）為主軸；日本則著重在學校秩序及學習動機，以讓學生快樂學

習的論調主導教育改革，與此同時，臺灣亦隨之步入教育改革的時代，自 1987 年

解除戒嚴後，政治體制轉型，社會風氣逐漸開放，在教育層面亦進入風起雲湧的

改革階段，足見學校改進運動在中西方已是勢在必行。 

    於此同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 1989 年提出「分權與學校改革」（Decentralization and School 

Improvement）報告書，主張政府機關應實施分權，並使政府教育官員、學校校長、

教師、家長能建立新的責任關係，並透過協商、輔導、溝通等繁複的措施來配合

新的行政運作以提高學校的自主性，而政府不再支援的校務則須尋求民間企業的

支持力量。自此後，各國開始賦予學校更多自主管理的責任，強調學校自主為學

校革新的主要因素，也因此學校本位管理的理念開始風行全球（謝義鄉，2001）。 

    爰此，回顧臺灣教育改革的起始，亦足見學校改進運動與學校本位管理二項

教育改革的發展趨勢；自 1994 年的「四一零教改聯盟」發起的大遊行為開端，其

所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等四

項訴求，在當時引起廣大的社會迴響；因此同年六月，教育部召開第七次全國教

育會議，以「推動多元教育、提升教育品質、開創美好教育遠景」為主題；同年

九月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並於1996年由審議會提出《總諮議報告書》，

明確地指出臺灣教育改革的八大優先重點項目應為：修訂教育法令與檢討教育體

制、改革中小學教育、普及幼兒教育與發展身心障礙教育、促進技職教育的精緻

化與多元化、改革高等教育、實施多元入學方案、推動民間興學、建立終身學習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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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行政院於 1997 年成立跨部會的「教育改革推動小組」，於六年間開了二

十一次會議，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便是 1998 年召開的第六次與第七次會議，其具

體研訂並通過「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之內容，主要針對：國民教育、學生輔導、

普及幼兒教育、結合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推動終身教育、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

育與原住民學生教育、建立技職教育體系、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訂出教育經

費比例、升學制度及推動家庭教育等方案，共編列 5 年 1570 億的經費來推動此十

二項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 

    此後，立法院在 1999 年三月通過俗稱「教育憲法」的教育基本法，過往教育

改革理念、政策形成本法之立法重心，型塑了我國當前教育改革活動的內涵（吳

武典，2005；謝文豪，2004）；教育部則於 2010 年召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又於

2011 年建國百年正式宣布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相關期程，並發布《中華民國

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其中明白宣示民國 2014 年將高中職教育納

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屆時預期將會有七成的學子可免試入學進入高中職

就學，這對我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教育變革，影響未來各高中職學校組織發展（王

政智，2011）。 

    由此觀之，近十幾年來臺灣教育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震盪與劇變，逐漸朝向普

及化、自由化與多元化的方向邁進（楊朝祥、徐明珠，2007），而受到民間的企求

與官方的教育變革影響，政府加快腳步制定與翻修相關法令，從此徹底撼動學校

底層結構，使學校組織在人事制度、權力決策運作、經費運用、課程與教學等方

面面臨前所未有的變革（謝義鄉，2001）。 

    簡言之，臺灣的教育改革已有其歷史的演變與脈絡，且至今仍不斷地在實踐

與持續變革，然而，宏大的教育理念與美好的教育願景，對學生和家長而言都太

過於遙遠，以至於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實在難以解釋或解決學生和家長的各種茫

然與惶恐，尤其在十二年國教正式實施，103學年度正式開啟教育會考升學的此刻，

面對各方各界的質疑與家長的質問，每一通電話中家長所關心的始終是「幾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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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或是「幾 A 幾 B 幾 C 能不能上某學校？」足見儘管教育改革再風起雲湧，

家長和學生的思維不變地仍然以分數和明星學校為導向。 

    實際上，為破解如此迷思，教育部 103 年的年度施政計畫中，乃以「建構優質

教育環境，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為目標，其辦法為「持續辦理高中職優質化均質

化方案及推動高中職認證，促進學校普遍優質發展」，據此，學校需聚焦於發展特

色課程、並以打造指標性高中為準則，而為達成此目的，學校則須從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等面向進行反思、改進、與創新；然而學校乃為一傳統封閉的系統，若

欲在此多元化的環境中進行創新與改進，則須就其傳統的知識觀、學習觀、課程

與教學觀、以及學校改革的觀點等面向進行轉變（李子建，2002），可是這又何嘗

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自 97 學年度開始進入高中任教，以新鮮人身分首次接觸競爭型計畫的申請

與執行，在當時學校除卻校長與負責撰寫計畫書的主任，無人知曉何謂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案，其推動的過程可想而知的艱難，一直到 99 學年度，在持續的經費投

注與大力推動下已有三年，學校真正開始產生質變，就個人當時觀察，其中以課

程活動及教師專業發展的改變最為顯著。然而，學校於 100 學年度因優質化第二期

程報告書未通過而無法持續申請該項計畫，而在這一年，我也離開了教務行政工

作，轉往圖書行政，直至 101 學年度又再度回到教務處擔任試務組，而同一年學校

又重新自第一期程申請並通過，然而到了 102 學年度，學校校務評鑑的結果被定為

申請優質化方案的指標，而學校則因評鑑未達標準而無法申請，轉為申請精進優

質輔助計畫，直至今日，103 學年度我已正式離開行政團隊轉為導師，而學校仍以

重歸優質化輔助方案為目標持續努力。       

    回顧過去這段行政歷程，我發現優質化方案的申請與實施，其實就是管理一

個學校的過程，計畫以一年為期，而從申請前到申請後，皆有無數的表格、資料、

文件需要填寫、回傳、彙整、回報；且實施計畫的撰寫龐大而龐雜，從分析學校

的現況開始，因此 SWOTS 分析、學校的發展歷程、學校師資人力、學生人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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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學校軟硬體設備數量、學校績效等資料皆為填寫的重點；它更須要嚴謹而

富有理念的態度，從學校的願景開始思考，並進而建構發展的目標、再形成執行

的計畫、再擴散出執行的策略、最後聚焦自我檢核的指標，進而進行學校績效檢

核，此外，這段過程中需要的人力、物力、時間等各種資源的投入，更是必要的

考量要素。簡言之，優質化方案的申請與執行，須以團隊而非個人投入，既要縝

密更須周延，它是協助學校改進發展的方案，更是促成學校達到本位管理的方案，

它在乎學校發展的績效，也因此學校在績效管理的過程上就更顯重要。 

    實際而言，學校要改進不難，難的是如何找到適宜的改進方案並且持續經營，

據此問題，許多國外專家學者針對發展改進方案的學校進行實際的調查與研究，

他們發現很難保證每一個學校都發展出預期的成果，更甚者，成功發展計畫的學

校亦不能保證能永續發展（Berman & McLaughlin, 1978）。此外，Fullan（2005）在

英國一項大規模學校改革的研究中亦提出，學校改進計畫在前三年的確具有相當

鮮明的效果，但在之後卻難以持續。 

    爰此，我們不禁開始反思「優質化輔助方案」的推廣，儘管各校透過經費的

挹注開展全面優質的改進，但在此過程中，究竟帶給學校的是持續改進的轉動，

抑或是過度投入疲於奔命的負擔？而在前述的各國教育改革發展中，我們可見學

校的改革在全世界皆勢不可擋，而在此趨勢下，究竟學校要如何運作，才可使學

校的教育改革永續發展，並且真正帶動適應性的學習？ 

    檢視上述問題，我們發現倘若意欲理解學校實施改進計畫等相關內涵，則我

們應深入探討各校在運作學校改進計畫時的本位管理機制，簡單來說，所謂的學

校本位管理強調「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從需求評估

開始，到計畫、執行、考核組織改進的成效，學校改進計畫應是一種有系統、周

而復始的歷程，而透過這樣的系統思考及循環的教育革新歷程，學校文化因而優

質，學校成員行為也隨之激發，因此整體學校教育品質大幅提升（張德銳，1998）。 

    據此，本研究期望藉由兩所個案學校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的經驗，來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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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推動方案的本位管理機制的背景為何？又有何策略與模式？並進一步歸納各

校之改進計畫得以適宜且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與特色。透過本研究之探討，期能

為有意願發展改進計畫之學校窺知成功之先機，提供有效的建議，使各校皆能開

拓潛能，發展優質學校教育。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期以「學校改進」與「學校本位管理」為理論基礎，探討各校在推展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時之學校本位管理機制之內涵，並聚焦探究各校如何透過自

主管理機制以持續學校改進之發展策略、模式、脈絡、與產生之效果。基於前述

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研究高中實施優質化方案計畫的學校改進目的。 

二、了解學校改進的校本管理主要策略。 

三、分析學校改進的校本管理策略實施成效。 

四、探討影響優質化方案能持續經營之因素。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具體之研究問題： 

一、研究高中實施優質化方案計畫的學校改進目的為何？ 

二、了解學校改進的校本管理主要策略為何？ 

三、分析學校改進的校本管理策略實施成效為何？ 

四、探討影響優質化方案能持續經營之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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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探討兩所個案學校所實施的自主管理機制，如何推動

優質化輔助方案促進學校改進，研究中雖力求嚴謹務實的態度，期許能周延研究

過程與內容，但在執行的過程中仍有不可避免的限制與缺失，以下加以說明本研

究之受限情況： 

 

壹、 資料蒐集上之限制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以文件調查與訪談為主。在文獻參考部分，學校本位管理

與優質化輔助方案有較多國內的研究可供參考，但學校改進（school improvement）

的相關研究多為國外原文資料，故在理解相關國外研究資料耗時較多，雖有指導

教授提供的參考書籍，但研究進度較為緩慢。 

    而在訪談資料的部分，城市高中訪談進度如期完成，但水城高中因校長業務

繁忙，故在協請主任幫忙約談時一度有誤，因此只能短暫訪談約 15 分鐘，且是在

受訪校長不明白前提的情況，所以只好於後再進行第二次訪談，但因校長學期間

業務繁多，故兩次訪談中間約時隔半年。 

    而在文件調查上，兩所個案學系均提供了各項相關資料，包含優質化輔助方

案的成果報告書、續辦計畫的申請書、或者各類經驗交流研習的報告資料，唯水

城高中的相關文件資料須經由校長同意後，承辦主任才願意授權承辦組長提供，

故事後又協請指導教授協助，才順利連絡上校長，輾轉獲得相關資料。 

 

貳、 研究方法上之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為個案研究法，主要以訪談為主，各校的訪談對象都由優

質化方案的承辦主任協助推荐受訪人選，城市高中的受訪者都相當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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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給予足夠的時間來理解訪談問題，而水城高中的受訪者則常給予訪談時間上

的限制，致使許多問題無法深入獲得回答，且受訪的子計畫承辦教師，乃為協助

行政或是前任組長轉任，因此訪談內容上較缺乏一般教師的觀點，多半還帶有行

政的思維。此外，在訪談過程中，部分受訪者基於防衛心態，故對於問題的回答

會影響客觀事實，故研究者須於事後不斷回顧當時的紀錄以反思、釐清、適度修

正研究主題與內容，以求符於本研究之真實、可信與客觀度。 

 

參、 研究對象上之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個案學校參與優質化輔助方案之主要人員為主，期望描

繪出各校發展學校改進方案所制定的自主管理機制，故各校的訪問對象包含校長、

一位主任、兩位組長以及兩位參與教師，每校僅六人，故訪談結果僅能呈現部分

人員的觀點，卻未能完整代表整體學校的想法，此外，也缺乏家長與學生的觀點，

然而家長與學生應是改進方案的最大受益者，故其對方案的反應回饋應在各校的

自主管理上具有重要的價值，日後若有研究機會，可擴大訪談對象，呈現更完整

的學校改進面貌。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節將本研究中「學校改進」、「學校自主管理」及「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等構念的意義具體界定之，以利本研究進行後續之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發現之

說明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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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改進 

    學校改進（school improvement）乃是一系統變革的工具，主要藉由計畫、方案

的具體實施，落實學校系統多層面的變革，並強調學校系統全面的提升改進，其

目的是使學校能夠具備應對變革的能量，最終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而不同的學

校改進計畫有不同的改進模式，即便是全面學校改革也有不同的改進模式，模式

不同導致學校改進關注的重點不同、理念不同；是故本研究所界定之學校改進，

乃指參與教育部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且獲得優質認證之多所學校之相關優質計

畫方案，關注於其理念、模式、與成果之探究。 

 

貳、 學校自主管理 

    學校自主管理原名學校本位管理，是美國 90 年代開始推動的重要教育改革措

施之一，其認為學校的管理應為「下至上」以學校為主體的管理方式，換言之，

學校本位管理是一種強調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其突破傳統中央集權，改為強調

權力下放、民主參與、革新創造、學校自主、與績效責任的管理方式，而透過此

管理的實施，使學校的教職員、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等皆能共同參與學校事務，

使學校充分享有人事、課程、經費、預算的自主權，進而提升學校的效能與效率。

而在臺灣推行的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中，則將各校所採取的各種自主管理及績效

檢核之機制，如：檢核計畫、資料、工具、指標、流程等，統稱為自主管理機制，

本研究欲探討者，即為此管理機制對學校改進之運作與影響，故以下相關名詞將

統一以「學校自主管理」稱之。 

 

參、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本研究所指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乃教育部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

動，於 2006 年 5 月公告之「優質高中輔助計畫」，並於 2007 年修正後納入「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之重要子計畫 2「高中職優質化」項下方案 2-1「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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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化輔助方案」。故高中優質化自 2007 學年起開始實施，以「全面優質」、「區域

均衡」、「多元發展」、「績效責任」四項原則做為引導方針，又以「教師教學」、「學

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發展」、及「創新特色措施」做為發展重點，由

各高中端依學校主客觀條件自行撰寫競爭型計畫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其共有三項

階段，第一期程為基礎發展階段、第二期程為焦點創新階段、而在 2013 年所開啟

的第三期程則為特色領航階段。而本研究乃以持續實施優質化輔助方案達六年以

上，或進入第二期程、及第三期程之北區高中做為主要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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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為學校改進之探討，主要了解學校改

進之相關定義、接著以學者 Fullan 的學校改進理論對照我國的推動經驗以觀異同、

並理解各國學校改進的發展計畫，以作為後續探究個案之架構；第二節為學校本

位管理之探討，主要目的在了解學校本位管理之定義與內涵概念，以期運用於後

續個案之探究；第三節則探討學校改進與學校本位管理的相關研究，彙整國內外

相關研究的重要因素與影響，期能釐清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第一節 學校改進理論之意涵與各國實施情況 

 

 

壹、 學校改進的定義與處理的問題 

 

    1982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結合十四個會員國，開始推動「國際學校改

革計畫」（International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ISIP），這個計畫歷時四年，此後

出版了 14 本相關的研究報告，奠定了學校改進的研究基礎，而學校改進學派為學

校把教育改革有效地引進課室提供了指引和策略（趙志成，2003），時至今日，學

校改進的研究愈趨多元，因此以下將就學校改進的相關定義及其所處理的問題進

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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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改進的定義 

    自 1980 年代起有關學校教育的研究開始集中在「學校效能」和「學校改革」

兩個焦點之上（張明輝，1998），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荷蘭等各國也開始積

極投入學校改進研究（School Improvement Studies），是以此時期呈現相當可觀的研

究成果。此後，1990 年所發行的「學校效能與學校改進」期刊（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不但成為相關研究發展的重要推手，更帶動其他國家對

此領域的關注與耕耘（潘慧玲，1999）接著 1996 年，學者 Ainscow 和 Southworth

在「全面改善教育質素計畫」（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All，IQEA）中

提出強調以校為本的探索、反思及評估等相關理念，對學校改進其後的發展有著

關鍵的影響。 

    本質上，學校改進（school improvement）是一著重於教育現場的改變與解決問

題的改革計畫，是以實際操作時學校必須設計或假設明確的問題、困難或可能發

生的狀況，並且設法解決與改進；學校改進可以比喻成一種非常強而有力的工具，

用來測試理論、提供新的視野以及為有效能的學校提供新的可能性，簡言之，學

校改進可以說是一種全面性的途徑，是一種促使學校提升效能的計畫（Melissa，

2010）。故各家學者對於學校改進的定義相當豐富，茲彙整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學校改進研究與意涵之彙整 

 提升學

校效能 

提升學

生學習

成就 

學校管

理/改

革策略 

永續發

展 

自我完

善/自

我更新 

教育改

革過程

/途徑 

由下而

上的動

能 

創新發

展 

OECD（1985） V   V     

Miles（1986） V V V V     

Barth（1990）   V  V    

Hopkins, 

Ainscow, 

West（1994） 

 V V   V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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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

校效能 

提升學

生學習

成就 

學校管

理/改

革策略 

永續發

展 

自我完

善/自

我更新 

教育改

革過程

/途徑 

由下而

上的動

能 

創新發

展 

Hopkins（1996）  V V      

Evans（1996）      V   

Lofton（1998）     V V   

Stoll（1998）       V  

Reynold（2001）  V       

Harris（2002）  V V V V V   

Ainscow, 

Clarke, 

West（2005） 

       V 

張輝明（1998）    V V    

高強華（1999）    V V    

黃顯華、朱嘉

穎、余詠思

（2006） 

  V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誠如上表，學校改進的定義非常豐富，不同的學者擇取不同的度向對其做出

定義，而任何一種角度的詮釋所反映的正是解釋者對學校、對變革、對教育等核

心概念的理解和信念（黃顯華、朱嘉穎、余詠思，2006）。由此我們可發現學校改

進有幾項重要的意涵： 

(一) 就目標而言，學校改進以提升學校效能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為目標。 

(二) 就內容而言，學校改進要建構學校的管理模式，並據此發展學校改進的

策略，策略發展的內涵相當多元，諸如學生學習、教師參與、學校文化等

皆可做為其策略發展的面向。 

(三) 就本質而言，學校改進應為教育改革的過程，學校須藉此過程達到永續

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在環境完備的情況下，學校能發展出自我完善的能力，

最終成為一「自我更新學校」（self-renewing school）。 

(四) 就其實施方式而言，應轉變傳統由上而下（up-down）的改革模式，而改

以「由下而上」（bottom-up）的變革，即以教師做為變革的主體對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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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要求較參與政策決定之力成，始能永續發展變革動能。 

(五) 就理念而言，學校改進應具備「創新」的精神，學校改進除卻改善學校

的弱點，增強學校的亮點，更應該在發展的基礎上發揮創新的精神，使改

進的模式如源頭活水，唯有持續不斷的創新，才能永續學校改進的動能。 

 

    據此，研究者定義學校改進：「為一教育改革的過程，其以學校為改進主體，

以教師為改進對象，以創新為改進的理念，透過建構完善的變革管理模式，和訂

定改進的策略，以促進學校永續發展成自我更新的系統，最終達到改善學生學習

成效、提升學校效能的教育目標。」 

     

 

二、 學校改進所處理的問題 

 

    大多數研究者提及學校改進時，大多著重於探討其欲改革的制度、文化、或

政策等面向，儘管我們知道學校改進其實是一種過程，但在心態上我們卻仍然將

其視為一種產品，希望可以透過這個過程製造出優質的教育，也因此我們往往忽

略了其人性面的考量（Evans，1996）。也因此有學者（黃顯華、朱嘉穎、余詠思，

2006）認為學校改進的關鍵應是人的改變，學校改進就是透過改變人，從而改變其

所處的環境而得以實現的。 

    換句話說，學校做為改進發展的主體，學生是所欲成就的目標，因此教師的

存在即為關鍵的改進動能，所有改進的模式、策略、歷程都不能忽視教師在其中

的關鍵作用，而所有創新的概念也需透過教師激發。Harris（2003）亦認為學校改

進的工作是一種全面向的工作，有別於以往只處理學校某一方面某一項的問題，

而其所關注的最終在於教育成效的問題，也就是「學生學習成效」的核心問題。

據此，當我們欲討論學校改進所處理的問題時，需重點聚焦於二件事情上：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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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有效學習、二是教師的有效教學。 

    事實上，此二者是息息相關的，學生的有效學習需透過教師的有效教學才能

達成，有效教學係指教師具體的教學行為，其重視在教學過程中的教學績效、講

求教學方法、熟悉教材、激勵關懷學生，以及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李國禎，2000），

是以張碧娟（1999）認為教師若能實施有效教學，就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換句話說，教師若欲使學生產生有效的學習，則需使學生對學習有動機、擁

有感、歸屬感和滿足感，所以要為學生創造「強效」學習的經驗，進一步說，學

生的學習成效會受到學習型態、課程設計、教學模式等因素的影響（劉海鵬，2002），

故教師在具體的作法上，可從教學計畫、教學策略、教學評鑑及班級經營等四個

面向著手設計與規劃，也就是說，從內在的課程設計到外在的學習環境，皆須由

教師致力使校園充滿良好的學習氣氛（李國禎，2000）。 

    然而，在學校改進的理念下，欲成就學生有效學習僅靠教師個人是不夠的，

需著眼於組織團隊的更大利益，因此學校需使自己本身成為專業學習型組織，藉

由教師團隊的「共力」來發展教學策略、解決教學問題，才是學校改進最完美的

走向， 

    總而言之，學校改進的研究主要強調如何透過「人」來發展管理模式、訂定

變革策略、進而改善學校教育的品質，是以探究學校改進時，應著重於瞭解學校

「如何」進行改變才能達到改進的目的，而非著重於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果（陳錫

珍，2009）。 

 

 

貳、 促成學校改進的重要因素 

 

    學校改進乃一通過策畫而試圖改變學校某些狀況、並提升教育質素的過程（盧

乃桂，2006），而促成學校發生改進的因素為何，國外學者 Fullan 從各類文獻中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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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出多種可能因素，以下乃就 Fullan 的理論加以說明，並進一步以國外經驗反觀我

國促動學校發生改進因素之異同。 

 

一、 Fullan 的學校改進理論 

    Fullan（2007）認為改進的過程並非直線的模式，而是區分為起始（Initiation）、

實施（Implement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三個階段；此三階段的特點

在於三者並不一定同時存在，因此各階段之間未能做清楚而明確的界定，反而可

能是模糊且冗長的，甚至在變革的過程中，三個階段彼此有可能產生互相重疊的

現象。簡言之，改進的過程應是動態立體且多元豐富的，也因此，倘若我們試圖

解讀學校改進的過程，則須從各種立場切入觀察方為對策。 

    Fullan（2007）從近期文獻中歸納出影響各階段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因素，由圖

2-1、2-2 的內容可見，影響改進發展的因素相當多元： 

 

 

 

 

 

 

 

 

 

 

圖 2-1 影響學校改進起始階段的因素 

資料來源：Fullan, M. （2007）. 

1.變革方案的品質與可得性 

2.獲得創新 

3.中央政府的提倡 

4.教師的提倡 

7.政府機關的新政策和補助 

6.社區的支持、壓力、無視 

5.外部的變革推動者 

起始階段的

決定 

8.問題解決和科層體制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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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影響學校變革實施階段的因素 

資料來源：Fullan, M. （2007）. 

 

 

    從上可發現，Fullan（2007）認為改進的需求有可能源自組織內部的訴求亦或

外在壓力使然，任何一項因素的運作皆有可能降低改進的效度，是以各種因素都

不該單獨視之；這也提供給意欲發動改進的學校很好的指標，使他們在推動計畫

改進的初期就可慎重地思考每一個階段所要執行的目標與方向。事實上，若欲有

效地實施改革，則須注重每一項關鍵因素的結合，因此，倘若我們試著將 Fullan

的觀點區分，則影響改革的重要因素可從大環境因素、以及重要變革者二方面來

進行理解： 

 

 

 

 

實施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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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環境因素 

    在大環境因素層面，視國家的政策、及學校所處區域二者為促進改進發生的

因素。 

    正如同 Reezigt & Creemers（2005）所認為的，國家教育情境脈絡與學校改進息

息相關，因此各種教育改革政策即成為影響學校改進發展的推力，以美國的經驗

為例，其自 1983 年開始提倡標準化（standardization）以及組織再造（restructuring）

二項教育改革政策，促使各種由國家推動的學校改進方案如：「全面成功計畫」

（Success for All）、「學校綜合改革計畫」（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等皆如火

如荼地開始發展。 

    此外，學校所屬區域的歷史、文化、經濟背景也在影響改進的過程中扮演著

關鍵的角色，例如學校所處的區域，是否本身即具有發生變革的歷史與文化背景、

或者區域的社經地位屬於鄉村區還是城市區等，都會在某種程度上絕對地影響學

校改進的條件。又或者，受過高度教育的社區傾向於促使學校朝向高品質、以學

術為方向的改進，甚至會對他們所不樂見的改進計畫提出反對；相反的，受教育

程度低的社區因為缺乏知識，因此較不可能觸發改進、也較難施加壓力進行有效

的變革。簡而言之，位於城市或較大規模的學校區域較容易取得多元資訊，因此

容易導致改進的發生，反之，位於農村或者小規模的學校，在資訊的傳播上較為

不利，也因此難以發展出有效的改進行為。 

    也因此，學校所處的區域，會因為人口的增加、社會階級的互動和文化的差

異等狀況而產生改進的動能，簡而言之，社區總體的營造往往會與學校的改進產

生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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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的變革者 

 

    在重要的變革者部分，Fullan（2007）認為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即中央層級

政府、地方層級政府、以及學校層級；其中，學校層級的構面更為多元，從微觀

看來，尚須注意到學校本身的需求、校長的角色、教師的參與、以及家長的支持

等。 

    從中央政府的層面而言，中央政府作為促進變革的角色，可以透過各種協調

會、說明會、工作坊發展專業網絡等，將改進的資訊逐層傳播，最終在學校端形

成有意義的改進網絡，因此學校取得改進資訊最好的方法首當由上而下的形式。

中央政府能在新計畫的初期提供支持、給予協助、指導，並協助學校進行持續性

的教育改進（Berman & McLaughlin，1978；Elmore，2005；Fullan、Bertani、& Quinn，

2004；Huberman & Miles，1984；Supovitz，2006）。 

    以地方政府層面而言，地方政府在推動改進的過程中，能夠提供額外的財務

支援、給予督導與專業協助、提供學校參與改進計畫的管道、以及提供相關改進

的評鑑數據及網絡等資訊，換言之，他們扮演所謂「專家」和「夥伴」的角色，

前者強調專業權威，後者則著重平等關係，對於學校的改進而言，地方政府更能

體現外在變革推動者的角色（陳可兒、李文浩、黃顯華，2010）。 

    就學校層面而言，Fullan（2007）的研究認為能夠促進學校改進的重要關係角

色在於：學校本身的需求、校長的角色、教師的參與、以及家長的支持。也就是

說，在學校發展改進之前，我們須先評估學校本身改進的需求為何，有需求才有

改進的產生，但需要注意三項問題：一為各種需求之間務必要有關聯性，以免改

進成為破碎的工具；二為需求的核心概念要明確，否則會模糊了改進的方向與焦

點；以及要注意慎選改進過程中各種多元的發展模式，因為不同的改進模式可能

使需求的內涵概念更為清晰，但亦有可能更為困擾。 

    此外，校長的領導方式對於學校組織氣候、教師組織承諾、學校變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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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影響力，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更有正向的影響。許多學者亦指出，有效能的學

校和有效能的校長密切相關（林明地，2002；陳木金，2002；Lodge，1998；Murphy 

& Louis，1994），因此校長的角色在學校的改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校長

支持改進的基礎下，教師可說是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江惠真，2009），透過教師

專業社群的籌組，可提供改進班級和學校效能、學生表現的架構和策略，因此可

說是促進學校改進的良方（吳清山，2011）。而在改進的過程中，不可忽略的是家

長的支持，家長的期望往往是社會中一股直接影響學校教育的力量，學者認為良

好的家長關係是有效能學校的外部指標，因此透過家長的參與，建立穩定的學校

─家長夥伴關係，是提升學校效能與學校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吳清山，1997；林天

祐，2000；陳錫珍，2009）。 

    綜合上述，影響學校改進的決定因素在日常生活中持續不斷地發生，大環境

的政策與學校所處區域的背景因素促使學校啟動改進的機制，然而改進會成為學

校的機會或者負擔，則取決於改進過程中關鍵參與者的作用；變革的實施有可能

源自組織內部對於改進的訴求亦或外在壓力使然，但不論如何，真正的學校改進

策略絕非紙上談兵，而是應該針對具體情境（context-specific），能夠與學校的需要

相聯繫，且學校能夠通過努力實現的。此外， 因為改進的實施需要大量時間與精

力的投入，若僅靠領導者，由上而下的推動，終將導致改進逐漸疲弱，但若轉以

仰賴由下而上的實施亦不可行，乃因官方權力架構（authority structure）的溝通和

協調實為另一門專業，是以為促使有效的學校改進，則須重視兩者的調和與運作。 

 

二、 我國的學校改進經驗 

 

    我國的學校改進最受矚目的當為教育部立法推動的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其作為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重整工程的重要前導工作，目的在學習重新規劃學校

發展藍圖、並進而發展成學習型組織、逐步帶動學校領導、經營管理、課程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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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學習、社區參與、和學校文化的整體變革，為理解我國執行學校改進方

案的經驗與國外經驗的異同，以下乃就體制面與執行面二者進行說明。 

    在體制的部分，我國的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是由教育部投入經費協助學校發

展軟硬體設施，並由教育部委託之核心團隊與優質化學校共同進行方案規劃與推

動；核心團隊負責規畫與評估方案、擬定專家諮詢輔導機制之實施方式、以及設

計校際交流之主題和實施方式，而召集學校則協助推動工作，辦理優質化方案之

相關活動，如：計畫審查、方案說明會、資訊的公告、傳遞與彙整等，做為全國

高中優質化學校在方案推動上的諮詢窗口（陳佩英、簡菲莉，2015）。 

    是以我國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的體制，正如圖 2-3 所示之架構，乃透過教育部

學前國民教育署與各地教育局由上而下層層遞進的協助，然其主要角色在於經費

的挹注與支援，而真正引領各區優質學校發展的主導者，則是接受教育部委託的

專家團隊，其乃由國內大專院校教育領域專業學者與高中現職實務工作者（含校

長、主任等）所組成，主要進行優質化方案的設計與內涵規劃；也因此，透過方

案理念、原則、內涵與推動策略，由點、線、面的設計出發，使第一線學校能循

序漸進產生變革的漣漪效應，致使優質學校穩定發展，形成完美穩健的體制，亦

確保了優質學校發展的可能性與健全性。 

 

 

 

 

 

 

 

 

圖 2-3 我國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之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教育部 

地方教育局 

優質化學校 

核心專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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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從執行的內容觀之，因為我國期望藉由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推動，

奠定各學區均衡的學習環境，使每位學生都能接受優質的後期中等教育，故其具

體目標乃在協助學校發展特色與激發學校動能；而具體項目則包含：教師教學、

學生多元學習（含學習弱勢學生扶助）、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發展、與其他項目（如

學校自主管理、校長領導、校園經營、學校文化、家長與社區參與、社區宣導）

等面向之發展（陳佩英、簡菲莉，2015）。 

    換而言之，具體執行的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發展等項

目皆是為了塑造並發展高中的特色，而特色的發展必然牽連各校所處的區域，由

區域性質及區域所具備的資源來決定課程特色的主軸，正如同：屏北高中與屏科

大合作發展國際教育；中大壢中與中央大學和信望愛文教基金會合作，打造全面

數位化學習校園；板橋高中將學校鄰近的交通網路轉化為特色課程的內容；而麗

山高中更以學校後方的金面山及校內自然資源發展專題課程與研究主題，充分展

現學校專屬的特色課程。 

    由此觀之，社區的營造成為特色課程發展時考量的面向之一，學者（吳俊憲，

2006）亦認為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具有密切的關連，所以特

色課程的發展應是學校與社區共同的責任，在學者（林亦成，2011）的研究中，認

為校長帶領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可以藉由教師專業社群的建構與教師專業能力的

增長，開啟與社區對話的平台，使當地文化與傳統融入校本課程，如此不但延伸

了教學的場域、更能強調學校的特殊性，並讓社區文化成為學生的生活經驗的一

部分，正如同前述麗山高中等校的實例，要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最核心的概念

應是融入社區文化與特色。 

    綜合上述，根據我國現行的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對照前述 Fullan 認為影響學

校改進發展的重要因素，彙整成表 2-2，二者相較之下有幾處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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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Fullan 的學校改進理論與我國學校改進經驗對照表 

 Fullan 的學校改進理論 我國學校改進的經驗（以 SAP 為例） 

大環

境因

素 

1. 政策的推動 

2. 學校位處的社區因素 

1. 十二年國教政策的先導計畫 

2. 學校本位特色課程融入社區文

化與特色 

重要

變革

者 

1. 中央層級的宣導 

2. 地方層級的輔助 

3. 學校層級的執行 

(1) 學校本身的需求 

(2) 校長的角色 

(3) 教師的參與 

(4) 家長的支持 

1. 教育部學前及國民教育署之推

動 

2. 各地教育局之經費協助 

3. 核心專家團隊的帶領 

4. 各校的推動小組： 

(1) 校長領導（含及行政團隊） 

(2) 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習社群 

(3) 家長與社區的參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一) 從大環境的因素觀之： 

    Fullan（2007）認為影響學校改進的大環境因素主要在於政策的發展以及學校

所位處社區的影響，而我國的優質化輔助方案亦同樣為十二年國教政策下的先導

計畫，其目的在打造各地區高中的特色課程，也同樣融入了社區總體經營的理念，

強調社區意識的建造，延伸教學的場域，將社區經驗引入學生的生活與學習經驗

中。然而略有不同之處，在於 Fullan 認為社區的人為與地理環境是影響學校改進的

因素之一，而在我國的經驗中，則是主動將社區的史地文化與各種資源帶入特色

課程的營造，所以相較之下我國的學校改進對於學校社區的角色定位放置在與學

校對等的立場上，而不僅只是影響學校改進的因素。 

 

(二) 從重要變革者的角度觀之： 

    Fullan 認為重要變革者有三個層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學校單位，在我國

優質化輔助方案的重要變革推動者，同樣有此三層次的存在：教育部學前及國民

教育署、地方教育局、各校的推動小組。然而根據研究者個人經驗，認為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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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仍有不同之處。 

    在 Fullan 的理論中，認為中央政府在新計畫的初期提供支持、給予協助、指導，

並協助學校進行持續性的教育改進；而地方政府則扮演著專家與夥伴的角色，以

督導學校並提供各種專業協助。然而，在我國的推動優質化方案的經驗中，上述

的教育改進與專業協助等工作則是由教育部委託的核心團隊所主導，在本質上核

心團隊兼具了二者的功能，成為計畫實質上的變革推動者，至於教育部和教育局

的角色則偏向經費的提供與支援及改進成果的驗收者。 

    此外，在學校層級的面向，Fullan 著重於學校本身的需求、校長的角色、教師

的參與和家長的支持，這幾點與我國推動優質化方案時強調的校長領導、教師專

業社群發展與教師增能、以及家長與社區的參與等面向完全相符，這也強調了學

校改進的本質，絕非單線道的發生，而是需要更多元的思考面向與人員的投入，

強調全面式的改進與變革。 

 

 

參、 各國的學校改進計畫 

 

    學校改進的研究自 1980 年代開始風起雲湧，各國無不關注此項教育議題，並

積極參與變革，其中，在英美等國，美國的「全學校改革」（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以下簡稱 CSR）近年來發展出豐富的研究及多元的模式，值得一探；而英

國的「專門重點學校計畫」（The Specialist Schools Programme）則為英國近年來最重

要的中等教育改革方案，其內涵概念有探討價值；而香港與台灣具有相近的文化

背景與人文意識，故其所發展多年的「優質學校改進計畫」亦值得做為參考；此

外，我國近年來由教育部主導的「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亦為推動高中端學校改

進的重要方案；上述三項方案的實施，對於其國家教育皆有明顯的改進與發展，

故以下將就此三項計畫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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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全學校改革計畫（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CSR） 

 

(一) 方案的源起 

    改革源自於需求，改革的目的反映了現實的社會問題，是以 CSR 的實施乃源

自於美國 1983 年《國家在危機中》報告書以降一連串的改革行動（王煜捷，2010）。

及至 2001 年「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的推動，其開宗明義主張：「政府透過績

效責任、實施的彈性教育機會之選擇，達成縮短學生學習成就差距，並使孩童無

一落後。」而在該法案第一章（TitleⅠ）中則明定須改進經濟弱勢學區之學生學業

成績（White，2002）。據此，1997 年美國國會立法推動「全學校改革計畫」

（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 Demonstration）方案，其自 1998 年起即針對符合 Title

Ⅰ定義的學校，提供財務經費的補助，以協助其發展，給予學校改進的機會與動

力（賴志峰，2004；Melissa，2010）。此後，隨著 NCLB 教育改革在美國遭到的質

疑越來越多及面臨經濟危機背景下，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 宣稱各州致力於提升

學生成就表現及教育成效將有資格獲得 43.5 億美元的邁向巔峰基金（Race to The 

TOP），以持續支持教育改革和創新（洪詩婷，2012）。 

    換言之，CSR 被視為改進學校的途徑，是針對學校的教育改革計畫，其認為

學校為教育改進的基本單位，相信透過課程、教學、評量、團隊合作、協助低成

就學校、父母與社區的影響、學校組織以及專業發展等面向進行變革，可以提升

學校的效能，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Slavin，2007）。故近十年來，美國有上千

所的學校透過 CSR 計畫的申請以提升學校教育的品質，然而，「No Child Left Behind」

法案對補助經費的使用有詳盡的規定，其中對於CSR的經費運用更帶有兩條但書：

一是接受 CSR 設計補助之方案，必須以科學研究為根基，並且能有效提升學生學

業表現，超越未參與補助方案的學校；其二，則是方案必須提供強而有力之證據

以說明該方案確實能有效促進參與方案之學生學業進步（王煜捷，2010；卯靜儒、

陳佩英，2010；Meliss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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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方案的要素 

    自 1998 年起，美國教育部即明訂申請 CSR 計畫須具備以下幾項要素（Slavin，

2007）： 

1. 資源的調整（coordination of resources）：計畫中必須明確地指出，學校會如何運

用所有資源，諸如：國家、州政府、地方政府、校本資源等以支持和持續改進

計畫。 

2. 有效率的、以科學研究為根本的途徑和策略（effective, research-based methods and 

strategies）：計畫中須以確實的研究以及有效的實施證明學校對於學生的學習、

教師的教學以及學校的管理等面向，會採取何種措施與策略，並且已經成功地

在多所學校重複實施，展現出多元的特色。 

3. 各項設計要素須密切合作（comprehensive designs with aligned components）：計畫

須針對進行綜合性的設計以成就有效能的學校，其中包含了教學方式、測驗評

量、班級經營、專業發展、家長參與、以及校本管理等，這些要素皆須做為考

量的面向，使其互助合作，以使所有學生皆能面對來自於州政府成就測驗的挑

戰、並根基於其自身基本學習需求。 

4. 專業的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計畫須針對教師及學校員工，提供高品

質和持續的發展與訓練。 

5. 可測量的目標和指標（measureable goals and benchmarks）：學校申請 CSR 的計畫

中，須對學生的學習訂定可測量的目標和指標，且須符合州政府所設立的學生

表現成就標準。 

6. 來自學校的支持（support within school）：計畫非個人執行，而須擁有校內全體

教職員工、政府機關、以及相關成員的支持。 

7. 家長和社區的參與（parental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須將家長和當地社區

參與學校活動的意義納入改進規劃，家長和社區的參與能使學校改進的範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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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備，並獲得更豐富且有意義的改進活動。 

8. 外部技術支援和協助（extern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CSR 計畫可利用高品質的

外部技術支援和協助，例如大學的夥伴關係或者專業學者的經驗，以進行學校

整體的改進。 

9. 評鑑策略（evaluation strategies）：計畫中須說明學校申請改進計畫的評鑑規畫為

何，以及如何評鑑學生學習成果的達成。 

 

    除上述九項要素之外，學者（Melissa，2010）指出其後相關法規又增加了兩項

重要條件：即學校須指出其他資源會如何被使用在調和、支持、並持續學校的改

進計畫；以及學校須有強烈的證據證明計畫可以改進學生在學術上的成就表現。 

    由此可見，CSR 模式的每一個要素都必須經過謹慎而詳細的考量，這彰顯了

改進計畫須以學校為整體（whole-school）的本位架構進行規劃；而透過這些要素

的考量與規劃，每一所學校皆有可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改進途徑，也因此及至 1990

年代末期，美國各州已發展出將近 300 多種改進模式（Whitemore，2000），而這些

改進模式所著重的改進重點為何？及他們是如何運作的？則是值得關注之處。 

 

(三) 方案的模式與內涵 

    近年來，在教育改革的趨勢下，美國政府積極推動 CSR 的應用，在諸多改進

方案中，肯德基州政府教育部門提供了 18 所學校七種改進模式，其中被採用者有

五種，分別是：America’s Choice、Community for Learning、Core Knowledge、National 

Writing Project、Success for All，該五種模式之相關內涵如下表 2-3 所示（Meliss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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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五種學校改進模式之內涵 

計畫名稱 實施對象 計畫的主要特色 相關內涵描述 

America’s 

Choice 

幼稚園至

12 年級 

1. 促進學生高度的成

就標準測驗 

2. 專業的學習社群 

1. 核心科目：英文、語言

文科、數學和科學。 

2. 有賴校內同儕教師的

專業發展與訓練。 

Community for 

Learning 
12 年級 

1. 個別和小團體的教

學指導計畫 

2. 適合的學習環境 

1. 目標在改進學生學術

成就、行為、態度、並

促進獨立的學習習慣 

2. 促進學校和外部組織

組成同質性的夥伴關

係。 

計畫名稱 實施對象 計畫的主要特色 相關內涵描述 

Core Knowledge 
從幼稚園

到 8 年級 

1. 螺旋式課程 

2. 讀寫能力的培養 

1. 未提供結構式的執行

計劃給使用者們。 

2. 未提供持續性的專業

發展或指導方針給教

師，做為他們在課堂上

實施的教學策略。 

National Writing 

Project 
 

1. 改善學生的成就表

現和學習 

2. 改善學生的寫作技

巧 

3. 教師專業社群發展 

1. 針對教師提供寫作教

學方法的專業發展。 

2. 與當地研究機構或大

學的夥伴關係，提供教

師專業發展。 

Success for All 
學前至6年

級 

1. 在閱讀與數學方面

的規定課程 

2. 建立問題解決和選

擇思考的能力 

3. 建立就近地區的教

育網絡和夥伴關係 

1. 主要目的是確保所有

孩子都學會閱讀。 

2. 每天 90 分鐘的閱讀時

間。 

3. 針對學習程度不足學

生的額外輔導課程。 

4. 課程高結構性、明確詳

細的教材資源、廣泛的

訓練。 

5. 每 8 週一次例行性評

鑑。 

6. 學生根據評鑑成績重

組，以保持班級的同質

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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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上表各項內涵，可知改進的模式基本上會著重在幾個面向：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課程發展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等；教師教學在於提升教師的教學方法，

試著活化教學的內涵和技術；而學生的學習則以學生的需求為根本，試圖引導學

生自發性的行為以及提升學習動機；此外，課程發展亦是以學生為主，嘗試創造

新的學習環境與課程模式，提供學生不一樣的課程經驗；至於專業發展的層面，

則在於橫向連結同儕教師的經驗，除了校內教師的分享，更可連結校與校之間、

或者與高等教育機構等單位，進行更廣泛的專業交流。 

 

    由此觀之，CSR 扮演著多重的角色，對學校而言，其成為一個平台，讓學校可

以提供教師互相討論、觀課、分享教學資源與教育經驗的機會，亦扮演了教師和

校長間溝通的媒介；對於學校教師而言，在 CSR 方案的推動下，他們為了相同的

價值觀和目標而工作，在此過程中，他們共享願景，並試圖用具體的語言描述明

確的策略以達到願景。基於此，CSR 以團隊的模式進行改進，其效能必然遠大於

單打獨鬥的變革模式。故大部分的 CSR 期望由學校成員共同投票表決其所採用的

模式，這是為了營造共識並且創造共同的實施策略，促使 CSR 在學校運作能夠更

為順暢。總而言之，CSR 讓學校改進的視野成真，並且藉由支持，永續學校改進

的發生（Slavin，2007）。 

 

二、 英國：學科重點中學計畫（The Specialist Schools Programme，SSP） 

 

(一) 方案的源起 

    英國中等教育的改革源自於《1988 年教育改革法》，是其二十年來最重要的教

育改革法案，由此奠定其「選擇與多元」的教育精神，不管執政者為誰，都致力

於發展更多元的學校、增加家長選擇權、並使教育市場化，促使國家教育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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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與成就。 

    而在前提的法案基礎下，「學科重點中學計畫」，可說是英國有史以來在中等

教育改革最徹底的方案（林永豐，2009）。方案源自 1997 年工黨執政以來，開始致

力於各項重要的教育變革政策，其將教育革新視為第一要務，堅持《1988 年教育

改革法》主張的「多元和選擇」，故積極建立教育優先區、示範學校和學校聯盟、

專門重點學校計畫等，尤其對英國後期中等中學架構的調整，更被列為最重要的

改革目標。 

    在此之前，英國保守黨素來主張菁英教育，認為學校教育應依據學術能力優

劣區分學生為頂尖者或平庸者，並進一步各別給予不同的教育內容，然而工黨則

持有相反的主張，認為教育機會均等才能弭平階級差異，故其追求綜合中學的基

本精神，也就是強調保障每位學生都能有機會接受高品質的教育。 

    在這樣的相悖的觀念下，新工黨政府開始著手推動 SSP 計畫，此計畫乃根基

於保守黨於 1988 年至 1993 年間推動的「城市技術學院」計畫（the City Technology 

Colleges），工黨政府於 1997 年執政以後，贊同「讓中學發展重點」的理念，期望

建立更多元的中等教育體系，讓學生和家長有更多的選擇權，也促進學校之間有

更多的合作關係，全面提升學校追求卓越，並進而帶動與在地社區的合作與發展。 

    也因此，工黨於 1997 年首先提出《學校卓越白皮書》（Excellence in Schools）

鼓勵學校間的伙伴關係和市場競爭機制；接著《1998 年學校標準與架構法》引進

示範學校（Beacon Schools）並擴增重點專門學校以分享最佳的教育實務；此後，

新工黨於 2001 年大選後陸續公布《學校：追求成功》（Schools─Acheveing success）

白皮書、2002 年《14 歲到 19 歲教育階段的更多機會，更高水準》（14-19: Extending 

opportunities, raising standards）、2003 年《新學科重點中學體系》（A new specialist 

system）、以及 2004 年的《五年改革方案》（Five year strategy for children and learners），

此皆一再強調將延續並擴大保守黨推行的學科重點中學政策，且此政策將符合綜

合中學的根本精神，卻超越綜合中學，成為重要的學生成就改革方案；此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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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提出《更高的標準和更好的學校》白皮書，明確指出 2008 年中學全面轉型

為學科重點中學。 

    據此，前首相布萊爾亦提出「後綜合中學論述」（post-comprehensive argument），

標榜新的學校將依學生的性向而非能力來選擇學生，也就是說，學校將會招收不

同能力的學生，並提供非單一標準的課程，故其包含幾項重要的理念：一為多元，

鼓勵學校結合政府以外的資源來經營學校，並營造不同特色；二為標準，強調加

強語文與數學能力；三為學歷，增加職業取向中等教育普通證書考試，以及增加

課程的彈性；四為自主，即增加校長對學校經營的權限。如此理念，再一次強調

了自 1988 年以來的《教育改革法案》的主張，是多元與選擇的實務發展。 

 

(二) 方案的重要內容 

    「學科重點中學」是近年來英國致力於發展的新形態學校，其著重發展學校

的學科特色，和增加學校的獨立自主權，其希望每一所學校都能發展一項學科重

點特色，諸如：科技、語文、藝術、體育、人文、音樂、商業與企業、工程、數

學與電腦、科學等，而最終使全國的學校都能成為學科重點中學。所以方案有幾

項重要的內容： 

    其一在目標層面，每一所學校都有其發展的學科重點，並能透過夥伴關係推

廣最佳實務，鼓勵學校在教學與組織上創新，更賦予績效優異的學校更多辦學彈

性。 

    其二在校務領導層面，主張校務領導的強化，校長負擔更重的角色責任，因

為校長能依據區域特色和學生特質決定學校的發展重點，形塑學校願景理念，同

時也必須承擔相關政策的落實，此外，學校領導團隊亦可參與各類研習，在課程

與教師薪資部分給予更多自主空間，甚至於偏遠不利地區更會獲得經費的補助以

改善其領導的品質，然而倘若領導績效持續不佳，學校不但會獲差評，甚至可能

裁換校長或併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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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為重視校內教師團隊的運作，為此政府聘請大量的人力資源，以降低學

校行政負擔，使教師能專心鑽研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符合學習型態、

注重學生個別化需求、最終促使學生學習績效提升，所以教師被鼓勵實施教學創

新，自然也被賦予更大的教學彈性自主與空間。爰此，校長負擔更重的角色責任，

因為如何驅使校內教師團隊朝向制定的核心科目發展，是其重要的任務。 

    其四在校園設備部分，強調現代化的教育基礎設施，打造現代化教室，讓校

園的硬體環境能更得上課程與教學的變革，故申請學科重點中學的學校得以提出

校園的擴張計畫，辦理績效優異的學校，能擴張規模、甚至新設學校，反之，則

會面臨關閉的命運。  

    其五乃支持學校建立夥伴關係以提升教學品質，夥伴關係的對象可包含社區

內的家長或機構，以及教育體系內的各級學校，甚至可以是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合

作，此乃期望建立一個學習社群，彼此分享教學資源，也合作提升學習品質。學

校可藉外部資源支持學校的教學品質，如經費開辦輔導課程、人力提供課後照護、

共聘師資授課、或進行教師專業成長，藉此 

提供支持性的教育環境。 

    而有意願申請為學科重點中學的學校，須先向私人機構自籌五萬英鎊的經費

款用以改善其教學設施、發展學科重點特色，其次，須準備為期四年的發展計畫

書，包括學校發展計畫書、以及社區發展計畫書，前者明訂學校發展的主軸和學

生未來的學習量化指標，後者則需詳述與五所地方學校合作的歷程，最後交由地

方教育局審查，等中央政府核可通過後，始能獲得政府補助的十萬英鎊資本門費

用，並得到學科重點學校的名稱。 

    其後，若表現優異者，政府亦會鼓勵學校發展申請第二項學科重點，促進學

校多元發展之餘，學校亦能獲得更充足的經費補助，而發展滿五年且表現優異的

學校，可轉型為「高表現學科重點學校」，以此鼓勵各校自主經營，回歸教育須與

學生和社區的需求結合，落實教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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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案的實施情況 

    英國政府鼓勵綜合中學規畫轉型為學科重點中學，認為此類型的學校有助於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且透過學科重點中學方案可幫助學校與私人企業形成夥伴

關係，政府更會給予額外的經費補助學校發展特色，故通過申請的學校在前首相

布萊爾任內已達到 1500 所以上，至 2005 年時即達成 2000 所，2007 年有 2799 所，

直至 2009 年已有 2975 所學校申請，表示全英國已有 88%的公立中學發展成為學科

重點中學。 

    而其中，藝術、運動、商業與企業、數學與電腦及運動等科目，是各校轉型

時最受歡迎的選擇；語言學科存在時日長久，但較不如其他學科受歡迎，工程學

科的轉型校數較少，可能是因為工程設備較高，所以致使學校在轉型的考量上有

所疑慮（王民珍，2008）。 

    事實上，對英國政府而言，學科重點學校乃新工黨於 1997 年為了解決綜合中

學學習成就低落的狀況，所提出的改進方案，其為實踐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所提

出的適性化教育，故綜觀學科重點中學方案在英國廣為申請的原因，可能來自於：

專款補助加強教與學、促進區域內的學校合作策略聯盟、強調自我評鑑與改善、

重視教師專業發展、以及致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卓越（林永豐，2009）。 

    而從學校的角度而言，申請成為學科重點學校發展重點特色，具有幾個優勢：

一來能設定學校的發展目標，訂定自我評鑑的結構與制度；二來能有效提升改善

學校的教育品質；三來能扣合回應國家教育發展的政策；四來能塑造校風並強化

與地方合作夥伴關係；最後能成就專門的網絡互相分享教育的資源與成就（王民

珍，2008）。 

    是以，申請為學科重點中學有幾項好處：一能幫助學校發展特色轉型、二能

獲得經費增加學校適存率、三能以特色學科篩選招收 10%的學生，對英國的學校

而言，學科重點中學方案幫助學校在教育市場化的時代，厚植其教育競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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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學科重點中學的推動有其使命，乃期望學校成為當地和區域的卓越成

就中心，提升所有學生的成就水準，分享實務經驗，和地方學校、社區積極成學

習型夥伴。 

 

三、 香港：優質學校改進計畫（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QSIP） 

 

(一) 方案的源起 

    香港於 1997 年 10 月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宣布設立優質教育基金會，以資助

各項有助於推動香港優質教育的各項計畫；事實上，香港「學校改進」系列計畫

源自美國史丹福大學 Henry Levin 教授的「美國躍進學校計畫」（Accelerated Schools 

Project，ASP），香港透過長達十年的實施逐步將外國經驗在地化，陸續發展出多個

配合學校環境和需要的學校改進計畫，但始終秉持著 ASP 的三個重要原則：目標

一致（Unity of propose）、賦權承責（Empowerment coupled with responsibility ）、及

發揮所長（Building on strengths）。 

    此後，自 1998 年起成立優質教育基金會，並由香港中文大學開始發展整體性

的學校改進相關系列方案，如「香港躍進計畫」（Hong Kang Accelerated School for 

Quality Education，1998-2001）、「優質學校計畫」（Quality Scool Project，2001-2003）、

「優質學校行動」（Quality School in Action，2003-2004），「優質學校改進計畫」（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2004-2011）、「優質學校改進計畫：學習差異支援」（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 Support for Learning Diversity，2010-2013）以及「學校啟

動計畫」（Project WeCan，2011-2017）（李俊湖、張素貞、陳香吟、廖慧伶，2011）。 

    基本上，優質學校改進計畫的發展可區分為醞釀期、發展期、熾熱期、成熟

期（優質學校改進計畫，2011），其中「香港躍進計畫」、「優質學校計畫」和「優

質學校行動」等三方案屬於醞釀期和發展期，此時正轉移國外經驗以奠定本土經

驗，以作為後續計畫之基礎，並逐步奠定本土的學校改進途徑；而「優質學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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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計畫」則處於成熟階段，學校改進的動力由政策及專家逐步轉為教師，於是進

一步帶動教師及學校發展；而此後，「優質學校改進計畫：學習差異支援」以及「學

校啟動計畫」則是擴展階段，即在「優質學校改進計畫」的基礎上進一步針對學

生學習差異改進學生學習表現。 

    據此，本研究主要針對成熟期的「優質學校改進計畫」（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QSIP，2004-2011）進行探討，原因在於此時期實施學校改進

已累積長達十三年之久，已具備清晰的改進途徑與充分的本土改進經驗，更是香

港最大規模的整全是學校改進計畫，且 QSIP 傳承了整全式（comprehensive）支援

的特性，先為學校進行情勢檢討、了解學校現況及發展計畫、然後透過互動式協

作循個人、科組和學校三個層面同步接觸，做「點」（個人內化發展）、「線」（強

化團隊提升教師專業能量）、「面」（建立自我完善機制、塑造良好的學校文化）的

多方支援，此頗合於我國優質化輔助方案的發展型態，因此具有進一步探究與比

較之價值。 

 

(二) 方案的內涵：  

    就計畫的特色而言，QSIP 是一個以學校為主體的全面、有機及多元化的學校

改進計畫（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其計畫的規劃須與香港政府提出的理念和

教育改革目標一致，且此計畫是一自願性參與的互動夥伴協作計畫，而非由上而

下的操控式計畫（趙志成、陳可兒、黃家聲、趙李婉儀，2002）。 

    就計畫的內容而言，QSIP 希望藉由大學與學校的協作，將大學的理論和知識，

與前線教師的實踐經驗結合，全面提升學校教學能量（capacity），建立良好的學校

文化，令校內人員持續改進，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可處於一個不停持續上進

的學習型機構，並受教於一群不斷自我改進和反思的教師（趙志成，2003、2007）。 

    由上可知，QSIP 所強調的「夥伴協作關係」其實正是大學、政府及學校三方

的互動，其三者間的關係如圖 2-4 所示，教育改革所需要的資源由政府提供，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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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要求下，大學端以專業之姿與前線學校進行夥伴合作，先體察學校的需求，

進而幫助學校教師提升教學能量、最終成就學生的學習效果。 

 

 

 

圖 2-4 QSIP 之大學、政府、學校的夥伴協作關係 

資料來源：趙志成（2009）。 

 

 

    也因此，在大學支援各校發展的過程中，QSIP 透過校本教師工作坊來提升教

師的能力，其工作坊的內容分為「大齒輪」、和「小齒輪」兩類。「大齒輪」的工

作目的在提升學校效能、探究教育理念、目標及教學策略、建構團隊共力及學校

文化；「小齒輪」的目的則是增潤及優化教學效能、推動家校合作、並建立跨校的

學習網路。換句話說，大齒輪的運作能讓學校發展一套良好溝通與決策機制，小

齒輪的運作則為改變教師的教學方式以及提升專業能力。學校發展主任會依據學

校的不同需求，舉辦各式工作坊、示範教學、或共同設計課程等夥伴協作形式，

將教學的理念與技巧轉移至現場教師，增強其教學能力，再者，教師也會因為參

與大齒輪的活動，而改變其教學實踐，依照大齒輪的理念來規劃教室活動，是以

QSIP 便是藉由大齒輪和小齒輪的良性滾動牽引，帶動學校積極正面發展（李子建、

趙志成，2002；趙志成，2005）。 

    又如學者趙志成（2009）所強調，全面學校改進計畫不是一個單一「立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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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而是要面對學校整體改進和全體教師，所以是一種立體支援，因此需要得

到學校的信任，並進一步建立彼此的信心，透過相互協作的過程，貫徹共同信念

的教育。 

 

(三) 方案的實施策略 

    誠如上述，QSIP 的主要目標在增強教師能量、建構良好的學校團隊文化，使

學校邁向學習型組織，因此學校的改進是否能持續和產生效果，取決於學校人員

與夥伴合作過程中，是否達到：學生的有效學習、校內教師能量的發展、以及與

校內教師建構對教育的共同目標及核心價值等三項條件（趙志成，2003）。 

    要達成前訴的三項條件，趙志成（2003）認為可透過幾項重要的實施策略，以

下分別說明： 

 

1. 學校的領導模式： 

    領導的模式相當多元，但學校適合什麼樣的領導模式則沒有絕對，因此若只

是借用外來觀念或研究而決定領導的模式，其實是不切實際的。基本上，轉化型

的領導最適合使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但行政規章薄弱混亂的學校，則適合強勢

的領導模式。此外，表現弱勢的學校需要注意轉換新的領導風格、重新彰顯學校

的教育核心價值，重整士氣；表現中等的學校則須注重中層管理及核心領導的作

用，須多與他校交流，從他校的發展情況來反思自身的發展之道；另外針對表現

強勢的學校，其領導者應具有更高的賦權知識，將權力下放至基層教師，使其能

發揮多元教學，如此亦有利於學生的學習廣度。 

 

2. 外來的專業支援 

    所謂的外部專業支援形式相當多元，可以是教學媒體或素材的推廣、可以是

工作坊或講座的交流、亦可以是各色教學活動觀摩的辦理，由此足見專業支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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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即在於「人」，這包括大學端的專業學校發展主任，以及學校內部推動改進的

教師骨幹，然而，這也彰顯出學校改進的呈現會建基於支援人員的質素和其所提

供的助力須符合學校實際的需求。換而言之，外來的專業支援須有堅實且多元的

知識基礎，其可以是一個團隊，團隊內的專業人員各有所長，並且能與學校內部

團隊互相配合，透過專業學習團隊的模式互補短長，如此更能提供多元的支援內

涵。 

 

3. 教與學的策略 

    針對不同程度與背景的學校要有不同層次的教學策略，以弱勢學校而言，因

學生缺乏成功經驗而逃避學習，所以首要之務即是恢復學生的學習動機，以「低、

小、多、快」式的課業學習令學生有成就感，並且改變評核模式、著重在體驗式

的學習；對中等學校而言，學生長期處於穩定狀態，所以重點應放在提升教師能

量，使教師能自我探究並走出舒適圈，找出激發學校進步的關鍵點；對學生表現

強勢的學校而言，教師可嘗試設計新課程，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思維，以激發

學生的潛力為主要的意念。總而言之，在教與學的策略上，其實並沒有一套放諸

四海皆準的策略，而是須透過教師的不斷探索，持續觀察學生學習的變化，並進

而不斷改進自身教學的方式，這才是最優秀的教學策略。 

 

    總而言之，真正的全面學校改進不能只是零碎的改進，而是須對學校內部的

改進有通盤認識。學校領導要具有系統思維，才能進行既有針對性、又明白其侷

限性的改進策略（趙志成，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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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灣：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School Actualization Program，SAP） 

 

(一) 方案的源起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發展，源於我國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改革浪潮。

我國自民國 57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至今約有 40 多年，於此同時，世界各

國無不投入大量時間與資源延長其義務教育之年限，而根據 UNESCO（2000，The 

right to education for all throughout life）的資料顯示，各國義務教育的長短與其國家

的開發與富裕程度成正比，也因此在 UNESCO 的 1999 統計年鑑（Statistical Yearbook 

1999）及其 2005 更新版的統計資料中，顯現目前世界各國的義務教育如下表 2-4

所示： 

 

表 2-4 

世界各國義務教育年限 

義務教育年限 國家 

11 年 法國、加拿大、挪威、西班牙、澳洲、 

12 年 英國、紐西蘭、美國（美國各州不同，基本以 9 至 13 年為範疇） 

13 年 比利時、德國、荷蘭 

10 年 日本、新加坡 

9 年 中國大陸 

7 年 菲律賓 

6 年 馬來西亞 

資料來源：12 年國教專案結案報告。（2007）。 

 

    由上表可見，世界各先進國家其義務教育無不超過九年以上，而亞洲進步國

家如日本、新加坡等，其亦設定為十年義務教育；在此趨勢下，反觀國內教育情

勢，社會風氣對於「黃金升學路線」的追求、「一試定終身」的壓力，致使我國教

育逐漸趨於極端，而教育資源分布不均、人才培育失衡、教育競爭衍生的升學問

題，更造成「教育過量，結構失衡」的局面（教育部，2007），是以學者（陳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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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認為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有其時代性、社會性、迫切性、與應然性，於是 2007

年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開始逐步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陳明印，2008）。 

    而事實上，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我國自 1977 年便開始著手辦理並推

出一系列的配套計畫，歷經多次教育改革，政府投入龐大資金，高中優質化的成

立即是此系列計畫中的產物，其以各區域高中應普遍優質多元發展為前提，投入

資源、建立機制，以促發各高中團隊持續進步能量，為我國創造更多優質學校，

使所有具備潛力的學生皆能自願就近入學，全面緩衝升學壓力（陳憲正，2009）。 

    換句話說，「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實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先導計畫》13

項子計畫之一，其相信高中端各校若能發展進步動能，掌握變革並深度轉型，則

可找到學校發展特色主軸，並進一步精進課程與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如此，

則能獲得家長和社區的認同，吸引學生就近並適性入學，最終使各校「均平化」，

且根除明星高中的迷思，達到「高中職社區化、優質化、人人讀好學校」的目標

（教育部，2007）。簡言之，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目的在提升高中的平均教育品質，

使各地皆有優質高中，其做為十二年國教的前導計畫具有關鍵的地位。 

 

(二) 方案的實施沿革與重要內容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自 96 學年度開始實施至今，已歷經八個學年度，在此歷

程中其制度、內容與組織亦隨著執行的過程滾動修訂，因此本研究將相關重大紀

事製作成下表 2-5： 

 

 

表 2-5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各學年度重要紀事 

學年度 重要紀事 

95 
原為「優質高中補助計畫」，以實驗性補助 11 所高中每校新台幣 500 萬

元。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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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重要紀事 

96 
擴大辦理更名為「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規劃以三年為期辦理，每年

預定核定 25 至 35 所學校，參與方案學校經各學年度績效考核後辦理之。 

97 
任務組織原本由核心團隊與召集學校兩部分組成，使核心團隊改為規劃

與評估、知識管理、專家諮詢三小組所組成。 

98 

1. 專業學習社群是本方案第二期的重要推動機制。為此，優質化核心

團隊自 2009 年起，每學期辦理多場次的研習和工作，鼓勵學校有計

畫和系統性的鼓勵教師專業成長。 

2. 98 學年度起，秉持「引導原則、專業陪伴和尾端考核」的原則，以

專家輔導諮詢機制協助參與學校能從「固本」經「轉型」走向「焦

點創新」發展；同時為達此目標，優質化核心團隊開始對於方案執

行狀況及影響力持續進行後設評鑑計畫，並依照後設評鑑之研究結

果，局部修改優質化輔助方案之實施辦法。 

99 

1. 為持續參與學校的進步動能將方案延長為兩期程。第一期程辦理滿

三年經成果考核通過學校，可提出第二期程為期三年計畫書，獲取

補助學校可以繼續推動。 

2. 計畫分為第一期程與第二期程，第一期程以基礎發展為主，檢核內

涵強調教育部重點發展項目：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生學習（含

學習弱勢學生扶助）與校定項目。第二期程以校本特色為主，重視

校訂自主管理機制與計畫評鑑指標。另增列「受補助學校於第二期

程計畫執行完畢前，期學校評鑑結果之總成績須達二等（80 分）以

上…」此為優質高中認證之依據。 

100 

開始辦理行政 PLC 研習等活動，深化自主管理之概念，鼓勵學校自我檢

視經營計劃書之操作，瞭解自主管理與績效評估之重要性，透過實際演

練與相互對話，達到校際交流之功效。 

102 

計畫再延伸第三期程，凡第二期程辦理滿三年且成果考核績優、校務評

鑑成績達二等具有優質認證之學校，與 96 學年度未曾參與本方案且校務

評鑑成績達二等以上並優質認證之高級中等學校，均得提報申請。 

103以後 

新辦第三期程開始。以「特色創新」教學課程做為目標，達到標竿學校。

故學校須提報學生多元學習及學校全面優質之相關計畫。此外，學校須

自訂自主管理機制與成果評估指標，受輔助學校於第三期程計畫執行時

應將評鑑意見列入子計畫中並力求改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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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表所示，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之辦理有幾項重點內容： 

 

1. 方案區分為三個期程： 

第一期程以協助學校基礎發展為主，第二期程則在基礎上進行焦點創新、

發展校本特色，第三期程則自 103 學年度起，以發展校本創新課程教學，並達

到標竿學校為目標。故規劃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時，須以三個三年做為規畫的

期程，妥切思考每一個期程的目標，逐層制定學校的發展計畫。 

 

2. 高中校務評鑑結果可做為高中辦學品質之認證： 

如下表 2-6 所示，高中優質化評鑑的指標與高級中等學校評鑑項目基本上

相符，學校透過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發展校務，創發學校辦學特色，而藉由高

中學校評鑑的實施，可檢視學校辦學的現況與成效，這代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的最終目的，是使參與學校成為優質高中，增加全國優質高中之數目，完成

十二年國教之前置準備工作（蔡志明，2012）。 

 

 

表 2-6 

高中優質化質化指標與高級中學學校評鑑項目比較對應一覽表 

 
資料來源：蔡志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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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PLC）為推動高中優質化的

重要項目：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既為促進更多的優質高中，則須注重高中學校團隊精

進能量，故 PLC 便成為第二期程學校推動的核心機制，也是優質化高中學校發

展的重點策略（陳佩英、黃致誠、簡菲莉、李玲惠，2015）。透過 PLC 執行優

質化，可以任務帶動參與、展現由下而上的動能、且更容易以願景凝聚行動共

識、進而強化同校或跨校間的對話分享；此外，PLC 若用來發展課程，則有利

於活化教學動能，避免一次性活動的產生，如此更有利於方案的永續發展。 

 

4. 強調學校自主管理機制之制定 

在高中優質化第一和第二期程的執行學校，皆須成立自主管理推動小組，

以掌握計畫執行進度，並建立量化質化指標檢核表或檢核工具，以適時檢視學

校執行的現況。自主管理機制的建立是為了評估辦理績效，並具績效結果修正

計畫方案，以更適合的方案內容持續發展，簡言之，自主管理機制是優質化學

校促進自我改善的重要學習機制，能夠促使學校自我增能與改善，達到良善循

環的效果（林國楨，2011）。 

 

5. 重視校際交流 

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校際之間的經驗對話，有助於執行

優質化的教育工作者能獲得有價值的推動知識。在校際交流的面向可由宏觀至

微觀等多元角度切入，如：學校整體發展、教師創新教學、學生多元學習、課

程特色發展、資源統整運用等五大層面。校際交流的意義不僅在於經驗分享，

而是要從分享的過程中觸發靈感，轉化為發展學校特色立即能量，可以將之視

為更大規模的 PLC，並有效形成策略聯盟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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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構專家輔導諮詢機制 

除了藉由校內社群的力量發展由下而上的變革動能，優質化的推動亦可借

重外部專家學者的力量來達成優質化的目標。專家輔導機制的建立，可協助學

校凝聚願景找出發展主軸，亦可透過外部的觀點來打破學校固有的習慣、活化

內部思維，使優質化的過程更具有系統思考的特色。故所謂的專家其本身應具

有多重角色，是專業協助者、是多項溝通的引導者、亦是夥伴對話者，他們可

以促進學校內部與對外的溝通，亦可成為輔導學校改進的檢核機制。 

 

    綜上所述，可知優質化輔助方案在辦理的期程上分為三個階段，從基礎發展

到焦點創新，再到特色領航，協助高中端逐步凝聚共識找出特色進而優質發展；

其推行的目的乃在於提升各高中的素質，因此結合校務評鑑，以系統化的方式把

關，協助學校檢視辦學成效並適時修正；而在推動的策略上，則可透過專業學習

社群、自主管理機制、校際交流、專家輔導與諮詢等機制，協助各校內外上下皆

能展現學習與變革的動能，真正達到學校特色化與優質化的最終目標。 

 

(三) 方案的發展現況 

    教育部 103 年的年度施政計畫中，乃以「建構優質教育環境，提升學生學習

品質」為目標，其辦法為「持續辦理高中職優質化均質化方案及推動高中職認證，

促進學校普遍優質發展」，而為達目標，教育部針對高中職端學校的具體作為，

其中有兩項格外值得注意： 

    其一為賡辦「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持續投入經費資源，促使各區域高

中職均達普遍優質發展、提升辦學品質、促進特色發展，期望處處都有獲得學生

及家長認同之「多元、特色、專業」的優質高中職。 

    其二為辦理第二期程（自 100 年至 104 年度期間），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及優質

認證，建立學校自我改善機制、改進與提昇學校辦學效能，建立優質量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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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育品質；並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評鑑結果將階段性作為優質

學校認證之工具。 

    由此可知，優質化輔助方案在正規條文的支持之下，各高中得依其學校主客

觀條件及需求，向教育部提出競爭型計畫爭取補助。而自 96 學年度開始推展優

質化至今，透過「全面優質」、「區域均衡」、「多元（特色）發展」、「績效責任」

及「分期推動」等五項原則的導引，全國參與申請的校數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如

下表所示： 

 

 

表 2-7 

96-103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補助校數及經費一覽表 

學年度 

高中 

公立（校） 私立（校） 年度補助校數 
補助經費（億

元） 

96 61 5 66 2.4 

97 94 13 107 4.4 

98 113 33 145 5.7 

99 123 58 181 6.0 

100 121 65 186 4.9 

101 142 104 246 6.9 

102 113 104 217 8.0 

103 131 66 197 --- 

103 學年度累

計補助校數 
302 33.3 

占總校數% 87.54（302/345） 

主要內涵 

 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 

 教師專業發展 

 其他（行政管理、校長領導、校園經營與學校文化、家長與

社區參與、社區宣導及整體資源之投入與配置等） 

備註：部分學校於執行過程中自願放棄或執行成效不佳，終止輔助。 

資料來源：取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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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 2-7 可知，八年多來教育部已投入將近三十多億的經費用於提升高中教

育品質，全國將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高中皆投入了學校改進的教育計畫中，顯示

近年來我國高中端展現的教育改進動能。此外，在方案的具體作為部分，其強調

須在「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發展」以及「其他」項

目等層面進行完整的規劃，前述「其他」的層面，可依據十二年國教相關政策、

學校評鑑內涵及校本特色發展需求，足見優質化輔助方案與學校評鑑、以及十二

年國教三者之間密切的關聯，更甚者，優質化輔助方案不僅只是做為經費補助的

提供者，其實際上更是為高中端提供機會，以迎接十二年國教帶來的衝擊與挑戰。 

    而就優質化的執行現況，學者張典魁（2013）研究指出，優質化方案實施至今，

已經獲得相當多層面的成果，例如：在學校系統端，校長與行政人員的觀念，以

及教師的教學知能與態度皆有所轉變。在學校經營方面，參與學校的教師專業精

進、學生成就進步且家長亦展現高度認同。而在政策方面，優質化方案的參與學

校中，補助農業縣市學校達八成以上，有效紓解城鄉落差；且申請優質化之學校

須通過校務評鑑二等以上，有助於優質高中之認證；此外，各區就近入學率達九

成以上，足見其整體斐然之成果。簡言之，優質化方案在改變學校系統、學校經

營、政策目的上都有所成果，故若就學校經營層面來探討各校所規畫的自主管理

機制，以歸納各校所採取之具體策略，此乃本研究值得發展之面向。 

 

五、 本段小結 

上述四項方案皆屬改進學校效能、提升教育品質之教育改革計畫。美國的 CSR

在全國通行政策下致力於發展課程與教學的變革，以提升學生成就表現，近年來

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顯示 CSR 的推展的確有助於學生成就的提升，且有助於推展

NCLB 法案的教育理念。英國的 SSP 則為解決綜合中學成效不彰的現象，鼓勵學校

轉型，透過夥伴合作關係與經費挹注，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課程，成就學生學習。

香港的 QSIP 則透過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研究所的共同努力，自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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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在香港的中、小學進行夥伴協作，至今已有超過 400 所學校參與，藉由大學專

業支援的計畫，建立起多樣的夥伴協作的成功經驗與模式，立體地推動學校改進。

臺灣的 SAP 亦在十二年國教政策中明訂實施的準則方針，其做為十二年國教的先

導計畫，各校可透過教育部經費的補助，推動促發高中學校內部精進能量，達成

各高中優質化及特色發展，提升高中教育品質，打造均優的高中學校。 

 

表 2-8 

美國、英國、香港、臺灣之學校改進方案之比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美國 CSR 英國 SSP 香港 QSIP 臺灣 SAP 

計

劃 
全學校改革計畫 學科重點中學計畫 優質學校改進計畫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相

關

政

策

或

法

規 

NCLB（2000） 

Race to The Top

（2009） 

1988 教育改革法案 

新學科重點中學體

系（2003） 

五 年 改 革 方 案

（2004） 

更高的標準和更好

的學校（2005） 

香港教育制度改革

建議 

教統會第七號報告

書：優質學校教育 

十二年國教政策 

教育部 103 年度施政

計畫 

計

畫

性

質 

競爭型計畫 

由參與學校自行撰

寫計畫 

競爭型計畫 

由參與學校自行撰

寫學校發展計畫與

地區發展計畫申請 

競爭型計畫 

由外部的學校發展

主任與學校核心小

組共同檢視並制定

行動計畫 

競爭型計畫 

由參與學校自行撰寫

計畫 

期

程 
2001 通過至現今 1997 年至今 2004-2011  2006 年至今 

改

進

內

容 

課程與教學 

學生成就表現 

學校的管理與組織 

教學與課程 

提升學習成就與教

學卓越 

課程設計與發展 

教學方式與教師能

量 

學生學習成果 

領導方式 

學校文化 

特色課程 

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 

教師專業成長 

校本特色發展 

發

展

策

略 

教師專業學習發展

社群 

與外部組織的夥伴

關係 

校長領導 

高品質教職員發展

（校務領導、教師社

群） 

夥伴關係（社區連

結） 

績效責任 

自我評鑑 

學校的領導模式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

坊 

建立學校自我完善

機制 

外來專業支援 

教學模式的改進

（教與學的策略） 

校際交流 

專業學習社群 

自主管理 

諮詢輔導 

課程與教學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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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表 2-8 美國、英國、香港、臺灣之學校改進方案之比較，可歸納出幾個重

要意涵： 

(一)政策的支持是啟動變革的要因之一：校外政策是推動學校改進的最具影響力的

情境因素，學校往往為回應教育改革環境所需，必須在決定學校發展方向時做

出策略性調整，以配合社會及政策的需求（趙志成、麥君榮，2011）。 

(二)計畫性質略有異同：比較四個國家的改進方案同為競爭型計畫，但在計畫的撰

寫模式上有些許不同，例如美國、英國與臺灣的改進計畫皆由學校自行撰寫，

再向教育部和當地教育局申請經費補助以進行學校改進，而香港則是由大學的

專家與學校的工作小組共同檢視學校情況並制定發展的行動策略；就研究者個

人經驗，以為我國的優質化輔助方案若能參照香港撰寫計畫的模式，由專家團

隊與學校團隊共力完成，則可免去各校摸索不清的階段，轉而更有效且直接地

直指核心，避免各項資源的浪費。但不論如何，四者皆發展出多種改進模式，

足見學校改進已成為各國發展教育改革的重點項目之一。 

(三)學校改進需要長期的發展：Fullan（1991）曾指出一間學校的改進和變革往往需

要三至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故以香港的 QSIP 為例，太短暫的協作無法讓

大學理解學校，亦無法讓學校貫徹大學支援的建議（趙志成，2009）；臺灣的

SAP 亦以三個三年做為改進的期程，漸進式地推動學校穩估基礎、發展特色、

足見學校改進需要透過不斷的經驗累積，在發展的過程中凝聚改進動能。 

(四)重視教師團隊的動能，由下而上的改革動力：只有教師的認知改變了，學生的

學習才有變革的可能，學校也才有轉型為學習型組織的動能。唯有教師參與改

進，改進才有永續發展的機會。 

(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學校改進的柴薪：教師社群可視為改進計畫的柴薪，其專

業社群運作越好，其變革的火越能延燒進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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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與教學為改進的核心：教育改革和學校改進的成果，須展現在學生的學習

表現上，簡言之，教育改革必須落實在課程與教學上，才能達成教育改進的本

質和目標（鄭博真，2001）。 

(七)夥伴關係可以成就學校改進：四國的學校改進方案都一再提及與校外資源整合

連結的行動方法，尤其在英國的 SSP 計畫申請時，更需學校與社區的發展計畫

書，須寫明學校與社區內至少五個單位的合作關係，此外，美國、香港、與台

灣的改進方案也都著重於校際之間、或與專家之間的交流合作，透過夥伴關係

的建立，可以促進學校的改進行為，獲得更多元的資源與脈絡。 

 

  

 



52 
 

第二節 學校自主管理之相關理論 

 

    本節欲探究學校自主管理之相關理論，在蒐集的各類文獻中可發現研究資料

普遍以歐美國家之實施經驗為主，故本節在探討學校自主管理之重要內涵時，擬

主要處理美國之相關研究經驗，以做為後續個案研究之基礎。 

    綜觀美國近年來的教育改革現況，不難發現美國教育經歷兩波改革運動，一

為 1983 年美國國家教育卓越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公布「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書以來，所實施的一連串改革措施，

其訴求在以科層管理的方式來提升教育品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改革模式；

二為「學校自主管理」的推動，著重於學校管理方式的變革，主張以學校為主體

的「下至上」的管理方式，此二者皆促使美國教育不斷變革的歷程，時至今日，

學校自主管理成為 90 年代美國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之一（吳清山，1995；Owens，

1991）。本節將進一步探討學校自主管理之相關重要內涵，以作為檢視各校推動優

質化輔助方案時所採取的自主管理機制之架構，並奠定本研究後續推動之基礎。 

 

 

壹、 學校自主管理之緣起 

 

    學校自主管理以美國的發展最早，自 1960 年代以來已是美國學校教育改革的

工具（劉慶仁，2003），直至 1980 年代末期，校本管理變成美國教育中最常用的改

革方式，而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 OECD）在 1989 年提出一份名稱為

「分權與學校改革」報告（Decentralization and School Improvement），自此賦予學校

更多自我管理的責任，並強調學校自主為學校革新的主要因素，於是「校本管理」

理念始風行全球（謝傳崇、謝義鄉，2005）。 

    綜觀學校自主管理的發展，和美國教育改革的脈絡幾乎息息相關，美國的教

 



53 
 

育先後歷經兩波改革運動： 

    第一波改革運動時發展了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乃藉由各州政府的命令與法規

直接下達至學區學校以推行教育改革，也因此從教學的教材、教法、教學時數乃

至於標準化測驗，都是以由上而下的科層形式進行集權管理，在具體作為上，其

訂定全州標準、改進課程教材教法、訂定並提升大學入學標準及中小學生學習水

準、延長學生在校學習時間、並加重家庭作業分量、要求教師做好班級經營等。

在此波改革運動中，格外強調學校行政須採取有效的管理方式，須整合、運用各

種資源，以提升中小學的辦學績效；而其基本假定則認為學校教師專業與教學能

力不足，所以須靠上級單位鞭策學校辦學，如此嚴密而科層的管理形式，短期間

雖可收一時之效，然而長期實施卻因科層體制不夠彈性且難以因地制宜的特性，

致使學校內部組織逐漸僵化，教師甚至失其積極性與自我實現的動機（邵俊豪，

2001）。 

    隨之而起的是 1983 年第二波改革運動的來臨，由於時代的開放與轉變，促使

教育開始出現不同的呼聲，例如教師專業團體開始訴求專業自主、家長團體希冀

參與學校事務工作，而社會的輿論亦促使各校開始積極發展校本特色並重視學生

的學習成就，於是美國第二波教育改革因之而起，此時期的教育風潮主張由下而

上之主動、強調鬆綁、選擇和學校自主管理（曾燦金，1996；楊慶麟，2007）。換

言之，學校自主管理的發韌乃是源於對第一波教育改革中，教育主管機關高度集

權的反動（Conley & Barcharach，1990）。而究其第二波教育改革的內涵，在於強調

師資養成教育，以及主張學生與家長應有更多的教育選擇權，為此，此波教育改

革乃將上級許多命令與規定鬆綁，以學校為中心的管理模式，強調學校全體成員

共同經營學校，如此改變了傳統科層體制的架構，致使學校增加了自動、自治、

自主、自擔校務的權力與責任，這正是學校自主管理的精神所在。 

     而學校本位自主管理一詞最早應用者為 1971 年紐約州所成立的「學校本位管

理發展委員會」（Fleischman Commission school-based management development），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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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肯德基州規定所有學校開始實施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管理制度，並成立「學校

本位決定會議」（School-Based Decision Making Council）作為學校最高的決定機制，

自此學校開始被賦予更多的自我管理責任，也因此，美國截至 1989 年為止已有 75%

的州政府立法成立「學校本位審議委員會」，至 1991 年已有八分之七最大城市之學

區，實施不同形式的學校自主管理（文高上，2010；曾燦金，1996；劉慶仁，2003； 

Hess,1991；Lewis,1989）。 

    在當前世界各國，學校自主管理成為主要的教育改革趨勢，各國的措施或許

名稱不一，但實質內涵概念卻有所類似，除前述美國之外，英國亦於 1988 年通過

教育改革法案推動「地方管理學校」（Local Management of Schools）、澳洲則稱為「自

我管理的學校」（Self-managing School）、在紐西蘭所有公立中小學皆透過成立學校

董事會與教育當局訂定合約，進行學校自主管理、又近則如香港，亦於 1997 年由

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優質學校教育」報告書，提出 2000 年全港實施學校自主管

理的建議，由此可知，賦予學校層級更多自主權的教育制度，已是教育改革的共

同趨勢；其他國家如：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瑞典、

土耳其、以色列等，均有實施類似學校自主管理的措施，足見已成為大部分國家

教育改革的重心（吳智偉，2007；林偉人，2000；張明輝，1999；黃嘉雄，1998）。 

    在此教育改革風潮中，我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主張我國中小學的學

校經營應改採「以學校為中心的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來激發學校內

在改革能量，以促進學校的進步，故於 1996 年引進學校自主管理的觀念，以改革

我國長期以來屬於中央集權之科層體制，此後許多教育法令與政策都以之為基調

發展。在法令上，如民國 84 年教師法通過後，家長會取得出席教評會、參與教師

甄選的權利，於是學校組織更形成學校行政系統、教師會與家長會三強鼎立的態

勢；此後，民國 88 年公布國民教育增修條文，更賦予家長參加校務會議和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的法源依據，同年，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教育基本法」，則明定家長

有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至此充分展現出教育決定民主化、教育方式多元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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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權力分權化、教育作為中立化等精神。而在學校端，則賦予學校選派代表參加

校長的遴選、設置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賦予家長參與校務之機會、規定

學校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以決議學校總體課程之規畫、課程與教學之評鑑等機制

（余景達，2001；張德銳，1998；謝文全，2002）。 

    從上所述，足見我國教育行政機關傳統集權的解構，開始賦予學校更大的自

主與專業空間，以提供更適性的教育給學生。 

 

貳、 學校自主管理之定義 

 

    學校自主管理一詞因理論的發展、時間的演進、地區國家的不同而在名稱上

也各有所好，不同的名稱除卻顯現了各國在實施本位管理所強調的各種面向之外，

也充分顯現了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精神即在於因地制宜，例如：學校自主管理

（site-based management）、以學校為基礎的管理（school-site management）、學校中

心管理（school-center management）、分權管理（decentralized management）、學校本

位預算（school-based budgeting）、負責任的自主（responsible autonomy）、分享式的

管理（shared governance）、學校改進過程（school-improvement process）、教師授權

（teacher empowerment）、分享決定（shared decision making）、和行政的分權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等意涵（Clune & White，1988；Leithwood & Menzies，1998）。 

    由此可知，學校自主管理是一個簡要、相對、通有、且概括性的詞彙，其內

涵概念多元且包含了分權與分享的管理形式，在預算、課程等方面皆訴求自主管

理，也因為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定義，因此在運作方式、角色功能上的認知亦有所

不同，是以學校自主管理的機制也絕對無一定的標準運作模式，唯一相同者在其

本質上皆強調學校是教育改革的主體而非被動的參與者（吳智偉，2007；廖美鳳，

2002；Murphy & Beck，1995）。基於此，關於學校自主管理之定義，可自下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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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學者之見解中窺其端倪： 

 

 

表 2-9 

各學者對學校自主管理之相關定義 

學者 年代 

權力下放/賦權/分權/

參與分享 

（學校、教師、家長、

社區、學校行政人員） 

績效責任 校本自主 

張德銳 1995 v v  

簡良珍 1996 v   

曾燦金 1996 v  v 

張弘勳 1997 v  v 

林偉人 1997 v  v 

吳大千 1998 v  v 

張素貞 1998 v v v 

張明輝 1999 v  v 

王順平 1999 v  v 

林明地 1999 v  v 

吳清山 1999 v v v 

林雍智 2000 v  v 

林鴻章 2000 v   

范迪慧 2000 v  v 

張佃富 2000 v  v 

黃嘉雄 2001 v v v 

鄭燕祥 2001 v  v 

謝義鄉 2001 v v  

李雪梨 2001  v  

顏慶芳 2003 v   

許嘉政 2004 v v v 

蔡家廷 2004  v  

吳熾文 2006 v   

陳震宇 2007 v  v 

侯凉烝 2008 v   

文高上 2011 v v v 

Mojkowski & 

Fleming 
1988   v 

Marbruger 1990 v   

Chapman 1990 v  v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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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年代 

權力下放/賦權/分權/

參與分享 

（學校、教師、家長、

社區、學校行政人員） 

績效責任 校本自主 

Etheridge 1992 v   

Spring 1994 v   

Odden & 

Wohlstetter 
1995 v   

Murphy & 

Beck 
1995 v v v 

Gamage 1996； v   

David 1996 v   

Robertson & 

Briggs 
1998 v   

Bush 1998 v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 2-9，我們可以從分權參與、校本自主決策、及追求卓越的績效責任

等三個面向來理解學校自主管理的內涵意義： 

 

一、 從賦權參與的面向來看： 

        學校自主管理係指教育行政機關充分賦權，並尊重學校自主決定的學校經營

方式，這種授權依動態路線可區分成兩種模式：一是垂直式的授權，二是水平式

的授權；換而言之，前者乃指將決定權力由中央到地方甚至到學校主體垂直式地

下放，如此，使學校成為授能學校（empowerment school）（文高上，2011；林雍智，

2000；范迪慧，2000；許嘉政，2004；陳震宇，2007；Chapman，1990；Gamage，

1996；Marbruger，1990；Murphy & Beck，1995；Robertson & Briggs，1998）。 

        而後者則指在學校層級內水平式地將決定權力分享給利害關係人，諸如：校

長、學校行政人員、老師、家長、學生和社區居居民等的參與決定的正式程序；

換句話說，學校自主管理即是代表學校的利害關係人成為學校改革的主體，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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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進行合議式的參與決定，他們集思廣益尋求對學校最有益的教學方向與教育條

件，所以學校經營的成敗由關係人共同承擔，是一種權力下放、擴大參與的管理

模式（吳熾文，2006；侯凉烝，2008；張鈿富，2000；張德銳，1995；黃嘉雄，2001；

陳震宇，2007；鄭燕祥，2001；顏慶芳，2003；Bush，1998；David，1996；Etheridge，

1992；Marbruger，1990；Odden & Wohlstetter，1995；Spring，1994）。 

 

二、 從校本自主決策的面向來看 

    國外學者 Mojkowski & Fleming（1988）、Chapman（1990）、Murphy & Beck（1995）、

國內學者張弘勳（1996）、張德銳（1996）、吳大千（1998）、吳清基（1999）、陳震

宇（2007）、文高上（2011）皆認為學校自主管理是以學校作為教育決定主要單位

的教育行政系統，簡而言之，他們相信學校是最適合從事教育改革的單位，因為

學校的決定需要以學校情境為基礎來發展，換句話說，學校的決定需考量學校本

身情境環境，而非抄襲沿用他者模式，這表示了學校情境與需求是發展決定的基

礎，故是一種立足於學校的管理（site-based management），具備有以校為本的概念。 

    而所謂的，校本自主決策即是在重新分配學校相關成員的決策權的基礎上，

使校長、教師甚至家長都有可能在學校重要決策上扮演重要角色（Drury & Levin，

1994；Fitch，1990；Hill & Bonan，1991），簡言之，即是擴大決策參與者的層級，

將權力下放給重要關係人，運用團隊合作的方式，針對預算、人事、課程與教學

等面向做出重大的決策（Peterson & Marks & Warren，1996）。 

    據此，學校有足夠的權力在政府機關規定的教育目標、架構、政策、教學標

準、及經營績效等範圍內，來決定資源的分配與應用，諸如知識、科技、權力、

教材、人員、時間、評量、資訊、財政等。換言之，透過學校預算的控制、法令

束縛的解除、來增加學校自主運作的可能性，所以學校能依據其本身特色與需求

進行決策，並有效率地運用資源來實施課程教學、預算、行政、法規、人事、管

理策略等（李雪梨，2001；林明地，1999；張鈿富，2000；Bullock & Thoma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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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man，1990；Cheng，1993；David，1989；Herman & Herman，1993、1994）。  

 

三、 從績效責任的面向來看 

    Murphy & Beck（1995）、張德銳（1995）、張素貞（1998）、李雪梨（2001）、許

嘉政（2004）、蔡家廷（2004）、文高上（2011）認為，學校本位經營的績效責任是

以學生的成就為導向，其主要的機制有市場化機制、視導與評鑑，而作決定的過

程既由學校相關人員共同參與決定，則學校必須負擔績效責任，學者（吳清山、

黃美芳、徐緯平，2002；范熾文，2007）認為績效責任旨在展現教育相關人員為其

工作職責的表現負起應有責任，故其內涵包括了工作職責、回饋改善、獎懲機制、

績效評鑑、資訊公布、績效指標等面向，透過這些面向可系統化且科學化地對學

校的投入、過程、及產出進行全面性的檢視，並判斷其達成教育目標之程度，持

續不斷地進行回饋與改善。故在績效責任的機制下，成員們須正向積極地參與下

一波的修正與改進作為，形成一種變革循環的歷程，以追求組織效能的提升，最

終成就教育的品質與成效。 

 

    而除卻上述關於學校自主管理的意涵，眾多學者亦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思考

學校自主管理的意義，如就「態度」而言，Milstein（1993）認為學校自主管理中

的分權化、廣泛參與、參與式決定都是用以轉變學校角色與結構的策略，主要用

意在於希望學校教育參與者須主動釐清學校的需求，並對此有創意的反應；同樣

的我國學者李希揚（1998）亦強調學校應主動積極並思考學校在社區中的角色，主

動了解學生的需要及教師需求與專長。而就哲學面而言，Faucette（1991）則認為

學校自主是一種改善的責任，其認為學校的改善是有可能發生在校長與教師的合

作關係中，以及在家長、倡導小組、和一般社區人士的諮詢關係中。 

    總而言之，我們可聚焦學校自主管理的定義乃在於：由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

機關授權予學校層次運作，尊重學校自主的管理與決定，使學校成為作決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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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位；並且由校長、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共從組成學校本位管理委員

會，共同參與校務決定；決定範圍則在包括行政、人事、經費預算、課程與教學

等事務；而學校既擁有自主決定的權益，則所有成員皆須共同擔負學校成敗的責

任。因此，權力結構的變革、參與成員的開放、以校為本的概念、績效責任的承

擔，即是學校自主管理的重要核心。 

 

 

參、 學校自主管理之理論基礎 

 

    有關學校自主管理的理論基礎，各家學者的論述及取向不一，曾燦金（1996）

從組織理論、參與管理、及內在控制的管理原理三個方面論述學校自主管理的理

論基礎；葉連祺（1999）指出學校自主管理之理論基礎來自於分權管理、管理理論、

民主理論、專業科層理論；廖仁智（2001）則在其研究中以分權化、參與管理、賦

權等三項理論作為其研究之理論基礎。 

    而本研究根據前述學校自主定義的校本自主、賦權參與、績效責任等三項內

涵，及參考學者的相關研究，歸納其主要理論基礎應為分權理論、參與管理理論、

以及全面品質管理理論等三項，究其原因乃在於校本自主實為分權理論的具現，

而學校中賦權與擴大參與的現象亦為參與管理理論之具體化，此外，績效責任與

全面品質管理更有一致的目標，故以下茲就三項理論進一步說明： 

 

一、 分權理論 

    學校自主管理定義中的校本自主決策其實即是教育分權化的具現（Malen, 

Ogawa & Kranz，1990），它將個別學校定位為改進的主要單位，且認為改進的激發

與持續之主要方式，是透過決定權威的再分配而來（Ogawa & White，1994），換言

之，其認為教育改進與創新的可能性，來自於權力的解放與重配，有鑑於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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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Brown（1990）對「有效能的分權化」定義三種重要的信念：「某些不一致是好

的」、「學校通常知道最多」、「學校通常是值得信賴的」，此項說法亦對權力下放至

學校給予合理的解釋，因學校組織不應由和學校距離遙遠的上級單位下命令給專

業的教師，應以學校的問題為核心，尊重教師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讓最瞭解問題

現場專業教師社群共同參與做決定，且能更有效率地解決學校問題（曾燦金，1996；

McGregor，1960）。 

    學者張明輝（1998）指出，「分權」是賦予地方層級的執行單位或學校，對於

教育資源的分配和管理。因此分權化管理就教育而言，是指教育權的去中心化與

分散化，亦即將教育權力由中央教育主管當局下放到學校，從權力控制走向權力

分享，以促進教育改革。而在分權化管理的途徑上，決策權由中央教育主管當局

垂直下放到地方，或由地方教育主管當局下放到學校，之後再以水平的方式將權

力分配到學校層級的利害關係人，如：校長、行政人員、家長、學生、社區人士

等，擴大了參與校務的對象。 

    透過分權化管理，賦予了學校更多自我管理的責任，而此種做法的目的有二：

一是彈性、二為績效責任，換言之，教育分權化減少了上級單位對學區，以及學

區對學校層級的過度干涉，並將阻礙學校發展的各種法令與限制排除在學校之外，

讓學校辦學能更有彈性，更能反映家長與學生之需求，而學校發展過程中的績效

成敗亦由全體利害關係人共同承擔（吳智偉，2007；陳鐘金，2001）；也因此，學

校自主經營表面上是一組織結構的改革，實際上其最終目的在追求教學的改進及

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因此應強調學校的專業與功能，減少對學校的干預和保護，

授權學校自主管理的同時也創造學校教育的市場化條件，提供多樣化學校產品，

藉此提升學校教育品質（葉連祺，1999；廖仁智，2001；Seyfarth，1996）。 

    再者，此種作法產生的影響亦有二：一是各層級角色與責任的轉變、二是學

校層級行政運作模式的轉變，簡言之，校務相關人士應認清學校不是教育改革的

客體，而是發動者、主動參與者，故應主動發掘、商討、解決學校教育所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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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問題；此外，過去因科層體制而能順利推動的政策與計畫，因權力的下放使

得傳統的行政運作已不足以支援現行的體制，因此學校層級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在

溝通、協商、研習、增能、尋求外在支持力量甚至轉而尋求民間企業的協助，以

期能配合新的行政運作模式，基於此，所謂新的行政運作模式，更是本研究欲探

究的重點之一（王順平，1999；張明輝，1998）。 

 

二、 參與管理理論與 Y 理論 

    學校自主管理的三項重要定義之一為賦權參與，乃向下將權力賦予學校相關

人員並擴大參與校務的對象，其內涵概念可自參與管理理論與Y理論中獲得參照，

此二項理論皆以權力重組為前提而發展，究其內涵異中有同，故在此合而論之。 

    學者（李雪梨，2001）認為參與管理的五要素為：權力、訊息、獎賞、知識與

技能、以及組織被參與的程度，其中以權力最為重要，因權力及授權是學校本位

管理的核心，影響了有關工作程序、組織運作、方針和策略的決定。簡言之，當

學校在分權理論的基礎上擴大了參與的對象，則管理的重要性即浮上檯面。 

    學者（Ogawa & White，1994）認為參與管理特別強調團體的參與程度，主張

全體員工共同參與設定目標、解決問題，並建立績效的標準，確保組織朝向目標

邁進，而在態度上全體員工乃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投入制定與完成決策，因此參與

管理應是一分享資訊、互相影響的歷程，透過這樣的互動歷程，會形成團體共識，

並進而提高管理的品質（吳宗立，2005；Gaoutle，1998；Keith & Girling，1991）。 

    此外，讓組織成員參與管理和分享決定，可以提升其成就感、工作滿意度和

士氣，並能促進員工自我實現；領導者可以藉由調整組織運作的工作結構，導引

組織成員釋放更多潛能，化被動為主動，以提高組織工作績效；因此在學校的場

域中，應讓學校的第一線工作教育者與家長共同參與學校的運作，也共同分擔學

校承辦之責，如此不但能減少批評，更能贏得廣泛的合作，是以參與管理符合權

力分享、開放系統、專業自主的時代思潮（郭惠鳳，2000；黃景良，1998；陳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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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陳鐘金，2001；曾燦金，1996）。 

    換而言之，參與管理乃是一種採取民主領導及激勵方式的管理制度，其主要

目的在於使機關組織之成員有機會參與機關決策、以激發其責任心、榮譽感，並

使之為達成機關目標而奉獻，因此實施參與管理應有四個重要觀念：其一，參與

是員工精神與感情的投注，不僅是身體的參加活動而已；其二，參與是激勵員工

對工作環境有創造性的貢獻，允許員工有表現其才能與智慧的機會；其三，參與

是個人認同組織的社會化歷程，能促使組織與個人緊密結合，圓滿完成工作任務；

其四，參與是鼓勵員工在其工作團體中勇於擔負責任（柯進雄，1997，謝文全，2006；

Davis，1993）。簡言之，參與、分享作決定、授權，為實施學校本位管理的重要關

鍵（李雪梨，2001）。 

    而以分權觀點為基礎，McGregor（1960）則提出 Y 理論，修正了科層體制忽

略的人的因素，強調分權和授權的決定將取代組織層級，而正式合理的權威須授

權給部屬，因此學校本位管理亦可以 Y 理論為基礎（李雪梨，2001）。基本上，韋

伯（M. Weber）創發的科層體制（bureaucracy）認為任何組織的行政皆是由若干合

理的功能所組成，如計畫、組織、協調、評鑑、授權及控制等功能屬之（黃昆輝，

1988），其中授權可以發揮下級機關的行政功能，亦能發展部屬的能力，展現其負

責的態度；換言之，學校自主管理主張在組織中，每一個員工都有其潛力，只要

給予適當的引導，必能有所成就，因此反對無道理的打壓；也因為人性本善，所

以人會勇於做事、主動積極、具有工作動機、發展潛能、承擔責任的能力、並且

會為組織目標而努力，也因此，管理的目的在於使組織和員工的利益達到高度的

契合。 

     根據上述理論，學者（曾燦金，1996；Cheng，1996）亦指出因為學校具有鬆

散組織的特性，因此學校自主管理應以 Y 理論為基礎，強調參與（participation）、

發展（development）和需要（needs）的重要性，此外，分享歸屬感（a shared sense of 

ownership）、合作管理（collaborative management）、和有報酬的表現（rewarding 

 



64 
 

performance）亦是發展成功組織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以學校場域而言，管理者須將學校視為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居住和發展

的地方，創造一個使成員得以發揮專業的工作環境，給予其尊重與激勵，如此教

師們會更積極的投入工作，使得自發性、草根性的教育改革真正發生作用，換言

之，Y 理論訴求民主參與、專業發展、尋求社會交互作用的親密關係及自我實現的

發展機會，因此成員在為實現組織目標貢獻能力時也能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文

高上，2010；蔡美祝，2004；Cheng，1996）。 

 

三、 全面品質管理 

    在學校自主管理的定義中，相當重視績效責任此內涵，績效責任的概念是期

望學校得以透過持續的改進而永續發展與經營，此與全面品質管理的哲學理念是

一致的（許哲文，2005）。因此在相關理論的部分，全面品質管理理論可做為學校

自主管理在績效責任方面的背景知識。 

    我們可從「全面」、「品質」、「管理」三個面向來理解：全面品質管理的「全

面」（Total）係指全體組織成員都參與品質改進，且為追求更高品質而努力；「品

質」（Quality）係指活動過程、結果與服務均能符合或滿足顧客需求，甚至超越期

待；「管理」（Management）係指有效達成品質目標的手段與方法（林公孚，1996；

張家宜、李宜禎，2002）。由此可知，全面品質管理乃是一個組織達成目標的過程，

組織中所有人員、部門、系統所形成的工作團隊，利用科學的技術及統計資料的

方法，全面參與及持續改善生產或服務品質的過程，以提升顧客需求與滿意度，

作為達成組織卓越、永續經營為目標的組織經營管理（吳思達，2000；溫明麗，

2000）。 

    全面品質管理是一種管理的綜合性觀念，學者（王文霖，2002；吳宗立，1999；

許哲文，2005；彭瓊瑤，2002）認為其基本理念有：顧客滿意、流程管理、事先預

防、全面參與、教育訓練、持續改善、品質承諾等面向。譚清泉（2001）認為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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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全面品質管理時，最須掌握流程管理部分，其主張流程導向的管理是以工作改

善作為競爭的指標，因為品質不是來自於檢驗，而是來自不斷改善的流程，當改

善成為工作指標時，將會產生一股生生不息的原動力，為組織目標努力以赴。因

此流程管理可以分成三個層次：流程管控、流程改善、流程改造，換言之，品質

的建立不僅只是控管就好，還須持續不斷的改進、改善、最終改造，才能達到符

合或超過客人的期待的品質程度（許哲文，2005）。 

    而究全面品質管理的管理方法，林建基（2001）認為 PDCA 的管理模式能使組

織發揮持續改善的循環機制，有助於績效的檢核，因此可做為主要的管理方法；

除此之外，類似的管理模式亦有 Stufflebean（1971）的 CIPP 評鑑模式，其亦重視

績效的評估，能建立周而復始的循環評建功能，故有助於提供正確的資訊以利組

織方案的決定與改善，故以下就此二者模式進行說明： 

 

(一) PDCA 品質管理循環 

    PDCA 品質管理循環是由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在西元 1950 年受邀

於日本講習時所介紹的一項管理理念，是由 P 計劃（PLAN）、D 執行（DO）、C 查

核（CHECK）及 A 改善（ACTION）四大步驟過程所構成的一連串追求改善的行動

（鄭琨耀，2008）。而依據圖 2-5，李昆林（1998）指出 PDCA 的管理流程絕非單一

步驟或單一週期，而是透過不斷循環的歷程達到持續改善、績效檢核的目的。 

 

圖 2-5 PDCA 循環之週期性 

資料來源：李昆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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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關於 PDCA 四大流程的內涵，大致說明如下： 

1. 計畫（PLAN）：計畫包含兩個內容，及目標計畫與方法計畫，前者指學校要

明確決定所期望達成的目標，想獲得的成果是什麼；後者則是要達成此目標

或獲得此成果，必須遵守的作業程序或方法。 

2. 執行（DO）：有了週全的計畫以後，學校同仁就要依計畫確實執行，過程中須

隨時記錄，做為追蹤改進的依據。 

3. 查核（CHECK）：目標計畫的達成並不容易，所以在執行的過程中，一定要靠

查核或評鑑的機制協助，執行才會有果效。 

4. 改善（ACTION）：為提升顧客的滿意程度，持續不斷的改善缺失，是流程管

理中最關鍵的部分，如果流程管理不能持續改善，則 PDCA 的功能就無法彰

顯。也因此，學校須將查核或評鑑的缺失列入經常性的追蹤改善，以提升學

校行政效能。 

 

    由上可知，PDCA 的歷程其實就是「做什麼？」、「如何做？」、「結果如何？」、

「如何改善？」的管理程序，透過上述的四個步驟重複循環，每一次新的循環都

可以引入上一次的已知經驗與條件，於是透過螺旋式的循環過程，可以不斷檢視

或改善組織的達成目標，更甚者可進一步將此歷程標準化，做為組織日常的作業

規範（SOP），如此有助於提升組織的競爭力，亦讓組織得以成為一個去蕪存菁的

有機體，成為一個能不斷自我更新的學習型組織，亦有助於組織建立完備的自我

改善機制（李志川，2002；張家宜，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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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IPP 評鑑模式 

    CIPP 模式的主要發展者為 D. L. Stufflebeam（1971），此模式目前在我國教育

評鑑領域中甚受重視，也具有高度的可行性；CIPP 評鑑模式實乃綜合性之評鑑，

使用者可將 CIPP 的評鑑設計與教育計劃相連接，故從教育目標的選擇、決定、到

教育活動進行時會運用到的資源、實際進行狀況、以及最後的成效等，每一個步

驟都加以評鑑，而在此評鑑的歷程中，前後可相互提供修正、調整與回饋，使得

評鑑的結果能更完整達到改善的目的（王全興，2009）。換而言之，這個模式明確

指出教育評鑑的流程中，不能只重視成果而忽略背景，包括需要、問題所在、危

機與困難、目標優次等，因為背景是判斷成果是否顯著的基礎（趙志成，2004）。 

 

 

圖 2-6 CIPP 評鑑模式主要組成要素 

資料來源：Kellaghan, T. &; Stufflebeam, D. L.（2003）. 

 

 

    換句話說，CIPP 評鑑模式提供決策者在決定某種方案之前，應如何應用評鑑

所得的資訊，對整個方案進行描述、獲取資料，並運用策略方法及程序設計，以

指引決策並支持績效責任，達到教育革新政策的決定，或教學活動的改善（謝建

全，2000；Stufflebeam & Kellaghan，2003）。透過圖 2-6 可見 CIPP 的評鑑模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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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組成要素，其以核心價值為中心，並劃分為四大區塊，即：背景評鑑（context 

evaluation）、輸入評鑑（input evaluation）、過程評鑑（process evaluation）、以及成果

評鑑（product evaluation）。透過此四項評鑑有助於組織檢視評鑑結果，而 CIPP 更

兼具形成性評鑑和總結性評鑑的性質，從表 2-10 可知 CIPP 在評鑑過程中能不斷提

出改進的指導，並透過評鑑過程中所累積的各項佐證資料，針對最後的評鑑結果

進行確實的解釋。 

 

 

表 2-10 

四種評鑑模式的改進及解釋之關聯 

 

資料來源：Kellaghan, T. &; Stufflebeam, D. L.（2003）.  

 

 

    總而言之，背景評鑑在確認目標的優缺點與需求，以提出改進的方向；輸入

評鑑的目的在確定有哪些資源可運用、以及如何運用資源以達成目標；過程評鑑

旨在定期提供回饋資訊，確認執行過程中的缺失，做好過程控管；成果評鑑在測

量目標與成果之間的達成程度，並將結果提供給決策者，以協助決定方案應終止、

修正或繼續（王文科，1994；黃政傑，1997）。而四項評鑑的具體執行方法，茲彙

整如下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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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CIPP 四種評鑑模式運作之具體方法 

背景評鑑 

（context evaluation） 

調查、文獻探討、現有資料分析、聽證會、訪談、

診斷性測驗、系統分析、德懷術、問題焦點討論、

焦點團體、專家視察。 

輸入評鑑 

（input evaluation） 

 透過清點並分析可用之人力與物質資源 

 透過文獻探討、拜訪具有代表性方案、倡議團

隊及前導試驗，來確認並檢視所有可能成功之

解決策略。 

 針對程序設計相關性、可行性、成本、經濟效

益等，進行批判。 

 專家顧問、人員複查。 

過程評鑑 

（process evaluation） 

 透過取得特定資訊供方案做決定。 

 透過訪談受益者，描述實際過程，維持一個照

片班的紀錄，並與工作人員及受益者保持持續

性互動，並觀察他們實際活動的情形。 

 參與觀察、獨立觀察、訪晤、文件探討。 

 有關計劃的領導者與全體人員資訊的週期性

更換，以便紀錄觀察與提供歷程及記錄真實過

程的回饋。 

成果評鑑 

（product evaluation） 

 透過操作性定義並評估結果。 

 從利害關係人處蒐集對結果的判斷。 

 透過執行量化及質化分析。 

 透過結果、目標及相關標準對照比較。 

資料來源：王全興（2009）。 

     

 

肆、 學校自主管理之自主內涵 

 

    綜觀文獻指出，雖然各家學者對於學校自主管理的內涵之見解紛紜，但大體

而言皆以學校預算自主、學校人事自主、學校課程教學自主三項層面視為學校自

主管理之重要內涵，故以下茲就此三項內涵進行說明（王順平，1999；朱淑英，2002；

李雪梨，2001；吳清基，1999；林雍智，2000；黃嘉雄，2001；陳鐘金，2002；曾

燦金，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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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預算自主 

    學校預算自主是學校自主管理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面向（Murphy，1994），因經

費的運用涉及到其他要素之間的連結，因此 Lindelow（1981）認為預算的控制是學

校自主管理的中心，學校預算提供機會給學校成員、家長和社區民眾能直接參與

決定學校經費分配的優先順序（Barnes，1989），這樣的預算分配可以讓學校為學

生提供最適宜的資源（Brown，1990），換言之，學校預算自主的主要目的在於使

學校可以彈性運用經費，使資源能有效運用，如此可增加學校本身教育資源的經

濟效益並減少系統成本（Chan，1997），簡言之，若要順利推動學校自主管理，預

算的自主是先決的條件（廖美鳳，2002）。 

    我國目前的預算分配權主要仍掌握在中央政府，每年依照規定的編制、班級

數及學生人數等條件作一定比率的分配，而學校在現有的經費預算下須於一定時

間內使用完畢，因此在運用上缺乏彈性空間，學者認為唯有讓學校真正擁有財政

與經費的自主權，學校才能夠真正擁有自主管理的權力，亦才能提供符合學生需

求的教育活動和校務發展（陳鐘金，2001；Murphy，1997）。 

 

二、 學校人事自主 

    Prasch（1984）認為學校人事方面的決定對於教育計畫品質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而 Murphy & Beck（1995）亦認為人事自主和預算自主有相等的重要地位，究其內

容，Beaudett（1987）認為學校人事自主的重點在於教師的招募和選擇、人事經費

的分配、成員發展與評鑑等。在此理念下，英、美、澳洲各國學校如今均有權自

行決定教師的聘用，而不再是以往從學區派任到學校中，學校幾乎可以完全掌控

人員缺額的遞補，或自主去決定教師及其他專業成員的員額比例（林雍智，2000）。 

    我國學者張德銳（1995）亦認為學區僅須負責甄募人員、收集應徵人員的資料、

保持人事紀錄、提供學校技術協助等工作，而由地方學校就其需要選用人員。學

區固然有責任和工會以集體談判的方式，決定學校人員的薪資、工作條件、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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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訴程序等，但是真正人事任免權還是要落到各地方學校。而顏慶芳（2002）則

提出學校人事除由學校自行聘用決定，學校亦應積極規劃教師在職進修，促進成

員的發展與專業成長；換言之，學校人事自主亦相當重視學校本位式的教師在職

進修，是以教師專業發展應以學校為中心，配合學生、學校、教師的發展需求，

進行自主化的專業成長，並建立同儕專業分享，同儕視導，及同儕互相觀摩學習

的專業成長模式，另一方面建置以學校為中心的評鑑與視導模式，以促進教師的

專業成長（李雪梨，2001；陳震宇，2007）。 

    透過目前我國的各項法規如教師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各區的校長遴選作業辦法等，可知學校教師之聘任權力已下放至地方學校，

校長之遴選也採取民主開放之遴選制度，而各校亦積極辦理學校自主式的教師專

業成長研習，並推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認證等機制，餘者若要完全落實，尚須參

考國外實施的優缺點及衡量國情的不同來加以制定（謝義鄉，2001；顏慶芳，2002）。 

 

三、 學校課程與教學自主 

    學者 Lindelow（1981）、Grimes（1982）、Dimmock（1993）皆認為，在學校自

主管理的系統中，學校層級在課程的事務上幾乎擁有完全的自主，只要在學區教

育董事會訂定的教育目標範圍內，個別學校可以自由的教授任何適當的教材；

Prasch（1984）亦指出，學區規定教育的目標、任務和期望的成果之後，應將方法

和教材的決定權留給學校，他認為教育局應該支持學校，並給某種程度的統合協

調來幫助學校，學區應提供書面的課程目標，內容應詳述目標、教學計畫和建議

的教學材料，但是學校可以運用和建議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材料；Murphy & Beck

（1995）則認為，當學校獲得越大程度的授權，就越能選擇特別的教學方法、加強

成員的發展以符合學校的特別需求、並且監督和評鑑學校的教學。由上所述，足

見學校本位課程教學自主著重在發展學校本位的教材、教法、以及自我監督與評

鑑機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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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我國學者的論述中，吳清山與林天佑（1999）認為傳統的課程實施是「由

上而下」（top-down）的，教師和學生被要求去實施規定好的課程，而學校本位課

程與教學則是「由下而上」（down-top）的課程，係由學校本身對於學生的學習內

容或活動所進行的設計、實施和評鑑；黃政傑（1999）亦認為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

應以學校為中心，社會為背景，透過中央、地方與學校三者權力及責任的再分配，

賦予學校教育人員權責，再由學校教育人員結合校內外資源與人力，主動推行學

校課程的計畫、實施與評鑑；也而為因應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的發展，陳金木（2001）

提出未來各國民中小學應設置「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作為學校課程設

計與教學規劃的核心。 

    事實上，課程與教學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的發展乃是西

方國家近年來極受重視的教育改革觀念（黃嘉雄，1999），歐美等國自 1970 年中期

以來就開始採行課程發展模式，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教育人員為行動的主體，著

重學校的責任與力量，重視課程設計、實施和評鑑的一貫性（歐用生，1999）；而

在我國，早自民國 89 年教育部宣布教科書開放以來，各校可自主選用通過審定的

教材，即擁有學校本位課程專業自主權，而民國九十學年度起開始實施的九年一

貫課程與教學，亦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理念（林雍智，2000；陳柏璋，1999；

歐用生，1999），教育部在 2001 年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中更進一步提及全力

發展學校課程與學校社區化之特色，在學校內建立課程評鑑及永續發展的課程研

發機制，以因應變遷與時代發展之需求（教育部，2001）。由此足見，學校自主課

程與教學，乃是學校自主經營之重要內涵（羅清水，1999）。 

    然而，在眾多支持的聲音中，唯有 Sabar（1983）提出不同的意見，他擔心實

施學校自主課程容易因各校自主決定適合其需求的課程，而發生危及核心課程的

情形，甚至因為各地教學資源不均，甚至可能拉大學校間的差距，使教育機會均

等及教育公平受到威脅。而我國學者許添明（2000）亦從國外實施學校本位管理研

究文獻中發現失敗的範例其實很多，究其原因乃在於實施本位管理的學校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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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目的並非只是分權，而是在於應達成學校改進、提升學習成就。上述兩位

學者的論點亦值得實施自主管理的學校格外深思，儘管學校對於課程與教學獲得

自主權，但上級政府仍應持續提供教改方向，透過對課程綱要、績效評量、專業

發展、行政與財政的整合，以促進及支援學校層級改革所需的助力，而學校層級

在此架構下，則透過學校成員的同心協力，依據學校特性與地方條件，發展課程

教材、教學計畫與策略、設計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就的教學與行政策略（許添明，

2000）。 

    綜合上述，儘管學校自主管理在預算、人事、課程與教學等三個面向具有自

主的權力，然而透過眾多論文的研究結果發現（李雪梨，2001；林雍智，2000；林

鴻章，2000；黃伊竼，2006；張宏勳，1997；陳鐘金，2002；曾燦金，1996；劉雅

婷，2000；鮑慧門，2005；謝義鄉，2001；鍾肇光，2009），在三項自主層面中，

以課程與教學的自主程度最高，也最容易實施達成，至於人事和預算的自主程度

則仍受到法規條文的限制，未能有充分的自主運作權限。 

    檢視課程與教學自主的範疇，目前我國的教育制度乃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

定學生基本關鍵能力、課程綱要及教學的基本規範，而學校則握有設計教學計畫、

教學法及教學材料運用的決定權，換句話說，教師可自行決定審訂版本、課程內

容、教學材料與方法、甚至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設計教學補充材料，以符合學

生需求（謝傳崇、謝義鄉，2005）。 

    至於在預算自主方面，我國儘管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教育經費編

列與管理辦法》等法案規定各校可自行編列學校預算，但卻仍受到公務預算編列、

執行、審核、決算等法規限制，是以學校相對少有自主空間，甚至在部分縣市仍

然由縣市政府統一編列預算（陳佩英，2012；陳麗珠，2009；張典魁，2013），也

因此，各級學校較難擁有預算自主的空間。若以研究者執行優質化輔助方案的經

驗，則發現學校在發展特色計畫的過程中，往往為了符合教育部經費編列的原則，

反而致使計畫難以完整呈現，又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甚至為了尋找其他支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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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活動的經費，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負擔。 

    此外，人事自主在我國現行體制而言亦有相當的困難度，學者高強華（2007）

提出雖然自民國 84 年教師法公布教師的任用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

長聘任，但校長和教評會對於人事自主的共識共信如何建立？而教評會的成員又

是否能秉持著專業自主和學校前途擇聘教師？這些問題或許是教育主管機關對學

校任用人事的部份未充分授權的原因，以致各校在實際的操作上還未能推動完整

的學校本位自主管理。 

    儘管如此，不可諱言學校自主管理是西方因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

教育改革機制，其權力下放自主管理的方式，能滿足多元的教育目標、解決多變

而複雜的教育環境問題，並以績效責任來提升教育品質，故仍有值得推動之處（張

典魁，2013）。 

 

 

伍、 學校自主管理之績效責任 

 

    學校在課程、教學、人事、及經費運作上皆自行建立機制，並自行決定。自

由、自主與責任是分不開的，學校自主後，也應負起績效責任。學校為達績效責

任目標，應建立起快速回應的機動組織，以提升教學品質的措施和有效的經營管

理機制作為配套（林騰蛟，1997；周燦德，2003；黃榮村，2003；楊朝祥，2006）。

是以學校本位自主管理與績效責任二者存在著相依相生的關係，缺少績效責任精

神的學校本位自主管理，變革恐淪為形式或表象（許嘉政，2004），於是校本的績

效管理制度甚為重要，須呈現學校改進的意義，則在學校自主管理的意涵下，學

校自主評鑑的訂定即可視為學校發展績效管理的做法。 

    本研究欲理解高中優質化方案中各校的自主管理機制，優質化方案本就具備

學校自主管理之精神，而透過對績效管理的探析，更可進一步理解自主管理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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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然而，故以下茲先歸納學校績效管理的定義及其相關內涵，再就學校發展績

效管理之流程，與學校實施自主評鑑以落實績效管理之意義進行說明，依此作為

後續研究之基礎。  

 

 

一、 學校績效管理之定義 

    學者（曾兆興，2011）認為所謂的績效管理應是一動態的過程，是計畫到結果

的轉換，所以也是管理一個組織的過程（Cokins，2009）。在此過程中其所重視的

主要概念在達成效益的產出、考慮績效所造成的影響、思考達成這些結果所需要

的過程之能力、以及能量（知識、技能與能的投入，因此，其所強調的是績效發

展，而非僅有績效評價（Beer，1978）。 

    績效管理在各國及各先進國家已廣泛實施多年，各家說法不一，也因此未能

整合出通用的意義，故以下參酌國內外各家學者對績效管理的定義歸納如下表

2-12： 

 

 

表 2-12 

學校績效管理的定義 

學者 年代 

是一種

管理歷

程 

重視組

織願景/

目標 

重視績

效指標 

人力資

源管理

機制 

具備預

測性的

分析功

能 

目的在

提升學

校（組

織）效

能 

目的在

永續發

展 

李長貴 1997 v  v v    

丘昌泰 2000  v  v    

江瑞清 2001 v     v  

林文燦 2003 v v v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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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年代 

是一種

管理歷

程 

重視組

織願景/

目標 

重視績

效指標 

人力資

源管理

機制 

具備預

測性的

分析功

能 

目的在

提升學

校（組

織）效

能 

目的在

永續發

展 

鄭瀛川 2006  v  v    

孫本初 2007 v v      

李冠嫺 2007  v  v  v v 

曾振興 2007  v  v    

趙苡彣 2010 v     v  

曾兆興 2012 v v v   v v 

Schneier 1986 v       

Murlis 1992 v v  v    

Hartel 1994 v v      

Storey 2002 v     v  

Armstrong 2006 v     v  

Briscoe & 

Claus 
2008 

 v  v    

Cokins 2009 v    v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學校績效管理的意義可以歸納出幾項要素： 

(一) 就目標而言：學校績效管理重視組織願景，並發展績效指標 

  學校的願景須包含：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學校課程的本質、學校內的工作關

係、學校與社區有關的觀點（曾兆興，2011），透過學校願景的建立，並據以建構

出學校的績效指標，並以之轉換為成員個人的績效指標，如此，學校成員的個人

績效目標便能支持學校願景，換言之，學校績效管理即是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的

結合，每一個人皆能支持組織的核心價值，而績效指標即為學校與成員的行動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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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輸入而言：學校績效管理須建構適當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 

  透過人事任用管理、績效評估、薪酬管理、參與賦權、團隊工作、資訊分享、

訓練與發展等有效的人力管理措施，使學校成員能夠不斷提升自我價值與能力，

更進而有效率地執行學校的策略目標，並提升學校的行動效能。 

 

(三) 就過程而言：學校績效管理是有策略的管理歷程 

  學校績效管理應是經過設計的管理制度，是一對話、溝通、合作分享之回饋

歷程，亦是計畫、監控與評鑑之循環歷程；在此歷程中須訂定近程、與中長程的

發展目標，並定期的、系統的回饋以發展改進，達到有效的管理。 

 

(四) 就結果而言： 

1. 學校績效管理具有預測性的分析功能  

  學校績效管理既為計畫性的管理過程，故能在規畫的過程中預見可能發生的

問題，也因此能提早做好應變的措施，使整體計畫更為完善，避免計畫執行過程

時的突發狀況，使計畫得以順利執行。 

2. 學校績效管理最終目的在提升學校效能並永續發展 

  學校透過策略規劃使學校成員在執行目標的過程中得以提升個別的能力，而

學校總體效能也隨之跟著提升，而透過系統化的持續改進與發展，學校效能更因

之而持續增長，也因此使學校具備永續發展的競爭力。 

 

    據此，我們得以界定學校績效管理為「以提升學校績效為核心的策略性管理

循環系統，透過學校共同願景與個人績效指標的建立與連結，並配合有效的人力

管理機制，使學校與其成員皆能持續成長改進，並進而提升學校效能，達成永續

經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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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績效管理之運作 

(一) 績效管理的步驟 

    績效管理是一個持續不斷循環的流程，每一個環節都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

全身，績效管理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運作流程的流暢（謝發昱，2004），績效管

理流程的訂定，可以協助組織持續地發生進行為，故下表 2-13 試以 CIPP 評鑑模式

的流程來對照各學者提出的績效管理流程： 

 

 

表 2-13 

各家學者的績效管理流程 

學者 年代 
績效管理流程主張 

背景 輸入 過程 結果 

林士和 2000 目標設定 
選取績效評

估方法 

發展績效評

估流程及建

立回饋機制 

檢視績效評

估成效 

胡紅衛 2003 
設立績效目

標 

紀錄績效表

現 

 回 饋 及 輔

導 

 績效評估 

 回饋面談 

 

制定行動計

畫 

趙日磊 2003 績效計劃 績效評估 

 收 集 資 訊

與 建 立 檔

案紀錄 

 持 續 不 斷

的溝通 

 績 效 的 診

斷與提高 

武欣 2004 績效計劃 績效評估 
績效實施與

管理 

績效回饋面

談 

黃同圳 2006 

 界 定 企 業

經營目標 

 設 定 員 工

工作目標 

持續監督績

效進度 

執行績效評

核與績效面

談 

績效評核資

訊的使用 

施能傑 2010 

 建 立 策 略

目 標 與 圖

像體系 

 績 效 指 標

體系 

績效衡量水

準體系 

績效結果分

析與報告 

績效資訊運

用與公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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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年代 
績效管理流程主張 

背景 輸入 過程 結果 

Schuler 

 &  

Jackson 

1996 
決定評估的

內容 

選取適當的

評估方法 

發展評估體

系 

檢討評估體

系 

Amerstrong 

引自袁

芳煌譯

2002 

公司策略與

目標 

商訂績效內

涵 

 持 續 性 的

績效管理 

 正 式 績 效

面談 

 發 展 與 訓

練 

 績效評等 

 績效付薪 

Bacal 

引自邱

天欣譯

2002 

資料蒐集與

建檔 

擬定績效計

劃 

實施績效評

估 

持續進行績

效溝通 

進行績效研

判與績效改

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對於績效管理的流程，儘管先後順序可能略有不同，然而大致上的

程序皆符合 CIPP 評鑑模式的內涵概念，足見績效管理與全面品質管理二者在基礎

理論上是一致的。也因此若學校端有意發展如優質化輔助方案等學校改進計畫時，

可憑藉學校本位管理的理念與知識背景，利用 CIPP 評鑑模式的流程進行相關的檢

視、評估與規劃。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學者黃同圳（2006）所提出的循環績效管理流程如圖 2-7

所示，其流程的五項步驟亦符合 CIPP 評鑑模式的概念，但他特別強調「績效評核

資訊運用」的重要性，其認為績效評核後的資訊應有效運用於管理決策（包括員

工的調薪、獎金、紅利、升遷、調動、資遣、解雇以及人員遴選之標準）、績效改

善（若為個人問題，主管應與員工共同擬定績效改善計畫，若為組織問題，則主

管應改善組織的缺陷）、以及員工發展（面對快速變遷的環境，組織不僅應協助員

工在目前的工作上有優異的表現，也應提供員工未來之發展需求）等面向。 

    不論如何，學校發展改進行為，須重視績效責任的概念，在前述的各國改進

方案中，績效責任的思維亦甚為著重，良善的績效管理流程能協助學校發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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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環的過程中發現錯誤持續改進，則能確保績效的呈現。  

 

 

 

 

圖 2-7 績效管理的過程 

資料來源：黃同圳（2006）。 

 

 

(二) 學校應用績效管理的流程 

    在學校實施績效管理的流程上，George（1987）提出十個步驟，即：建立並維

持關係、聚焦於績效、界定主要成果範圍、銓重主要成果範圍、共同決定特殊目

標、評估績效水準、監控績效、檢核進度、績效管理訪談、追蹤，如下圖 2-8 所示

（鄭彩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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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學校績效管理的步驟 

資料來源：鄭彩鳳（2004）。 

 

 

    此外，張淑美（1996）研究學校的績效管理對於校務績效的管理方式、人員的

考核、校務的評鑑等，均提出了具體的實施程序與原則，而本研究以探討各校執

行優質化方案的自主管理機制為主要研究目的，故學者所述之校務績效的管理方

式、以及校務的評鑑亦有值得參考之處，以下就此二項進行說明： 

 

1. 校務績效管理的實施步驟 

(1) 訂定績效標準 

    訂定衡量目標達成程度或績效的標準時，應明確可行，避免含糊籠統，且

要能進行評量。學校校務工作或教學成效有些可具體量化，而難以量化者仍應

訂定相關工作事項的原則，以利後續的評估、比較與修正。 

(2) 比較實際績效與原訂績效的差距 

    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績效，須與原訂績效進行比較，以確定實際績

效的優劣，而實際績效的獲得有幾種方式：預算控制、統計資料、報告與分析、

調查與檢查、內部稽核、實地觀察、事後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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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取改進的動作：針對第二個步驟，比較後所發現的結果採取必要的改進，以

矯正偏差。 

 

2. 校務評鑑的實施步驟 

    績效的管理除了平時的紀錄，評估、改進之控制程序外，以一個學期或一年

為限的總結性的整體校務評量與考核，亦是不可或缺的環節，換言之，在績效管

理的過程中，校務的自我評鑑可依下列的程序實施： 

    （1）召開協調會議：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協調行政部門和教師共同參與評鑑

工作的會議。（2）蒐集受評資料：評鑑資料蒐集除了可以問卷、調查等計量統計

立成蒐集實證性資料外，也須以觀察、晤談、分析、比較等敘述歷程蒐集價值性

資料。（3）檢討分析得失：學校蒐集資料後，就績效分析其得失。（4）撰寫自我

評鑑報告：學校對教育計劃執行狀況及遭遇困難提出報告，供教育評鑑機關參考。 

 

    綜合上述，可見績效管理的流程是一個循環的歷程，在實際的操作上，可參

照 CIPP 評鑑模式的流程、亦或 PDCA 的品質管理循環模式。而學校在績效管理的

應用上亦須以績效的達成為目標、以人性的關注為起點、以績效的評估為核心、

以績效的追蹤為手段，並且透過持續發現問題與改善，始能提升學校的效能與表

現（黃俊傑，2009）；正如學者鄭彩鳳（2004）所言，績效管理對於學校改善不一

定是必然，但若缺少它，則改善績效幾乎是不可能的。 

 

 

(三) 學校績效管理與學校本位評鑑 

    學校本位的概念於前文多有論述，我國因應教育體制鬆綁，解構科層與權力

結構，重塑學校現場文化，賦權學校自主管理，讓學校擁有更多的權力得以在組

織、人力、預算、課程、進修、評鑑等領域自我主張（孫志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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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亦如前文所言，我國目前校本自主的權限較反應於課程與教學面向，其

餘部分如預算人事或組織編制等，尚受到法令所限，此外，學校更於評鑑一項表

現尷尬，多年來教育現場仍然瀰漫著聞評鑑即色變的心態。 

     事實上，學者郭昭佑（2001）提出，學校本位評鑑是透過工作坊的形式訓練，

增進學校成員的自我評鑑能力，並透過內外部評鑑的對話，以達成學校改進與績

效責任的需求，由此可知學校本位評鑑與學校改進和績效責任之間密切相關，而

不論是學校改進、還是學校本位評鑑，其最重要的概念即是「校本」的思維，故

若要真正落實學校的績效責任管理，則須回歸到學校本身，理解學校發展的成果

與現況。此外，學校本位評鑑更應打破傳統的評鑑規範，改以支持性、合作式的

評鑑模式，以「學校為主軸，教師為主體」，著重於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而非對

教師的管理與考核（孫志麟，2004）。 

    換而言之，學校若欲落實本位自主管理，則需發展學校的績效責任指標，並

且進一步地訂定評鑑的內涵；故學者吳清山（2001）認為評判學校發展的績效責任

指標，應包括：學校目標的設定與達成情形、課程內容的價值性、教師專業發展

的程度與參與專業發展的情形、學校因應外在環境衝擊，變革與創新因應的能力、

與學生學習成就等五大面向。故學校發展本位自我評鑑時，也可朝此五大面向著

手規劃。 

    此五大評鑑學校的績效指標，整體上與前文所提及的各國學校改進方案著重

推行的內容、以及學校績效管理的內涵概念相符，如我國的優質化輔助方案以協

助學校發展特色為目標，故著重特色課程的開發，過程中需藉由教師社群的啟動

專業，並跨校合作或援引校外資源，將變革落實於學生身上，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或又如英國的學科專門中學計畫，亦為促進學校轉型改善學生學習成就，故投入

資金協助校職人員專業成長、鼓勵夥伴合作關係，在課程與教學上積極創新。 

    由此可知，學校欲發展改進行動，則本位自主的評鑑不可或缺，而在相關作

法上，學校本位評鑑應包含內部評鑑與外部評鑑，內部評鑑是學校自行發展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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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行為，以學校成員為主，著重於對話溝通與專業成長而非績效考核，更不與任

聘或酬庸掛勾；外部評鑑則是學校聘請校外專業人員以客觀公正的角度，對學校

進行的檢視和建議，學校本位評鑑應以二者相輔相成，在評鑑的過程中互相支持

與學習，促進學校形成具有改進動能的學習型組織。 

    所以郭昭佑（2001）進一步提出幾項具體的評鑑行為：一為實在性評鑑，包含

教師在教學與專業研究上的實踐；二為脈絡性評鑑，以學校為本位空間主體，以

形成性和總結性兩種時間脈絡，對學校進行理解與支持改進；三為參與性評鑑，

主張以學校的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評鑑的過程，接納多元意見交流，促成學校的

多元文化發展；四為學習性評鑑，乃藉由專家學者的介入，從專業學理的角度協

助教師專業成長；五為常駐性的評鑑，也就是將學校內部的評鑑行為制度化，成

為常規，使學校能夠持續性的反省、對話、並且運作改進，這即是學校本位評鑑

能促成學校改進永續發展的關鍵重點。 

  簡而言之，學校本位評鑑賦予學校更高的靈活度與自主性，使學校依據本身

情況發展合宜適切的評鑑制度，落實績效責任的承擔，促成學校改進的循環，故

若欲落實學校的績效管理與績效責任，則須以學校本位評鑑為其實施的依歸（孫

志麟，2008）。 

    由此可知，學校本位評鑑與學校自主管理在本質與目的上皆是為達到學校改

進的手段與途徑，然而細究內涵，則學校本位評鑑較著重在績效責任的管理面向，

著眼於學校內外的各種評鑑機制與手段，而學校自主管理則訴求更廣泛的分權、

授權、參與管理、並透過循環管理的歷程達到績效的回饋控管，簡而言之，學校

自主管理更強調學校權能結構的變革與調和，從人事自主、經費自主、課程與教

學自主、乃至於評鑑自主，都為其關注的重點，簡而言之，學校自主管理中蘊含

有本位評鑑的內涵，而本研究期望理解學校實施改進方案的整體內涵，故乃以學

校自主管理為研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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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改進、學校自主管理與優質化方案之相關研究 

     

 

    本節共分四個部分，茲就學校改進之研究、學校自主管理之研究、與學校改

進和學校自主管理之相關研究進行彙整，並再彙整國內優質化方案之相關研究進

行探討，以歸納本研究之重點與研究價值。以下進行說明： 

 

 

壹、 學校改進之相關研究 

 

    歸整國外的相關研究歷程，自 1960 年代中期，此時的學校改革著重於課程與

教材的改革，企圖藉由課程與教材的實驗來導引學校教育的革新；而到了 1970 年

代，依然強調課程的改革，但傳統由上而下的變革模式卻無法產生運作，也因此

進入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中期，學校改進（school improvement）在此時期成

為一獨立的研究領域，格外注重變革過程（change process）的研究。及至 1990 年

代，學校改革開始轉而處理學校結構和文化方面的轉變，此時期的研究著重於將

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與學校改進結合，Teddlie 和 Reynolds（2001）更將

學校改進納入學校效能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學者（趙志成，2003）認為學校效能研

究傾向以科學化、理論化的取向判斷學校發展的成效，而學校改進則是集中於研

究如何幫助學校應對變革和進行改進計畫。 

    而我國對於學校改進的相關研究，茲就「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做為平台，

並以「學校改進」以及「school improvement」作為論文主題與關鍵字搜尋，乃自

88 年起僅獲得六篇相關論文資訊，詳細內涵可參照附件一： 

    綜合各項學校改進研究，可發現在研究方法部分以質性研究為主，採用訪談、

觀察或個案等研究模式（江惠真，2009；陳俊雄，2012；張寒菱，2009；楊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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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其餘的問卷調查（王慧秋，2001）和兼採問卷調查佐以訪談的研究方法（吳

茹嵐，2006）皆僅各一篇研究論文。而在研究對象的層面，大部分皆集中在國中小

階段，針對教師，校長等教育人員進行研究，其中較特殊者為陳俊雄（2012）一篇，

以督學做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其次，在研究主題和研究發現的部分，我們試以學校改進的內外部觀點來看： 

    以外部觀點為主要研究主題的僅有陳俊雄（2012）一篇，該研究以外部視導作

為變因，學校改進成為研究的依變項，藉以研究外部視導是否會對學校改進有所

作用，而其研究結果發現外部視導對於學校的行政面向、課程教學、教師專業發

展都有正面的影響，但同時也提出督學教育視導的制度在學校改進依然有其困難，

尤其在督學的個人專業知能、角色形象、工作負擔和地方經費不足之處等更是視

導制度的傷點。 

    此外，其餘的研究皆從學校內部改進之各種面向切入探討，如：楊德東（1999）

將教師信念的概念帶入來探究學校革新的議題，利用 Senge 的學習型組織概念發現

教師在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共享願景、和團隊學習等層面皆能

發展出諸如學校社區化、學校品質、評量多元化、教學效能、優質學校文化與專

業合作等信念。而吳茹嵐（2006）則從方案整合策略來探討學校內部如何整合相關

資源以推動方案，並提出學校應發展學校本位、推動教師專業成長、並建立評鑑

與獎勵等策略。再者，張寒菱（2009）、楊惠真（2009）皆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作

為自變項，學校改進作為依變項，藉以研究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否會影響學校改

進，二者皆採質性研究深入訪談，並發現教師專業發展不見得能協助教師在教學

與專業知識層面的成長，但能營造同仁之間的對話氛圍、且有助於親師之間信任

關係的發展（張寒菱，2009）；且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助於學校歷經課程本位化、

學校社區化及優質化等歷程，並促使組織從重視和諧走向專業發展導向的文化，

有利於學校革新（楊惠真，2009）。最後，還有王慧秋（2001）以學校效能面向切

入的研究，其發現校長領導、學校氣氛、教師教學與社會關係對於學校效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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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而校長的領導經驗對於不同地區與類型的學校也會產生關聯性。就上

所述，我們可以彙整相關研究重點如下： 

一、 教師為學校改進的重要關鍵因素，其本身已具備系統思考、自我超越、心智

模式改善、願景共享、及團隊學習等面向之信念。 

二、 校長為促進學校改進的重要關係人，其領導模式會影響學校改進的發展，且

對學校效能具有重要的影響。 

三、 學校本位經營是學校改進發展的重要模式，因此適時地組織再造、並發展科

技、媒體等協助改進之工具有其必要性。 

四、 教師專業發展是學校改進實施的重要項目，唯有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的推展，

相關改進理念與策略才能有效發展，並使組織活化，永續改進的動能。 

五、 評鑑與獎勵制度的訂定，對學校改進是重要的策略，評鑑能幫助學校更好的

發展，獎勵則能強化內部參與者的動力。 

六、 地方教育學區的支持對於學校改進具有正面的影響，其能發揮的角色功能西

當多元，且能在關鍵時刻給予實質性的支援，如此有助於激發學校行政與教

學層面的改進與發展。 

七、 學校欲發展改進計畫，則法源的依據必不可忽視，教育政策的施展有助於穩

定學校改進的推動，如教師專業發展與評鑑的推行，促使教師具備信念，便

能鼓動學校改進發展。 

 

    綜合上述，我們得以發現就目前為止，主要針對學校改進（school improvement）

的相關研究尚未及多，而大部分的研究多集中在國中小階段，缺少高中的相關經

驗；又因學校改進乃是強調因時變遷的動態性研究（Reynolds & Teddlie，2000），

簡言之，即學校改進是去發現要做些什麼才能使學校更穩定祥和（王慧秋，2001），

也因此質性研究的形式較符合相關研究主題的發展；此外，在各項針對學校改進

的研究中，僅略提及學校本位的發展是改進的重要模式，但對於學校如何進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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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理的實質性運作策略與影響則尚屬缺乏，因此，誠如本研究前述動機，將以

上述研究發現做為重要參考，並以高中端為研究對象，對高中端發展「優質化輔

助方案」之自主管理機制進行實徵性的研究，以期能做為後續的重要參照。 

 

貳、 學校自主管理之相關研究 

 

    學校自主管理理論自國外引進，近年來在許多專家學者的努力下，相關之研

究與論述愈形豐富，自民國八十五年「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的提出，我國逐

漸邁入學校本位的革新時代，故本研究以「學校本位管理」為題目名及關鍵詞，

並透過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近期教育期刊及網路資源搜尋相關文獻，茲彙整

近十幾年來國內相關的論文研究詳如附件二，共計三十篇。 

    綜合學校自主管理相關研究，以問卷調查作為研究方法的約有二十一篇（文

高上，2011；余景達，2002；吳大千，1998；吳智偉，2007；李天興，2002；李雪

梨，2001；林貴芬，2005；林雍智，2000；林鴻章，2000；邵俊豪，2002；侯涼烝，

2008；張弘勳，1997；許嘉政，2004；陳正泰，2004；陳震宇，2007；陳鐘金，2002；

黃國珍，2001；劉雅婷，2000；蔡家廷，2004；鄭清波，2003；鮑慧門，2005）。兼

具質化與量化研究的有五篇（吳建鋒，2000；林素妍，2006；曾燦金，1996；廖仁

智，2001；謝義鄉，2001；鍾肇光，2009）。在質性研究的面向，以訪談法為主的

有兩篇（范迪慧，2000；黃伊竼，2006），而王順平（1999）則以文獻調查法作為

主要的研究方式。 

    而在研究對象的部分，在高中職階段，僅有兩篇（李天興，2002；吳建鋒，2000）。

在國中階段則有十篇（文高上，2011；吳大千，1998；邵俊豪，2002；張弘勳，1997；

陳正泰，2004；陳鐘金，2002；黃國珍，2001；廖仁智，2001；謝義鄉，2001；鍾

肇光，2009）。其餘研究以國小階段居多，共有十七篇（余景達，2002；吳智偉，

2007；李雪梨，2001；林素妍，2006；林貴芬，2005；林雍智，2000；林鴻章，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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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涼烝，2008；范迪慧，2000；許嘉政，2004；陳震宇，2007；曾燦金，1996；黃

伊竼，2006；劉雅婷，2000；蔡家廷，2004；鄭清波，2003；鮑慧門，2005）。 

    在研究主題方面，依其研究主旨大可將之分為學校/教學效能、組織內部觀點、

管理理論與模式、實施現況、以及可行性等五類進行探討： 

 

一、 學校自主管理與學校/教學效能之研究： 

    吳建鋒（2000）首先以學校本位管理和學校效能的相關性進行探究，發現本位

管理對於學校效能具有正相關，顯現不同背景的綜合高中皆能透過實施本位管理

而提升學校效能。而陳鐘金（2002）亦以宜蘭縣的國小做為研究的對象，得到同樣

的研究結論，更進一步提出將經費權與人事權下放給學校的需求。蔡家廷（2004）

則在本位管理和教學效能之間加入了組織氣氛的環境變項，研究結果發現實施本

位管理良好的學校，其組織氣氛趨於開放，且對於教師教學的效能亦具有高度的

預測力。陳正泰（2004）則以臺北市國中進行實施成效之探究，發現不同背景變項

的教師對於學校管理運作有顯著差異。而林貴芬（2005）同樣以組織氣氛和學校效

能作為研究的依變項，研究結果顯示實施本位管理有助於獲得校內教師的認同，

並能提升學校效能。陳震宇（2007）擴大研究範圍，以中部五縣市的國小進行探究，

同樣肯定本位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間的正相關。文高上（2011）則以屏東地區的國民

中小學進行研究，其研究發現越能實施本位管理的學校，越具有高度的學校效能，

且對於學校行政的運作最具預測力。 

    簡言之，以上七篇研究皆以學校自主管理做為自變項，以探究是否能對依變

項的學校效能產生影響，而研究結果顯現其二者之間具高度正相關，且組織氣氛

通常較為開放，對學校自主管理採肯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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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自主管理與組織內部觀點之關係研究： 

    吳大千（1998）以臺北市國中為對象進行組織管理之研究，發現學校教育人員

雖認同本位管理之理念，但往往受限法規因素而窒礙，故期望教育局能扮演重要

的支援角色。林雍智（2000）以臺北市國小為對象進行學校本位與教師滿意之相關

研究，其發現學校在課程與教學、及人事層面能夠獲得較高的自主，而學校本位

管理實施程度愈高，教師的工作滿意度也愈高。劉雅婷（2000）以新北市國小為例

探討學校本位與教師知覺之關係，發現國小層級欠缺預算自主能力，有礙於學校

本位的發展，且行政運作仍受到地方政府主管單位的限制，因此認為國小實施本

位管理的成效不彰。余景達（2002）同樣針對國小教師進行工作滿意度之調查，發

現國小實施本位管理的現況良好且教師的滿意度與之呈正相關。邵俊豪（2002）則

以校長領導作為探究主題，學校本位在此成為依變項，研究結果發現校長實施不

同的領導作為能對學校本位管理產生顯著差異。鄭清波（2003）則以教師工作士氣

關係作為研究的依變項，發現學校愈能實施本位管理，則教師的工作士氣愈高、

也愈具預測力。至於許嘉政（2004）以組織文化特性作為研究的依變項，得到國小

實施本位管理有其障礙，故還有進步與提升的空間，並肯定學校本位管理與組織

文化之間具有正相關。鍾肇光（2009）以教師參與決定之現況作為研究主題，發現

桃園縣國中在實施本位管理時，以課程與教學面向的參與度最高，而在行政決定

層面，則以教師教學與行政的表現度最高。 

    簡言之，以上八篇論文大多從組織管理、教師工作滿意度與士氣、教師參與

決定、組織文化、和校長領導等面向進行探究，得到的研究結果類似，皆對學校

本位自主管理持以肯定，認為學校本位自主管理對教師工作滿意、教師士氣、教

師參與決定和組織文化有影響力與預測力，而校長領導的作為則會對學校本位管

理產生影響。此外，對於國小階段實施本位自主管理，較有不一致的結論，但大

多認為國小尚有提升本位自主管理的空間，只是需要更多的權力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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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自主管理理論與模式之研究： 

    主要針對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理論進行研究者共有兩篇：張弘勳（1997）以國中

為研究對象，發現課程與教學本位自主的程度最高，並建議學校應成立學校本位

委員會，其中需包含教學、行政與家長端的參與，而校務的決定還是需掌握於校

長。王順平（1999）以文獻分析法進行探究，提出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理論應結合

相關人員始能達到教育的最大效能。 

    以學校本位自主管理模式進行探究的則有兩篇：廖仁智（2001），其提出國內

學校實施本位自主管理有其必要性與可行性，認為學校本位可推動教師專業自主，

有助於學校效能提升，但國內相關法令未能周全是其缺點。此外，該研究歸納出

發展本位經營模式的步驟：情勢分析、情境探討、組織特性了解、建立願景、成

立規劃小組、擬定推動計畫、人力資源發展、資源運用並建立評鑑機制等，因此

學校本位經營模式當以綜合模式為宜。吳智偉（2007）以學校本位管理均衡模式進

行意見調查，發現我國小學已具備推動本位管理之法理基礎，故在校內的本位管

理委員會的籌組上，應包含教師兼行政人員、一般教師、校長、家長、學者專家

等，其中，須以一般教師占多數。 

 

四、 學校自主管理實施現況之研究 

    而關於學校本位實施現況之探究共有九篇： 

    林鴻章（2000）針對臺北縣國民小學進行研究，其歸納出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

三個脈絡，即學校自主下放能提升組織專業與健全發展、相關人員參與決定因此

角色與任務須適時改變、而法令規範應減少限制，授予學校在課程教學、人事經

費、目標願景的自主權。而范迪慧（2000）針對某公立小學做個案研究，發現個案

學校在預算、人事、課程發展各有其限制與不同需求。李雪梨（2001）以基隆市國

民小學進行研究，得到結論為管理層面以課程與教學自主最高，而管理最困難的

要因在於學校本身的條件限制，至於功能面向則同意學校效能能夠得到提升。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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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珍（2001）則以高屏地區國中做現況調查，認為要推動本位管理須使學校先轉型

成學習型組織，其更認為我國國民中學在實施本位自主管理上相當具有可行性。 

    再者，李天興（2002）以國立綜合高中為對象進行探究，發現當前的綜合高中

並未積極推展本位管理，亦受法規限制，故建議應將重新檢討組織編額。而鮑慧

門（2005）則以國小教育人員推動學校本位管理現況與期望為題，其研究發現在課

程與教學層面上已具有成效，而國小教育人員對於本位管理的實施則具有正面的

期待，但同樣認為國小在實施本位自主管理尚有曾進的空間。黃伊竼（2006）以兩

所學校進行個案調查，發現學校對於本位自主管理的解讀不同，會影響學校實施

本位自主管理的必然性，且學校經費來源因為政府補助，有其法令限制，故運作

上欠缺彈性與特色，是以兩校表現大同小異。 

    此外，林素妍（2006）更以質性方式進行研究，提出學校當以「人」為核心，

發展人文特色做為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願景和願力。而侯涼烝（2008）以屏東縣國

小實施學校本位之現況進行研究，其發現國小階層對於學校本位管理雖知覺良好，

但環境變因諸如：學校所在地、學校規模的不同，對於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知覺

會有顯著差異。 

 

五、 學校自主管理實施可行性之研究 

    而關於可行性研究的部分則有兩篇：以曾燦金（1996）從美國實施的經驗論及

我國實施之可能性最具代表性，其最早提出我國在小學階段實施本位自主管理可

行性高，但不可否認以現今狀況而言，尚有若干限制待克服。此外，謝義鄉（2001）

以苗栗縣國中實施本位自主管理之可能性進行探究，其研究發現學校實施自主管

理的內容以教學自主為優先，其次才是課程自主，故學校宜優先改善教學環境，

並重組行政架構以提升教育品質，而關於實施的困難面他則強調在於受到升學主

義的影響、現行預算制度的限制、以及家長參與校務的意願不足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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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根據上述，我們歸納相關研究結果獲得下列幾項重點： 

(一) 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實施有其必要性、可行性與功能性（王順平，1999；吳大

千，1998；林雍智，2000；林鴻章，2000；侯涼烝，2008；曾燦金，1996；黃

國珍，2001；廖仁智，2001；鮑慧門，2005）等人的研究中獲得證明。 

(二) 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實施已具雛形，但在法令部分尚有所限制待克服（吳大千，

1998；李天興，2002；范迪慧，2000；許嘉政，2004；曾燦金，1996；黃伊竼，

2006；廖仁智，2001；劉雅婷，2000；謝義鄉，2001）。 

(三) 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內涵中，以教學與課程的自主性最高，而預算的分配與運

用則受到最大的限制（李雪梨，2001；林鴻章，2000；張弘勳，1997；黃伊竼，

2006；鮑慧門，2005；謝義鄉，2001；鍾肇光，2009）。 

(四) 實施學校本位自主管理時，組織人員須重新編製，其角色功能亦須重新賦予定

義（吳大千，1998；吳智偉，2007；李天興，2002；林鴻章，2000；張弘勳，

1997）。 

(五) 學校本位自主管理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及影響性（文高上，2011；余景達，

2002；吳建鋒，2000；林貴芬，2005；陳正泰，2004；陳震宇，2007；陳鐘金，

2002；廖仁智，2001；蔡家廷，2004；鄭清波，2003）。 

(六) 校長領導對學校本位自主管理具有關鍵性的作用（邵俊豪，2002）。 

(七) 組織文化和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實施息息相關（許嘉政，2004；蔡家廷，2004）。 

(八) 學校本位自主管理的學校願景當以人為核心進行發展（林素妍，2006）。 

    

    綜合上述，發現學校自主管理的研究主題多集中在實施現況與可行性，以及

學校效能的相關性等面向；而在研究對象部分，則主要集中在國小層面，高中職

階段為最少；至於研究方法部分，則多以量化的問卷調查為主，以質性的研究方

法最少；最後，在研究結果的部分，則可歸納出八項學校自主經營的核心。 

    由此可知在現前的研究中，尚未有以學校自主管理中的「自主管理」面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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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者，據此，本研究以「自主管理機制」作為主題，以質性研究方法針對高

中進行深入探究，確有其意義與價值，故本研究希冀藉由研究結果與發現，為後

續參與申請優質化高中方案者歸納出具體的參照建議。 

 

 

參、 學校改進與學校自主管理之相關研究 

 

    有關學校改進與學校自主管理相關研究的文獻，研究者藉由網路資源的相關

中西文資料庫檢索，發現以此為題的碩博士論文，和以此為篇名的期刊付諸闕如；

而透過交叉比對前述之學校改進相關研究與學校本位管理相關研究，亦發現目前

尚無以此二者為題的相關研究。 

    學校自主管理的研究，多半作為自變項以與其他概念進行研究，綜觀文獻又

以實施現況的研究居多（李天興，2002；李雪梨，2001；林素妍，2006；林鴻章，

2000；侯涼烝，2008；范迪慧，2000；陳正泰，2004；黃伊竼，2006；黃國珍，2001；

鮑慧門，2005），其次為學校本位與組織之間的各種關係研究（余景達，2002；吳

大千，1998；林雍智，2000；邵俊豪，2002；許嘉政，2004；劉雅婷，2000；鄭清

波，2003），再其次則為學校本位與學校效能之間的關係（文高上，2011；吳建鋒，

2000；林貴芬，2005；陳震宇，2007；陳鐘金，2002；蔡家廷，2004）。 

而學校改進的國內研究，則更是數少量寡，如針對教師信念（楊德東，1999）、

實施策略（吳茹嵐，2006）、教師專業發展（張寒菱，2009；楊惠真，2009）及學

校效能（王慧秋，2001）等，由此可見研究主題差異甚大；由上觀來，在實際研究

學校改進與學校自主管理二者之間的實證研究截至目前為止仍屬缺乏。 

    儘管如此，細究學校自主管理與學校改進之間的共同點，則在於皆論及學校

效能並進行相關研究，因此我們可以試著說明學校改進與學校自主管理皆乃以提

升學校效能為目標的管理方式與工具；總而言之，爭如學者（Reynolds & Tedd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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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所言，學校改進研究是強調因時變遷的動態性研究。而學校自主管理則是強

調由下而上的管理過程和實務（張德銳，1998），因此本研究以「自主管理推動學

校改進之個案研究─以高中優質化為例」作為研究主題，亦即透過對管理過程和

實務的探究，以理解學校改進的動態現況，希冀本研究之相關發現與成果能做為

後續相關研究之參照。 

 

 

肆、 優質化輔助方案之相關研究 

 

    優質化高中輔助方案自 96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迄今已經歷十年，而國內關於

此議題的研究未能稱眾，本研究以「高中優質化」作為題目名及關鍵詞，並透過

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搜尋相關文獻，獲得結果自 2007 年開始至今 2016 年計有二

十篇（彙整於附件三），但多半集中於 2012 年以後，推其原因在於優質化至 2012

年已完整實施六年，歷經兩個期程，故各校在運作實務上皆有相當程度經驗的累

積，值得研究者與參與者開始進行探究與省思。故以下將就優質化方案的相關論

文進行說明： 

    綜合相關論文，在研究方法的部分，使用質性研究法的共有九篇（辛明珍，

2015；林偉均，2009；張玉環，2015；張育菁，2009；陳明印，2007；黃麗純，2010；

葉玉淘，2012；廖婌妤，2013；潘家妤，2010），多半採以訪談法，部分輔以觀察

法。使用量化研究法的有九篇（林耀榮，2012；張世忠，2013；張典魁，2012；陳

泰宏，2014；陳憲正，2008；曾俊傑，2016；辜榮賢，2011；楊登進，2013；廖崇

義，2008），皆以問卷調查作為主要研究方法。而同時使用質性、與量化的有兩篇

（洪郁婷，2013；陳燕萍，2011）。由此可知，關於優質化的相關研究方法在質性

與量化的研究部分比例相當，足見當前的教育工作者對於優質化計畫在近年來的

實施現況甚為好奇，做為推動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改革方案，優質化仍有相當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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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探討之處，可視為未來研究的焦點。 

    而在研究主題的部分，可分為三種層次觀之，一是將優質化高中方案視為研

究主體探討其整體實施內涵者，例如各校的實施現況、實施成效、或是指標的建

構等、二是將優質化高中方案當作自變項，探討其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者，以

及三是將優質化高中方案當作依變項，探討其他自變項對其產生的影響者。以下

將從此三層次進行說明： 

 

一、 將優質化高中方案視為研究主體： 

(一) 方案的實施現況 

    陳明印（2007）從學校整體的經營面向出發，探討優質化方案的實施現況，肯

定優質化方案若與學校的現況契合度高，可提高方案實施的效能。廖崇義（2008）

以整體觀點檢視優質化的執行狀況，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對學校而言撰寫計畫的困

難較高，而執行時的問題主要反映在人事行政、經費運用的層面。張育菁（2009）

以學校經營為主題探究學校執行優質化的內涵，研究發現優質化的高中能選用合

宜領導方式，趨向 e 化行政及績效管理，不因學校規模、交通、就近入學率之差異

而不同。 

    再者，較為特別的是林偉鈞（2009）以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來探究優質化的執行，

其研究結果發現利害關係人對於優質化的推動具有多重複雜的利益思維，但大多

以維持和諧關係為要務，而利益交集的越多，就越難被影響改變。洪郁婷（2013）

則以屏東的高中為對象，研究其實施優質化的狀況，研究結果肯定優質化對學生

帶來的提升，但對行政人員的負擔、學校地區的限制、家長對名牌學校的迷思、

以及經費撥款時程等問題，彰顯優質化的執行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 

 

(二) 方案的實施成效 

    陳燕萍（2011）運用 Stake 回應評鑑的模式來檢視個案學校執行優質化的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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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的實施成效，發現在子計畫內容的規劃尚有改進的空間。葉玉淘（2012）以

澎湖縣的高中職為對象探討離島實施優質化方案的成效，研究結果肯定方案對學

校帶來的正向幫助，但行政人員負擔加重、教師參與意願不高、地方教育局的支

援經費不足則是其限制。楊登進（2013）的研究同時包含有實施現況與成效的探討，

其以中部四縣市的高中為對象，進行量化研究，研究結果顯現優質化方案有助於

學校行政層面效能的提升，而教師們的背景變項對於優質化的實施亦有差異。此

外，辛明珍（2015）則透過個案學校的研究得到結論認為優質化方案須貼近學校需

求、多元表現應與升學成效相關。而曾俊傑（2016）則以職業學校為研究對象，認

為商科、工商科的學校類型實施優質化結果優於工農類科、且規模小於 40 班以上

的績效反而優於規模大的學校等結論。 

 

(三) 方案的指標建構 

    陳憲正（2008）發現質性指標的建構有助於提升學校組織的執行力，足見若能

建構完整的質性指標，可以促使學校整體獲得良好的動能。 

 

(四) 方案的政策探討 

    林耀榮（2012）以政策的指標建構作為研究主題，透過專家德懷術的運作，建

構優質化輔助方案政策的五十八項指標作為提供教育單位的建議。 

 

二、 將優質化高中方案視為自變項： 

    辜榮賢（2011）以優質化方案的實施現況與學校效能之間進行相關行的研究，

其發現優質化的執行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此外，在推動現況上，以計劃形成的

感知程度最高，但卻以自主管理的認知最低。張典魁（2012）以優質化方案中的增

能機制和指標成效進行探討，發現優質化的增能機制有助於提升指標成效，而在

增能機制的項目上，以自主管理成效最好，以專家輔導的效果最低。而廖婌妤（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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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則著重於從行政運作、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及社區資源等四個增能

策略來檢視馬來西亞學校的運作，認為四項機制有助於學校營造積極正向的校園

文化。此外，張世忠（2013）著重於探討實施優質化方案者在學校品牌形象方面的

變化，其研究發現執行優質化方案的學校，在其學校形象與品牌經營上會帶來正

面影響。之後更有張玉環（2015）研究知識管理與優質化學校的運用歷程，發現知

識管理能幫助學校發展優質化歷程、建立學校品牌、凝聚整合校本意識、並使校

內人員增權賦能，提升學校成效。 

 

三、 將優質化高中方案視為依變項： 

    潘家妤（2010）以中層管理團隊的策略領導作為自變項，以探究學校執行優質

化時的創新經營，其研究發現中層管理團隊能扮演、運用、發揮策略領導的角色，

以推動優質化發展，落實學校創意經營。而黃麗純（2010）同樣以校長轉型領導做

為自變項，但著重於關懷倫理的角度切入探討優質化的經營，其研究結果發現校

長的柔性關懷有助於學校成員產生認同感，並進而支持並投入學校優質化的推動。

此外，陳泰宏（2014）以創意教學為自變項，探討優質化學校的實施，發現促進教

師創意教學的原因來自於外部調適、認同調適及內在動機，而抑制創意教學的主

因則在於學校對於專業的支持、教師自主性、以及教師內化調適的動機。 

 

    綜上所述，可見當前探討高中優質化方案的論文數量不多，而在研究方法上

質性與量化研究相當平均，但在研究主題上，則僅有張典魁（2013）在其研究中提

及「自主管理」為其研究主題的增能指標之一，但其以問卷調查實施成效，未能

深入探討各校運作的內涵，故本研究乃以質性訪談研究的形式，針對優質化方案

中的「自主管理」機制如何促進學校改進作為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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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究各高中參與「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之自主管理機制之實施

情形，及瞭解學校如何透過自主管理機制來發展學校改進，並對學校的發展產生

影響。因此，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於閱讀相關文獻後，漸形成本研究之

研究架構與實施雛型。本章擬說明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內容共分為六節來探討。

第一節敘明研究流程；第二節為研究取徑與資料蒐集方法，詳述採取質性個案研

究的原因及資料蒐集的方法；第三節為研究參與者，其中包含個案學校之選取、

個案學校之素描及訪談對象的選取；第四節為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描述研究資

料蒐集與分析方式；第五節為研究信實度，說明研究者確保研究信實度的方式；

第六節則為研究倫理，說明研究者在自身角色與對研究倫理的關懷。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包含三階段、五步驟。三階段系涵蓋準備階段、研究階段以及完

成階段。而五步驟則是從三階段中再細分而成，包括：選定研究主題、確定研究

對象與方向、進入現場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資料、撰寫與完成研究論文步驟，

相關詳細說明如下： 

 

壹、 準備階段 

    在準備階段，研究者在指導教授的協助下，確定好研究主題、方向、以及選

定研究對象，以便於有效進行後續研究，避免無頭緒的研究狀況。故準備階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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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包含：選定研究主題、確定研究對象與方向、以及撰寫研究計畫。 

 

一、 選定研究主題 

    在進行本研究前，研究者因自身經驗首先對於「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推

動感到興趣，在閱讀相關文獻後，發現優質化方案實為企圖促使「學校改進」（school 

improvement）的教育計畫，而推動優質化方案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學校的本位管

理過程；因此，在本研究之前，研究者在指導教授的引導下，逐步釐清研究的主

題，試圖發現學校自主管理及其與學校改進之間的動態關係，因此將研究聚焦於

「學校自主管理」之歷程、策略、成效等相關內涵，故本研究定名為「自主管理

促進學校改進之研究──以高中優質化為例」，並廣泛閱讀相關文獻，作為未來研

究的依循方向。 

 

二、 確定研究對象與方向 

    確定研究主題後，在經與指導教授討論與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考量，最後選

取二所北部地區的個案學校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進而從文獻中歸納、比較、

對照與分類出主要的研究問題為：在以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為脈絡背景的前提下，

第一、各校的學校改進目的為何？第二、各校的自主管理機制有何具體的策略？

第三、各校的自主管理機制對於學校改進的效果為何？以及第四、影響各校持續

經營學校改進的因素為何？透過以上研究問題，研究者選擇以質性個案研究作為

研究取徑，確定研究方向，如此有助於後續研究之發展，能有效地進入、擷取、

並發現研究的各個重要面向。 

 

貳、 研究階段 

    確認研究計畫與方向後，便開始進行個案學校的資料蒐集，透過訪談及資料

分析，將所見所聞所思立即進行記錄與整理，以助日後有效地分析資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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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階段可再細分為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等步驟。 

 

一、 進入現場蒐集資料 

    透過指導教授之引薦，研究者選取二所符合研究目的之個案學校，並在開始

進行訪談前，即已取得二所學校之同意。為了使後續研究能順利進行，建立雙方

友善關係，研究者秉持著謙遜誠懇之態度積極與二所學校接觸，期望贏得其信任

與合作機會。在資料的蒐集上，則透過二所個案學校承辦人之提供，以彙整符合

研究主題之相關內容，包括：各校的自主管理機制及運作的方式等相關內涵、以

及各校的背景資料等。 

    此外，本研究更邀請各校校長、主任、承辦組長與多位子計畫負責人接受訪

談，過程中皆徵求受訪者的同意以進行錄音，並在訪談後轉為逐字稿。訪談大綱

會視受訪者的身分不同而進行微調，最後會採取開放性的問題以獲取受訪者深層

的省思，知悉其內心對學校自主管理以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促進學校改進的真實

性感受。同時，研究者亦從各校所提供各式文件資料中，不斷反思其所呈現之觀

點，以作為本研究後續分析的依據。 

 

二、 整理與分析資料 

    在本步驟中，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彙整、對所有的訪談資料進行編碼、將文

件資料比對分析，開始理解、描述與詮釋受訪者的意見與觀點，再藉由與指導教

授的互動、研究者自我的省思、以及各式檔案的驗證之下，將研究問題做分類整

理與結果分析。若發現研究訊息有模糊之處，則將因應研究的需要翻閱相關文獻

進行佐證，或再次向個案學校蒐集資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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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完成階段 

    當研究資料經過整理與分析後，研究者進一步開始撰寫與完成研究論文，呈

現研究發現與結果。是以研究完成階段，即有可能同時完成論文撰寫之步驟。 

 

一、 撰寫與完成研究論文 

    根據先前已整理分析完畢的訪談資料與文件分析資料，將開始撰寫第四章研

究結果分析與討論之部分，具體描繪二所個案學校在推動優質化過程中所展現的

學校自主管理機制之運作及其策略、並如實呈現其與學校改進之間的動態關係與

獲得的成效，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完成研究報告之撰寫，提供後續研

究與實務工作者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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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取徑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取徑，透過文件分析、訪談方法來蒐集研究資料，以瞭

解個案學校（化名水城高中、城市高中）藉由自主管理機制發展「高中優質化輔

助方案」之情形，及其對學校改進之相關影響。本節內容包含採用質性個案研究

之原因、以及資料蒐集的方法，茲分述如下： 

 

壹、 選擇質性個案研究法的理由 

 

    學者（Yin，1994）認為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務性的調查方式，當所研究的現象

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界線並不明確時，透過多重來源的證據，對該現狀加以調查。

換言之，當研究者的焦點是關注在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中的現象時，使用個案研究

法能夠對正在進行的事件，提供較有效的描繪，以及較佳的基礎以做個人理解，

並為行動之考量提供鞏固的基、石（吳建華、謝發昱、黃俊峰、陳銘凱，2003）。 

    而為配合本研究之題目、性質與目的，一般的量化問卷調查研究無法協助探

究學校實施自主管理機制歷程，以及為推動學校改進所運用的策略，因此，本研

究採取質性個案研究的原因有二： 

    其一乃因性質上，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徵研究，重視如何（how）與為什麼（why）

的特質與策略，可使研究者在無法操控或需要真實情境的脈絡中得到注意（Yin，

1994）。根據上述，研究者係以水城高中、城市高中為主體，瞭解其「如何」進行

自主管理機制以推動學校改進，以及「為什麼」採取如此的學校改進策略，故本

研究企圖在學校背景脈絡下理解三所學校在執行「優質化輔助方案」之行動與作

法。 

    其二則在於目的上，Lincoln 與 Guba（1985）認為個案研究有三個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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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厚實的描述、自銘之理的再現（axiomatic representation）與替代的讀者經驗

（vicarious reader experience）。再者，個案研究具有整體性、獨特性、描述性、詮釋

性、歸納性、以及啟發性等六項特色（吳建華、謝發昱、黃俊峰、陳銘凱，2003）。

因此以個案研究作為探討水城高中、城市高中二所學校運用自主管理機制推動學

校改進的情形，能使研究者在有界限的領域中，厚實研究資料的蒐集與敘寫，藉

由水城高中、城市高中二所學校推動學校改進之策略呈現，以及其在自主管理機

制上的運作，描繪出各校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的歷程。 

 

貳、 資料蒐集的方法 

本研究以訪談法、文件資料分析、個人省思札記作為資料蒐集的方法，分別

說明如下： 

 

一、 訪談 

    林佩璇（2000）指出，訪談可協助研究者透過其與參與者的對話，捕捉參與者

經驗和觀點，補充觀察不及和文獻缺乏的資料，並擴展問題的層次；在訪談的過

程中，受訪者將再現他們的生命經驗，也表露他們的情感（Mishler，1986）。據此，

本研究所接觸的是水城高中、城市高中二所學校的真實情境脈絡，故透過訪談法，

應能從方案中的重要關係人的觀點，確切瞭解本研究的四項研究問題，即有關各

校推動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時的自主管理機制，其運作方式、對學校改進的具體

策略、效果以及學校的整體變革情況等面向。故本研究採正式訪談以及非正式訪

談。 

    正式訪談乃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在訪談之前，事先透過相關文獻、相似主

題研究的訪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形成架構，並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形成訪談大

綱（詳如附件六），但問題的順序依訪談情境決定，大綱乃用以提醒和引導訪談方

向，必要時將依據受訪者的觀點進行彈性調整，並且在訪談過程中若對某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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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再深入之必要，將繼續深究相關問題。此外，在訪談過程中的紀錄方式，將以

錄音後轉為逐字稿、以及現場筆記的方式做即時記錄；爰此，訪談前將事先徵詢

研究參與者錄音的意願並填寫訪談同意書（附件四），強調錄音是幫助研究者整理

資料和掌握訪談內容的重點，訪談結束後立即謄打成逐字稿，並進行分析整理之

工作，過程中也同時檢視訪談內容，作為下次訪談的依據。 

    而非正式訪談的部分，主要是指多以不經意的隨機交談來進行，例如訪談前

後的對談，或者是每次見面時的談話，內容可能溯及對於議題或訪談內容的看法，

或學校近期的發展近況、受訪者的自我感受與心得等，都是非正式訪談所能夠獲

得的資料。隨後將相關內容整理成研究者的省思札記，做為資料分析與詮釋的參

考。 

 

二、 文件資料分析 

    要了解一個現象，必須了解它的歷史、社會、以及環境的脈絡，文件有助於

研究者了解這些情境脈絡，補充並驗證觀察和訪談得來的資料（朱柔若譯，2000；

Yin，1994）。因此文件在本研究中乃做為後續資料分析佐證的依據。故本研究之文

件資料包含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一期至第三期程之申請計畫書、六年之成果報告書、

相關會議資料與會議通知、相關會議記錄、於各經驗交流研習之分享資料、參與

者的書信往來、子計畫之教案或教學資料、各項自主管理之表格等途徑。此外，

研究者於訪談前，亦先全面瀏覽二所高中學校網頁，以對二所高中之學校組織結

構與學校成員有基本之瞭解，由於個案研究涉及研究個案本身的獨特脈絡、條件、

文化、特性等，而透過文件資料的分析，可使研究者對於個案有更深層之瞭解（潘

慧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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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省思札記 

    研究者在訪談現場中與研究參與者、文獻、研究資料不斷地對話，有任何想

法和心得都將整理成省思札記，特別是涉及價值判斷的想法和心得，都將如實記

錄下來，並在後續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做為佐證和參考詮釋的資料，期望激發出

新的理解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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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個案，乃選擇二所高中做為研究對象，分別是水城高中、城市高中。

以下分別說明個案學校的選取、個案學校的素描、以及個案學校的訪談對象。 

 

壹、 個案學校的選取 

 

    在質性研究的過程中，研究問題與研究場域的關係可分為兩種：一是「從問

題到現場」、另一是「從現場到問題」（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就本研究而言，

因為研究者曾經擔任任職學校推展「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一期程之承辦人三

年，因此對於方案的實施與問題有諸多理解與疑問，因此本研究問題的決定，乃

是「從現場到問題」，換言之，研究者乃從日常工作中發展出學術研究的問題與興

趣。 

    據此，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乃為指導教授所推薦，其學校本身已推動「高

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超過六年（含六年）以上的公立高中，或參與方案進入第二、

及第三期程之學校，能進入第二、三期程的學校代表其實施優質化多年且成效卓

越，在此段過程中學校能發展創新並持續改進，則其在自主管理的模式與策略上

必有值得參照之處。而為更具體且深入的探討不同學校在自主管理機制的實施現

況、策略、與運作形式，故乃選擇二所地理位置與社區環境截然不同的學校，以

深化研究發現與比較分析。因此本研究依據匿名原則，將兩所選擇的個案學校依

其特性化名為：水城高中、以及城市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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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個案學校的素描 

    本研究之研究主題為自主管理機制對學校實施優質化方案的探討，而自主管

理為優質化方案申請計畫書所訴求的要項，目的在於讓評審計畫書之人員得以藉

此理解各校推動方案的歷程，及各校是否對於方案的實施有成熟的掌握能力，故

在個案的選擇上，乃期望以推動方案已有相當成效的對象為主，故著重於實施優

質化方案進入第三期程、亦或超過六年(等同於歷經第一、第二期程)的學校為主，

故經教授推薦後，乃以水城高中和城市高中作為本研究之個案，以下就此二所學

校做基本背景描述： 

 

一、 水城高中（簡稱 W 校） 

    水城高中位於北部地區，是一所純高中型態的社區公立高中，其入學生來源，

有半數學生來自於當地社區，而半數源自於鄰近都會區國中，較具有高社經背景；

而在免試入學制度的實施後，則有少數的學習弱勢學生，以及少數來自偏遠山區

的文化弱勢學生。此外，因學校本身位處文教地區，且校內設有藝才資優班，因

此具有表演藝術第二專長的學生比例相當高，是以容易展現多元性的藝術才華。

再加上學校本身具有指標性的選手培訓與學科素養，因此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的動能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至目前 105 學年度，水城高中經營優質化輔助方案已成功第三期程，前後共約

九年的經營時間，經歷過第一期程的基礎發展，在第二期程其焦點創新乃聚焦於

「特色課程」與「多元展能」的深化，並於第三期程開始發展特色領航的課程模

式。在特色課程計畫中，乃以六大教師學習社群支持拔尖扶弱、精進外語等子計

畫，以經營學校特色；而在多元展能計畫中，則落實藝能科與綜合活動課程教學

正常化和專業化，主張培養學生美感教育，並發展國際教育文化交流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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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高中（簡稱 C 校） 

    城市高中位於北部地區人文薈萃之地，社會資源豐富，來自於外部教育主管

機關提供之計畫經費補助豐富，足以引導學校發展特色，是以自 102 年起即開始執

行教育主管機關以三年為期的競爭型計畫，並推展校本特色課程。城市高中具有

專業的教學團隊，能展現教學創意及團隊動能，而學生的資質優良潛能無限，更

具備競爭實力。是以為邁向優質學校，其自 103 學年度起開始執行優質化輔助方案

第三期程特色領航計畫，主軸在於持續發展校本特色課程，以引領教師跨領域跨

校合作、培養學生情意能力之養成、以及使學校更具特色，並提升學生競爭實力。 

 

 

參、 個案學校的訪談對象 

    Stake（1995）認為個案研究並非是一個隨機抽樣的研究，而是研究者在進行

研究之前，即預先選擇好的，是一種立意取樣，而選擇的旨趣在於個案的獨特性，

以及個案必須能夠提供深入、多元的資料，使研究者能選取可確知的小規模的群

體或個人，並獲得深入的分析。簡言之，本研究所選取的二所個案學校，在其學

校環境背景與經營成效上，具有獨特之處，此二所學校皆經營「優質化輔助方案」

多年，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與特色，故相當具有研究的代表性。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乃在於探討二所個案學校在發展「優質化輔助方案」的過

程中，運用自主管理機制促進學校改進的情形。據此，為了讓整個研究脈絡能夠

清楚的呈現，在訪談對象的選取上，乃聚焦於二所學校的校長、承辦主任、承辦

組長、以及三至四名子計畫負責人，由此以理解各校的自主管理運作機制與情境；

而基於研究倫理，各校受訪者皆以化名呈現，其基本資料也做模糊處理；而又為

了區分訪談對象的身分差異，以利研究者後續資料處理與分析之便利性，亦以不

同之代碼來區別訪談對象。訪談對象的簡單介紹如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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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兩所個案學校訪談對象簡介 

代碼 現任職務 訪談時間 

W-1 水城高中校長 104 年 12 月上旬第一次訪談。 

105 年 8 月中旬第二次訪談。 

W-2 水城高中教務主任 104 年 12 月上旬 

W-3 水城高中實驗研究組長 104 年 12 月中旬 

W-4 水城高中子計畫負責人─

特教組長 

104 年 12 月中旬 

W-5 水城高中子計畫負責人─

國際教育協助教師 

104 年 12 月中旬 

W-6 水城高中子計畫負責人─

海洋教育協助教師 

104 年 12 月中旬 

C-1 城市高中校長 104 年 9 月上旬 

C-2 城市高中圖書館主任 104 年 9 月上旬 

C-3 城市高中系統管理師 104 年 9 月中旬 

C-4 城市高中子計畫負責人─

社團活動組長 

104 年 9 月中旬 

C-5 城市高中子計畫負責人─

資訊科教師 

104 年 9 月下旬 

C-6 城市高中子計畫負責人─

家政科教師 

104 年 9 月下旬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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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分為資料處理、資料分析兩部分，

茲說明如下。 

 

壹、 資料處理 

潘慧玲（2003）指出對於研究資料的處理，若能有效且即時組合與個案部分相

關的訊息資訊，將是個案研究資料處理的最佳狀態和時間。換言之，研究者對於

研究個案所得到的資料處理，是一持續循環的過程，研究者須就所獲得的資料反

覆檢視、比較、歸納、並為研究主題進行良好的詮釋。而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主

要包括：文件資料、訪談資料、以及個人省思札記等三部分，其處理方式個別說

明如下： 

 

一、 文件資料整理 

    文件的重要之處在於確認與增強由其他途徑所獲得的證據（潘慧玲，2003）。

本研究中所蒐集之文件資料，包含學校本身的資料，以及「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校經營計畫書」、「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執行成果」、「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重點輔

導委員到校輔導資料」、「專家到校諮詢輔導紀錄表」、校內各項相關會議記錄與資

料。研究者將上述資料加以分類和整理，以作為訪談的補充資料。因此，在資料

的引用上，為方便後續資料的引用，如編碼代號為「文 W-1」，則代表此筆文件資

料是 W 校水城高中的第一號文件資料。 

 

二、 訪談資料整理 

    訪談分為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研究者在正式訪談

前會先爭取參與者的同意後才進行錄音；非正式訪談則是在對話結束後立即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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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速記。每次訪談結束後，將立即將訪談內容轉換成文字訊息，而在訪談過程

中，亦會仔細觀察受訪者的語調、表情、肢體動作等特殊訊息，並記錄於逐字稿

上補充其所強調的重點。此外，每份逐字稿上方會詳細標註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時間、與地點，在標題的下方則為三欄式的表格，最左欄為編號欄，

中間為訪談內容，最右欄則為研究者的疑問、感想、評註與省思。最後，完成的

逐字稿將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寄送給受訪者審視與驗證，確認逐字稿無誤後，研

究者即將訪談資料進行統整歸納以利後續資料分析。 

    為遵守研究倫理的匿名與保密原則，受訪對象將以代號表示，例如二所個案

學校各自編碼，以水城高中為「W」，城市高中則為「C」；以此類推，則各校校長’ 

教務主任、承辦組長與子計畫負責人則以學校代號加上數字「1」至「6」代表。

故在行文時，依據其編號，稱呼 W-1 校長、W-2 主任、C-3 組長……等。此外，在

資料的引用上，如編碼代號為「訪 W-1-1」，即代表此筆訪談資料出於編號 W 校的

第一位受訪者訪談記錄的第一頁。而其他受訪者的個別資料與代碼則彙整於紀錄

五。 

    在訪談資料的編碼使用上，會依據受訪者的身分代碼、即引用訪談逐字稿的

頁碼進行編輯。例如「訪 C-4-6」意指引用城市高中 C-4 教師的逐字稿中擷取第 6

頁的內容。再者，研究者在本文中會使用些許符號作為輔助，以使文意表達更為

完整清楚，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訪談逐字稿輔助符號意義表 

符號 意義 舉例 

…… 表示省略的語句 計畫的執行不是那麼容易……如

果教師端不認同的情況下 

○○ 表示匿名處理 ○○高中、○○老師曾經表示 

﹝﹞ 為使文句完整，研究者補充的字句 重點在﹝使老師﹞理解方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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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省思札記整理 

    除了訪談的資料整理上，有備註欄可記錄研究者之反思之外，也準備了反思

紀錄本，隨時記錄自己的想法感受，並且定期整理反思紀錄本中的資料成為反思

札記，作為分析的資料來源之一。在資料的引用上，如「R-1-1」則代表該筆資料

出於研究者編號 R-1 的反思札記第一頁。 

 

    綜合上述，研究者根據研究資料不同，將其代碼、代表意義、及資料取得來

源列表說明如表 3-3： 

 

 

表 3-3 

資料代碼表 

資料類型 代碼 代碼說明 

文件資料 
文 W-1-1 表示個案水城高中第一號文件檔案資料第一頁 

文 C-2-2 表示個案城市高中第二號文件檔案資料第二夜 

訪談資料 訪 C-1-1 城市高中 C-1 受訪者第一頁訪談之資料 

反思札記 札 R-1-1 研究者編號 R-1 個人反思札記第一頁之資料 

 

 

貳、 資料分析 

    Merriam（1988）認為資料分析並非等到資料蒐集完整後才進行，而是在蒐集

資料時，同時循環進行，因此資料分析相當依賴研究者的敏感度和分析能力，且

資料分析的目的在於從資料中找出有意義的過程。換言之，研究者透過研究初期

的文獻探討所發展出的理論架構可作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指引藍圖，而在後期眾

多蒐集的資料中，藉由歸納與比較的方式，找出符合研究題旨的意義片段，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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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答研究問題，繼而針對研究發現進行研究論述。 

    據此，研究者首先彙整所有文字稿文本，進行第一次整體閱讀，藉由初步的

閱讀進行意義摘要，擷取出研究資料之關鍵字與意義詞句，逐步歸納成本研究目

的之意義單元，而在此過程中，可能會經過多次修改，但透過歸納的方法不斷編

碼各資料的內容，將相同觀點之資料歸納為同一主題，再將主題之資料內容與原

命題交叉檢視，以確認命題與資料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逐步萃取現象背後所蘊

含的意義。 

    在確認所有主題內容後，研究者即以二所個案學校藉由優質化輔助方案中的

學校自主管理以促進學校改進之歷程作為論述的背景脈絡，透過訪談、文件資料

之佐證，針對三所個案學校進行描述，並配合研究者本身之知覺、經驗與省思，

透過專家學者之建議與協助，將個案現象背後所呈現之意義進行理解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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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的信實度（trustworthiness）可透過在田野長期進駐、澄清

研究者之背景與立場、多重資料來源、同儕審視、厚實敘寫、從事反例個案分析、

使用外部查核等方式提升（潘慧玲，2003），而本研究為提升研究之信實度，乃採

取三角檢定法、參與者檢核、同儕審視、以及研究者的省思等方式，以下分別敘

述之： 

 

壹、 三角檢定法 

    三角檢定係採用多項方法與資料來源從事和結論的交叉檢驗。若不同方法與

資料來源得到一致，表示獲得確證（郭生玉，2012）。而本研究透過二所學校的不

同研究參與者與多種研究方法以增加研究之信實度。換言之，在研究參與者方面，

針對相同問題，研究者將蒐集校長、主任、承辦組長、三至四位子計畫負責人等

不同的觀點，重複檢視以獲得資料一致性；而在研究方法部分，則以個別訪談、

及相關文件蒐集等方式，以交叉佐證建立本研究之確實性。 

 

貳、 參與者檢核 

    在研究過程中，將蒐集到的資料、及其後分析、詮釋交給研究參與者表示意

見，檢視其中是否有偏誤之處（潘慧玲，2004）。本研究在每一次訪談逐字稿完成

後，皆將逐字稿交給研究參與者檢核，檢查是否有偏誤或缺漏之處，俟其確認沒

有疏漏或需要增修之後，才開始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之撰寫。 

 

參、 同儕審視 

    同儕檢視主要是邀請參與研究的外部人員，如研究者的同儕，針對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所提出的方法、所做的資料分析與詮釋、以及在研究現場中的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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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或建議（潘慧玲，2004）。是以本研究在進行過程中，除了和指導教授請

益討論外，亦邀請同學擔任協同研究者，協助檢視研究資料，並且討論研究內容

和方法，藉以提升研究品質。 

 

肆、 研究者的省思 

    質性研究最重要的特徵在於研究的真實性與研究者的自省能力，比如

Hammersley 所言：「效度即反省（validity as reflective account）」（引自胡幼慧，1996）。

由於研究者亦曾在服務學校擔任過「優質化輔助方案」之執行者與推展者，故在

進行研究之訪談與後續之研究詮釋時，勢必會帶有自己的經驗、意識、背景去看

待任一研究現象，而這樣的預設立場恐存在著些許偏見（潘慧玲，2003）。因此，

研究者在撰寫與分析訪談紀錄時，會不斷提醒自己並多次反省，再次思考資料當

中的觀點是否過於偏頗，研究的歷程是否審慎檢視，且相關內容是否已和受訪者

確認，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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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 

 

壹、 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作為研究取徑，而以研究者做為主要研究工具。Lincoln 和

Guba（1985）認為只有以研究者本身做為研究工具，才能順應多變的研究情境，並

捕捉研究環境的複雜結構，進而摘要、澄清問題，以及探索典型或不正常的現象。

換句話說，研究者在研究中對自我形象和功能的設計與塑造，會影響到研究者進

入研究現場時所表現出來的樣態（陳向明，2006），也因此，一位個案研究者要隨

時掌握機會以蒐集資料，並具備敏感性且學習成為一位良好的溝通者（Merriam，

1988）。 

    據此，研究者既為研究工具，則秉持「資料蒐集與詮釋者」、以及「反思者」

之角色，透過訪談與資料分析的方式，針對二所高中以學校自主管理機制促進學

校改進之歷程與策略加以探究與瞭解。而在此過程中，研究者須隨時具備高度的

敏感性，察覺研究過程中人員、事件等變化情形，並適時修正資料蒐集之方向，

以期能如實詳盡地詮釋研究現象之意義。 

 

一、 研究者為資料蒐集者 

    研究者主要以訪談和資料分析等方式以蒐集研究資料。為了能夠清楚描繪二

所高中執行學校自主管理以推動學校改進的脈絡，研究者乃透過指導教授之引薦，

分別聯繫二所高中之校長、主任、承辦組長、以及子計畫負責人，並約定適合的

訪談時間與地點，事先建立良好的互動橋樑。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保持中立

客觀的立場，不針對任何陳述施以個人意見與評論，只如實紀錄與復述受訪者之

言論，以期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能提供符合研究主題的知覺經驗。此外，研究

者在每次訪談前，會事先將訪談大綱以電子郵件寄送給受訪者，說明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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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並簽下受訪同意書，並徵求訪談對象的同意以進行錄音。 

 

二、 研究者為資料詮釋者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以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進行相關資料蒐集後，試圖

重塑研究現象在自然情境脈絡中的整體性。之後，研究者針對研究資料賦予意義

的理解與詮釋，以呈現各學校在研究現象上的複雜關係，以及其重要關係人的價

值觀與參照架構，在各自的現象中建立同理的理解，並從中萃取意義，以獲得較

深刻的理解，並且自我提醒不做過度或不足的詮釋。 

 

三、 研究者為資料反思者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除對所見所聞進行詳實的記錄與描述，還要不斷地自

我省思，除了對研究參與者的觀點和看法進行反復深省，避免過度的詮釋與揣測，

也需要不斷回頭檢視研究現象與研究主題之關係，減少理論與實踐之落差。此外，

因為研究者本身亦具有相關執行優質化輔助方案推動學校改進之經驗，故研究者

須隨時檢視自己的角色可能造成的影響，隨時檢視自身的主觀所在，認清自身的

觀點和立場，以幫助研究者更了解研究的侷限性。 

 

四、 研究者具備局內人的角色觀點 

    研究者本身曾自 97 學年度開始在任職學校推動高中優質化的執行，三年的期

間，研究者不但參與申請計畫的撰寫、亦是方案與子計畫的主要承辦人，不論是

推動過程中的活動辦理、資料檢核、亦或事後的經費核銷、成果彙整等，皆由研

究者負責並訂定相關自主管理的流程，因此對於學校推動優質化方案的過程，研

究者具備一定的經驗與知識，故有利於研究者在進入個案學校時能與受訪者共鳴，

並深入研究核心，發現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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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是指進行研究時所應遵守的行為規範（林天佑，2002），特別是研究

者進入研究現場蒐集資料時，經常面臨的研究倫理問題與衝突進行反省（黃瑞琴，

2008）。換言之，研究者必須對研究倫理有相當充分的認知與遵守，並對研究參與

者的干擾降至最低。陳向明（2006）便曾提出四項研究倫理之準則，以下分別論述

之： 

 

一、 自願和不隱蔽原則 

    研究進行前，研究者即對受訪者充分說明此次研究的主題、目的、與用途等

訊息，當受訪者充分理解相關研究資訊後，請其簽署願意參與研究的書面同意書，

以建立雙方合作與互信關係。同時，亦向受訪者告知參與是自願性的，其有權利

在任何階段、且不會受到懲罰之情形下，以其意願為主要考量隨時退出研究。 

 

二、 尊重個人隱私與保密原則 

    在研究中，若有涉及受訪者不願談論、或表示不希望內容呈現於研究論文中

的部分，研究者皆尊重其意願；此外，研究者秉持客觀立場，對於受訪者的訪談

內容都不進行批判或討論。而相關訪談的內容與對象，都持以友善的研究態度，

對於其基本資料都以匿名處理，以維護受訪者的隱私，逐字稿亦由研究者親自繕

打與處理，位每位受訪者的意見進行保密。 

 

三、 公正和合理原則 

    由於個案研究法容易涉入研究者主觀的意念與價值，所以研究者須以道德原

則「公正地」對待研究對象、蒐集的資料、及最後處理的結果；此外，更須「合

理地」處理與受訪對象之間的關係，方能客觀詮釋所獲得之各項資料，呈現具有

良好信實度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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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平回報原則 

    研究參與者的協助與奉獻，都是研究者豐富且珍貴的研究資料，研究者希望

能回以口頭或物質的形式，或提供相關的資訊、或扮演好的傾聽者的間接方式，

以「公平地」回報研究參與者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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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兩所個案學校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的歷程 

 

 

第一節  穩健前行的老字號──城市高中的故事 

 

本研究以自主管理機制作為主要的研究內容，故本節區分為三個部分，首先

敘述城市高中的背景與願景，其次描繪城市高中辦理優質化的自主管理歷程，最

後呈現其推動學校改進後的新面貌，藉此理解城市高中自主管理的推動細節，以

利後續分析之效。 

 

 

壹、 老字號的願景 

 

    本段主要說明城市高中的辦學願景，故先從學校的歷史背景與學生圖像理解

其學校文化脈絡，再進而描述其辦學理念影響後續競爭型計畫申請之因果，最後

敘述其特色課程小組成立之細節，以此完整呈現城市高中的學校現況。 

 

一、 學校背景 

 

(一) 學校圖像──有限空間，無限創造 

    城市高中在北部地區享有盛名，是一所標準的都會型學校，其以「培育卓越

人才」為教育使命，以「全球視野，成功領航」為願景，以此建構一所精緻優質、

創新卓越的高中，是以「學術人才」、「國際人才」、「領導人才」即是城市高中的

教育願景、亦是其教育學生的核心理念（文 C-2-1）。 

    該校創立於民國初期，至今已傳承近 85 年的歷史，目前全校共有 70 班，其中

 



122 
 

包含數理資優班 3 班，以及資源班 1 班，學生數約 2,693 人，八成學生選讀理工類

組；而在教職員工方面則有 221 位，校友更高達六萬餘人，如臺灣史權威、諾貝爾

物理獎得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乃至於醫、政、商、藝文與產業界等皆有佼佼

者，足見其培育社會菁英不遺餘力，故各界對城市高中一直抱持著深度期許。 

    這樣的深度期許是一種文化氛圍，濃色厚彩地貫穿了城市高中的歷史，也浸

染了城市高中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長年的教育沉澱出的是一種認同感與驕傲，也

因此任教於其中的教師們，對於學校亦帶有如斯的情感。 

 

「……學校一直以來非常優良的學風，那有非常可能說在各方面包括校友在

各方面其實都有很好的成就。那其實我們校友對學校有很高的期待，那學校

老師其實對學校也有很高的期待，一直覺得說，我們是一個，可能說我們學

校老師也還滿有能力，也有意願，他們也期待能夠說自己可以在學術傾向這

邊的教學上面多貢獻一點。（訪 C-6-2）」 

 

    在硬體設備與環境部分，城市高中因坐落於寸土寸金的都市區域，故校總體

面積並不廣大，僅兩萬平方公尺，站在學校操場中心環繞一圈，即可窺見全貌。

但也因此更著力於在有限的空間中規劃出精緻的教育環境，故民國 94 年新建的綜

合大樓拓展了城市高中的學習空間，地下二樓的停車場與室內游泳池、地上十樓

則擁有多功能視聽中心、藝文展示空間、圖書館、網路中心、學習資源中心、校

史室、昆蟲科學博物館、活體教材供應中心、語言教室、國樂社、管樂社、專科

教室以及活動中心、體育館、體能訓練室等設備，完整且現代化的規模，更可說

明城市高中在學生教育上盡全力地提供各種所需。 

 

(二) 學生圖像──學術性向，菁英教育 

    就學於城市高中的學生無疑是優秀的，其招生範圍為北部地區的國中生，平

均 PR 值皆在 95%以上，歷屆學生表現優異且多才多藝，不論文科理科藝能科、不

論校際國際亦或個人團體，城市高中的學生都有活躍的表現，從小論文的獲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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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到物理、生物與資訊科的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選手，從全國音樂美術比賽

的獲獎，到余光中文學獎的殊榮，城市高中摘冠的榮耀不受學科的限制，也因此

激發出學校多元的學習風氣。 

    是以，為滿足學生不同性向的學習需求，城市高中致力於發展多元課程教學，

引進國科會及大專院校專業講師，增加學術性的授課內容，更進一步開展國際教

育，設置德法日西第二外語課程，並與美國、德國、法國、瑞士、日本、新加坡、

墨西哥、韓國等國皆有師生交流，拓展國際視野，落實前述「學術人才」與「國

際人才」的教育宗旨。 

    此外，在學生的升學表現上，歷年來國立大學錄取率皆高達八成，這樣的數

據對於有意入學的學生與家長而言，不啻是一張名牌，人爭而取之，而對於任教

的教師而言，長期以來接觸的學生具備有高度的學術傾向，也因此衍生出一責無

旁貸的使命感： 

 

「其實我們學校，一方面我們一直認為說，十二年國教其實其中有一塊除了

做均質化以外，其實也很強調菁英，可是精英這件事情只要每上媒體就一定

會被抨擊，但是我們覺得說，還是應該有一些學校來做菁英教育啊！（訪

C-6-1）」 

 

    是以菁英教育成為城市高中教育的潛在語言，雖不訴諸於語言上的定義，卻

落實於行動上的倡導，針對具有高度潛能的學生所應提供的教育模式與內容，即

是城市高中長久以來不斷思索與改進之處。 

 

 

二、 學校願景 

(一) 政策與大環境的影響 

    十二年國教教育政策的執行與社區化入學模式的改變，對城市高中的師長而

言，這項教育趨勢竟引發了無法言說的危機感，如教師所言：「因為那時候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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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也許十二年國教會改變一些什麼東西，MAYBE改變一些學校的學生的組成、

然後學生的來源等等，會有所改變……（訪 C-6-1）」 

    在如此微妙的氛圍中，城市高中的教師們綢繆地擔憂學生素質的改變，也擔

憂自己成熟的教學模式將受到挑戰，而正好時逢教育部開始研議 107 年高中課程綱

要，這項新課程政策的啟動成為學校決定轉變的重要關鍵，城市高中的師長們敏

銳地感受環境變化的波動，故其認為與其被動等待，未若主動出擊。 

    也因此，在前後兩任校長的帶領下，城市高中開始重新思考學校定位與本質

等問題，城市高中的老師認為，要解決入學學生的素質問題，還是需要從學校現

有的教育體制著手，而學校課程是教育的基礎，因此若能發展出一套值得信賴、

層次鮮明、適性多元的專屬課程，不但能解決其所擔憂的困擾，甚至有機會翻轉

出校本特色，簡而言之，城市高中相信課程的改進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 

    故城市高中在具有競爭力且充滿變革的環境中，考量學校自身的優劣，也根

據學校本身的體質，重新思索學校未來的發展，最後擬定以特色課程作為發展目

標，並進而選定各項執行策略、重新分配各項資源，以期能落實特色課程與學校

之間的共生共贏。 

 

(二) 特色課程成為主力目標 

    近年來，為因應教育政策的變革，諸如入學方式的改變、高中新課綱的改革

等，城市高中乃自 100 學年度起開始著手推動特色課程，期能以課程改革的方式，

來招收符合預期的學生。故其特色課程的發展至今四年有餘，各項課程經過長時

間的滾動修正，逐漸成熟、並進而對其他特色課程產生正面的影響，各科教師開

始不遺餘力地響應，一時之間特色課程在城市高中如雨後春筍，極具創意也富有

熱情，我們可從下表 4-1 中，窺見城市高中在特色課程上的架構與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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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城市高中特色課程架構 

課程層次 課程內容 

基礎性課程 

跨班選修，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44 門課程，共 70 班、

抽離式共同課程共開設 2 門課程、第二外語共開設 6 門課

程共 31 個班。 

拓展性課程 課後時間辦理，103 年共開設 30 種合計 897 小時。 

研究性課程 學生撰寫小論文及自主學習計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然而，也因為在創新的理念上建構新的課程，所以需要新的設備、新的教材、

新的環境，而這些「新的需求」則需要更多額外的經費來支持，於是競爭型計畫

的申請成為城市高中最有利的來源；故其先將特色課程進行層次上的劃分，再爭

取不同的競爭型計畫的經費來支應不同層次的課程內涵，以確保每一個課程的細

節都可以被徹底執行。 

    須注意的是，單一競爭型計畫難以支撐整個學校的改變，所以應結合學校整

體的資源來做改變（札- R-2-1）。是以在城市高中，為了支持學校的特色課程所引

進的計畫，最早自 102 學年首先引進臺北市教育局為期三年的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再於 103 年開始執行同樣為期三年的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文 C-2-1），如此豐富的

競爭型計畫的引入，除了表現出城市高中對於課程改革的決心，其實也彰顯出我

國目前教育的趨勢。 

 

三、 特色課程小組成立 

為了凝聚出專屬於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城市高中歷經相當漫長的一段路程，

首先是特色課程小組的成立，城市高中相信課程的改革需要由下而上的推動，所

以前任校長自 100 學年度起開始積極將相關的概念傳達給全校教師（文 C-2-1），於

是特色課程的樣貌逐漸成形，學校開始流動著形塑特色課程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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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現任校長的出現則帶來更多的資源和人脈，透過專家學者的引入、以

及現任校長本身的經驗與理念，學校原有課程改進的能量被大幅度地強化，特色

課程真正開始具體地落實在學生身上，並且至今仍不斷滾動與修正。 

而特色課程小組的成立跨越兩任校長，參與課程小組的成員，除了校長、教

務主任等行政單位之外，還有第一線的教師、以及相關參與特色課程的教師。起

初每一個禮拜的週一和週五都要開會，一週兩次的會議相當緊密，且在會議中直

接針對特色課程的實施現況與改進空間不斷進行討論，課程小組重視每一位參與

教師的想法，因此特色課程的實施可說是「邊做邊修」的，就這樣維持了至少一

個學期的時間。 

在反覆開會、執行、檢討、改進的過程中，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找到了方向

與更明確的目標，並進一步地將氛圍渲染至每一位教師身上，而特色課程小組的

成員在承受龐大壓力的前提下，亦成為學校改進的核心動能。 

 

 

貳、老字號的改進機制──引進優質化輔助方案 

 

    就前段所述，城市高中因大環境變遷與政策變革的影響，而決心打造專屬的

特色課程，也因此城市高中需要更龐大的資源，來支撐這樣的學校改進理念，於

是競爭型計畫的爭取即是學校最好的機會。 

故本段將就城市高中引進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內容，來分析其自主管理機制的

落實、並期能確切地深入城市高中推動學校改進計畫的脈絡，以利本研究後續之

探究與比較。 

 

一、 打造城市高中的優質化輔助方案 

    透過彙整各項訪談資料，可知城市高中發展優質化的願景，從校長的角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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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期望帶動學校成長，從行政的角度在於讓學校更優質，而從教師的角度則是

希望可以獲得資源發展更好的教育內容，故總和整體，足見優質化輔助方案在城

市高中被寄予殷切的期盼，那即是啟動一個學校改進教育的契機。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主導推動的優質化輔助方案共分三期，前二期執行期

間以扶植高中學校「穩固扎根」為目的，而城市高中因為基礎穩健，所以不在教

育部扶助的名單之中，直到第三期程以「特色創新」教學課程為目標時，如此正

中城市高中特色課程發展的主軸，因此自 103 年起城市高中正式進入優質化輔助方

案之一員。 

而城市高中引入優質化輔助方案之時，該校的特色課程已發展近三年的時間，

三年來學校不斷反芻修正實施經驗，讓許多課程開始展現亮點，此後更因為優質

化方案的引導與資源挹注，特色課程的子計畫愈形聚焦且明確方向；此外，行政

單位不遺餘力地推動與協助，亦是優質化輔助方案受到校內老師注目的原因之

一。 

在此氛圍下，足見優質化輔助方案成為城市高中支援特色課程的一大主力。

故以下我們試著理解優質化方案對城市高中開發特色課程的影響： 

 

(一) 開發特色課程，培育優秀人才 

  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成為其實施優質化方案的實質內涵與架構。換而言之，

城市高中申請優質化的目的是為了「強化」、「增色」、「營造」特色課程更多的可

能性與更豐富的內涵。 

  也因此，仔細研究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計畫，可以發現其子計畫的內涵幾

乎圍繞著特色課程中的「拓展性課程」發展（文 C-2-4），從上表 4-1 中我們更可發

現，拓展性課程設置了相當龐大的學習時數，提供給城市高中的孩子自由選擇，

豐富的課程內涵與模式，滿足各種不同性向孩子的需求，在學校中，課程越是多

元化，越能展現學校的活力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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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為培養學術性向因此辦理學術講座、為培養國際人才因此辦理國

際文化週活動，而身為一個領導人才應具備的服務力、品格力，則藉由多樣的營

隊來呈現，因此學生甫入學就能開始規劃自己的學習內涵，為自己加點加分。 

  此外，兩年來的優質化的子計畫依然產生了變動，在透過專家學者與校內課

程小組的分析與檢討後，城市高中第二年的優質化子計畫從 23 項縮減至 15 項，這

樣一來，優質化承辦的架構不變，依然是國際、領導與學術人才的理念，但是內

容上更為簡明聚焦，發展的目標更為明確，經費的運用也貼切在需求上，去蕪存

菁使學校改進建構良好的循環體系。 

  事實上，城市高中以課程發展為途徑試圖建立學校品牌特色，最終目的期能

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熱情、拓展學生學習視野，並使學生具備成為公民關鍵能力之

卓越人才（文 C-2-1），也因此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子計畫區分為三面向，即：「學

術人才、領導人才、國際人才」。 

  在具體做法上，城市高中特色課程小組先共思他們期望中學生應具備的能力

與模樣，以此訂定學生的「八大核心能力」，包含：「自我管理、閱讀理解、問題

解決、理性批判、奉獻服務、溝通表達、組織領導、以及全球思維」，之後再要求

每一項新創發的特色課程都須符合學生圖像，如此更有利學校凝聚辦學共識，讓

每一項特色課程都朝培育人才的方向前進。 

 

(二) 經費更新硬體，活化特色課程 

  對城市高中而言，優質化輔助方案的申請有一項很重要的優點，即是可以規

劃總經費百分之五十的資本門，這對於特色課程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正如同受訪教師所言：「……以藝能科的概念來講，有超多的操作性課程，它

所需要的設備，是在學科上面是無法理解的，以每年教育局給的經費來說，老實

說是做不到。（訪 C-5-1）」換而言之，課程的活化需要不同的刺激，傳統的教學模

式行經數十年呈現疲老的態勢，而新時代的科技資訊技術日新月異，高中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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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與模式自然也須重新思索並定義，因此，透過更新設備，可以激發不同的課

程內容，深化學生學習的效益。 

    所以教師亦言：「教學設備的補強，這是一定要的，你如果設備不好，那你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覺得這一塊，真的是必要的。城市高中校地很小，

所以我們只能增加質……我們的量就這樣，除非敲掉房子蓋大樓，要不然我們就

是只有在質上面來提升。（訪 C-6-3）」 

以城市高中為例，其運用優質化經費購置生物科的高端顯微鏡設備與切片機，

透過生物科教師的規劃與調整，此設備能為學校達到多贏局面，其一可作為特色

課程的特色內容，指導高中生手作實驗的技術與概念，深化學生學習的效能並激

發興趣；其二可開發課程之外的營隊活動，以趣味化的模式啟發生物課程的學習

氛圍，達到科普教育的意義；其三可辦理社區化營隊，吸引有志於生物的國中生，

達到招收優秀專才的目的；其四，相關實驗後遺留下來的切片，可作為國中端的

生物教學樣本，藉此送至學區內各國中，可有效增加學校的能見度，是無形的廣

告效果。 

由此可見，設備的更新除了成就多元的特色課程，也的確能符應學校在招生

層面的需求，這也嵌合了當初城市高中開展特色課程的目標之一。而也因為生物

科教師成功的案例，致使其他科教師也開始意識優質化可以帶給學生和教學上的

幫助，因此有越來越多的老師為爭取新設備而投入在特色課程的開發中、開始與

學校的優質化理念接軌，逐漸形成良好的運轉體系，這亦是特色課程與優質化方

案之間的重要關係。 

 

二、 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的重要策略 

檢視文件資料 C-2 的內容， 可發現城市高中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主要落實在

五項子計畫：學術人才培育、領導人才培育、國際人才培育、跨校教師專業社群

的建立、以及課程評鑑模式的發展。綜觀五項子計畫的內涵皆扣緊特色課程的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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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研發，彰顯城市高中企圖將課程的改革落實在學生的學習上。 

又因為優質化方案資源的加碼，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不但擴展了學習內涵、

延伸學習時間、突破學習空間、也影響學生的學習方式，此外，城市高中的教師

為了提供學生充實的學習，更自組教師社群，以學校行政團隊為最有力的後盾，

積極尋求外界資源、與大學策略聯盟、與偏鄉合作、整合民間與政府資源，重新

歸納配置學校運轉的動能（文 C-3-11）。 

而綜觀城市高中在優質化方案的推動之所以有如此良效，從各項文件與訪談

資料可歸結於兩大關鍵：校長領導的理念、以及教師社群的有效作為。 

 

(一) 校長領導啟動團隊動能 

    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非朝夕可得，其經歷前後兩位校長的經營，才逐漸發展

出現行的規模，透過教師的說法：「……在前任校長那時候就基本上等於是有個

warm，有個暖身，所以老師都知道要做特色課程，等於說那個能量，在前任校長

時候就把這個能量開發起來了。然後開發起來到現任校長來，等於說他就把這些

能量給使用出來。（訪 C-6-7）」可知，對城市高中的全體教職員工而言，校長絕對

是所有計畫方案的領頭羊，若沒有校長高瞻遠矚的堅持與推動，那麼特色課程的

開展只會是雷聲大雨點小的過眼雲煙，故正如另一位教師所言：「當然最重要的是

校長。因為校長的權責是領導我們學校。（訪 C-3-10）」 

也因此，我們試著理解城市高中校長的所思所為，正如受訪教師所言：「學校

一直走特色課程走得很前端，就是校長一直希望帶領每個老師，能夠在課程上更

多元，學生的學習能更自主。（訪 C-5-1）」由此足見城市高中校長明確地認知到特

色課程的推動，必然由教師開始、然後落實於學生身上，所以其責任便是促成美

事發生。 

事實上，校長的理念就像是一場教育的思辨，在堅持去做對的事情、以及對

學校有意義的、正確的事情等問題的思考上，每一位校長恐怕都會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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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能有所成就的，則在於校長本人的溝通能量，是否足以影響每一位身在其

中的成員，使整個組織的能量被集中。是以，為成就城市高中新穎的教育現場，

校長認為：「……校長的理念、力量的投入是很重要的，因為你過程一定會碰到一

些老師疑慮……我覺得校長一定要很堅持，這條路如果是對的，就要很堅持去，

然後要去說服老師。（訪 C-1-16）」 

說服，即是溝通的能量，城市高中校長說服的對象包含行政團隊和教師團隊，

如此強大的說服力，促使兩造因為共同的理念而媒合，行政團隊成為了教師團隊

開發課程最有力的後盾，在課程的開發上行政單位竭力於各處尋找資源與經費，

以期能支持教師們的創新課程（訪 C-2-4），而教師們也深感自己在課程上的美意

都能得到行政方的理解與支援，不但課程內容能精進、課程教材被更新，也就更

願意投入精力來思考對學生有幫助的課程模式（訪 C-6-5），如此，城市高中從校

長的溝通開始，而營造了良性的循環，使參與其中的人都獲得了成就感，亦感受

到教育改進的樂事。 

至於城市高中校長在學校改進中的具體作為，則在計畫的每一個階段都扮演

課程領導的角色，其親自參與每一場正式與非正式的會議，於每週兩次固定的例

會中直面各團隊成員，更開放大門隨時歡迎各科教師加入，持續地針對特色課程

進行專業討論與對話，也因此，在經年累月的會議中，學校開始凝聚向心力，方

案的產出愈形成熟，開發課程的具體細節也被確實地分工，甚至於會計單位、教

官、職員、與家長等角色也被視為課程創新不可或缺的一員，於是逐漸形成完善

的團隊如下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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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城市高中團隊分工表 

團隊分工 團隊成員 任務 

諮詢團隊 教授及實務專家 提供指導、建議、即精進之道 

研發團隊 校長、處室主

任、領域召集

人、社群召集人 

課程架構與內涵發展 

教學團隊 特色課程任課教

師、領域召集人 

課程設計與實施、課程自我評鑑 

執行團隊 各處室主任、組

長、協助行政 

教師、職員 

計畫推動、教學支援、學生學習輔導 

後援團隊 家長 學生學習叮嚀與關懷 

      資料來源：資 C3-23，城市高中優質化特色領航簡報。 

 

 

於是，特色課程的發展理念徹底落實在學校的每一層面上，可見對校長而言，

所謂團隊並不狹隘於執行團隊，整個城市高中從校長到工友、從教官到學生、甚

至家長及校友，都是他團隊理念的一部分。 

此外，外部資源的引入亦是校長的重要理念之一，課程的革新若要與時代結

合，校長引入自己的人脈資源並結合學校固有關係，成立專家諮詢體系，定期召

開諮詢會議，並引進公部門的專案經費、產業界的專案、甚至校友及家長資源，

更與大學進行策略聯盟，如此能拓展出一個廣大的支援體系（文 C-3-20）。 

這個支援體系讓城市高中的學校改進方案不再孤軍奮鬥，有了外界的關注與

資源，學校的教育理念被高度關注、教師的教育目標得到資助、學生的學習權更

能有效落實。專家團隊能以客觀的角度協助學校團隊運作改進計畫、公部門的經

費可以促進學校教師開發特色課程的能量、校友與家長的資源則成為學校最有力

的後盾，時時刻刻提醒學校團隊教育的使命與職責、各業界提供的機會更能讓學

生的學習與社會產生連結，所有的一切主要目的皆在將教育的能量落實於學生主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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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校長的使命感與責任屬性驅使學校改進有更積極的動力，也能渲

染教師的參與性和投入度（札 R-6-6），而校長的作為，則聚焦於傳達自身理念、

媒合全校團隊、引入外部資源此三面向，透過如此領導方式啟動計畫發展，於是

學校改進不再是單向的操作，而是多向的觸動與激發，再慢慢平衡成良性的循環

圈（札 R-2-4）。 

 

(二) 教師社群渲染改進動能 

    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以發展特色課程為核心，而其中最關鍵的作用力絕對

在教師的投入與付出，課程的開發需要第一線教師的研究與實施，在反覆的教學

經驗中才能修正出最適宜的課程方案。 

    身為第一線的教師皆知一套課程的成熟，絕非一蹴可幾，需要經過至少一年

到兩年的反覆演練，才臻至圓熟，這其中包括教材的成熟度、教師教學技能的成

熟度、評量技巧與工具的成熟度等，都需要不斷的修正，也因此，特色課程的開

發需要大量時間堆疊，也需要教師投注絕對的精力。 

    而在這樣的前提下，教師社群的產生無疑是加速課程熟成的能量，城市高中

除卻六大領域的教師社群外，更難能可貴的是跨校社群的產生，其投入將近二十

一萬的經費在營造跨校學習合作的平台（文 C-2-6），透過校際間的刺激與反應，

重新激盪出更符合社會現況與學生需求的課程，並將課程資源分享，擴大整體區

域的學習動能，這樣的做法令城市高中無形間成為特色課程的領頭羊，擦亮了老

字號招牌、也增加親近性。 

 

「……學校一直鼓勵我們去做社群，我覺得自從有了這個社群之後，我覺得我們

自己科內，本來我們生活科技科只有兩個，那後來因為這個社群的關係，我們就

納進來了資訊科。那也因為這個社群我們有了共同的目標，所以我們會把生物科

拉、國文科老師一起納進來，大家在開會的過程中有各種不同的視野。我是覺得

多元這兩個字，對我來講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訪 C-5-2）」 

 

 



134 
 

    由教師所述的內容，發現城市高中建立的教師社群從單科至合科、從校內協

作至跨校合作，長期的多元經營讓城市高中的教師們不僅有志於資源共享，更渴

望被激發不同的教學能量，所以跨科社群與跨校社群隨之產生。 

而教師社群的建立正是為了開發特色課程，可說是特色課程的基礎，也因為

如此，多元的教師社群更能激發出多元的特色課程，在單一課程中學習的內涵被

擴大，每一個角度都能得到專業的解釋與正確的觀念，透過教師的合作，致使學

生有更成熟學習課程，讓教學不再只是單一個人的事情，而真正落實了團隊的力

量。 

城市高中的教師社群的產生正符應了所謂 20/80 原則，即若有 20%的人願意開

始啟動，那就會帶動剩下的 80%的人，這也許是一種感動、感染、也有可能是一

種不願落人後的心態，但這就是進步的動能、改進的基礎實力（札 R-1-3）。 

所以透過少數人的參與，開始漸漸能影響更多的教師願意申請教師社群，並

投入特色課程的研發，正如同校長所言：「……他（教師）看到大家都在提出申請，

那我們也不能落人後，那我們也想要來申請，今年資訊科就有申請，他就是這樣

跟我們講說兩年來我們好像一直都沒有參與，那我們覺得這樣我們會落人後，所

以今年我們要積極的提出我們的計畫，也有這樣子的，那這是我們樂見的。（訪

C-1-3）」，故對城市高中而言，教師社群和特色課程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正

因為有了前述的良性循環，才更能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教師共襄盛舉。 

 

三、 檢核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執行成效 

    優質化輔助方案是一個龐大的競爭型方案，對每一個申請的學校而言，申請

這個方案的重點不在於獲得多少錢，而在於能不能合理並如實地運作每一筆經費，

並達成起初設定的發展目標。 

    故以此概念來檢視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的運作，在檢核機制上，正如該校

校長所言：「實施的成效，那這個就牽扯到課程評鑑，對不對？那講到評鑑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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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自評和他評，內部評鑑和外部評鑑。（訪 C-1-14）」 

  須知檢核的目的在使學校能不斷檢視自己的辦理方向，以期改進的大船可以

行駛於正確的航程，不至於強撞冰山，因此對於城市高中的方案檢核，我們可以

從兩個面向窺其端倪，即：評鑑制度的規劃、及其所使用的工具。 

 

(一) 評鑑制度的規劃 

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以協助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為主軸，是以在檢視其方案

的實施成效時，自然要著重課程與教學的實施現況。對城市高中而言，要評鑑課

程與教學的效能，須從：學生、教師、以及學校單位此三個角度來著手。 

首先，從學生的角度進行課程的自我學習評鑑，一方面可以理解受教者的直

觀感受，一方面也期望從學生的反省回饋中，得知其所獲得的成長是否符合學校

自訂的八大核心能力，當然，學生能力的成長是抽象而無法量化的，可是透過學

生自評的內容，我們得以確認課程帶給學生的影響，以作為後續辦理的參考。 

其次，從教師的角度進行評鑑，一樣只能依賴教師自評，畢竟「誰敢說你有

專業能力來評判另外一科老師所開設的課程有沒有專業？誰敢來說我家政老師開

的這門課沒有專業？對學生沒有幫助？（訪 C-6-13）」在這樣的前提下，教師自評

雖然同樣無法量化，但卻能彰顯教學上的「無形的感受」，如教師所言：「……另

外一種是當老師的無形感受，你看到學生的笑容，或者是你看到學生會願意積極

參與下一次的營隊，參與度就是他們給予的直接的回饋、間接的回饋。（訪 C-4-4）」 

此外，若從學校的角度來檢視整體方案的實施狀況，則又可視為整體方案的

績效評鑑，故從城市高中的角度來進行績效評鑑，則發現學校針對優質化方案，

從學校內部規劃有完善的績效指標，並定期招開方案會議來控管辦理進度、從學

校外部則積極辦理各項交流與專家輔導，以期完善整體的績效評鑑。 

故城市高中透過績效指標的規劃，有利其掌握經費核銷狀況、並比對辦理結

果是否符合預期成效，如下表 4-3 所示，城市高中設定整體實施績效的構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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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績效指標，而每一個績效指標後面又延伸出學校辦理的具體狀況，如「深化教

師社群的對話與學習」一項，就以社群數量、社群開會的次數、人員出席率、甚

或獲獎率等作為具體驗證。 

 

 

表 4-3 

城市高中計畫執行自主管理檢核表 

構面 目的 績效指標 

一、協作與創新的學校領

導團隊 

協作 跨界合作校能 

創新 技術創意升級 

續航 創新文化傳承 

二、協作與創新的教學團

隊 

協作 聚焦學生學習與學校特色 

創新 深化教師社群的對話與學習 

續航 擴展教師社群的影響力 

三、培養適性揚才（未來

能力）發展的學生學習 

核心

素養 

1.語文素養  2.數學素養  3.科學素養 

4.數位素養  5.教養/美感素養  6.國際素養 

適性 1.自我探索與定位  2.學習投入 

揚才 3.理性與批判思考能力 

4.應變與創新能力 

5.社會互動與實踐能力 

資料來源：C2-4 城市高中第三期程特色領航第二年計畫初審版。 

 

 

此外，定期招開方案會議也有助於學校進行自我檢核，正如受訪教師所言：「那

是一個機會跟平台……除了他平常可以回應給學校去找主任阿、找教務主任或校

長或圖書館主任，提出他的想法之外，他也可以透過那個會議正式提出來（訪

C-6-10）」，可見這樣的會議有效地增強了教學端與行政端的溝通，其共同思考方案

的執行現況、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共思解決之道，並有效凝聚共識，加入改進

議程，如此有利學校進入下一階段的修正，並始方案能永續發展。 

不僅如此，除卻上述的內部自評的規劃外，城市高中為客觀合理地檢視自己

的實施成效，更積極與外校交流、辦理各項特色課程評鑑研習、定期邀請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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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蒞校輔導，或進一步接受教育部優質化小組的全面性問卷調查（文 C-2-93），期

望從外部觀點多面向地檢評優質化方案的推動情形。 

由此更可理解，城市高中在優質化方案的檢核規劃，從內部自評到外部視角、

自學校領導、教師教學、到學生學習，各面向盡力具體、全面、又謹慎地規劃檢

核機制，如此顯現辦學效率效能，企使優質化方案的運轉如水載舟。 

 

(二) 檢視實施成效的工具 

城市高中對於優質化方案辦理現況的檢核規劃相當全面且具體，不論是動態

的成果發表或者靜態的紙本記錄都詳實地保留了學校改進的痕跡，其每一項子計

畫都有對應的自主管理指標，並提供了具體的文件資料證明。 

就紙本部分而言，城市高中大量運用課程回饋單與問卷，以期從學生、教師、

甚至於家長的角度來了解特色課程的執行效果；其次，由各子計畫的負責人或參

與者撰寫的成果報告書、工作摘要紀錄表、以及特色課程檔案資料夾等紙本記錄，

也都充分保留學校辦理特色課程的歷程。而透過這些紙本資料的分析，能彙整出

質化的敘述與量化的數據，例如從教育部優質化小組的問卷調查中，即能統計出

七成五以上的參與者都對特色課程的實施表達認同與支持（文 C-3-25）、或從資料

C-2-1 即清楚呈現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經費執行率高達九成，而資料 C-3-24 則彙

整前述相關自評資料後，顯現出學生能學會自我時間管理、學習參與度提升、學

習態度轉為主動、展現自信、並確實提升八大核心能力等辦理成效。 

再者，在動態部分，城市高中固定於每年的五月辦理特色課程成果發表會，

提供所有特色課程展示其教學與學習成果，而學校同時安排全體學生跑班觀賞，

也因此學生能藉此機會認識不同特色課程的內容、聆聽小論文的發表，亦或觀賞

同儕的優秀作品；這樣的展示方式展現了學校對特色課程的重視，不僅提供平台

讓學生之間互相學習砥礪，也促使教師之間有機會激盪出更美的課程火花，對於

城市高中推動特色課程的風氣有其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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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市高中引入優質化方案以支援特色課程，是一個龐大而環環相扣的

學校改進方案，為了使這項優質教育的理念有更完整的脈絡圖，城市高中設計了

專屬的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透過這個系統平台的運作，行政端可以進行課程

管理，教師端能登陸課程計畫，而學生則可從平台中了解課程內容方向，然後進

行選課作業。 

對學生而言，課程平台的建立詳實地為每一個學生創造專屬自己的學習歷程

表，每一個選課紀錄都如實地保留在系統中，所以系統能將學生三年的學習歷程

統計出其所屬的「雷達圖」，因此學生學習被具象化、學生能明確地察覺自己的不

足之處，於是激發他的學習動機（札 R-1-7）。而對行政單位而言，課程平台能有效

且即時地統計出特色課程的相關數據，包含八大核心能力的開課數、學生的選課

數、學生的參與度、課程的參與率等，能讓行政單位在必要時調閱各種量化數據，

省卻了許多調研資料的困擾。更甚者，教師與家長也能透過課程平台了解學生的

學習現況，並適時給予輔導協助。 

 

 

簡而言之，城市高中在執行優質化輔助方案的歷程中，每一個面向都有充足

的回饋機制，其在計畫發展層面以績效檢核指標檢視成果與缺失、在課程領導層

面能確實記錄討論理念與結論，掌握各種管道凝聚共識，將共識化為具體作法落

實執行並按期程追蹤檢核、在課程設計層面則透過檢核工具幫助教師自我檢核教

學歷程及學生學習成效、而在課程評鑑層面則以多元指標評鑑學生學習，並以各

項評鑑工具檢是課程發展成果及缺失，更以後設評鑑檢測或改進課程評鑑的實施

（文 C-3-5）。爰此，透過完善的評鑑規劃、定期的方案會議、以及多元的評鑑工具，

使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每一步都走得扎實而穩健。 

也因此，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經過第一年的執行後，在第二年全面檢討所

有子計畫項目，最後去蕪存菁將原先 25 個子計畫聚焦為 13 項精華項目，不但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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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機制、確保每一分資源關鍵運作，更讓城市高中展現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四、 改進優質化輔助方案以永續經營 

    城市高中參與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至今即將進入第三年，其利用優質化方案

拓展特色課程，形塑了更好的學習品質與教學環境，團隊的努力亦反映在教師的

訪談中：「優質化真的是有打算讓各個學科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教學品質啦，而不

是只是單純整個學校的提升。（訪 C-5-4）」，而為了持續學校如此良好的方案動能，

城市高中落實每一次的會議紀錄與結論，積極地透過前述的各種檢核指標與工具，

發現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 

    的確，優質化方案的實施讓城市高中累積了許多正面的經驗，也琢磨出更確

實的經營方向，然而，方案的推動同時間也帶來許多壓力，而這些隱憂都是學校

推動優質化方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倘若希望方案推動永續發展，則改進這些

推動上的限制勢在必行。 

故以下歸類城市高中執行優質化方案經驗中的限制，並說明學校如何思尋改

進之道。 

 

(一) 超出負荷的工作量 

人力資源不足和時間的壓迫是最常感受到的壓力之一，不論對行政單位或教

師單位而言皆是如此，優質化方案帶來的是超出原先工作的業務量，但學校的編

制卻是固定的，行政端皆有其表定業務，教師端亦有其常態教學責任，再加上城

市高中單一年級學生數高達八、九百人，若要讓優質化方案受惠每個學生，背後

所需付出的人力物力等資源絕非戲言，如此亦致使「行政端目前碰到的狀況是事

情變得比較多，導致大家越來越難找的到人。（訪 C-3-7）」 

也因此，優質化方案的引入代表每位參與人員皆須付出額外的時間和精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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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執行，如此不同工不同酬的狀況已使人望而卻步，「再加上行政上面，因為多了

很多公文流程，非常非常多包括我們幹事啊這些真是忙翻了，每個人都忙翻了，

所以增加這一些，那你說他會所謂何來？（訪 C-6-11）」。 

受訪者的質疑可說是所有參與優質化方案人員心中的嘆息，然而，綜合訪談

結果，所有的受訪者皆表示依然願意持續申請優質化方案，投入學校改進的行列，

究其原因 C-2 教師表示是為了「教師的發揮和看到學生的潛力」、C-3 教師認為是

一種「使命感」、C-4 教師是為了「學生的成長」、C-5 教師則提出是為了「自我的

實現」，最後 C-6 教師認為是「責任感」，也或許是正是因為這些心理層次的因素，

才是致使城市高中的團隊有愈來愈多的夥伴加入。 

而在實際的運作上，城市高中正視其人力與時間等資源有限，所以另行聘用

系統工程師專職優質化方案專案管理師，其負責統籌一切資訊流通與彙整，利用

資訊工程的專業，將組織業務流程化，更透過網路資訊平台以及模組化的模式，

有效簡化各項流程，也明確劃分業務責任，如此大幅度地分攤團隊壓力，也暢通

交流的管道，是一著特別的行棋。 

 

(二) 令人困擾的經費運用 

城市高中對於經費運作的罣礙有兩個部分：首先是「在核定上會比較慢，導

致於在實施過程中會比較緊迫。（訪 C-3-6）」以及「最大的困擾還是經費來的晚，

不過報告又要交的早，等於是成果要的早，經費來的晚。（訪 C-5-7）」、其次是「困

難是經費過多，我一個人就扛了一百多萬在身上，大概講師就有七十萬講師費…

預算編核過程當中跟實際執行當中…可能過程就是你有落差。（訪 C-4-4）」、提出

這兩項困難的受訪者主要在於行政組長和子計畫負責人。 

正如上述，優質化方案的經費從審核到撥款耗時日久，從新學期開始直至學

期快結束前經費可能才核撥到位，但對於規劃於期初辦理的子計畫自然苦無經費

支援，然而卻又不能不執行，當然解決之道是從校內經費另行核支，但敏感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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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問題年年如此，仍會造成執行單位承辦上的負擔（扎 R-4-6）。 

例如：「到十二月的時候我們處室大概剩三個（卷宗夾），全校有一半的卷宗

夾在總務處，所以後來總務處採購就離職了，就轉調了，受不了。（訪 C-4-6）」在

這樣的情況下，學校行政人員出現離職潮，而子計畫承辦人員需於短時間內爆炸

式地完成業務，也令人憂心其中的過程是否足夠仔細並符合預期效益？而這樣的

狀況甚至於讓第一線承辦教師都不禁提出「我就會感覺到你現在想的和你實際能

做的會有時間差，這是我覺得最大的困擾。（訪 C-5-7）」 

此外，城市高中第一年單一子計畫內容就補助了七十萬的講師費，以其學生

比率平均上來看不算高，但以學校能運用的時間比例來說，卻明顯超過（扎 R-4-5），

所以學校執行過程也不免令人有「浮用」之感，雖則該子計畫在第二年已進行修

正，只剩下不到十萬的經費，然而用剩的經費依然形成資源的浪費，若眾多申請

優質化方案的學校都有相似狀況，則是否又喪失了當初補助的美意？ 

在實際的解決方法上，子計畫負責人選擇照計畫內容時間辦理，來不及到位

的經費則以學校其他業務費用暫替，但核銷下來的經費可能會有落差，以至於承

辦負責人必須有強大的數字概念，才能在校本預算與補助預算之間做好協調。至

於總務處與學校會計單位每學期末的核銷壓力，則是目前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

有賴方案經費能盡早到位以利盡早開始作業。 

至於經費過多的問題，有趣的是，對優質化方案負責人而言，反而認為「經

費倒是不成問題……如果錢能夠越多越好。（訪 C-2-9）」，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學

校是需要經費的，但不在於講師課程費，而是在設備層面或者課程耗材，然而因

為優質化方案有經資門一比一的限制，所以致使經常門費用時常為了配合資本門

申請而高報，這或許也是另一個競爭型計畫必須思考是否有改進可能的問題。 

 

(三) 激發教師參與的熱情 

 

「這件事情既沒有獎勵也沒有懲罰，所有老師都站在一個教育的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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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育的理想，對教育的良心來做，但是他做了之後他發現要什麼沒什麼，

很快那個熱情就被澆熄了，那之後怎麼樣？（訪 C-6-8）」 

 

優質化方案的辦理，如前述所言，在行政端帶來極大的壓力，不但造成「行

政意願低落」、「離職潮」、甚至於在教師端也會有「同儕教師奚落」的問題，例如：

「大家都不動，少數老師想動，他也都不敢動，因為怕被人家說你是愛現啊！愛

出風頭阿！自以為了不起啊！（C-6-11）」所以正如同訪談者所言：「要激發老師的

熱情，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訪 C-1-15）」，更何況這是「沒有獎勵沒有懲罰，沒

有棒子沒有胡蘿蔔。（C-6-11）」的事情，「如果不是個很大的誘因，你真的會有無

力感。C-5-11）」 

也因此，在激發教師熱情的方法上，受訪者認為關鍵就在於「一個很強的行

政支持，包括各方面的，包括資源。（C-6-11）」換而言之，行政單位若能以後援

姿態強力支持，便有可能激發教師熱情（扎 R-6-12）。再者，透過優質化方案，教

師們可獲得資源補助教學，也因此「那臺要二十幾萬（指教學設備），我如果不參

與優質化，我是真的沒有機會。（C-5-7）」城市高中的教師充分認知這點，也因而

激發參與方案的熱情，進而達到自我「教學上的自我實現。（C-5-9）」。 

此外，關於前述同儕之間的閒言碎語，則需要正向思維的引導，也需要領導

者的渲染與影響（扎 R-6-12），所以「校長一定要很堅持，這條路如果是對的，就

要很堅持去，然後要去說服老師。（C-1-16）」，可見校長在推動優質化的過程中扮

演著很重要的腳色，無庸置疑，除了確認方向，帶領、推動、鼓勵之外，還有很

重要的心理喊話層面，要能夠看到眾人所不注意之處，給予肯定，轉念，轉眾人

的念，校長個人的特質也很重要，要堅持、不輕易喊放棄，在對的事情上擇善固

執，能夠有效的溝通，能夠用有效的案例進行說服，每一個層次、每一個步驟都

要有信心。（扎 R-1-16） 

 

(四) 課程評鑑無法落實淘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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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城市高中的優質化方案是為了發展特色課程，也因此在經過一至二

年的運作後，相關子計畫的負責老師提出了質疑：「我看到最大的問題是，如果站

在特色課程的話，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學校希望所有老師都能動起來，但是你

有什麼機制來檢視？（C-6-12）」，該教師最大的隱憂，不在於沒有檢核機制，而在

於「就算檢視了你能怎麼辦？你是要他不要開嗎？那如果你要求這個老師說欸你

的課很爛你不要開了，那所以咧？……是不是變相在鼓勵老師說那你就不要做太

好就不用繼續做。（C-6-12）」 

承上所述，課程開發的方向與內容，的確是最難檢視的部分，因為由誰來檢

視？又有什麼樣的檢核機制？單一次課程的學生反應也不足以完整呈現課程的深

度與廣度，而學生的成熟度對課程的評價是否值得信任也令人存慮，所以，開課

的品質，的確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扎 R-6-12）。 

而我們也不能否認學校內部一定會有老師對於參與優質化方案以及特色課程

抱持應付態度，除了讓學校氛圍以及學校領導感染渲染之外，也許對於其它認真

的老師們來說，更渴望的是一個「客觀的機制」來檢視（扎 R-6-13），但就目前而

言，高中課程的審核權限在於各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然而「你到課發會去好了，

誰有專業？誰敢說你有專業能力來評判另外一科老師所開設的課程有沒有專業？

（C-6-13）」，簡而言之，所謂「客觀的課程審核機制」因為牽涉較複雜的道德與

倫理觀點，故就現行而言，的確是尚且未能解決的問題。 

 

 

參、老字號的新面貌 

 

    正如同受訪者所言：「你透過優質化實施之後，你老師改變了，你的課是不是

真正實施了，你老師教學改變了沒有、你學生學習改變了沒有，這個才是最重要

的……（訪 C-1-7）」，由此可知，要理解關於城市高中實施優質化方所帶來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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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最重要的絕對是檢視其教師教學的改變、學生學習的改變以及特色課程的

落實，而隨之延伸而來的，則收到了教師對學校的認同感、以及家長與社區的支

持等成效： 

 

一、 教師教學內涵的提升 

    優質化方案在城市高中引發的效應絕對是正面的，每一位受訪的師長皆肯定

優質化方案對學校帶來的影響，正如受訪教師所言：「我覺得你要讓我去評估成效，

至少我覺得這個設備添購之後，我的課程上面真的有所提升了，我有很多事情以

前做不到的，我也會因為這個東西而被改善了。（訪 C-5-7）」 

C-5 教師作為生活科技科的老師，因為優質化方案添購了 3D 雷射切割機，促

使他的課程內容產生很大的改變，他自言：「我不會再去走那些很低階的設計。（訪

C-5-7）」，而課程內容的改變也影響學生想法的改變，學生不會因為自己非職業科

的背景而糾結於傳統技術知識的不足，相反的機器的現代化與升級使學生的想法

可以被促發落實，創造力於焉產生，學生在課程上自然獲得更多的回饋與自信。 

須知，優質化方案不能單靠行政團隊的支援，教師團隊的投入絕對是致使優

質化方案成功運作的必備條件，因此教師端對於計畫的認知程度越高，越能有效

地發展計畫內涵。所以教師在發展課程、添購設備的同時，除了思考提升學生的

學習能力之外，還能進一步行銷學校，將資源效益最大化，這種優質化已不僅只

是學校效能的提升，甚至可以是教育資源的擴大運用（札 R-2-10）。 

 

二、 學生學習自覺的改變 

 

「……我們就很明顯有的學生它很能夠接受我們給他規劃的這些還有這些理想，

學生就會變得比較……有些啦，我不能說全部，有些學生他就會變得比較主動，

他就比較會去把握說要找機會多表現自己，有的學生也很關心他拓展性課程的時

數，他會來問說，為什麼我參加了可是我還沒有看到我的時數被核上去？（訪

C-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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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規劃成漸進式的學習，將課程的內涵分成三個層次：基

礎、加深、延伸的概念，讓學生可以審視自己的學習情況，再選擇適合自己的學

習課程。這樣的模式代表學習不再由師長為你決定，而是學生必須要為自己的選

擇負起責任，教師定位成輔助的角色，在必要時為學生提供建議，但更多的抉擇

還是源自於學生的自我需求以及對自我的認知。 

而學習意義的遷移需要經過長期的溝通，也因此城市高中的校長會跟學生如

此解釋：「當別人寫了小論文、當別人做了服務學習，而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寶貴

的經驗，累積了他的實力、累積了他的能力，而你呢？這就是你最大的懲罰。（訪

C-1-10）」 

所以影響學生改變的因素，除了學校與教師聯合提供的豐富而有系統的學習

課程之外，同儕的學習進度也會形成渲染與提升的動力，學生在這樣的氛圍下，

更能發現自己與他人相較的不足，並進而思索自己學習的缺失，當思維產生，自

覺的意識形成，改變的行為也就蓄勢待發了。 

 

三、 特色課程明確的落實 

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行之有年，是經過長期的經營與規劃下的產物，因為「校

本課程不可能在推動前再來做，應該是要提早幾年就就讓課程慢慢去發展。（訪

C-1-1）」也因此透過逐步的推動，參與特色課程開發的教師也逐年增加，如同教

師所言：「我們希望三年內，所有的老師全體都有參與過特色課程的設計。就是至

少他開設過一門特色課程。（訪 C-6-3）」正因為加入的教師更多，甚至形成合科跨

科的辦理模式，使得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不但多元且富有深度，於是更激發出教

師開發課程的熱情與動力。 

也因此，由上表 4-1 可明見城市高中特色課程的架構，共分三個層次，基礎性

課程是從校訂學分開設的課程，學生的上課時間是正規課程時間，而 1.5 倍的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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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模式更是教育部新課程綱要所重視的內涵，所以基礎性課程是每個學生都一

定要參與的課程。 

而拓展性課程則以活動和營隊的形式開設，並未硬性規定學生是否參與，由

各處室或各領域老師依據學校的教育理念或額外課程的需要，進行品德教育、領

導教育、或者學科課程的補充，學生的參與採自願性質，自行決定累積自己的學

習歷程。 

此外，第三種層次的研究性課程則專注於小論文和自主學習計畫中，強調學

術性向的培養，符合城市高中學生的學習特質，要求每一位學生都必須完成屬於

自己的學習面向。 

由此可見，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架構嚴密、層次鮮明，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學

生學習歷程，從基礎性課程開始做跑班選修，符合的是政策需求和開展學生性向，

但到了拓展性課程，則開啟了更多的營隊活動，讓課程與活動可以激發深化學生

的學習動機，但真正落實教育改革意義的則是第三種研究性課程，針對小論文、

自主學習計畫、專業導向學習，學生對課程的投入，代表的是學習意義的轉移，

學習不再是為了他人的要求，而是為了自己的成就（札 R-2-2）。 

 

四、 學校認同感的提升 

藉由優質化輔助方案推動特色課程為城市高中帶來意想不到的附加價值，即

教師對學校認同感的提升、以及社區與家長對學校的支持。 

正如受訪教師所言：「相對於我們過去還沒有推動特色課程之前，所看到的現

象，是推特色課程之後，對學校認同感的老師是非常多，願意投入這件事情是多

的。（訪 C-6-7）」因為對學校有認同，所以願意投入，因為投入而產生改進，因為

改進而達到更好的教育目的（札 R-6-7）。甚至於有許多老師「因為開特色課程所

以找回二十幾年來老師的價值和尊嚴。（訪 C-1-20）」這是當初城市高中始料未及，

卻令人動容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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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成效，需要透過學校提供給老師機會和平台，特色課程就是這個機

會、這個平台，這樣的提供無關乎學校的大小與等級。須知學校老師是推動學校

改進最重要的支柱，如果沒有老師配合，改進是不會成功的（札 R-1-16）。 

此外，對學校認同感的提升，自然也包含社區與家長的支持，因為特色課程

的發展，也促使學校與社區家長之間有更多的互動與溝通，如受訪者所言：「……

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會認同學校有這樣的課程，他覺得說，真的孩子未來能力才是

決定他們勝敗的一個重要的關鍵。（訪 C-1-12）」而實際辦理特色課程活動的受訪

教師亦言：「譬如說家長會感受到，像我有一次辦活動的時候，我一公告時……我

是辦不是只有校內有校外的，那我一公告上網後，第一個來報名的是外校的學生，

他就打電話過來，他們就是非常積極看我們的活動內容，然後就第一個打電話報

名。（訪 C-1-12）」由此也足見家長和社區對於學校活動的支持與認同，也會明顯

地反映在具體的參與事實上。 

 

綜前所述，我們得以窺見城市高中發展優質化輔助方案的脈絡，從其願景到

實施過程，從其特色課程的產出到最後帶來的不可言想的成效，都是學校改進過

程中的疼痛與歡喜。而自主管理機制在這其中扮演了絕對重要的角色，因為自主

管理機制的運作，營造一個富有動能、並能永續經營的改進學校，更協助學校達

到人才培育的願景。 

    爰此，透過城市高中的例子，我們發現優質化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這

個目標越明確越好，這個目標不是高遠大，而應該要相反過來，具體、簡單地足

以讓每一位學校人員都了解學校要做的是什麼。例如城市高中，就是要「發展課

程」，一來因應教育趨勢、二來創造學校價值，而在這過程中無心插柳地開展出許

多令人感動的教育改變，學生的學習改變、教師的教學改變、家長的心態改變、

學校文化氛圍變得更好，真正朝向優質的學校邁進（札 R-1-19）。 

甚至於，你可以想像身為一個城市高中的學生，他走入城市高中，發現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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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元的課程，他發現自己有選擇的權力，他可以選擇自己的課程、決定自己要

如何去學，他是自己的主人，所以能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在共同的課程核心之下，他被教導放眼教室之外，看入國際社會，他被鼓勵

遠行服務，在偏鄉反思一己之奉獻，他回到學校，他的心中自有丘壑，他可能找

到了學習的目標與意義──那些意義非來自灌輸──於是他開始主動思考，有意

識地繼續選擇自己的學習歷程，在學校提供的各種主題各種類型與各種學科的特

色課程中，他明確且自主地投入，他的每一個選擇是有意義的，他對每一場課程

是充滿好奇與自信的，三年下來，他累積出來的學習經驗讓他與眾不同，他的內

心自有信仰，他在如此的學習環境中自然成就。我想，這樣的孩子，正是城市高

中願意投入發展優質化輔助方案，最美的希望，也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最想見到

的教育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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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睡獅變成火戰車──水城高中的故事 

 

 

    本節主要歸納水城高中辦理優質化的相關細節，以理解其執行脈絡，故共分

三個部分來呈現：第一部分敘述水城高中辦理優質化輔助方案之願景、第二部分

分析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機制，第三部分羅列實施優質化方案後的學校成效。透

過此三部份的敘寫，期望完整繪製水城高中以自主管理機制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

的面貌，並進行後續的綜合分析與討論。 

 

 

壹、水城高中的願景 

 

本段主要說明水城高中的辦學願景，乃先從學校的歷史背景與學生圖像理解

其學校文化脈絡，再進而描述其辦學理念影響後續競爭型計畫申請之因果，以此

理解水城高中的改進方向與目標，再進行後續的策略探討。 

 

一、 學校背景 

(一) 學校圖像──覺醒的睡獅 

    水城高中位處北部近郊地區，是一所標準的都會型社區高中，其地理位置優

越，依山傍水，有多條快速道路連接核心都會區，更坐落於捷運所經之處，交通

便捷的條件下亦有益於招覽鄰近地區的學子。 

    其創校距今約二十餘年，目前全校共有 48 個班級，其中包含音樂班 3 班，全

校學生總數計有 1,909 人，男女比例平均；教師人數則共有 113 人，碩博士比例高

達八成，平均年齡約在 41 歲，有專業亦富熱情，質精而優；其辦學期間更培養多

位傑出校友，有演藝名人、知名歌手、電影影星、音樂演奏家、知名國際學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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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等，多元的校友成就足以印證學校辦學的理念：「適性揚才」（文 W-2-13）。 

    長期以來，水城高中的辦學精神深具東方儒家文化與西方教育哲思，強調「愛

與理想」，再加上前述的學生成就，可知水城高中在過去實為社區國中生的第一首

選，深受社區家長的信賴；而近年來為因應教育政策的變化、社會少子化的現象，

學校更不遺餘力地多方引進各類競爭型計畫，以期透過資源的挹注，結合學校既

有文化，祭出「資源整合」的口號，揭起「特色課程」的旗幟，期許能為學校帶

來「多元展能」的學生圖像（文 W-1-2）。 

而在校園環境與硬體資源的部分，水城高中占地寬廣，除卻班級教室所在的

教學大樓，以及行政單位與特殊教室大樓，更兼有生活科技大樓、教學資源活動

中心大樓、學生活動中心等空間，此外，為使學生擁有更好的學習活動環境，近

期更有運動場、籃球場、與排球場等戶外場地預定工程，足見水城高中擁有寬廣

而舒適的求學空間，且不遺餘力地給予師生最好的學習環境。 

再進一步細數校內各科專科教室，發現高達 25 間，近二年學校更透過競爭型

方案資源的挹注，增闢北部學校第一間專業的 TED 教室、並著力於更新圖書館增

設夢幻閱讀區、改建國際交流用的綜合視訊教室、目前更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合

作，欲打造數學科專用的潘朵拉教室（訪 W-1-7），由此可見水城高中企圖賦予既

有校園環境不同的可能性，並積極落實「國際教育、全人教育、美感教育、品格

教育」的四軌教育願景，更進一步聚焦在課程的發展上：打造屬於水城中的「新

八課」：「海洋、美學、閱讀、藝術、國際、領袖、雲世代、適性登峰」（文 W-2-6）。 

就事實而言，水城高中本身具有絕佳的條件：「以我服務過那麼多學校，是這

個學校的條件最好，不管是老師的素質、物理的條件、還有學生的活潑性多元

性……所以那整個是很有質感的學校。（訪 W-1-11）」。 

然而，校內的教師多半沉湎於昔日資源豐沛、招生容易的光景，卻忽略了時

代變遷與教育資源分配原則改變等因素，學校宛如一頭「睡獅」，也致使「這七年

之中，我們在社區裡面是墨守在那但沒有往前進，我們不是一個攻擊型的學校，

 



151 
 

所以變成最好的學生不會因為水城高中四個字來到水城。（W-2-6）」也因此水城高

中的最好的時代已逝，而學校的能量停滯不前，甚至開始下滑。 

而覺醒的契機始於 103年到 104年之間，新任的校長與教務主任接棒歷史責任，

承擔未來期盼，喚醒沉睡中的獅子，凝聚轉變的動能，其藉由多種競爭型方案資

源的引入，打造「有效學習的教學環境」、型塑「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培養「國

際移動力的未來人才」（W-3-52），這不但是水城高中競爭型方案的理念、亦是其校

務發展的核心、更是其積極營造的學校品牌。 

 

(二) 學生圖像──每個孩子都可以做自己的領導者 

水城高中因定位為都會型的社區高中，故學生來源有六成是當地國中學區的

學生，另有四成是跨區就讀者，且多半來自於社經地位較高的行政區，故大部分

學生家庭背景高，素質齊整，有益於學校推廣國際教育。 

而在過去會考的時代，水城高中學生的 PR 值大多落在 71-85 之間，學生程度

中上且整齊，在教育上具有可塑性，而每年畢業生就讀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比

例約為三比七，近年來則逐漸變動為四比六，足以證明水城高中的辦學績效，備

受社區的肯定與期待。 

如今，新生入學機制因應於免試入學方案，水城高中的學生來源據統計多半

落於 3A2B 和 2A3B 兩個區間，這樣的改變對水城高中不啻為新的挑戰，爭如受訪

者所言：「我們收來的質優的學生他的素質就在下滑。（W-2-6）」也因此學校積極

辦理教師專業社群，期望透過社群轉動較師動能，來落實課程設計與補救教學（文

W-2-15）。 

正如前述，過去水城高中對學生一向以升學作為主要的教學訴求，然而教育

趨勢的轉變，學生素質的落差也使得學校開始翻轉教育的思維：「教育的本質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得到適合他發展的教育。（訪 W-1-1）」也因此，水城高中重新省思學

生的特質，發現：「他們就是屬於比較都會型的孩子，然後……他們也可能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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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敢於表達（W-3-2）」，也因此「提升學生的世界觀。（W-5-1）」，成為對學生的

新訴求。 

在此訴求下，學校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品德教育、美感教育、並大力拓展第

二外語、志工服務等課程，期望學生與國際接軌，並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獲得

與他人競爭合作的能力，如此期許「每個孩子都可以做自己的領導者。（W-3-1）」。 

 

 

二、 學校願景 

(一) 失焦的優質化輔助方案 

    在敘述水城高中的學校願景之前，須先理解水城高中在學校改進這條路上已

歷時七年之久，自 97 學年度開始，該校即以「精緻教學、溫馨校園、全人教育、

終身學習」為四大主軸，順利地通過第一期程三年的申請與發展歷程，之後，順

應政策的推動，聚焦第二期程的申請，並將發展主軸轉為「守護愛家精神」、「開

拓文創視野」、「提升精進教學」，同樣地再度通過教育部的審核，正式進入第二期

程，開始了第二個三年的發展歷程。 

    至此，水城高中的優質化方案已發展了六年的時間，然而，進入第七年欲聚

焦第三期程的方案申請時，學校卻碰到了瓶頸，如受訪者所言：「慢慢的我們走到

了優質化的第二期程之後，坦白講我們有一度也不想再申請了。（訪 W-2-1）」，究

其原因則在於：行政動能的疲乏、主導人事的更替、以及與教師端的疏離現況，

這都致使水城高中在優質化方案的續辦上力有未逮（訪 W-2-1、2）。 

事實上對水城高中而言，六年優質化方案的經營歷程，也許帶來了很多改變，

但相對也累積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長期下來被忽略，以至於在學校申請第三期

程方案之時，毫無疑問地成為硬傷，阻礙了學校改進的步調。 

過去，水城高中發展優質化方案是為了獲得經費補助各科選手培訓亦或辦理

活動，更重要的是希望汰換當時舊損的設備，然而，六年下來這些經費的投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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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讓水城高中的成員感同身受，看似拔尖扶弱的方案計畫但走到最後獲得的卻是

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再加上毫無動能可言的教師端與被耗盡動能的行政端，致

使優質化方案在水城高中呈現隨時都想結案的狀態。 

新任的教務主任試圖歸整過去發展的歷史脈絡，竟發現學校現行的願景與優

質化的規劃並未有密切的對應關係，以至於第二期程的優質化計畫根本無法引導

學校適切發展（訪 W-2-1、2）。以至於受訪者感嘆：「過去這個學校，其實沒有什

麼特色。（訪 W-1-2）」，更別說累積六年的抽象文本、以及不聚焦的計畫內容（W-2-1），

這一切都讓水城高中的學校改進狀況有停滯之憂，似乎長期的改進措施並沒有為

學校帶來更多的改變或能量。 

於是，水城高中決定暫緩第三期程的申請，重新深思第二期程的意義，並訂

定新的學校發展方向，這一年，對水城高中而言至關重要，校長、教務主任的更

迭帶來新的風氣，也同樣帶來新的磨合，透過校長的領導與溝通，結合行政團隊

與教學團隊，學校開始急思改進與解決之道。 

 

(二) 「世界之子」的學校願景 

水城高中在歷經過校長換任與行政改組等制度人事的改變後，開始重新檢閱

過去的改進歷程、認真繪製曾經的脈絡，結合優質化輔助方案的精神，再次規劃

出嶄新的計畫內容。第二期程第五年，水城高中將優質化方案視為一個「系統」（訪

W-1-1），透過這個系統的運轉，其最大的目標就是讓學校產生「質變」（訪 W-3-1）。 

要能使學校質變，就必須使「學校要有特色、要有亮點。（訪 W-1-1）」，這同

時也是優質化方案的精神，所以他們認為唯有「改變陳腐的課程，開發有特色的

課程。（訪 W-6-1）」才能落實學校的改進，再進一步說，課程的開發與改變需要依

賴第一線的教師，也因此，優質化方案的計畫內涵逐漸聚焦：「學校申請優質化的

理念是，把老師的動能帶起來。（訪 W-2-1）」。 

換句話說，藉由教師動能的啟動，開創屬於水城高中的校本課程，所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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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須思考教育的本質「一定要以學生的學習，你一定要回歸到學生的學習。（訪

W-1-1）」，水城高中相信教育的本質在於以學生為主體，「每一個人可以透過教育

這個歷程，他自己可以適合他自己的發展。（訪 W-1-1）」。 

綜上所述，水城高中參與優質化方案的願景，即在於讓學生擁有「帶得走的

能力」，使學生可以適性發展，成為「世界之子」（訪 W-1-4）；而其具體目標，則

在於深耕教師社群，啟動教師教學動能以開發校本課程；如此，始真正地將教育

回歸到學生身上，達到學校改進的意義。 

 

 

貳、 水城高中的改進機制──嶄新的優質化輔助方案 

 

如前段所述，水城高中在推動學校改進這條路上行之有年，但曾經創新的制

度在六年後趨於僵化，過去激起的改進浪花也歸於平淡，因此，如何走出學校特

有的風采、符應時代的趨勢，再次定位學校的價值，是如今水城高中必須面對的

難題。爰此，水城高中重新規劃了優質化輔助方案，在舊有的基礎上去蕪存菁，

融入新的理念，他們慢下腳步、厚積薄發，期望再次展現不一樣的學校形象。 

故本段將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敘述水城高中重新規劃的優質化方案內容、其

次歸納其成功推動方案的重點策略，接著呈現其革新實施後的成效，最後述及永

續經營的方法，以此呈現水城高中的新面貌，以利後續探究其效。 

 

一、 重新聚焦的優質化輔助方案 

水城高中在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這條路上，已走過六年漫長的歲月，然而到

了第二期程第三年，卻因為未能及時整合校內資源、並提出學校經營特色、導致

所有優質化預期的效益與教師動能流失，以至於優質化方案最後只成為一項待辦

業務，如此，不但未能達到優質化方案第二期程要求的「聚焦與創新」，甚至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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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的「特色領航」方案計畫也未通過審核。水城高中於是決定暫緩前進的腳步，

反省第二期程的計畫，發現其計畫內容無有明確具體的方向，所以計畫內涵不連

貫，進而造成辦理的項目瑣碎繁重，簡而言之，學校改進這條路，若照原先的計

畫走下去，水城高中將後繼無力（文 W-2-1）。 

也因此，水城高中新任的校長與教務主任第一步先歸納了前幾年的計畫內容，

整理出曾經辦理方案的脈絡，再根據學校的整體環境、教師的教學氛圍、以及學

生的組成背景等面向，重新擬定新一年的優質化方案的發展策略。於是，新的方

案計畫扣緊大環境的教育趨勢，從十二年國教少子化減班危機、到新課程綱要的

訴求，驅使水城高中確認了發展的方向與目標：即開發學校特色課程展現學校特

色。 

此外，他們更針對學校過去瑣碎破碎的業務模式，也重新加以修整連結成系

統，於是每一個計畫內涵都有課程、有活動、有教師專業社群，三者交織形成更

有價值的完整方案（訪 W-2-2）。 

是以，水城高中推出了嶄新的優質化輔助方案，究其內涵有三個重要的理念：

一為培育人才、二為建立學校特色、三則著重教師參與的動能，此三理念貫穿了

整體方案計畫，故以下茲就三個面向進行說明： 

 

(一) 培育未來人才的優質化方案 

過去水城高中的教育目標單純以升學為導向，或者說，曾經國家在高中端的

教育都帶有同樣的目的，但受訪者認為，優質化方案的投入，改變學校過去以升

學為導向的教學目標，轉為引導學生全人發展的教育目標，換言之，優質化方案

把過去窄化的應試教育轉正為讓教師正式教育的本質，學生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

了上大學，而是成就自我的價值（訪 W-1-1）。 

而對水城高中而言，何為未來人才？受訪者認為，未來人才代表學生必須具

備有國際觀：「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如果說我們為了孩子以後的生涯發展，他真

 



156 
 

的要有一個這樣的視野和態度，而且他要有一個最基本的……國際素養，素養裡

面包括他要有這種眼光、他要有這種態度，他要有這種基本的 sense，這叫做國際

素養。（訪 W-1-4）」，也因此，水城高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資源創辦國際教育、

志工服務、美感教育、品德教育、海洋教育等活動與課程，這些課程與活動的規

劃明顯跳脫以往升學的思維，而是落實於學生人格特質與潛能的培育（文

W-2-19）。 

據此，水城高中在第二期程第五年「焦點創新」其優質化方案的發展方向為：

「藍海之星」、「新秀群英」、與「世界之子」，期許每個在水城高中的學生，都能

培養出「品格實踐力」、「多元學習力」、「生活創造力」、「藝術鑑賞力」及「國際

移動力」（文 W-3-20）。 

水城高中扮演的就是這樣的角色，她提供給學生一個別開生面的環境與資源，

學生身處其中，除了開發自己的興趣亦能了解自己的潛能，當學生發現自己所處

的環境如此充沛、視野如此廣袤，他的學習動機自然也會跟著提升，他們自然也

會要求並期許自己擁有更好的學習（訪 W-5-2），而這樣的學生，才是國家真正未

來的人才種子，也是水城高中致力於教育改進的核心理念。 

 

(二) 建立學校特色的優質化方案 

    正如受訪者所言，其認為優質化方案是一個系統、一個資源，而這個系統和

資源是為了能帶給學校發展特色的機會，因此對水城高中而言，學校特色的建構

落實在兩個面向上：一是環境設備的改善、二是課程與教學的轉化。 

    在環境設備上，水城高中原有 25 間專科教室，這是一個極為有利的優勢，但

是，「沒有一間可以讓人家參觀，沒有一間具有特色（訪 W-1-6）」，是以，水城高

中透過優質化方案經費的投入，將舊有的專科教室重新設計，改建為情境教室、

更增設了圖書館的夢幻閱讀角、及可發展視訊交流的「寰宇教室」、TED 教室、茶

道教室等，如此大手筆地優化校園環境與設備，使其更符合現代教育趨勢、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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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教師教學需求，進而激促了特色課程的形成，也因此學習情境空間的改善，

無庸置疑成為水城高中推動特色課程的基礎建設。 

此外，在課程與教學的轉化上，強調特色課程的建構，而特色課程的推動乃

源自於水城高中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綱要的準備（文 W-3-20），也因此學校積極組

織特色課程小組，啟動教師專業社群的動能，期許建構屬於水城高中的「課程地

圖」（訪 W-1-6）。 

故以 104 學年度為例，水城高中正式實施「跑班選修課程」，其分別於高一高

二各別開設 14 門課程，即是為了符合課綱精神，培養學生的「多元學習力」；再

者，水城高中亦積極與鄰近的大專院校簽訂策略聯盟，引入大學端的專業師資等

資源，以作為學校未來發展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綱要的優勢重點（文 W-3-20）。 

如此，從硬體設備到軟性課程，水城高中積極開發學校的「巧實力」，他們期

望破除舊有的架構，跳脫學校僵化安逸的氛圍，為學校再次注入活躍而充滿熱情

的基因。 

 

(三) 啟動教師參與動能的優質化方案 

    水城高中另一項優點，在於其擁有美善的教師文化：「這邊的學校的氛圍，教

師文化的氛圍比較母性的，有那種母性的那種特質、氣氛。（訪 W-1-2）」，也因此

教師對於學生具備正向的關懷，甚至於願意為了學生而付出改變，這樣的特質即

成為水城高中發展教師專業社群的基礎動能。 

所以透過優質化方案，校長與教務團隊掌握這樣的教師風格，積極帶領教師

端加入方案的建構過程，故短短二年之間，學校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氛圍，如受訪

者所言：「因為優質化的關係，讓水城高中的教師氛圍在改變……改進上我認為感

受最深的是，我們開始把老師通通拉進來……（訪 W-2-2）」又或如另一位受訪者

所言：「老師願意在教學上跟課程上做很多的嘗試，做很多過去所沒有的，做很多

嘗試做很多改變，我覺得這是對一個沉寂這麼多年的學校，這一步太大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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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0）」 

顯而易見，「教師參與」成為水城高中最重要的優質化核心，因為啟動了教師

參與的動能，於是學校開始展現不同的風采，儘管因為申請優質化方案帶來許多

難以言語的壓力，但是參與的教師們卻能在繁瑣的業務中找到自己的成就、看到

學校的改變、並因之而肯定而榮耀。換而言之，唯有教師參與了改進的過程，學

校才有真正變革的可能性，也才真的能將改革的精神落實到學生身上，達到學生

學習變遷的理念，因為，改變學校的關鍵，永遠在教師（札 R-9-2）。 

 

二、 推動優質化方案的策略 

    水城高中執行優質化方案進入第二期程第四年與第五年，展現謀定而後動之

態勢，其重新凝聚學校共識、奠定發展基礎、開發改進動能，最終目標乃是跨越

優化方案第二期程「焦點創新」之範疇、並躋身第三期程「特色課程」的行列，

而歸納其重新策動方案的關鍵，即在於校長的領導、與教師社群的翻轉，以下將

分別敘述之： 

 

(一) 校長領導點燃轉變動能 

    水城高中申請優質化方案第二期程第四年的原因，受訪者很明確地表示：「我

們現在繼續做是因為校長希望我們繼續做。（訪 W-2-9）」而細究新任校長的背景，

乃為高中優質化方案團隊的核心團隊成員之一，也因為校長在高中優質化方案的

執行上有豐富的經驗即獨到的見解，因此使得水城高中的優質化方案開始有了聚

焦性的發展方向（訪 W-2-1）。 

水城高中的新任校長對於水城高中過去六年的執行優質化方案的經驗，他精

闢地認為那是沒有特色的作法，甚至於只是所謂的「一個人的計畫」，所有方案的

承辦責任都由單一教務主任或者組長擔當，方案的理念只集中在個人，卻未曾「把

他（優質化方案）當作一個可以讓學校改進、讓學校改變的一個很好的系統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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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訪 W-1-2）」，故校長一上任，就「教導我們要散出去，讓越多人參與越好。（訪

W-5-6）」，而且絕對「不能夠因為老師拒絕，就走自己做的回頭路。（訪 W-2-8）」 

事實上，優質化方案應該是一個機會、一個切入點，一個真正使學校教育「翻

轉」的可能性。因此在擬訂計畫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反思：「我們現在給學生的，

這個學校，從每一個老師到一個整體的學校，我們所提供給學生的，是不是最適

合他的？（訪 W-1-2）」，簡而言之，水城高中校長推動優質化方案的理念，即在「適

性教育」。 

而在發展學生適性教育的大原則下，校長具體且有經驗地開始組織行政團隊，

重整團隊思維，並進而延伸至每一位參與方案的教師，乃至於全校教員的意識，

因為對水城高中的校長而言，「如果我們學校裡面任何一個組員或幹事，甚至是來

幫忙的大哥們都知道我們學校很特別的是甚麼……那這樣我們就成功了。（訪

W-5-4）」，基於此，其最終目的即是將這樣的意識概念具現為課程行為，並使學生

受惠。 

這樣的一個歷程展現出了校長本身強烈的理念與溝通能力，對於水城高中的

校長而言，優質化方案從來不是一個難題，正如其受訪時所言：「怎麼會有什麼困

難呢？你想做就沒有困難，你不想做你會很多困難。所以我從來不覺得有困難。（訪

W-1-6）」，足見其對於改進學校的決心，是不容動搖而且深具影響力的。 

而這份影響力的落實來自於校長優異的溝通能力，所以在執行優質化方案的

過程中，相關的主任、組長與教師，都數次與校長會談，「如果他們觀念不同，就

叫過來溝通阿！一層一層的溝通阿！（訪 W-1-6）」，換而言之，對校長而言，只要

觀念改變了，行動就會有所改變，方案計畫是一個系統工具，可是執行的人員才

是核心，所以執行優質化方案的首要之務，即是翻轉「人」的思維。 

據此，我們可以想見水城高中再度執行優質化方案的過程中，校長扮演著極

關鍵的角色，其不厭其煩地親自溝通，也以身做則主動投入方案計畫中的志工交

流、並在各種會議的場合進行經驗分享，更鼓勵主任、組長甚至於最重要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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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將其執行優質化方案的成果公開交流，形成完善的計畫、執行、檢核的機制，

而在這樣公開正向的氛圍下，使得優質化的理念被普及，教師深受影響，而學生

也產生改變。 

可以說，水城高中因為校長的領導，使參優質化方案的成員都能感受其對學

校、對教育、對學生的熱情，校長領導凝聚了全體的目光與能量，讓優質化方案

「從沒有，就是說從大家都不在意隨便做，到不得不認真做，到真的把老師帶起

來。（訪 W-2-10）」這即是學校最重要的改進動能（扎 R-8-7）。 

 

(二) 教師社群的翻轉與實踐 

    對水城高中而言，「教師社群的翻轉」絕對是參與優質化方案後，學校最大的

轉變（訪 W-1-6）。水城高中執行優質化方案進入第二期程，每一年的子計畫都涵

蓋教師專業社群的建構，然而，「在前面第二期程第一年到第三年，我們的教師專

業社群是虛假的，這幾乎是為了計畫列上去，然後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多老師在做。

（訪 W-2-2）」，由此足以令人明白，前幾年水城高中的教師社群運作只流於表面，

實際上的狀況其實是：「老師不想要，（因為）現在很多老師都會感覺政府把應該

給的錢，框在專案裡，然後強迫大家做一些績效的事情。（訪 W-2-5）」。也因此，

看似長久的教師社群制度，在水城高中只是一個符號。 

然而，對水城高中新任校長與教務團隊而言，教師專業社群的經營才是「真

的有可能把一個計劃變成一個學校的事情。（訪 W-2-2）」，也因此，當他們決定繼

續發展第二期程第四年的優質化方案時，依然選擇將教師專業社群子計畫續存，

但卻重新申深化教師專業社群的概念和執行內容，從前的教師專業社群彷彿畫皮

一般有形無神，但是這一次，在校長的領導與教務主任帶領團隊鼓勵教師投入的

情況下，教師社群反而變成學校改進的最大動能，教師們透過社群形成夥伴關係，

始能有所溝通、討論、創發、與分享，並真正開始改變教育的內涵。 

換而言之，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基礎在於老師，不是行政人員，因此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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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社群的建立，可以讓教師和行政之間建立強力的連結（訪 W-5-4），而水城高中

經營優質化方案的首要之務，即是強化教師社群這個連結，在這樣的做法下，學

校開始展現明顯的改變： 

首先，參與方案的教師更多元，而且「老師們自主的參與度是比較高的，是

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他們在做甚麼他們都很清楚。（訪 W-4-3）」，因為教師社

群是軟文化的組織，藉由同儕參與能夠更明確地傳達訊息，且「透過討論或甚至

校長帶工作坊的方式，大家的距離會慢慢拉近，距離拉近後才可以說出心裡的想

法，對於學校的發展才可以真正有助益。（訪 W-5-4）」 

其次，教師動能明顯的提升，因為行政端的承辦人員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老師

主動提出開設特色課程的想法，甚至自組團隊開始經營與規劃課程內容，「老師們

的想法不是行政灌輸想法，而是在適當的引導和碰撞下，老師他們自己因為喜歡

學校和為學生付出，他會自主地把這個想法提出來，希望我們行政能跟著配合和

調整，讓課程可以更好。（訪 W-5-6、7）」 

由此可見，水城高中的教師專業社群一路走來，從玩假的到玩真的、老師們

的心態也開始軟化轉為正面接受，所以從：「一開始非常抗拒，覺得幹麻煩我，你

們自己行政要搞自己去搞，不要弄我。」轉變為：「我們越來越容易 call 老師就

有人來。對就是打電話又要出門（開會或研習）囉？喔好吧，就來了。 （訪 W-2-10） 」 

爭如上述，水城高中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社群，致使學校參與教師多元化、教

師動能開始提升、教師心態有所轉變，因此促使了學校特色課程諸如跑班選修真

正落實、第二外語課程成為學校必選修課程、海洋教育融入了文學的底子、音樂

班的學生也能憑藉專業進行志工服務、飢餓三十的活動開始發展為課程、進而完

善了國際教育的發展能量，這都仰賴教師專業社群在其中發揮了橫向連結的角色，

足見教師專業社群絕對是水城高中發展優質化方案，達到學校改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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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核優質化方案的成效 

    要檢核水城高中辦理優質化方案的成效，則可以從兩個方向來了解，一為其

自主管理的機制，二為其檢核使用的工具，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 自主管理的檢核機制 

水城高中基於教育的趨勢和學校的需要開始申請優質化輔助方案，更將方案

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之中，做為學校發展的主軸和方向，故在辦理優質化方案的過

程中，就需要適時地檢視，也因此，為了有效視察和引導優質化方案的推動，學

校成立了「高中優質化工作小組」，由校長為召集人，定期召開自主管理會議，以

檢討工作執行、掌握進度、並進行成效檢核（文 W-2-34）。 

在自主管理會議的部分，學校參與成員的狀況，區分為：大自主、中自主和

小自主管理會議（訪 W-2-3）。 

大自主參與人員包含校長、所有一級主管、各科召集人、各年級級導師以及

第一線參與方案的相關教師，人員龐大而廣泛，通常都在專案快要結束時招開，

主要討論內容在於成果經驗的交流與分享，著重在教師的回饋與反思。 

中自主的參與人員與大自主的人員差不多，但每個月會招開一次，主要的討

論內容在於執行的現況與進度、碰到的困難與重新凝聚發展方案的初衷（訪

W-1-5）。 

小自主的管理會議不定期招開，可以再細分為兩種：一種參與人員主要以校

長、一級主管和相關承辦子計畫的組長等行政人員為主，會議內容主要在於校長

對於執行方案計畫的提點、意見和方向、或者是否有其他刪減增添的內容等；另

一種則是各教師社群自己招開的小自主管理會議，著重在課程執行面的討論，如

現在的課程進度、結構，還有呈現的方式以及如何達到目標等內容。 

而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會議，優於他者在於其會議內容，不單只是討論計畫

執行的困難或者經費核銷的進度等等，其更重視計畫執行者的執行心路歷程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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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共享、還有對於計畫執行的反思與回饋，這樣的模式能幫助方案被內化於教師

教學的歷程中，形成教學意義，也形塑學校正向提升的教學動能。 

簡言之，定期招開的會議制度，不單只是討論優質化方案的進度或者困難，

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分享與展示學校的執行成果，將學校的努力與成果公開並透明

化，有助於學校在外受到矚目、提高形象，對內亦有助於凝聚同仁意識，讓全校

師生理解學校正在做什麼、已經做了什麼、將要做什麼，彰顯了理念，也肯定了

表現（札 R-11-5）。 

 

(二) 檢核使用的各項工具 

    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過程中，會善用優質化方案網站上的資源，下載相關成

果報告的表格，但是會加以修改，再慢慢形成符合學校需求的範例，提供給所有

子計畫負責人撰寫成果報告使用，其內容大致以子計畫的量化和質性的紀錄為主

（訪 W-3-3）、再來才加入經費的執行進度、然後再加入執行過程的照片紀錄（訪

W-2-4）。 

換而言之，水城高中的成果報告格式有其演進的歷程，爭如受訪者所言：「我

們一直都在進行自主管理，但是他的表格和格式限制我們要去寫的方向，有點太

封閉，他可能要我們執行這個月作了些甚麼事。可是那東西並不是這麼好用。（訪

W-4-2）」，可見起初的成果報告表格對負責人而言是瑣碎且沒有意義的工具，是以

在校長的提點下：「自主管理就是不要難到老師不想跟你自主管理。（訪 W-2-4）」，

學校的主要承辦人員嘗試簡化表格內容，再參考其他學校的優秀做法，逐漸修正

出屬於水城高中的成果報告表格。 

而對水城高中而言，這份進化過的成果報告的格式變得很重要，因為可以協

助承辦教師與組長確切地掌握自己經費執行的現況、以及計畫執行的進度，並且

適時地將執行過程紀錄下來以利後續進行檢討與回饋對所有參與的人員而言，這

個表格越清晰，就越能將整體方案計畫統整起來（訪 W-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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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PPT 也是很常被水城高中使用的工具，其最大的優點在於有文字和畫面，

能幫助使用者重新整理與思考方案執行的歷程，並產出最後的成果報告，並依此

進行分享。水城高中上至校長下至參與方案的教師，都習慣於使用 PPT 的模式將

成果展現，而教師使用 PPT 展現成果的意義，在於教師是真正有參與方案內容，

且「老師分享的比例比行政分享還要高。（訪 W-1-6）」更能證明水城高中的優質化

方案不是行政的方案，而是真正由教師引起動能，促使學校改進的方案。 

此外，在各項工具中，受訪者亦提及甘特圖和心智圖的運用，認為前者有利

於專案管理的提升，後者則有利於方案子計畫橫向的思考連結與整合。 

以甘特圖而言，就是時間的管理，而所有的專案管理，時間是最關鍵的，特

別是他常搭配經費的核銷。反過來看自主管理，不論是質化或量化的描述，都已

是後設的分析，必須在計畫的後期才能歸納，可是能做為方案前期整體檢核的，

反而是甘特圖，所以「只要甘特圖做得好，老師才會框在這個時間裡面去跑。（訪

W-2-4）」。 

而至於心智圖，則屬於受訪者的一個建議，受訪者認為在學校發展優質化方

案自主管理的過程，若能融入心智圖的運用，有利於參與人員啟發系統性思考，

如此能使每位參與人員對於優質化方案都更容易具備大局觀，然而目前這是行政

人員與教師都尚需增能的部分，故屬於仍需努力的目標與方向。 

 

四、 改進優質化方案以永續經營 

水城高中在執行優質化方案的過程中，不同層級單位的負責人自然也面臨不

同程度的困難與限制，但他們嘗試面對困難，也並不因此放棄方案的申請，持續

在行動中尋求改進之道，以期可以真正達成讓學校產生質變，並使學校愈形優質，

是以在訪談的過程中，相關受訪者皆表示願意繼續申請優質化方案，且儘管執行

方案事繁而重，但行政流動率小、教師參與率逐年提升，足以表現學校改進的動

能與決心（訪 W-1-11）；故整合其所遇見的困難，約可區分為計畫、執行、以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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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等三個層面，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 計畫層面的困難──抽象的概念 

優質化方案既為學校改進的方案，則方案內容自然須以學校為主體來規劃，

也因此要發展一個學校的改進方案，須事先對這個學校有足夠的理解以及參與，

才能準確地抓住其須改進與發展的核心，故受訪者亦言：「當一個沒有概念的主任

一開始拿到專案計劃，實際上來講，學校核心他是摸不到的。（訪 W-2-7）」 

是以，正如同水城高中的例子，新舊承辦主任之間未做到傳承與交接、過去

六年的執行經驗未能滲透學校各層級，使得到了第二期程第四年的當下，學校各

級單位對於優質化方案，仍呈現一種模糊曖昧的態度，以及抗拒排斥的意識；而

甫接手的承辦主任，面對一個模糊的概念（過去的發展脈絡），以及同樣模糊的自

己（未來的發展方向），亦只能嘗試土法煉鋼地重新彙整過去六年的執行成果，企

圖在龐大複雜的組織中，規整出屬於水城高中可行的脈絡，故其言：「我覺得優質

化對我來講最難的事情是，他時常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訪 W-2-7）」 

而緊接著此困難延伸而來的問題，則是：「我要如何告訴老師，優質化是有意

義的？（訪 W-2-7）」因為抽象的概念，使教師端無法理解行政端執行方案的困難，

致使二者產生距離與疲累感（訪 W-5-6）。 

正如前文所述，優質化方案絕對是團隊動能，不可單靠行政團隊或者一人辦

理，優質化方案是一個學校的方案，學校是眾人的學校，所以方案也是眾人的責

任。那麼要如何讓優質化的意義感染校內的每一位人員，則是細緻而又關鍵的作

法，畢竟唯有「認同」才能產生「改變」。因此，正如受訪者所言：「我覺得更核

心的概念就在於，行政到底有沒有心去了解學校優質化的歷程。（訪 W-2-7）」 

必須承認，優質化的執行過程中，領導者的思維是很重要的，校長的理念、

主任的認知，都是促成優質化的意義被理解的關鍵，所以行政人員必須先釐清優

質化的意義，才是學校優質化的濫觴（札 R-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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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水城高中的改進之道，即從校長領導做起，重新賦予學校定位，共建學校

願景與發展方向，佐以主任整理過去發展的歷史脈絡，研究他校成功的實施案例，

透過交叉比對抽絲剝繭然後去蕪存菁，重塑優質化方案的認知建構，再將理念與

意義完整而具體地呈現在教師面前，使教師逐步參與，因參與而成就，因成就而

榮譽，因榮譽故自然有所認同，再感染更多的教師共襄盛舉，形成良好正向的學

校改進氛圍，以此解決教師認同等問題（訪 W-2-7）。 

 

(二) 執行層面的困難──經費運作 

在執行的層面上，經費的運作往往也是執行子計畫的參與者最容易碰到的問

題之一，在水城高中的個案裡，優質化方案經費限制了經資門申請比例原則，致

使資本門不足而經常門卻又過多。 

換而言之，優質化方案經費不足以支應學校所需的設備費用，卻又增添了太

多的經常門諸如鐘點費等需要執行，於是執行者最終只能將多餘的經常門經費繳

回，而設備部分則另尋其他方案經費補助（訪 W-4-4、W-6-2）。 

此外，計畫初期撰寫的目標與實際執行的過程會有相悖之處，計畫趕不上變

化也是執行過程中會碰到的問題，例如經費的擬定與核銷須依照教育部編列條例，

但在真正實施上卻發現經費不夠彈性以支應學校欲發展的特色計畫，以致最後部

分經費需要繳回教育部（訪 W-3-5）。 

在此情況下，相關承辦人員盡可能嘗試以校本預算轉圜部分經費，或盡力在

期限前加辦活動核銷經費，以保持方案計畫的完整性。 

 

(三) 檢核層面的困難──諮輔訪視的壓力 

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機制中，會定期召開諮輔訪視會議，期望透過專家學者

等局外人的觀點，敏察學校辦理優質化方案的盲點，並得加以改進。然而，固定

的諮輔訪視卻同時間帶給行政端極大的壓力，以至於受訪者直言不諱：「我覺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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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對行政端來說真的負擔是非常重的，尤其優質訪視。（訪 W-3-6）」。 

對執行單位而言，優質化方案是一個事繁而重的計畫，而諮輔訪視會議會因

為水城高中本身期望呈現即時性的執行成效，致使相關執行單位須在短時間內產

生許多紙上作業，無形中增添了許多壓力。 

再者，諮輔訪視的專家學者大都來自學界，受訪者認為：「教授畢竟沒有在高

中的第一線，所以有些時候他們講了很多的概念，他們講很多概念來講，對老師

而言需要很劇烈的轉化。（訪 W-2-7）」，簡而言之，即專家團隊的語言太過學術性，

例如：「橫向的連結」、「質變的歷程」等語彙，都讓教師端難以迅速連結其背後的

意涵，故過程中尚須透過校長或主任的理解再翻譯，如此，也顯得校長和主任的

角色至關要緊，彼此之間都需要很強的溝通能量。 

然而，儘管諮輔訪視對水城高中帶來無形的壓力，卻也不啻為輔助學校成長

的機制，因為在輔導訪視之前學校必先做好內部自主管理，所以能直接地影響學

校自主管理的歷程（訪 W-1-8）；此外，諮輔訪視同時間亦扮演著「夥伴」的角色，

讓學校在改進的歷程中帶有情感性的支持，正如受訪者所言：「優質化是帶給我們

一個概念就是，希望有一個一路陪著我們的人，那我覺得這個概念對老師來講，

是很情感的、很不錯的。（訪 W-2-9）」 

總而言之，諮輔訪視機制在學校改進的過程中必有其存在意義，如水城高中

試圖轉化諮輔訪視所帶來的壓力，試著讓第一線教師直接參與會議，並直接向專

家夥伴匯報執行成果，諮輔訪視在此等同於一個平台，讓教師可以直面自己參與

優質化方案的成果，也讓自己的付出受到注目與肯定；再者，透過專家夥伴的建

議與支持，能偕同學校研究出最適宜的改進之路，更能順利地促進學校優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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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火戰車的新面貌 

 

    在水城高中的訪談中，我們發現自主管理機制的成效是鮮明而顯而易見的，

每位受訪者皆給予優質化方案正面的肯定，也認為學校持續申請優質化方案是必

然且必要的決定，而綜合受訪者敘述其所察覺的成效，最明顯者有二，即：一為

對優質化方案認知的改變、二為教師文化的改變、三乃學生學習的感受，以下將

分別敘述之。 

 

一、 凝聚對優質化方案的共識 

正如前述，對水城高中而言，優質化方案曾經是一人方案、單一處室方案，

而對水城高中的教師而言，優質化方案曾經是抽象不具體的概念，甚至淪為經費

的補給機器；又因為優質化方案繁雜而瑣切的業務流程，致使校內相關人員頻繁

的更替，這更成為專案計畫的隱憂，如此未完全亦或不詳盡的交接，都會讓方案

的辦理產生斷層、甚至於失去了原先辦理的核心精神。 

然而事實上，優質化方案必須結合學校的整體發展與校務計畫，優質化方案

不僅是申請經費來支援固有的學科項目、學藝競賽的評審之類的，換而言之，優

質化方案的經費必須用於「提升學校的能量」，而非在既定業務上的經費支出。也

因此，要如何讓優質化的意義感染校內的每一位人員，是細緻而又關鍵的想法，

因為唯有「認同」才能產生「改變」（札 R-8--7）。 

而水城高中便是以自主管理機制的實施，擴大參與者人數，並試圖讓校內成

員「參與」，主事者相信：因為參與而看到改變，因為改變而產生成就，因為成就

所以榮譽、所以認同，正是以如此「溫水煮青蛙」的態度，水城高中逐步且有效

地凝聚了校內全體成員對於優質化方案的認知，形成共識（札 R-8-10）。 

至此，優質化方案不再是水城高中的隱憂，學校也不再是一頭沉睡的獅子，

優質化方案轉而成為學校亟欲爭取的項目，學校動能更轉為「火戰車」之姿態（訪

W-1-11），推動著學校開始發展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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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文化的改變 

    水城高中的教師其實具備高尚的教育特質，或者可說是好強的、具備榮譽心

與渴望成就感的特質（訪 W-1-9），他們認為學校應該要「建立出自己的特色，要

讓學生可以有品質的學習，走出去的時候他身上的能力可以比其他學校來的多。

（訪 W-5-9）」，正因為如此，只要給予適當的引導，教師的文化是可以被改變與激

勵的。 

也因此，水城高中在校長的領導與教務主任的努力下，充分地落實自主管理

機制，將水城高中的教師文化往團隊動能的方向結合，所以校長亦言：「高中優質

化的系統真的是轉換到我們學校現場，讓我們學校做了教學的改變，而這個教學

的改變不單只是教學方式的改變，教學內容的改變……那還有教學空間的改變。

（訪 W-1-8）」 

故從其成效可明顯地發現，教師之間隱蔽的藩籬被打破了，教師彼此得以展

開教學上的專業對話，於是多元有趣的課程計畫接連產出，教師在其中感受到專

業互動的樂趣，也理解教學不用孤軍奮戰，集眾人之力反而可以形成更好的教育

品質。 

而在這樣的氛圍下，學校教師開始習慣 PLC 的討論模式，在每一次會議中教

師團隊會自然地分組、利用紙筆或者板書，開始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對主事者而

言，這是令人動容的改變，不但代表優質化方案逐漸深入教師意識，也代表學校

成功地改變教師固有的文化，形成創新而質優的教師動能（訪 W-1-13）。 

儘管尚未使全校教師投入，但是透過逐步地渲染與感化，行政團隊不斷傳達

一個重要的概念：「自己的學校自己主張」，如此，水城高中開始逐漸展現出不同

以往的形象與生態（札 R-8-10）。 

正如受訪者所言：「優質化最關鍵就是提升老師動能，你不能老是永遠提升自

己教務處的動能，然後每一個人都被你壓榨光了，大家就走掉了，那其實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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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沒有因為你的努力而改變。（訪 W-2-8）」，簡而言之，對水城高中而言，教師

文化的改變就在於教師動能的提升，而教師文化的改變正是為了讓學生的學習環

境，因為眾人的努力而變得更好，讓教育產生正向的優質化。 

 

三、 學校認同感的提升 

學生與家長的認同，往往是學校檢視與修正的重點參考。所以水城高中的教

師亦言：「你優質化辦得再好，都是學校內在的質變，但你要讓家長有感覺，你一

定要透過你質變帶來的提升教學動能、反應在改變學生學習，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學校的升學率。（訪 W-2-5）」 

誠如上述，對水城高中而言，要獲得學生、家長甚至是社區認同的關鍵絕非

學校硬體設備有多先進，而是「課程」，所以受訪者亦言：「第一個你有很棒的課

程，第二個你有很好的升學率。然後前者又會支援後者，那只有優質化才能夠讓

我們看到有這個機會。（訪 W-2-9）」 

換而言之，當教育經費無法重整學校硬體資源，那麼課程就必須具備軟實力

和巧實力的魅力，這也是學校在百家爭鳴的教育改革趨勢，與少子化的時代背景

中，唯一能開創的藍海道路。 

而水城高中的教師也認同在如今這個嶄新的網路世代，其教育方法必然與時

俱進，未來的社會要求學生的絕非考試和記物，所以教師必須願意為新時代、為

學生而調整甚至設計教學課程，把舊有傳統課程解構再建，推出別出心裁的教學

內容（訪 W-6-3）。 

故透過自主管理機制有效地分配運用優質化分案的經費，可以促使新課程落

實在學生身上，也因此學生可以最直接地感受到學校課程的獨特性，認同這是一

所「有趣的學校」，具備各種多元的課程與活動，於是學生被激發學習的樂趣，學

校教育呈現主動而非被動的學習環境，如此更帶動家長與社區所在乎的升學率，

也因此受訪者亦直言因為透過優質化方案的運作，學校的升學率終於在近兩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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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逐步呈現上升的趨勢（訪 W-2-6），如此也更容易爭取學生與家長的認同。 

 

 

綜前所述，曾經的水城高中宛如「睡獅」，不但教師團隊處於「安樂死」的狀

態，學生素質也屢屢下滑，升學效率因此不彰，優質化方案更是一人團隊，無法

發揮其精神與成效；換句話說，學校整體最大的問題，不是缺少經費或設備，而

是就算擁有最好的設備與最豐富的經費，其最關鍵者在於學校內部宛如一灘積水，

存在，卻沒有動能。 

但這樣的現況在這兩年開始轉變，水城高中新任校長透過 PLC 的運作，落實

自主管理機制，擴大教師參與的力度，逐步凝聚學校共識，激發行政團隊與教學

團隊之間的對話與合作，如此開創出真正適合學生的新課程，更積極引導學生要

進入國際、要走入社會、要感受藝術、要聆聽海洋的聲音，這些都是水城高中辦

理教育的理念，也同時成為其所期望的嶄新的學生圖像。 

可以說，現在的水城高中不再是一頭昏昏欲睡的獅子，而是被添柴加碳，動

力滿檔的「火戰車」，其瞄準優質化方案第三期程「特色領航」的精神，逐步聚焦

校內特色，以形塑水城高中的「課程地圖」，積極地開始備戰下一波十二年國教新

課程綱要即將來臨的教育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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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與分析 

 

 

    由第四章兩所個案學校的描述，可理解其各自推動學校改進方案的過程，藉

此我們發現校長領導與教師社群在兩所個案學校的互動現況，更進而理解二者透

過自主管理的回饋和調適，促使學校展現永續經營的動態歷程，也成功的提升學

校效能。 

    據此，本章將以第二章所述之理論，綜合探討兩所個案學校推動高中優質化

輔助方案之現況與意義。故本章區分二節，第一節以學校改進意涵分析兩所個案

學校推動改進方案的重要背景；第二節則以學校本位管理理論探究學校推動自主

管理之意義。透過以下的綜合論述，期望能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第一節  從學校改進意涵探討個案學校推動改進方案之背景 

 

    學校改進的意涵正如前文所述，是一種全面性的途徑、工具、過程，其目的

是為了提升學校的效能，而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之所以開啟學校改進的歷程，皆

是為了提供學生更好的教育內涵，達到優質教育的理念；然而，學校改進代表的

也是學校體制內的變革，在舒適圈的概念下要求教育現場進行變革，則勢必有其

不得不為之的原因，故歸納兩所個案學校的變革背景，我們可以從學校外在的大

環境趨勢，以及學校內部的重要變革者切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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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環境與教育政策的趨勢──學校外部角度 

     

其實，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各有其歷史背景與文化傳承，儘管兩校具備相異

的內部制度與校園氛圍，然而同樣位於北部地區，二者所面臨的教育趨勢必定雷

同。故歸納大環境下的各種背景，發現促使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開始改進變革的

原因，可歸根於二：一是大環境的隱憂、二為人才培育的理念，以下分別就此二

者進行說明。 

 

一、 大環境的隱憂 

觀察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背景可以發現其皆面對相似的問題，即知識經濟、

資訊時代、數位科技與全球化的高度發展迅速席捲了各國社會結構，而為因應迥

異於往昔的當代社會，各國無不積極推動教育改革，期望培育符合國家與現代社

會需求的人才，以保有並深耕國家競爭力；由此回顧臺灣的問題，在外部環境上

與世界各國同樣面臨急遽變化的時代，故需亟思不被淘汰的良策，而在內部環境

層面，又同時面臨經濟疲弱、人口驟減、核心價值偏移等問題，故由整體大環境

觀之，臺灣教育界不免牽連影響，隱憂繁多。 

社會環境經濟疲弱，物價指數卻居高不下，致使各界產生經費不足的問題，

勞工爭取最低薪資、軍公教訴求年金改革、社會上對於生存權的正義與公平的意

識爭論，在早期經濟發達的時代何曾可見？ 故此影響教育現場人員亦恐惶惶，生

存權不得滿足，又何談教育精神與敬業？更別說整體社會對育教育人員的批評要

求趨多、鼓勵支持減少，更是教育界的一大挑戰。 

此外，人口驟減更致使教育端出現少子化現象，這更是目前各校最大的隱憂，

而從兩所個案學校的訪談中，更彰顯了少子化現象對於整體教育界的衝擊之廣，

首先在學校招生層面，其次在教師教學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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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收來的質優的學生他的素質就在下滑。（訪 W-2-5） 

 

（學校效能）可能準備要往上，當這個往上的路上的時候，實際上來講，我覺得

他不會推得很快向上，因為我們剛好有遇到了一波叫做少子化，所以我們只能 hold

住這個點，一直接著走，那這個時候問老師（優質化的感想），老師就會覺得累

死了。（訪 W-2-8）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覺得，也許十二年國教會改變一些什麼東西，MAYBE 改變一些學

校的學生的組成、然後學生的來源等等，會有所改變……（訪 C-6-1） 

 

我們認同於應該要有些學校來做所謂的學術傾向能力培養的學校，應該說，我們

的老師也習慣於這一類的教學方式，所以我們如果希望讓老師那個十二年國教，

他可以減少，可以幫他們的衝擊減到最低的話……那可能我們就要努力很努力，

學校行政就要很努力盡可能讓我們學校可以維持在我們招進來的學生是比較屬於

這樣特質的學生。（訪 C-6-8） 

 

就學校招生層面而言，少子化意味著學生素質的去集中化，致使學校現行招

收的學生與過去會有很大學習程度上的差異，以城市高中而言，該校歷屆招收高

素質學生，最差的錄取狀況也有 4A，但少子化的現象可能讓學校招收預期以外的

學生；而水城高中也發現學校近年來招收的學生程度不如過往，學生素質下降，

自然代表著學校效能自然難以提升。 

簡單而言，少子化代表學校不再有挑收學生的優勢，所以當學校招收到預期

外的學生，則第一個受到衝擊的必然是第一線施教的教師，因此少子化趨勢帶給

學校的第二個挑戰面向即是教師教學模式的改變。 

在教師教學層面上，教師的教育理念、教材教法都會依照學生的程度而有所

不同，例如城市高中以教育「學術性學生」為其固有文化，水城高中則以「多元

展能」為其學生圖像，也因此在教學的內涵上，必然有各別著重的規劃，然而，

當少子化後，教師原先成熟的教學設計可能會實施在程度不相當的學生身上，於

是課程需要再度規劃，但學生程度的落差是一種未知且不可確認的狀態，所以課

程調整到何種程度也無法預估，是以少子化自然成為影響課程成熟的另一項變

因。 

換句話說，少子化現象讓學校既擔心招生名額不足，又擔憂招生素質落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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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致使校內教師的教學也受到挑戰，所以對各校而言，少子化現象代表的是學

校適者生存的能力，如何在少子化的戰場內發展出特色本事，其實相當考驗每一

所學校的實力和決心。 

為此，城市高中決定開發特色課程，故「優質化其實都是著重在整個學校的

特色課程的發展上面（訪 C-1-1）。」，他們期能透過特色課程的訂定來招收符合預

期（學術性向）的學生；而水城高中的校長亦有同樣的想法：「當少子化，你學校

一定要口碑，一定要有特色……（訪 W-1-9）」，所以水城高中也隨之開始進行特色

課程的規劃。這即是兩所個案學校開啟變革動能的起因之一。 

總而言之，大環境的隱憂繁多，外有世界競爭壓力、內有經濟弱勢、少子化

現象等，儘管教育界受到極多挑戰，然而各校仍然期望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積極

開創各種可能性，從國家教育開此產生好的影響與好可的改變。 

 

二、 人才培育的理念 

 

我們也要兼顧菁英教育但是我們就不敢講，我是覺得不要用精英兩個字，我不認

為是菁英，就是比較學術傾向的這種，比較會念書的這些人，可是我們不敢強調

啊……（訪 C-6-13） 

 

我們整個推課程不管是做教學的翻轉，就是兩大主軸，第一個主軸就是為了台灣

未來的人才，這是一個中學老師的使命……那第二個主軸，就是當少子化，你學

校一定要口碑，一定要有特色。（訪 W-1-9） 

 

事實上，十二年國教政策「希望每位孩子都能成材」，新課程綱要則強調培養

學生成為「終身的學習者」，而不論城市高中亦或水城高中，在其學校發展與改進

的大前提上，皆是以培育人才為理念，這彰顯了兩所個案學校的教育理念，其實

正與國家教育的理念一致。 

進一步說，十二年國教政策與新課程綱要訴求三大面向與九大項目，前者為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而後者則為「健全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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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及溝通表達」、「科

技資訊及相關媒體運用」、「藝術涵養及美感素養」、「公民意識及道德實踐」、「人

際關係建立及團隊合作」與「多元文化及國際理解」。 

這三大面向九大項目的訴求，都是國家培植人才的核心能力，國家期望這些

能力可以在課程中學習，所以啟動了各校課程改革的基礎，諸如城市高中將偏鄉

服務作為延伸學習，讓學生學會自主規劃和創新應變，水城高中主導國際志工，

教育學生具備國際視野與道德實踐等，這些都是將學校培育人才的理念落實在課

程的規劃上，也緊扣國家教育政策的發展，成為核心思維鮮明的教育路線。 

如此，這確實符應了 Fullan（2007）的學校改進理論，在少子化的大環境因素

中，國家教育政策符應著學校本身的人才教育理念，都成為影響學校改進的重要

因素。 

 

 

貳、個案學校的重要變革者──學校內部角度 

 

學校改進最重要的前提概念在於每一所學校皆有其獨特性，因此改進行為應

著重於各校「校本」的改革，所以能決定校內變革走向的重要關鍵者，必然是校

內的人員。故校內的重要變革者，自然由校長行政團隊、與教師教學團隊兩大群

體擔綱。 

而回溯前文學校改進理論中，在 Fullan（2007）亦認為學校層級的重要變革者

包含有校長的角色、和教師的參與。是以，在學校改進的過程中，自主管理機制

事實上正是協調並促進行政端與教學端的互動合作，讓兩大群體得以運轉成改進

的動力，發展出學校的特色，也因此自主管理機制具備有促使學校成就學習型組

織的功能，讓教育改進的行為能持續成長與作用。 

故綜觀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的故事，也同樣透露出學校內部變革者所發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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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與重要性。 

就城市高中的個案而言，其學校改進的變革，是由上而下的引導，卻是由下

而上的展開（扎 R-6-1），由下所述更明確可見這樣的推動關係：  

 

我覺得這一兩年我看到我們學校好幾位老師，就是充滿點子，然後有爆發力很多

活力，對，我只覺得說他們這麼有熱誠那行政當然就更要支援他們，像有的老師

就會想說我要替國中端辦個什麼營隊，我可以怎麼樣行銷城市高中（C-2-4）。 

 

當然在王校長的大力推動之下，還有現在的圖書館主任和教務主任的大力配合，

還有家長會的支持，所以我們當時的學校在等於說，我們學校算是全國推動特色

課程的學校裡面，應該說啦，應該說是表現非常優秀的一所學校。（C-6-2） 

 

換言之，城市高中推動學校改進方案，非靠一人之力，而是「團隊」上行下

效的成果，其上自校長、行政端，下至家長與學校教師，都成為推動學校改進的

重要關鍵。 

而同樣的學校改進網絡也出現在水城高中，水城高中的推動過程更明確的表

現出這種學校互動的關係： 

 

我們跟過去最大的一個改變裡，應該是說，改進上我認為感受最深的是，我們開

始把老師通通拉進來，那不管老師願意做多少，或者是批評指教，我們把它當作

是一個有機體在經營（W-2-2）。 

 
我們學校老師其實還滿好強的，那其實他們就很有成就感、有榮耀感，你知道短

時間、短時間、然後做到，你看跑班選修 14 門課，這麼多跨科，然後兩年做了四

個空間，所以他們就會去問說，我要怎麼樣可以？來啊，來開課阿，趕快揪團，

所以也有兩個老師相招，然後就去找教務主任說他們下學期要開選修課程，是主

動的喔，因為你覺得說只要願意做課程的開發、課程的發展，除了這個原來的必

修課，你願意給孩子一個多元適性試探選修的機會，我們就給你無限的 SUPPORT。

（W-1-9） 

 

水城高中將學校改進方案視為一個完整的有機體，而非個人單打獨鬥的業務，

也因為透過團隊的合作與激發，才能創新更多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的視野；

改進方案需要第一線教師的參與，所以行政端提供平台資源，教師端利用機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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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的理念。 

仔細比對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的案例，得以發現互動良善的學校網路是促使

學校改進方案成功推動的關鍵因素，透過校長、主任、教師、家長多元的互動模

式，能彼此支持、提供協助、發揮創意，營造別開生面的教育現場，這亦符合王

慧秋（2001）以學校效能面向切入的研究，研究發現校長領導、學校氣氛、教師

教學與社會關係對於學校推動改進方案提升效能的確具有明確的影響力。 

 

 

    故總論上述，由學校外部看少子化和人才培育的理念，再加上學校內部重要

變革者的互動，彼此之間所展現出來的關係網絡，足見國家政策引導了學校發展

方向，學校成為實現國家政策的媒介，而自主管理則幫助學校展現改進動能，所

以透過校本自主管理，最終幫助學校成長，達到培養國家人才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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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學校自主管理理論分析個案學校自主管理之意義 

 

    學校本位管理的理論基礎源自於分權理論、參與管理（Y 理論）、以及全面品

質管理之內涵，故其實施過程強調的是去權力中心、人性化、以及績效責任等考

量；相關的概念自 1996 年開始引進我國，此後經過教師法、教育基本法等法規的

實施，地方政府開始下放權力，校本概念成為顯學，促使校內權力結構的轉變，

再加以近年高中端課程綱要的改革，與各種競爭型計畫的申請，致使學校的自主

管理機制愈形關鍵，故本研究期許透過分析個案學校的自主管理機制，以理解自

主管理機制運作的核心。 

爰此，本段將分三個部分綜合探討，首先分析兩所個案學校自主管理的模式

與其策略，其次分析兩所個案學校的自主管理機制的角色與重要性，最後統整自

主管理機制的意義與圖像，藉由上述三個部分，以理解兩所個案學校落實本位管

理的重要概念，藉此為後續有意參與改進方案之學校提供具體的建議。 

 

 

壹、 兩所個案學校的自主管理模式 

綜觀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推動優質化方案的現況，其實有著非常相似的歷程，

二所個案學校面臨同樣的大環境背景，在校內發起變革的重要關係人也同樣著重

於校內的行政與教學兩大團隊，故試以理解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推動優質化方案

時的自主管理模式，我們可以用品質管理理論中的「PDCA 品質管理循環」來進行

歸納，依此循環管理模式進行說明的原因在其具備回饋機制，其雖非自主管理，

但卻符合自主管理的永續發展精神，也符應兩所個案學校執行的現況，故以下據

此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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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PLAN）： 

    PLAN 是品質管理循環理論中的第一步，所以學校在此階段須明確表達所欲達

成的目標與成果為何？二者可視為方案的頭尾，在二者之間即是學校須努力運作

的過程。而在規劃 PLAN 的階段，通常會受到兩大因素影響：一者為競爭型方案本

身的訴求，二則取決於學校本身發展的需求，這兩者之間本質上又彼此相互投射

關聯。 

    舉例而言，優質化方案的目標乃為配合十二年國教政策以培育人才為目標的

理念，而兩所個案學校本身亦有培育人才的需求，所以在此二者目標一致的前提

下，校內的改進行為便會著重於特色課程的開發──特色課程的開發又符合了新

課綱的訴求──因此學校便將方案挹注的經費資源投入於開發新課程所需。 

    也因此，在 PLAN 的階段，改進方案的撰寫與經費的分配狀況必須互相配合，

因為二者之間關係必然緊密，欲發展特色課程，則經費自然著重於投注在開發課

程的各面向，故欲理解一校發展之重點，可先檢視其計畫經費的配置情況。 

    是以，透過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的個案，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兩所學校對

於優質化方案的申請，都表現出具體的目標與期望的成果，而其計畫與經費也有

明確的推動方向： 

 

希望學校有這一筆經費能夠讓我們來推動課程的改革，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那

我也知道說未來學校需要有校本特色課程、校本課程……這個專案的申請，對我

們的學校的特色課程的發展是，一定是有些幫助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

申請。（訪 C-1-1） 

 

 

高中優質化其實就是在幫各個學校去建立特色，在第二期程的重點是，第二期程

的核心目標是焦點創新，幫妳學校聚焦建立特色，可是第三期程是你要發展特色

課程，所以其實我到這個學校兩年，就是抓住這兩個……高中優質化的核心目標，

也是我們學校這兩年校務推動的核心目標。（訪 W-1-8、9） 

 

    事實上，不論是水城高中亦或城市高中，二者對於優質化方案的期望皆在於

培育國家人才、符合十二年國教政策、並對新課綱有所回應，故規劃優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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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在落實第三期程「特色課程」的發展，正如同受訪者

所言：「教學跟課程還是一個學校的主體。（訪 W-1-8）」 

    同樣的研究結果亦顯現在張弘勳（1997）、鍾肇光（2009）的研究，其二者皆

發現學校本位管理中以課程與教學的自主程度最高，因此學校在推動改進方案的

內涵上，當以課程與教學作為主軸進行考量；此外，從美國的全學校改進計畫（CSR）、

和香港的優質學校改進計畫（QSIP），也都彰顯著改進方案內容的重心，即在課程

與教學的層面。 

    換而言之，學校若要發展歷久彌新的特色，必然以課程為主軸，因為課程才

是教育的依歸，才是學校的巧實力，才是真正能在學生身上展現教育意義的設計；

就如同學校改進的意義，即是學校為了實現教育理念、符應政策環境而發起的改

革行動，不管是哪一種面向的改革，其最終的受益者都應該是學生，也應該落實

於學生身上，而學校的角色，既是改革發生的場域、亦是預見與推動的積極者（札

-R-1-6）。 

 

二、 執行（DO）： 

    進入 DO 的階段，則需要展現學校推動方案的重要策略，透過策略才能讓學校

運作事半功倍。所以在水城高中與城市高中的訪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兩所

學校在推動方案的策略上，不約而同都著重於：校長領導的渲染與教師社群的推

動。 

 

校長一直希望帶領每個老師，能夠在課程上更多元，學生的學習能更自主。（訪

C-5-1） 

 

當然最重要的是校長。因為校長的權責是領導我們學校。（訪 C-3-10） 

 

我們現在繼續做是因為校長希望我們繼續做。（訪 W-2-11） 

 

因為校長來後他帶來的新資源和視野……我覺得帶給學生和看到的老師跟學校的

氛圍都會不一樣。（訪 W-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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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兩所學校的教師而言，校長不啻為推動學校改進的重要影響者，這樣的發

現符合紹俊豪（2002）的研究結果，即校長領導對學校本位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而就個案學校的例子，我們可以歸納出校長領導學校本位管理推動學校改進的幾

個重要性：其一是校長在學校體制上有職權高度，所以理所當然也順理成章作為

學校改進的領頭羊；其次是校長所具備的眼界與理念，會影響教師看待學校改進

方案的態度；其三則是校長背後的資源，會左右學校推動改進方案的深度與廣度。 

    而除校長領導之外，促使兩所個案學校推動優質化方案的關鍵策略，還有教

師社群的落實與運作，教師參與決定與學校本位管理的關係早在鍾肇光（2009）

的研究中即發現二者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的正向關係，故從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的

例子來看： 

校長教導我們要散出去，讓越多人參與越好，PLC老師也會慢慢推起來，他的組織

性會變得比較明確，在傳遞資訊的時候比較清楚快速，比如我們和招集人宣導，

他們回去後他們也會有意無意去宣導這件事情，久了各個老師們會知道 PLC是甚

麼東西，也會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和海洋大學簽約……（訪 W-5-6） 

 

我真的是用 PLC，協作、共享、共享願景跟協作，就是大家去共構一個願景，然後

在實踐的過程他們是用協作的方式實踐，那這個過程，就是整個學校的動能……

那個動能到什麼地步，有好幾次討論是我不在，所以他們已經有這樣的模式和習

慣，他們就把海報架就推到校長室來，就開始在我辦公室討論，就很習慣……（訪

W-1-12、13） 

 

老師相對於過去，會比較多的機會跟別的老師討論課程，就是那個合作的機制，

因為開發特色課程真的好辛苦，而且你一個人會有盲點，所以你會希望跟別人談

論。（訪 C-6-14） 

 

  我們認為未來學生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要把想法做出來的能力，所以結合

資訊和生科兩個，可以讓孩子能夠自由的去把他的想法創作出來，所以這個社群

有一個很大的目標，我們藉由每次的聚會，讓大家聊聊現在玩甚麼拉，有機會的

話互相去發掘出共同的屬性，還沒到目標，因為目標就是 107要上甚麼嗎，去找

出大家能夠融合的部分，這是我們在創社群一個很重要的方向。（訪 C-5-3） 

 

 

    由此我們發現，要推動學校自主管理，則不可忽視教師社群的組織。教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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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具有幾項重要特質：其一教師社群是整體學校運作的核心，能促使學校發現

方向、共享願景、擬定目標、具體實踐、有利於學校政策的溝通與推動；其二，

教師社群是特色課程開發與設計的根本單位，透過社群才能跨科合作、完善課程

的內涵，進而分攤教師開發課程的壓力。 

    據此，正如同廖仁智（2001）的研究結果，學校本位管理的實施有助於教師

專業自主的推動，進而影響學校效能的提升，故在學校自主管理中，若教師社群

的組織性越明確，則對上可為學校改進的中堅，對下更可為課程發展的核心；如

此，透過校長的領導與教師社群的互動，則可形成學校改進強而有力的動能。  

 

三、 查核（CHECK）： 

    CHECK 的階段乃是方案執行後的回饋與調控，這個階段彰顯了自主管理機制

的意義，主要用以檢視方案執行的成果是否如預期表現，是則維持模式，否則進

入改進，CHECK 階段就像是一個控管的閘門，細緻篩選每一個執行的成果與細節。

是故比較兩所個案學校的檢核階段，發現水城高中和城市高中都規劃有相似的機

制與工具，整體區分為外部檢核、內部檢核與檢核工具使用等面向進行探討。 

    就外部檢核機制面向，兩所個案學校都善用專家學者的諮輔系統（文 C-1-6、

C-1-93、W-2-35）、以及與外界進行策略聯盟，如城市高中與新竹和雲林等地的高

中進行課程發展經驗交流（文 C-1-5），而水城高中則與北部地區多所學校互相交流

國際教育、和特色課程的開發，更逐步推動與五所大學締結合作關係（文 W-2-37）。 

    而就內部檢核機制而言，城市高中自組特色課程小組，每兩個禮拜固定招開

一次專案管理會議，更於各領域研習時間辦理課程評鑑研習，以鼓勵教師規劃學

生學習多元展能成果、並利用週會時間抽測八個班級進行特色課程自評的問卷填

寫（文 C-1-93），以此理解並記錄學校執行過程中的種種軌跡。 

    此外，水城高中的內部檢核則以高中優質化工作小組與優質化教師社群為主，

定期招開主管會報、行政會報與優質化自主管理會議，其依據事務內涵和參與人

 



185 
 

員區分為大自主、中自主與小自主的會議，以確實地掌握執行現況並且進行經驗

交流，再者，各領域的教師研究會與校務會議亦成為討論和宣達學校改進方案執

行現況的重要場合。 

    而在檢核工具的使用層面，兩所學校都善用優質化網站系統所提供的學校檢

核表，但會進一步修整為適合校內使用的版本（文 C-2-62~64；文 W-2-38~40），此

外，城市高中更進一步將 E 化資源融入自主管理機制中，透過特色課程學習歷程

平台與專案管理平台的建構，能完整提供學校的行政端、教師端、學生端與家長

端的使用機制，使相關人員都能及時而明確地掌握學生的學習歷程、以及方案的

執行進度，如此更有效率於學校進行績效檢核與專案管理（文 C-2-65）。 

    據此，如下圖 5-1 的流程圖所示，兩所個案學校皆先組織專案小組，召開管理

會議來發展校本改進方案，經過校內運作形成成果，但所有的成果都要再回到會

議中進行討論和檢核，通過檢核始能作為學校特色，未通過者則進行改善。因此，

檢核具有滾動修正的特性，能在循環的歷程中持續發現問題，以利後續進行改進，

最終提升學校效能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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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兩所個案學校檢核機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四、 改善（ACTION）： 

    ACTION 階段是促使學校永續經營的重要步驟，經過前述內部自主管理的檢核

（CHECK）後，學校須將得知的缺失列入經常性的追蹤改善，透過改進的行動來提

升學校效能，所以 ACTION 階段亦有機制，如以優質化方案為例，其針對內部執行

成果可聘請專家諮輔給予改進建議、針對外部方案續辦則有專業機制審核學校是

否達到申請條件，這都可視為學校改進的改善行為。 

    此外，更重要的是 ACTION 階段督促學校進一步提出「如何改善」的具體作法，

故以兩所個案學校在推動優質化方案的過程中所碰到的難題及其試圖解決的方式

為例，我們可將之歸納在計畫、執行、檢核三個面向進行解釋： 

專案管理 

會議 

專案小組 

 

產生方案 

 

產出成果 

發展 

運作 

檢 

核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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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計畫層面： 

    城市高中的受訪教師普遍認為超出負荷的工作量是在執行方案過程中最大的

困擾，而水城高中除卻工作量之外，更苦惱於計畫的抽象概念，讓學校在執行推

動過程中，一不知如何切入重點，二不能有效傳達理念： 

 

學校現在的人力實在也是滿有限的。想做的事很多，該做的事很多……（訪 C-2-8） 

 

說真的我撐得很辛苦，因為我們科人都非常少，所以勢必像我的話有兩個，一個

就是代理、另外一個有一個活動組長，可是他身上也掛了很多責任。（訪 C-5-11） 

 

可是說實在，真的滿累的……你會多了很多教學以外的工作，很多很多很多很

多……（訪 C-6-14） 

 

基本上我們現在其實高中教育圈，大家至少都是碩士比例很高，但是畢竟不是一

個教育學科出來的，所以有一些那種抽象（的術語）聽不懂，然後聽不懂就算了，

老師還會反應說這意思是教授不滿意我們的答案嗎？（訪 W-2-9） 

 

 

    事實上，水城高中與城市高中所面臨的方案執行的問題，也是許多學校共同

面對的難題，當課程與教學進行改革，就意味著傳統的教學模式需要改變，對長

期一貫式教育已成慣性的教師而言，這是思想乃至行為上的改變、更是對學校固

有體制的挑戰，也因此需要磨合的層面和事項，更何況十個參與者可能會衍生出

一百種不同的想法，也因此領頭者要如何說服、引導所有人走在一致的道路上，

使其認同、理解、與情願，這是一場時間與壓力的競賽，也的確挑戰著各校的溝

通能力，以兩所個案學校的例子： 

 

我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有什麼不能解決？如果他們觀念不同，就叫過來溝通阿！

一層一層的溝通阿！像那個主任跟組長都被我溝通過好幾次了。（訪 W-1-6） 

 

我覺得校長一定要很堅持，這條路如果是對的，就要很堅持去，然後要去說服老

師。（訪 C-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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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團隊的架構其實就像是一個三角形，可是相對說起來我們的責任和承擔，就

是一個倒三角形。所以只要能夠找到越多的執行的人，就是其實大家做起來就不

會說壓力很大或怎麼樣。（訪 C-2-7） 

 

校長是告訴我們，自主管理就是不要難到老師不想跟你自主管理。（訪 W-2-3、4） 

 

做這個的人應該是一個沒有課務的人，唯一可以找到一個沒有課務的人就是系統

管理師，那剛好我們還有一個系統管理師的員額，所以我就利用這個系統管理師

的員額。（訪 C-1-19） 

 

    由上可知，要解決學校超出負荷的工作量，首先需要校長做為領導者的堅持

與溝通，因為理解是正確的事情，所以必然有強而有力的信心與決心去與參與者

進行溝通，循序漸進地促使老師一起置身其中，再難置身事外；再者，當參與的

人員越來越多，就能運用團隊的能量來共思共行，分攤方案執行的壓力；此外，

學校若要進行本位管理，則需要重新調整校內人員的業務，如同城市高中任聘系

統管理師為專案管理人員，即為學校編制上的重大決策，亦是人力資源的重編，

而類似的研究發現在林鴻章（2000）的研究結論中，其認為學校本位管理促使參

與決定的人變多，則角色與任務也須適時改變，而李天興（2002）的研究亦指出，

本位管理受到既有的法規限制，故建議應重新檢討組織編額的問題。 

 

 

(二) 在執行層面： 

    兩所個案學校在執行的部分不約而同都提出經費運作的限制，此外，在推動

方案的過程中，要激發教師參與的熱情與提升其對方案的認同，也是一件較為棘

手的問題： 

 

礙於計畫，所以這些要做的這些事情，衍生出來的這些事情，好像就碰到不能夠

要核銷就會有些困難，要做還是會做，但要核銷好像就比較沒有彈性。（訪 W-3-5） 

 

你會很多東西比如說他明明是這學期補助的，可是因為採購案很大，變成說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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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買得東西要到十一月底，等於說妳很多理想這學期要做的，你還是要拖到下學

期。（訪 C-5-7） 

 

    由此可知，學校在方案經費的申請需要經過教育部與教育局的事務流程，但

漫長且與學校不同步的撥款期程往往使學校執行方案有所窒礙，換言之，學校申

請經費以辦理課程活動，卻往往在實施期間內卻等不到經費的核撥，為此，水城

高中和城市高中的應對之法是先以校本預算轉圜，或另尋其他計畫經費支應，但

受訪者依然會有「計畫趕不上變化」之時，卻因為既定的經費項目不得輕易變更

而有所遺憾。 

 

我們學校執行優質化的難處就是，我要如何告訴老師，優質化是有意義的，然後

把優質化的這個概念，不是口號式的告訴老師，當然要很有耐心，等待老師願意

參與，就半拖半拉半等待，這個才是學校面臨的難處，並不是專案計畫申請不到，

或者是專案計畫錢多錢少……（訪 W-2-7） 

 

所以其實你要如何激發老師，而且你還不能讓老師……最後如果老師只是應付應

付你，那根本一點效率都沒有，註定要失敗，大家上下交相賊，大家都來應付嘛！

（訪 C-6-11） 

 

    此外，激發教師的認同與熱情，本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就如同前述在計畫層

面的困難處，一個事件可以有無數種不同的看法，學校更是複雜多元的聚集，要

使這個集合體擁有相同的共識，水城高中和城市高中都強調校長的重要性，所以

校長必須具備遠見、溝通與領導的能力，以其魅力特質與職權經驗帶領群體走在

正確的理念上，此外，堅實的教師社群亦有發現目標、創發願景、凝聚共識的效

果，若能善用社群的力量，更可使學校改進事半功倍。 

 

(三) 在檢核層面： 

 

你要開發那麼多選修課，誰來掌控選修課的品質？誰來掌控？而且避免劣幣逐良

幣，會不會有要求的，某些課程老師要求比較多，結果學生都不選，因為有的課

就很輕鬆阿……（訪 C-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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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述，城市高中執行方案的過程中，發現校內的課程檢核機制其實無法

真正淘汰不適合的特色課程，不能否認學校內部一定會有老師對於課程開發抱持

應付態度，除了盡量保持學校正向的風氣之餘，對其它認真的老師們而言，其實

更渴望的是一個「客觀的機制」來檢視（扎 R-6-13），但這仍是各校至今尚不能有

所作為之難。 

    此外，水城高中對於檢視層面則在諮輔訪視的部分倍感壓力，如受訪者所言：

「諮輔訪視我們就要做很多的 paper work。紙上作業上非常的多……專家來的話

也點出了一些方向。有所引領啦，但做還是我們在做，其實坦白說不輕鬆。（訪 W-3-6、

7）」然而，不同層級的方案執行者，卻帶有不同的觀點，如校長反而認為專家諮

輔是他善用的資源，透過專家系統能幫助學校更快凝聚核心意識、進而有效自主

管理（訪 W-1-8），而其他受訪者則能理解諮輔訪視的用意，即：「有一個一路陪伴

著我們的人。（訪 W-2-9）」，這樣的想法，讓長期抗戰的學校改進之路帶了感性的

安慰。 

 

貳、 自主管理機制在個案學校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 

 

    自主管理機制的設計是以學校為主體思考，冀望學校透過本位管理的精神而

自訂管理機制，藉此達到學校自我成長的功效。也因此，透過前述兩所個案學校

發展優質化方案的背景與脈絡，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窺視其自主管理機制的樣貌，

而對兩所個案學校的教育人員而言，自主管理機制的確令他們清楚感受到學校運

轉過程的方向與力道。因此本段將就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對自主管理機制的概念、

角色、與重要性三個部分進行描述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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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兩所個案學校對自主管理機制的概念 

    透過訪談，我們發現城市高中的受訪人員對於自主管理機制的概念，可以區

分成兩個層次，狹義而言「每個人都把自己份內的事情做好，就是自主管理。（訪

C-2-13）」，廣義而言「校長或主任他們在做整個大計劃的自主管理的過程。（訪

C-4-10）」，也就是說，「學校也應該自主管理，不只是一個專案要自主管理。（訪

C-1-19）」。 

    承上所述，在探究自主管理機制時，必須將「學校自主管理」和「個人自主

管理」兩個概念釐清，而前者其實包含後者；對城市高中而言，導入優質化方案

的辦理即是學校自主管理的層次，學校因之產生動能、形成循環、持續修正、並

且達到學校優質化的目標；而在這樣的循環過程中，每個參與人員堅守岡位、克

盡職責，將屬於自己的業務如期辦理，像一個小齒輪一般地自主轉動，即是「個

人自主管理」的部分。 

    因此，城市高中的自主管理機制形象如下圖 5-2，是小齒輪自轉推動大齒輪的

概念，每一個參與人員都是小齒輪，透過個人影響學校組織，而藉由學校組織團

隊如教師社群、行政團隊等的互動，持續運轉著學校優質化方案這個大目標。 

 
圖 5-2 城市高中自主管理機制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個人自主管理 

 

學校自主管理 

 

學校改進運作 

 



192 
 

 

    與之相對，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機制則展現不同的概念，水城高中的自主管

理機制可以區分為兩個層次：一為個人，二為組織（訪 W-1-12）。其認為，前者在

「訂定目標」到「達成目標」的過程中，遵守其所設定的規範和限制，就是一種

個人的自我管理機制；而組織是個人的放大，所以組織在達成目標的歷程中，時

常地「檢視檢查、盤點現狀、修正、往前走。（訪 W-1-12）」，這就是組織的自我管

理機制。 

    也因此在水城高中的個案中，自主管理機制是有方向性的，如下圖 5-3 所示，

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機制就是重複這個過程，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學校不斷檢視

自己的目標是什麼？計畫執行到現在而當初設定的目標是否還存在？確認目標、

確認現狀、確認作法之後，組織就能繼續往前走；故知其箭頭不僅是單向的，也

適時地在每個步驟重新檢視，回頭確認，務必使每個階段都符合最初設定的目標，

或可言之，自主管理機制最要緊的是，在方案過程中不斷提醒參與者，莫忘初衷，

這正是水城高中自主管理機制的概念（札 R-7-9）。是以受訪者亦言：「很多人如果

沒有這個（自主管理）的話，就會忘了當初為什麼要申請高中優質化，為什麼會

有這個子計畫。（訪 W-1-12）」 

 

 

  

圖 5-3 水城高中自主管理機制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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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綜合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對於自主管機制的思維，相同之處在二者皆

重視「個人」至「全體」的概念，及循環修正的功能，所以自主管理機制應具有

幾項重點：一是管理從個人做起再成就群體；二是自主管理應制定其運作的流程

與方向；三是做好自主管理，則能達到調整與回饋的功能，所以能形成學校特色，

提升學校效能。 

    由此，可發現自主管理機制其實與績效管理理論相符合，因績效管理亦強調

建構適當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讓每個人都適如其位參與賦權，進而讓學校團隊

有良好的資訊管理與工作發展，此外，績效管理也是有策略的回饋循環管理歷程，

有近程中程長程的發展目標，透過這些手段，最終促使學校效能永續發展。 

 

二、 自主管理機制在兩所個案學校扮演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自主管理很像這個支點，你自主管理做對做好了，你支點放對了，即

使這個很龐大，只要試一點力，我覺得整個學校就改變，就舉起來了。（訪 C-2-10） 

  

 

    正如同阿基米德說的：「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舉起整個地球。」自主管理機

制在城市高中也扮演著相似的角色，整個優質化方案就像是放在板子上的球，透

過一個支點被撐起來，所以這個支點的位子很重要，「自主管理如果做得不對不好，

或者是放錯位子，其實也沒有用，這個執行團隊整個是撐起來的一個力量（訪

C-2-11）」由此可知，自主管理著重於團隊的力量，凝聚這份力量並放置在對的時

間對的人對的位子上，那麼優質化方案再龐大，也不足為懼。 

    又如同城市高中的受訪者所言：「自主管理的角色不是單一的層面。（訪

C-2-11）」因此，自主管理機制在城市高中也被視為一個窗口或平台，這個窗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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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權責端當作聯絡的窗口，做統一的負責、分配、聯絡。（訪 C-3-7）」，作為

平台，則具備「掌握內部的一些訊息的一個很重要的機制。（訪 C-1-19）」也就是

所謂「資訊自主管理這個過程，應該是在做資源的有效運用。（訪 C-4-10）」 

    換而言之，自主管理機制對於城市高中而言，角色功能相當多元，它除了是

團隊力量的具現，也可以是資訊的集中統整平台，以利學校進行方案的資訊交流

與溝通整合，有了具體明確的對口單位，就如同人體的心臟一般，所有資訊如血

液回歸心臟重新分配獲得新的養分，再回流至身體的各個部位，致使身體的機能

有健康的運作機制。是以自主管理扮演的就是一個讓方案健全運作的機制，且不

單讓方案健全運作，更進一步「讓這個學校在推動上能夠更平衡，不會偏頗，然

後呢更能夠讓這個專案發揮他的效能。（訪 C-1-19）」 

    與之相較，自主管理機制在水城高中又呈現不一樣的角色面貌，誠如受訪者

所言：「自主管理不應該只是自主管理，他其實是一個更大的 PLC。（訪 W-5-4）」，

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機制最大的特色，在於深化強化了教師專業社群的功能，將

學校整體的經營機制，都轉化為教師社群的角色關係，因此在校長的帶領下，社

群成員一起共構願景，並且以協作的方式實踐目標，而在這個「共享願景」到「協

作實踐」的循環過程中，即產生了學校改進的動能。 

    由此可見，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機制的角色，強調的是「合作」的關係，在

乎的是讓學校每一個階層都可以「彼此瞭解」，也因此受訪者亦言：「在聯繫跟溝

通後才可以創造出更好的東西。（訪 W-5-8）」。 

    換而言之，這樣的聯繫跟溝通其實就是透過「群體的合作」激盪出更豐富的

想法，並且帶來更好的刺激和想法，於是當我們試著將學校作為一個社群來經營

時，會發現每一個子計畫的執行都事先經過社群的討論，也因此社群中的每個成

員都能深入了解計畫的內涵，並且試著給予更充實的意義，無意間便達到所謂「橫

向的連結」。 

    例如水城高中的「國際教育」，就同時包含有「接待國際姊妹校」、「國際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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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及「第二外語」等活動與課程，這樣的活動課程同時橫跨了多個行政處

室以及多個教師社群，絕非單一行政單位或單一教師能執行的，是以水城高中的

自主管理機制絕非盲目的運作，而是協助學校達到溝通與合作成效的最大的 PLC。 

    簡而言之，如同受訪者所言，水城高中的自主管理機制的角色功能即在：「第

一個就是他可以拉住你不要亂脫軌。第二個是他有一群一起幫你看，你這個專案

到底有沒有認真在做。（訪 W-2-9）」 

    綜合上述，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其實是從不同角度解讀自主管理，從校外角

度來看，自主管理既是一個支點，必須能撐起一校之運作與改進，而從校內角度

解釋，自主管理又是一個大型教師社群的集合，能顯現校本動態的運作歷程，簡

而言之，自主管理機制同時具備靜態與動態的角色特性。 

 

 

三、 自主管理機制在兩所個案學校的重要性 

    自主管理機制的重要性在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各有不同，對城市高中受而言

其具有領導與管理、提醒與督促、確保預期成效的功能，對水城高中而言，則具

有反思與改進、活化舊有觀念的效用，以下方別就此五項進行說明： 

 

(一) 領導與管理 

自主管理機制在城市高中堆動優質化方案的角色上，具有領導與管理的重要性。

正如同受訪者所言：「自主管理其實是一種領導，領導就是把對的時間，把正確

的人放到正確的位子上，然後把正確的事情做完。（訪 C-2-13）」，此外，「因

為每個人要做的事情很多，每個人的重點和價值觀也不一樣，那你要讓一個團隊

朝同一個方向走快一點有效率的話，你必須要管理大家。（訪 C-2-13）」 

承上所述，自主管理機制不可否認的即是其領導與管理的功能，二者在本質上

是一致的，領導即管理眾人之事，透過有效的領導與管理，學校可以確立優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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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發展方向、並且掌握發展的實質內涵、且在自主管理機制循環的過程中，

學校可以適時地調整下一階段的發展策略，並進一步向上層（諸如教育部、國教

署、優質化團隊等）反應在執行端碰到的問題，甚至最重要的，即是在發展的過

程中，能夠了解學校第一線參與教師的問題，透過定期的會議和成果回饋，及時

解決並作為往後修正與改進的基礎（訪 C-1-17）。 

 

(二) 提醒與督促 

自主管理機制其實也具備提醒和督促的重要性，所以在管理的過程中，城市高

中會預期可能發生的狀況，並且事先做好配套措施，也因此城市高中在具體的作

法上，會試著簡化相關表格、並且善用 google 表單和資訊軟體（訪 C-3-8）。 

如受訪者所言，「自主管理在運用資訊科技上面來講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的。（訪 C-5-12）」善用資訊科技可以有效地協助學校進行自主管理，最明顯的

就是網路系統與資訊平台的運用，透過網路系統可以讓每一位參與者都能直接參

與在計畫之中，提供第一手的資料與相關建議；而資訊平台的開發則簡化了運作

的過程，讓管理者能更有效率的管理、掌控、迅速檢視、定期提供各項數據，有

利於事後的反思與檢討（札 R-1-5）。 

是以自主管理機制的功能頗似 google 日曆，會適時地提醒參與者每一個階段該

完成的任務，也因為資訊集中管理且又具備定期會議的機制，所以每位參與者的

完成進度都會定期被檢視，這樣的自主管理制度「會讓每一組子計畫的執行者會

有一些壓力，就是我必須要趕上進度……我不希望說大家每一次開會上來，看到

你的進度最慢。（訪 C-5-9）」因之而達到了督促的功能，亦無形中提升了每位參

與人員的自我要求和負責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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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保預期成效的達成 

從城市高中的例子，我們可以簡單地說，自主管理就像是一個 input→output 的

機器，其最重要的功能，即是「確保預期成效」的達成（訪 C-6-14）。 

而對城市高中而言，援引優質化方案的願景即是達到「人才培育」的教育理念，

而預期的成效即是完成「特色課程」的推動，也因此，自主管理機制即是為此而

運作。截至目前為止，城市高中的特色課程的發展不但亮眼，也逐步獲得校內外

一致的認同與支持，足見其自主管理機制的確有效地凝聚了校本課程屬性。 

也因此其受訪者亦言：「我覺得自主管理是一個，如果用優質化來說，是一個

不設定方式、也不設定策略、然後讓學校可以發展屬於他們校本的屬性這樣子的

一個針對優質化的方案，在進行管理的系統或組織。（訪 C-6-15）」 

 

(四) 反思與改進 

水城高中在執行優質化的過程中，會定期與不定期地召開大中小類型的自主管

理會議，在這些會議中，受訪者認為其「一方面是肯定我們自己所做的，一方面

也是反思我們碰到的困難。（訪 W-3-6）」，或如另一位受訪者所言：「他可以讓

我們自己反思說這個月之內做的甚麼優缺點可以改進。（訪 W-4-4）」 

承上所述，自主管理機制促使學校反思執行過程中的內涵，故在檢討時肯定好

的並將之保留，或找出不足者並予以改善，水城高中也因為這樣的操作，才能去

蕪存菁地發展出第二期程第五年的優質化方案，將前四年執行的：拔尖扶弱、海

洋教育、領袖菁英、國際視野、精進外語等子計畫中冗雜且不合時宜的部分刪除，

保留好的概念與精神，並重新歸納為「藍海之星」、「新秀群英」、與「世界之

子」。等三項子計畫。 

透過這樣的實施，可以發現自主管理機制在乎的：一是是否符合原先預期的目

標？二是是否達到原先預定的成效？三是能否有更好的執行方式？所以亦如受訪

 



198 
 

者所言：「他可以有效率的讓各個主要計畫或子計畫的負責人知道進度在哪，還

有那些部分是需要調整和改善。（訪 W-5-7）」 

當每一位參與成員知道進度在哪，就能夠集合團隊的能量來反思，而當每一個

都能夠發揮反思的作用時，就能夠在執行的過程與結尾提出需要改進之處，促使

學校改進的方案計畫更為適切與符合效益。 

 

(五) 活化舊有觀念 

水城高中的受訪者認為，「自主管理就是改變舊觀念。（訪 W-6-3）」，而且

不單只是改變舊觀念而已，透過團隊的動能，甚至可以激盪出多元的思維，所以

另一位受訪者亦言：「我認為一個計劃就是單一的對某一件事情，可是如果在大

家討論之下可以激盪出更多的想法。（訪 W-5-7）」 

也因此，對水城高中而言，自主管理機制便帶有這種「改變舊有觀念，激盪多

元思考」的重要性。而這種多元思考的觀點，在學校推動優質化方案是有其重要

性的，舉例而言，在訪談水城高中的過程中，受訪者曾提及各個實施優質化方案

的學校，當提及自主管理時，「百分之八十學校的自主絕對都做得很哩哩啦啦……

要不是為了訪視結報，還跟你瞎掰每個月都在自主。（訪 W-2-11）」，換而言之，

許多學校在自主管理的部分之所以只能敷衍了事，原因在：一是學校不理解自主

管理的意義，二是學校仍保持著舊有觀念單打獨鬥。正因為此種「不理解」、「單

打獨鬥」的心態，才致使自主管理的核心意義無法落實，所以不斷惡性循環，自

主管理機制永遠都只能是紙上談兵。 

但若以水城高中為例，正因為透過團隊的能量，優質化方案的執行不再是單一

處室或組長的業務，而是真正落實權責分發，改變了「單打獨鬥」的局面，甚至

因為 PLC 的角色發揮作用，所以使得子計畫加入了許多單位提供的概念與想法。 

如受訪者教師提及的接待國際姊妹校的活動，透過團隊的討論與參與，該活動

便同時涵蓋志工服務、領袖菁英、國際視野、世界之子等子計畫的精神，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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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活動的概念不但因此形成完善的計畫內涵，也讓每一個單位都成為國際教育

的支持分子，甚至讓計畫內容更多元有趣、擴及更多層面、亦使更多人受惠（訪

W-5-7）。 

也因此，在水城高中的案例中，我們得以發現自主管理機制帶來的重要性，其

從團隊動能而能活化舊有思維，進而激發多元思考，最終促成獨特的學校改進的

魅力與動力。 

 

    事實上，從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兩所個案學校對自主管理機制的重要性的理

解，歸納後發現完全符合學校本位經營的理論基礎，其同時彰顯了品質管理理論

的 PDCA 循環歷程，如下表 5-1 所示，管理與領導代表方案的輸入，是 PLAN 的概

念，學校從願景目標開始發展方案的內涵，透過領導與管理訂定發展方向與目標，

並制定管理的細節與流程；而提醒與督促代表方案執行的過程，所以展現了 DO 的

內涵，藉由校長行政團隊與教師教學團隊建立良好的互動機制，隨時掌握彼此的

執行狀況；確保預期成效則為方案的檢核，是 CHECK 的手段，隨時都要回顧方案

最初的願景與指標，讓方案執行的過程能保留紀錄、確認執行的成果；反思改進

與活化舊觀念則是方案的改進與持續，是 ACTION 的實際行為，透過改進的行為

讓舊有觀念符合時代趨勢，重新活化方案精神，使方案具有更豐富的意義。 

 

表 5-1 

自主管理機制的重要性與 PDCA 對照表 

 自主管理的重要性 對應 PDCA 循環歷程 解釋 

城

市

高

中 

領導與管理 PLAN 方案的輸入 

提醒與督促 DO 方案的執行 

確保預期成效 CHECK 方案的檢核 

水

城

高

中 

反思改進 

活化舊觀念 
ACTION 方案的改進與持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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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自主管理乃為確保學校改進方案可以順利運作，以達成預期目標

的機制；而在具體的操作上，不可設限其方式與策略，乃因每個學校的屬性不同，

也因此自主管理機制並無絕對、也不可單純複製，須視各校體質發展修正，才能

找出最適合自己的自主管理模式。 

 

 

參、 自主管理機制的意義與圖像 

 

 

自主管理就是要真正要去了解，你學校推動特色課程、推動優質化以後，學

生改變了沒有。（C-1-8） 

 

這麼一個專案，這麼一個案子是為了讓你學校改變的，而且是從學校內在的

改變，不是把校門口換了的那種改變，不是外表的改變，是內在的改變，他當然

需要管理。（訪 W-1-9、10） 

 

 

正如上述，自主管理機制的意義，正是為了幫助學校與學生有正向的改變，

這種改變是教師的成長、學生的成熟、並能推動著教育的成功。回顧前文關於自

主管理機制的各項論述，我們可清楚地發現其背後所根基的理論基礎： 

首先，從 Fullan（2007）的學校改進理論來驗證兩所個案學校的改進背景，發

現整體大環境的趨勢與政策的訴求，以及學校本身的需求，還有區域的特質，此

三者皆會影響學校實施改進行為。故以此觀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的現況，因其面

臨相同的外在大環境諸如：世界競爭壓力、經濟結構失衡、人口急遽減少、十二

年國教政策、新課程綱要政策，再加上其學校內在本有的培育人才的理念，彼此

互相影響，進而觸發兩所學校改進行為的濫觴；而在實施的過程中學校校長對政

策的掌握、教師對自身專業的發展，及二者對於學校所在區域的理解，彼此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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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也進一步地引導決定了學校改進的方向與內涵。 

其次，在實施改進的過程中，我們試以分權理論、參與管理理論和 Y 理論來

檢視學校改進的內部策略。於前文的論述已得知兩所個案學校都透過校長領導與

教師社群的互動展現學校改進的動能，足見二者對於學校改進行為是為關鍵策略，

而二者所代表的即為校內的兩大鬆散組織（曾燦金，1996），二者之間緊密的互動

行為，一彰顯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交流互動關係，二代表學校的「決

定者」由校長個人走向組織群體的權力再分配，三則代表學校的辦學成果將由校

內眾人承擔的共績效責任制。 

由此可見，自主管理機制在本質上具備 Y 理論強調「人性」的考量，其注重

人員的參與、發展、歸屬、需要、合作管理與實質的成就，所以本位管理強調人

與人、組織與組織的互動關係，這樣的發現符合了林素妍（2006）的研究結論，

在推展學校本位經營中，當以人為核心，故唯有激發兩大組織的正向互動、才能

運轉學校內部的改進動能。 

再者，分權理論與參與管理理論也彰顯在自主管理的運作過程中，透過自主

管理機制促使學校的權能結構被活化與再定義，故校長不再是學校唯一的決定者，

教師也不再單純只是施教者，教師端藉由社群的能量獲得權力開始參與學校改進

的每一個過程、也透過社群的運作提升專業能力，故更能有意識地參與決定學校

改進的目標、方向、內容與成果，這代表著校本權力的再分配，與教師參與管理

的多元化角色，讓自主管理的過程具備更多互動激發的可能性，簡而言之，自主

管理機制即是促使學校內部權能結構相互增益的機制。 

此外，校本權力分化與教師參與管理後，隨之而來即是績效責任的承擔，學

校經過自主管理後所產生的成果，諸如兩所個案學校皆在教師教學改變、學生學

習改變、特色課程落實發展、以及師生、家長、與社區對學校認同感的提升等面

向有所成長，好的績效是全體人員的努力，不好的部分亦由全體人員共同承擔，

尋思改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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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自主管理機制須注重學校相關重要變革者精神與情感層面，鼓勵

彼此合作創新，尊重變革者的專業，給予表現的舞台，使變革者與學校產生緊密

的連結，如此也自然使之勇於分擔學校改進的責任。 

最後，再試以全面品質管理理論的 PDCA 管理循環來回扣自主管理的意義，則

知 PLAN、DO、和 ACTION 都是學校改進的理念、策略、及改善行為，而 CHECK，

正是學校實施自我管理時所代表的機制與工具，他正是方案運作的閘門，控管著

方案的每一個細節。進一步說，從 PLAN、DO、和 ACTION 的內容中，我們可清楚

地看見校長領導與教師社群互動的過程及其軌跡，而 CHECK 階段的自主管理機制

則協助著整個方案的永續循環，其三者互動的形象，就如下圖 5-4： 

 

 

 

 

 

 

 

 

 

 

 

 

 

圖 5-4 校長領導、教師社群與自主管理三者關係形象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自主管理機制與工具 

教師社群 

校長領導 

自主管理機制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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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改進就像是一艘噴射的火箭，校長領導是火箭頭指引發射方向，教師社

群是能量燃燒提供前進的動能，而自主管理則居中運轉，促使能量持續作用，穩

定並調整行進方向，轉而言之，自主管理機制能協調校長領導和教師社群，使二

者在學校改進的劇本上不斷激發火花，共塑、重塑、再塑學校願景、發展學校特

色，進而鋪就學校改進的道路。換而言之，透過自主管理機制，可以使校長和社

群之間互動下的結果去蕪存菁，讓好的成果留下來並且被彰顯，並讓不夠理想的

結果獲得改善，最終讓所有的努力與付出都契合最初的願景與目標，這就是自主

管理機制在學校改進中的意義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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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省思 

 

    根據前面幾章的論述，自主管理機制對於學校改進的意義愈形鮮明，而由此

回顧高中優質化方案在我國的實施，研究者得出結論與建議，擬於此章說明，故

以下將區分三個部分進行論述：第一節將依據相關文獻以及兩所個案學校的研究

結果來提出結論；第二節則依本研究基礎，進一步對相關主題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第三節則依研究過程的發現，與自身處教育現場的經驗提出相關省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文件分析和質性訪談等資料蒐集以進行研究，藉此探究兩所個案學

校在實施高中優質化方案時的自主管理機制，並歸納出其以 PDCA 的循環管理模式

促進學校在自主管理的回饋功能，並善用校長領導與教師社群的改進策略，協助

學校發展出改進成效，因此得以發現自主管理機制對學校改進的重要性，爰此，

以下將依本研究目的，提出相關研究結論： 

 

 

壹、 學校持續推動改進方案目的在於回應變動中的教育與社會環境： 

    綜論兩所個案學校申請優質化方案的主要背景，從社會環境觀之，資訊社會

環境變動超乎想像，世界競爭、人口減少、年金改革、經濟結構的失衡，都呈現

出社會環境的疲弱與不穩定，而在此現況下，學校教育環境也受到衝擊，少子化

首先挑戰了學校招生的訴求，再加上十二年國教中培育人才的理念，也同時挑戰

學校教育人才的條件與固有教學模式。而為回應這些挑戰，學校亦須思考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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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之道，舊有制度逐漸與時代脫鉤，故從教學理念思維到教學教材教法，皆須重

新定義，因此藉由學校改進方案資源的挹注，能驅使學校在時代的趨勢中轉型，

簡而言之，學校持續投入改進方案，乃源於其資源如同一股活水，注入學校天久

日長的方塘，能為學校帶來變革的契機。 

 

貳、 學校自主管理的變革者是策動學校自主改進的重要關鍵： 

    校本重要變革者即校長與教師，學校若能落實校長領導與教師社群的運作，

即能展開學校改進的動能。從水城高中的例子而言，其過去六年推動優質化方案

的累積，竟使後續承辦人感覺「抽象」、「脫鉤」、「沒有特色」，究其本因即在於過

去的方案都是「單一處室」、「單一組」、甚至「單人」的方案。然而，一校之運轉

需依賴團隊的動能，有了動能當然也需要有方向，換句話說，學校改進需有校長

領導方向，再加上教師群體共力的能量，才能真正驅使學校改進的列車行駛於合

理的軌道。所以校長領導和教師社群缺一不可，若單有社群沒有領導，則學校就

像是原地自轉的陀螺，忙得團團轉卻僅止於原地踏步，反之，若單有領導沒有社

群，則就像柳宗元〈蝜蝂傳〉之小蟲，最終只落得負重過度而陣亡的下場，因此，

唯有在推動方案的過程中落實校長領導和教師社群，彼此分工合作、共享改革的

壓力與成果，才是學校成功推動變革的關鍵。 

 

參、 自主管理機制可以調控學校改進的整體運作： 

    城市高中透過自主管理機制，掌握著學校發展的方向，因此教師社群的能量

被擴大、激發教師新的教學思維、再改變了學生學習的模式，因為學生正向的改

變，更加深了師生家長與社區對學校的認同感；水城高中也落實了自主管理，同

樣強化了教師社群、進而活化了特色課程、使學生多元學習，也因此得到了認同。

換而言之，教師教學的轉型、學生學習的改變、特色課程的發展、教師專業的成

長、以及校本特色的奠定，正是優質化方案所強調的內涵，亦是優質化方案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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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學校獲得的成效。可見，自主管理機制可說是學校改進的基礎設定，就像是

被規劃出來的軌道、藍圖、或者說是模型，其能合理地安排改進過程的每一個細

節，讓每一個角色發揮功能，也讓改進的成果揚善修劣，最終符合改進的預期效

益，也因此，自主管理機制的落實才是學校改進發揮效益的最大功臣。 

 

肆、 自主管理具備回饋機制，促使學校轉型為學習型組織： 

    若以 PDCA 本位管理循環為例，「CHECK」的部分體現自主管理的精神與樣貌，

其以學校自訂的機制以及各種有利工具來檢核改進方案的成效，從中發現不足與

錯誤，再尋思改進與解決之道。換句話說，自主管理機制代表的是一種反省、回

饋、目的是為了調控、支撐，所以自主管理是動態的歷程，透過自主管理學校才

能回顧推動歷程，反省執行的優缺點，得到回饋以鼓勵或改進，然後重新調控改

進方向與內容，以支撐整個改進方案，最後再持續運轉進下一次的改進循環中。

也因此，學校所承接的計畫方案越多，自主管理就越重要，他能夠有效的整合、

集中、重新思考與分配學校整體的資源，使資源能被有效合理的運用到每一個必

須的層面上，使學校的運作有餘裕。所以完善的自主管理機制可以支持改進方案

的調整和重塑，促使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在循環的過程中去蕪存菁，保有學校

最優質的部分。進一步說，學校改進非朝夕之功，亦無止息之時，時代如何變化，

改進就隨之跟進，所以學習型組織的概念，才是學校改進背後的精神。 

 

伍、 校本變革者的使命感是學校持續推動改進的動因： 

    自主管理機制以輔佐的角色幫助學校持續的改進，而在這樣發展管理與持續

改進的循環中，最鮮明的即是「人」的表現。不管是校長領導、或者是教師社群，

他們互相激發的能量，都源自於「人為因素」，正如同城市高中「培育人才」的訴

求，又如同水城高中「成就孩子」的理念，這都仰賴教育人員對教育的使命感，

所以儘管高中優質化方案是繁瑣而疲累的教育改進運動，卻因為有如此的教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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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所以使得各校「痛並快樂」的持續推展，或許，在改進的路途上看見孩子

真善美的轉變，即是每一位以教育為職志的相關人員，心中最大的成就與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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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基於上述的研究結論，本節擬針對自主管理機制與學校改進方案（優質化方

案）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後續校內領導者或有意發展學校改進方案者的參考。

此外，再依據本研究的限制，為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壹、 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 高中學校行政編制與人力資源配置需重新檢討 

    學校實施改進方案是為了轉型以符應政策與環境的變化，然而，轉型非

朝夕可得，近十年來優質化方案、高中課綱、少子化等現況如野火燒遍了整

體高中端，各校無不緊鑼密鼓尋思改進良方企圖浴火而生，然而，引進改進

方案的同時也是在學校舊有的人力編制上增加了更多的行政與教學業務，而

教育改革對永續循環的強調又意味著學校改進在未來仍然保有其持續運轉的

節奏，如此，可見改進的事務工作只多不少，現行的體制儼然負擔沉重，而

學校教育人員如此身兼多職又是否能維持教育品質實令人存疑？故從城市高

中的個案中，看見其以聘用系統管理師來擔任專案管理一職以分散壓力，如

此實為嶄新的人力資源管理思考點，但在其他學校卻未必能有同樣的機會，

若果教育改進不會停下腳步，那麼改編現行的行政與教學體制，如：增加行

政編制人力、減少相關人員授課時數等，許能使學校教育現場有更多運轉的

餘裕空間。 

 

二、 開放經費使用彈性，提高學校自主管理的權限 

    前述文獻分析與研究發現中，我國對於校本管理的自主行為在課程與教

學層面有較高的自由度，然而，在實施學校改進的過程中，經費的自由度仍

然受到法規的限制，如優質化方案經資門須達到 1：1 的比例，或申請落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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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在執行過程不能任意變更，但事實上，經資門 1：1 的規定也許合理卻不

合情，規範如此或許有其道理，卻又不合於學校實際發展改進行為的情況，

此外，計畫的實施趕不上變化，卻礙於法規不能立即在執行過程中任意變更

經費項目，以致計畫的成果總有些許遺憾，或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人力成

本來轉圜，是以學校端皆期望經費申請與使用可以放鬆限制、並擁有更多彈

性自主的空間。在學校致力發展特色革新教學之餘，倘若經費制度依然保持

舊有的規制，恐怕也有不合時宜之感。 

 

三、 學校教育人員需要更多實質性的鼓勵與支持 

    正如同城市高中教師感嘆，學校改進是一條「沒有棒子也沒有胡蘿蔔」

的道路，這條路要走到何處才是盡頭沒有人能說得明白，儘管學校教育人員

有熱情與使命，卻也無法禁受長期的壓力，換句話說，教育理念像是一張空

白支票，每個人會填上多少額度都是不確定的，你無法強迫教育人員都有最

高標準，因此教育管理才會強調激勵與保健理論，是以對投身於教育改進的

學校人員而言，也是需要給予實質的獎勵和情感的支持，如此才能使學校人

員保持積極的態度，也更容易說服學校人員一起投入教育的變革中。 

 

貳、 對高中端學校之建議 

 

一、 對學校的建議：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獨特的教育改進 DNA 

    學校是教育改革的基本單位，更是教育改革的具體現場，要實現國家培

育人才的教育理念，必然從學校開始發展各種變革制度，所以學校既是第一

線的實驗場域、又是最重要的教育根基，以至於在學校改進的道路上，學校

必然被寄予最深沉的期望。 

    而事實上，在學校改進的過程中，學校本位的訴求不斷明示著每一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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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獨一無二的體質，彰顯著改進的內容涵養著每一所學校獨特的文化與校風，

也因此，學校改進的路徑是不可複製與模仿的，正如同城市高中以學術性導

向設計課程，要求每一位學生畢業前撰寫小論文，或水城高中積極辦理國際

志工服務，強調領導者須具備的世界視野和服務精神，這些都是極好的理念，

卻有所取決於學生固有的素質與家庭背景，也因此並不可能適合每一個地區

的學校與學生。 

    也就是說，學校改進是每一所學校都需要發展的自我成長成立，而諸如

優質化輔助方案等競爭型計畫乃是為了成就學校的輔助資源，所以學校投入

改進如同中醫理療，先從理解自身脈象開始，再緩緩施以改進的針灸，補不

足之處，去沉疴舊症，形永續養生之道。 

    換而言之，每一所學校都有自己獨特的 DNA 身體密碼，要尋思改進路線，

則要先從檢視回顧自身體質開始做起，具體而言，學校須先分析本身的軟硬

體資源、學生來源組成、家庭社經背景、校內教師專業等面向，在抽絲剝繭

的歸納下逐步凝聚校本意識與發展主軸，然後才開始具體規劃需要哪些資源，

又能從何處爭取到位。 

 

二、 對校長的建議：校長應持有遠見高理念與溝通巧能量 

    校長作為學校的領導者，在學校改進的推動上自然責無旁貸，故從相關

的研究發現與本研究兩所個案學校的例子中，都彰顯著校長領導對學校改進

的影響與重要性。因為教師們會期望從校長身上看見未來的圖像，所以校長

對於學校的經營，便須具備個人的遠見和明確的理念，既要「知其可為而為

之」、更要「知其難行而為之」。換句話說，校長本身邏輯思維要清晰、理念

願景要堅持、溝通能量要強大，對學校的發展階段更要有明確的步驟和概念，

如此始能說服眾人、帶領學校展開學校教育的革新。 

    此外，校長既要推動學校發展教育改革，就不是一聲令下然後高坐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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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而是需要親自參與其間，陪同教師一起創意與成長，如同水城高中

校長為推展國際教育志工服務，於是親自於暑假帶領三個國際志工團出國服

務，將志工服務的理念延伸。所以校長做為領導者，若能出席每一次的會議、

參加每一次的討論與成果發表，那對教師而言，校長就會是改進路上的陪伴

者、支持者、是像夥伴一樣的存在，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校長與教師之間雖非嚴謹的君臣關係，但親密依附的需求還是存在的。

此外，校長親自參與也代表著重視與在乎，重視教師們的付出，也在乎學校

的改進，如此，更能讓教師們感覺被看見與理解。 

 

三、 對學校教師的建議：教師應具備強化自身專業以投入教育變革的使命 

    年年歲歲有相似，學生代代不相同，教育是百年樹人的理念，卻不行墨

守成規的作法，教師的教學思維與模式更是如此，須知教師是第一線的教育

人員，更是課程與教學改革的關鍵人物，學者 Barth（2001）甚至提出所謂「教

師領導時代」的來臨，因為光有校長領導是無法直接改變學生的學習，唯有

教師作為課程的領導者，才能真正將教學的改革落實在學生身上。 

    是以，至聖孔子亦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言可為學習良

方，亦可解讀為教師對於教育改革同樣需有日新月異的精神。因此，教師應

具備洞悉時代趨勢的敏感度、理解當代社會的氛圍、了解學生學習的需求，

並積極精進自身的教學內涵與行為，如此方能改革成就優質的教育環境。 

    而具體的作法上，藉由教師社群可以激勵專業成長之外，更能共同承擔

教學的理念與實踐，進而適應外在環境的變革，所以教師們應保持開放的心

胸與合作的態度，善用教師社群以分享教學資源、交流教學經驗、討論教學

困境、營造合作教學的環境。 

    換句話說，教師社群對教師而言是一個機會，對學校而言是一股動力，

若社群正向運轉，可以促使教師之間擁有良好的教學文化和互助學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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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促使學校成為學習型學校，提升教育的競爭力。換而言之，在學校推動

改進以持續教育變革的路途上，不但事務繁雜又壓力沉重，徒以單人之力實

如孤掌難鳴，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有效地選擇適當的教學素材並締結合宜

的教學方法，若能依賴團隊力量，必能下使教學備課、上至教育革新產生最

大的有效化。 

 

參、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個案學校推動優質化方案第一期程至第三期程的學校改進歷程 

    諸如水城高中自第一期程開始實施優質化方案，及至目前已通過第三期

程的申請，但卻於第二期程多加延長兩年時間，重新整理與經營學校整體的

發展現況與需求，其將近十年的實施歷程，歷經校長、教務主任、處室組長

等主要領導與承辦者的更替，學校氛圍從「安樂死」到「火戰車」，教師社群

從虛有其名到動能展現，特色課程更是從無到有，學校改進成效鮮明，故後

續研究者可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深入探討該校在優質化方案所展現的學校改進

動能與歷程。而另外針對城市高中，其透過優質化輔助方案發展特色課程的

後續歷程，亦有其深入分析之價值。 

 

二、 擴大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以北部地區的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作為主要研究個案，兩所學校

因為處於相似的環境，且在優質化方案已進入第二期程、第三期程、或推動

超過六年以上的時間，因此其變革的背景因素與實施改進的模式約略有類同

之處，然而，位於我國其他地區的高中學校，會否因為區域的差異而有不同

的學校改進模式、策略作為，或遇到相異的難題？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擴大

不同縣市地區、不同學校制度（公私立）進行對照比較；而在訪談對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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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校長、主任、組長與教師為主要受訪者，建議可以再加入家長與學

生的訪談資料蒐集，充分了解其學校實施改進的成效與過程，以強化研究的

完整性。 

 

三、 兩所個案學校實施特色課程的細節與進展 

    城市高中與水城高中在特色課程的實施上相當值得關注，城市高中的特

色課程體制已趨完熟，現行已從「求有」階段，進展到「精緻」的階段，其

透過反覆的課程實施已逐步完善特色課程的成熟度；而水城高中則在近兩年

急起直追，開始廣設跑班選修、強化硬體設備，故其後續特色課程的開設狀

況、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教師教學的實際作為與經驗，也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從個案學校特色課程的實施細節與進展深入探究，了解

特色課程發展的背景思維、以及教師如何運用資源來建構課程的內容，以此

理解特色課程的發展對學校的影響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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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省思 

 

 

    透過本研究的研究經過與研究結果，研究者結合自身辦理優質化方案的經驗，

與身為高中教學現場實施者的立場，提出幾項省思，如下： 

 

壹、 優質化方案不是工廠模組也不是複製貼上 

    研究者本身曾承辦過服務學校 97 學年度至 99 學年度的優質化方案，在過去

的經驗中，優質化的計畫總是被寫得高遠大，但是實際執行後則發現有許多窒礙

難行之處，而在與兩所個案學校訪談的過程中，許多受訪者亦認為優質化方案的

補助和學校實際上的改變似乎沒有相稱，也就是說，花了這麼多錢，但是很多學

校還是停留在原地。 

    究其原因在於許多計畫總是複製他校經驗，沒有慎重思考自身學校的體質與

可行性，例如看到其他學校主導國際教育，就跟著投入國際教育的經營，接待了

許多國際參訪、組織了許多國際交流活動，卻未深思學生背景能否投資、又未將

活動和課程同步結合學校願景、自然難以深耕學習意義。 

    此外，學校在撰寫計畫之時常常沒有找到發展的方向與核心價值，於是只能

「做中學」、「滾動修正」，但在這樣的歷程中，也無形浪費了許多的人力物力資源。

然而事實上，優質化計畫不應該是硬凹的計畫、也不是要把一個學校放到同樣的

模組中像工廠一樣的複製，而應該是讓學校依照自己體質與本性，發展適合自己

學校的特質。 

    所以對於優質化方案，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優質化方案的理念，不是

硬要扣合學校的舊有傳統，而是要思考現代教育的趨勢，重新思索教育的本質為

是。第二，優質化不是口號治校，不是紙面談兵，不是做出很多漂亮的數據、文

字、報告書、用圖片說說故事，就表示優質化成功，優質化的成功是彰顯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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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改變，還有教師教學的遷移。第三，優質化方案是要看到學校有好的、正

向的、良善的改變，重點是學校有意義的改變，對學生學習有意義的改變，對教

育人員在實施教育的生涯上有意義的改變，而非只是彰顯學生得獎多、學校活動

多、教師社群多，也就是說，質比量更為重要。 

    簡而言之，如同城市高中和水城高中的個案，對於競爭型計畫的申請，是因

為學校先發現需要、然後檢視學校有什麼特質優劣、再行決定優質化計畫的內涵。

所以優質化方案非疊屋架床的計畫書，他應該是雪中送炭發現學校的機會，更應

該是錦上添花強化學校的特色。 

 

貳、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需求與困境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綱要的推動，高中各校無不積極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然而，特色課程的發展實際上會碰到幾個困難：其一是資源設備跟不上；其二是

時間來不及；其三是尚未能與升學制度結合。 

首先在資源設備方面，如城市高中將優質化經費購買高端設備，或水城高中

將經費用以建構專科教室、特色學習角，這都是為了配合教師所規畫的特色課程、

也透過環境的重置刺激教師開發特色課程，而以研究者自身的經驗，優質化方案

最大的誘因，即在於資本門能夠幫助學校更新許多舊有設備。 

然而，城市高中花費了長達四年的時間開始發展特色課程，到如今逐漸步上

軌道，但中間投入的不只一個優質化的競爭型計畫的經費，以此概念，全臺灣如

此多的學校，教育部又能投入多少經費以促使全國高中學校都能夠如期發展？所

以首先在資本門設備經費的核撥與分配，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資本門經費的限

制會否也同樣限制全國各校在特色課程的發展速度？  

其次，特色課程的完整與實施需要耗費相當多的人力、物力、資源以及時間

來培育熟成，以城市高中的例子，其運用了至少三個專案計畫的經費、耗費了將

近三年的時間、透過每週持續不斷的會議討論、甚至引入大學端教授的定期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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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逐漸衍生出現行的課程機制，然而對於全國其它正要起步，或尚未起步的高中

而言，是否還能擁有足夠的時間與資源等待特色課程成熟結果，正是令人擔憂費

解的所在。 

此外，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綱要強調選修特色課程的機制，教師端則期望能將

課程的開發與升學制度進行結合，然而未來配合新課程綱要的升學制度尚未完全

穩定，也致使教師端在特色課程計畫的撰寫上採取拖字訣，並保留了許多模糊灰

色的空間，甚至許多課程只是紙上報告，根本尚未經過真正的教學與修正，如此

狀況也令人存疑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綱要是否真能順利推動？ 

    簡而言之，我國在高中學校推動特色課程既是刻不容緩的政策，則對於高中

教育設備的更新、給予課程發展的時間、並且規劃合理適宜的升學制度，恐怕都

是接下來教育各界共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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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我國學校改進相關研究 

研究者 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楊德東 

（1999） 

國中教師

學校革新

信念之探

究-以宜蘭

縣為例 

宜蘭縣十

二位國中

教師 

文件分析

法、訪談法 

1. 系統思考層面 

(1) 教師具有自我實現與全人發展信念。 

(2) 教師具有學校組織結構變革信念 

(3) 教師具有學校社區化信念。 

(4) 教師具有學校品質績效信念。 

2. 自我超越層面 

(1) 教師具有專業發展信念。 

(2) 教師具有教學評量多元化信念。 

(3) 教師具有參與學校決定信念。 

(4) 教師具有學校變革領導信念。 

3. 改善心智模式層面 

(1) 教師具有教學效能信念。 

(2) 教師具有權利義務平衡信念。 

(3) 教師具有多元文化教育信念。 

(4) 教師具有三合一輔導信念。 

4. 建立共享願景層面 

(1) 教師具有自由開放的學習信念。 

(2) 教師具有塑造優質學校文化信念。 

5. 團隊學習層面 

(1) 教師具有課程自主信念。 

(2) 教師具有專業合作信念。 

王慧秋 

（2001） 

桃園縣國

民小學學

校效能之

研究 

桃園縣國

民小學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1. 輸入取向、結果取向與過程取向三種類型

學校與學校地區、學校類型及校長領導經

驗具有關聯性。 

2. 輸入取向、結果取向與過程取向三種類型

學校與學校歷史不具關連性。 

3. 校長領導與學校氣氛、教師教學和社會關

係三項指標在學校類型和學校區域無顯著

差異，在學校效能分群結果上則有顯著差

異。 

4. 教師教學指標在校長領導經驗上無顯著差

異，在學校效能分群結果上則有顯著差異。 

5. 學校歷史在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五項指標上

均無顯著差異。 

吳茹嵐 

（2006） 

學校革新

方案整合

實施策略

研究-以宜

蘭縣為例 

宜蘭縣國

民中小學

教育人員 

文獻探討、

問卷調查、

訪談 

1. 學校革新方案實施現況及檢討學校革新方

案的實施對學校人員、學校組織、學生學

習成就及學校人力及資源分配具有以下的

影響： 

(1) 學校人員：凝聚師生感情、提昇教師專

業能力及專業自主；教師仍兼任行政、

教學準備及行動研究時數較少。 

(2) 學校組織：提升校務運作效率、組織氣

氛較佳；整併可能無實質的效用、兼任

人員向心力不足、學校本位管理的彈性

自主仍嫌不足。 

(3) 學生學習成就：教科書具有更多選擇

性、課程內容更加活潑化；學生學習成

就未提升、城鄉差距拉大。 

(4) 學校人力及資源分配：引入社區資源及

人力，節省額外經費及人力；促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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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家長及社區間的關係。 

2. 學校革新方案整合實施策略 

(1) 組織發展策略：以學校本位發展組織特

性；有意義的進行組織再造；規模較小

學校可組成策略聯盟；善用媒體及科

技。 

(2) 教師專業成長策略：提供教師專業進修

的機會及管道；成立教師工作坊、教學

研討會；減少班級人數及授課時數。 

(3) 評鑑與獎勵策略：訂定中央評鑑機制、

聘請專家學者到校訪視及諮詢、校內自

我評鑑、優良組織及個人應給予獎勵。 

張寒菱 

（2009） 

從教師發

展到學校

發展：利

用教師專

業發展評

鑑促進學

校改進的

個案研究 

某國中 17

位教育人

員 

個案研究 

文件分析 

訪談 

觀察 

1. 教師專業發展情形 

(1)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獲得教學

知識（PK）的提升。 

(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未能滿足教師在學

科內容知識（CK）及學科教學知識

（PCK）成長的需求 

(3) 部份教師自我覺知與反省的習慣尚待

加強 

2. 校長雖為學校之領導中心，但隨著教師發

展的進程，其角色逐漸轉為促進者。 

3. 教師領導能量尚待發展，部分學科召集人

由資淺的教師擔任，欠缺教師領導的專業

能量。 

4. 學校組織發展情形 

(1) 發展學習社群，必須植基於學校同仁相

互信任與對話的氛圍。 

(2) 教師專業發展有助於親師間的信任關

係之發展 

江惠真 

（2009） 

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

促進學校

革新之個

案研究 

中學 個案研究 

1.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革新脈絡歷

經課程本位化、學校社區化及優質化。 

2.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歷程由萌芽期、

適應期的先期導入，隨組織文化的改變進

入制度化的發展期。 

3. 法源依據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資源提供

是主要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學校

外部因素。 

4. 組織文化的氛圍及評鑑結果的運用是主要

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學校內部因

素。 

5.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使組織學習層次從

個人提升至社群，並涉及學校既有價值及

規範重設之歷程。 

6.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使組織文化從重

視和諧走向評鑑探究的專業發展導向文

化。 

陳俊雄 

（2012） 

地方督學

教育視導

與學校改

善之研究

～以嘉義

 
文 獻 分 析

法、訪談法 

1. 嘉義縣督學教育視導之職權與功能 

(1) 嘉義縣督學教育視導之職權：嘉義縣督

學之職權僅見於督學工作目標與項目

中，主要包括政令宣導、視導學校各項

教育業務、校園安全之維護與通報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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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為例 校偶發事件與陳情案件之協助與處

理，對於督學之職權欠缺法源依據，若

能透過教育立法的過程將督學教育視

導納入法規，透過法定職權的賦予與規

劃，使其在工作職權上有明確之規範，

如此方能提昇督學在教育視導工作上

良好的績效。 

(2) 教育視導之功能：督學教育視導主要功

能在於解決問題，協助學校提高行政績

效及改善教師教學，協助與指導相關人

員在行政、課程與教學上力求改進，以

增進學校效能。 

2. 嘉義縣督學教育視導後學校之改善作為 

(1) 行政面向：學校在行政上積極提昇組織

績效，營造學校良善氣氛，形成團隊效

益，以求發揮最大之學校效能。 

(2) 課程與教學：檢視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之組織運作情形、制訂學校課程發展計

畫、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落實教師專長

排課，引進專家學者及輔導團協助推

展，建立學校課程品牌。 

(3) 教師專業發展：組織教師讀書會、教師

精進社群、辦理區域策略聯盟，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協助教師透過參與、

合作、行動研究等策略，不斷學習成

長，以展現教師的專業。 

3. 督學教育視導制度在促進學校改善所面臨

之困難： 

(1) 督學應以能勝任教學視導為主，此卻是

督學最欠缺的專業知能。 

(2) 督學諸多細瑣之行政查核表報，常模糊

扭曲督學的角色形象。 

(3) 視導人員以行政視導為主，訪視學校常

兼帶查察控案任務，造成督學工作沉重

負擔。 

(4) 嘉義縣督學室未有獨立預算，以致無法

即時給予學校經費援助，協助學校辦理

改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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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我國學校本位管理相關研究 

研究者 題目 
研 究 對

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曾燦金 
1996 

美 國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及

其 我 國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可 行 性

之研究 

臺 北 縣

市 教 育

行 政 人

員、校長

及教師 

問卷調查

法、深入

訪談及文

獻分析 
 

大多數受訪者皆認為學校本位管理在

小學來說是贊成且可行的，但現今實施

來說仍有若干限制待克服 

張弘勳
1997 

 

國 民 中

小 學 實

施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之 研

究 
 

台 灣 區

的 國 民

中小學 
 

問卷調查

法 

 

認為學校自主決定方面以教學自主權

最受支持，其次是課程與人事，再則為

預算部分。同時也認為學校本位管委會

應由教師、組長、主任、校長及家長委

員組成。至於校務決定權大部分認為應

掌握校長手中。 

吳大千
1998 

 

「 以 學

校 為 基

礎 的 管

理」作為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學 組 織

管 理 之

研究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局、教

師、家長

及 行 政

人員 
 

問卷調查

法 

國民中學教育人員對學校本位管理之

理念是傾向贊成改革方案，至於可能遇

到的限制以法規命令為最大，同時也希

望教育局扮演最重要的支援角色。 
 

王順平
1999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之 理 論

建 構 與

實 證 研

究 

 
文獻分析

法 

依四大典範進行分析，認為學校本位理

論在管理上應結合相關人員以達到教

育最大效能。 

林鴻章 
2000 

臺 北 縣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現 況 之

調 查 研

究 

臺 北 縣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人員 

文 獻 探

討、問卷

調查 

1. 學校本位管理可歸納出授予學校自

主權、相關人員參與決定以及法令

規範的脈絡等三要素。 

2. 學校本位管理的實施主要基於：學

校本位管理授予地方相關人員權

力，授權可增進擁有感，進而提升

專業地位和促進組織健全與表現。 

3. 學校教育人員認為實施本位管理

時，教育行政機關應減少法令限

制，授與學校在課程與教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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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發展、人事、學校組織與結構、

預算的自主權。 

4. 學校教育人員認為實施學校本位管

理時，相關人員的角色與任務要做

改變。 

5. 學校教育人員普遍認為實施學校本

位管理可發揮多重功能。 

林雍智 
2000 

臺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教 師

間 滿 意

關 係 之

研究 

臺 北 市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教師 

文 獻 分

析、問卷

調查法 

在課程與教學及學校人士層面上獲得

較高的自主，學校本位管理實施程度愈

高，教師工作愈滿意。 

吳建鋒 
2000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綜 合

高 中 學

效 效 能

相 關 之

研究 

台 灣 地

區 之 綜

合高中 

文 獻 探

討、問卷

調查、專

家訪談 

不同背景的綜合高中在學校本位管理

實施上有顯著差異，且實施學校本位管

理的頃向及教職員實際參與學校本位

管理與實施效能均呈現顯著正相關，並

可顯著預測學效效能。 

范迪慧 
2000 

以 一 所

國 民 小

學 為 個

案 分 析

研 究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的

實 施 情

形 

某 公 立

小 學 教

職員工 

文 獻 分

析、訪談

法 

個案研究學校在預算、人事、課程發展

各有其限制與不同的需求。 

劉雅婷 
2000 

以 臺 北

縣 國 民

小 學 為

例 探 討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教 師 角

色知覺 

臺 北 縣

國 民 小

學 

文獻分析

法、問卷

調查法 

1. 國小層級最欠缺預算自主權力，對

學校本位發展不利。 

2. 學校在行政自主上仍受到地方政府

主管單位過多的限制。 

3. 國小實施學校本位管理，各層面自

主程度不一，且成效不彰。 

李雪梨 
2001 

基 隆 市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基 隆 市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問卷調查

法 

1. 基隆市國小教育人員在管理的各層

面中對於課程與教學的得分最高，

其次依序為學校人士、預算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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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位 管

理 之 研

究 

人員 2. 對於管理困難的看法中，以實施條

件得分最高，其次為授權與參與、

權力與責任。 

3. 在功能面向的問卷中，以學校效能

得分最高，其次為成員士氣、公共

關係。 

謝義鄉 

2001 

苗 栗 縣

國 民 中

學 實 施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之 可 行

性研究 

苗 栗 縣

國 民 中

學 校

長、教師

兼 行 政

人員、一

般 教 師

與 教 育

局 行 政

人員 

文獻分析

法、問卷

調查法、

訪談法 

1. 教育行政機關授權給學校自主的內

容：教學自主權為第一優先，其次

為課程自主、人事自主、經費預算

自主最後。 

2. 學校本位管理的功能，以改善教學

的整體環境提升教育品質為第一，

行政運作架構重組激發責任與潛能

第二。 

3. 實施困難在於受升學主義的影響不

易實施、受現行預算制度的限制、

家長參與校務決定的知能意願不

足。 

廖仁智 
2001 

國 民 中

學 學 校

本 位 經

營 模 式

建 構 之

研究 

國 中 教

育人員 

文 獻 探

討、問卷

調查、晤

談、個案

研究 

1. 國內實施學校本位經營有其必要性

及可行性。 

2. 推動學校本位經營可促進教師賦

權，維護專業自主權。 

3. 學校本位經營的推動可促進學校效

能的提升。 

4. 國內推動學校本位經營相關法令仍

未周全，有待修正。 

5. 學校本位經營模式建構的基本步

驟：情勢分析、情境探討、組織特

性的了解、建立願景、成立規劃小

組、擬定和推動計畫、人力資源發

展、資源運用、建立評鑑機制。 

6. 學校本位經營模式應以綜合模式為

宜。 

黃國珍 

2001 

高 屏 地

區 國 民

中 學 實

施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現 況

之 調 查

研究 

高 屏 地

區 國 民

中 學 教

育人員 

文 獻 分

析、問卷

調查 

1. 國外實施學校本位管理的經驗，可

供國內借鏡。 

2. 學校本位管理的推動，需要採取有

助於組織學習與整合的策略。 

3. 實施學校本位管理的學校，須具備

有助於組織情境轉型的要素。 

4. 學校本位管理在我國國民中學實施

有可行性。 

李天興 
2002 

我 國 綜

合 高 中

我 國 國

立 綜 合

文獻分析

法、 

1. 學校本位管理是一種歷程，並無特

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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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之

研究 

高中 問卷調查

法 

2. 我國綜合高中目前並未積極推展學

校本位管理。 

3. 我國綜合高中推展學校本位目前仍

受相關法令之限制。 

4. 我國綜合高中之組織編額應重新檢

討。 

陳鐘金 
2002 

國 民 中

小 學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學 校 效

能 關 係

之研究 

宜 蘭 縣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人員 

文 獻 分

析、問卷

調查 

1. 不同程度的學校本位管理在學校效

能的表現有所不同，高本位管理學

校相對有高效能表現。 

2. 學校本位管理與學校效能各項度具

有中度偏高正相關。 

3. 學校教育人員對實施本位管理態度

支持肯定。 

4. 學校教育人員最希望能將經費權與

人事權下放給學校。 

余景達 
2002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教

師 工 作

滿 意 關

係 之 研

究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人員 

問卷調查 

1. 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理現況良

好。 

2. 教師工作滿意程度以同事關係和工

作本身最佳。 

3.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對學校本位管

理的實施程度感受較高。 

4. 學校本位管理與教師工作滿意成正

相關。 

5. 學校本位管理對教師工作滿意的預

測力良好。 

邵俊豪 
2002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學 校 長

轉 型 領

導、交易

領 導 與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決 策 類

型 之 關

係研究 

臺 北 市

國 中 校

長 

問卷調查 

1. 北市國中校長運用轉型領導之願景

與承諾、親近融合、激勵共同願景、

尊重信任、個別化關懷與學校本位

管理決策類型有顯著差異。 

2. 北市國中校長運用交易領導之實質

後效酬賞-互惠、實質後效酬賞-表揚

禮遇、承諾後效酬賞、主動例外管

理、被動例外管理與學校本位管理

決策類型有顯著差異。 

鄭清波 
2003 

台 中 縣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教 師

工 作 士

台 中 縣

國 小 教

育人員 

文 獻 分

析、問卷

調查 

1. 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理之情況

為中等程度。 

2. 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理愈高，

則教師工作士氣愈高。 

3. 教師的人口變項、學校環境變項對

學校本位管理與教師工作士氣皆有

顯著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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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關 係

之研究 

許嘉政 
2004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特 性

關 係 之

研究 

屏 東 縣

國 民 小

學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學校本位管理存在著一定程度

的障礙，尚有增進與提升的空間。 

2. 學校本位管理與學校組織文化二者

關係密切。 

陳正泰 

2004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學 本 位

管 理 實

施 成 效

之研究 

臺 北 市

公 私 立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 組

長、主任

及校長 

問卷調查

法 

1. 臺北市國民中學學校本位管理運作

大致符合自主程度。 

2. 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於學校管理

運作知覺有顯著差異。 

蔡家廷 
2004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本 位 管

理、組織

氣 氛 與

教 師 教

學 效 能

關 係 之

研究 

台 中 縣

公 立 國

小教師 

問卷調查

法 

1. 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以狀況良

好。 

2. 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趨向開放。 

3. 學校本位管理與學校組織氣氛對教

師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 

鮑慧門 
2005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人 員 推

動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現 況

與 期 望

之研究 

中 部 四

縣 市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人

員 

文 獻 分

析、問卷

調查 

1. 就學校本位管理現況而言，「課程與

教學」層面上已具成效，其他層面

仍須加強。 

2.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實施學校本

位管理之期待相當迫切。 

3. 國民小學推動學校本位管理上有增

進空間。 

林貴芬 
2005 

高 雄 市

國 民 小

學 本 位

管理、組

織 氣 氛

和 學 校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高 雄 市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教師 

問卷調查

法 

教師對學校本位管理具有中上程度的

評價，實行學校本位管理，有助於提升

學校效能。 

黃伊竼 國 內 實 個 案 學 文 獻 分 1. 兩所個案學校因受訪者各自解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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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踐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之 個

案研究 

校 之 教

育人員 

析、訪談 同，而影響學校本位管理之實踐在

學校經營上的必然性。 

2. 兩所個案學校在限制的教育體制

中，尋求自主彈性空間，尤以課程

自主空間最大。 

3. 兩所個案學校因為學校財源經費皆

以政府補助為主，使學校運作須依

法行事，呈現學校本位實踐情形大

同小異。 

林素妍 

2006 

國 民 小

學 推 展

學 校 本

位 經 營

之 個 案

研究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人員 

文 獻 分

析、問卷

調查、訪

談 

1. 在推展學校本位經營中，以人為核

心。 

2. 以人文作為學校願景的核心，配合

具體的行動，形成學校發展的願力。 

陳震宇 
2007 

中 部 五

縣 市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學 校

效 能 之

相 關 研

究 

中 部 五

縣 市 的

公 立 國

民小學 

問卷調查

法 

因不同縣市別及學校規模而導致學校

本位管理有所差異，中部五縣市國民小

學實施學校本位管理與學校效能具顯

著正相關。 

吳智偉 
2007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均 衡

模 式 意

見 調 查

之研究 

高 雄 縣

市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人 員

及家長 

文獻分析

法、問卷

調查法 

1. 我國已具備推動學校本位管理均衡

模式之法理基礎。 

2. 均衡模式之學校本位管理委員會決

策性質，組成成員應包含教師兼行

政人員、一般教師、校長、家長及

學者專家，成員席次的分配以教師

代表佔多數席次排序第一。 

侯涼烝 
2008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實 施

現 況 之

研 究 ─

以 屏 東

縣為例 

屏 東 縣

公 立 學

校 之 教

育人員 

問卷調查

法 

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理的知覺良

好。學校所在地、學校規模的不同對於

學校本位管理的知覺有顯著差異。 

鍾肇光 
2009 

 

國 民 中

學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教

桃 園 縣

公 立 國

民 中 學

教師（問

問卷調查

法 

半結構式

訪談法 

1. 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本位

管理現況屬良好程度，各層面以課

程與教學最高、其次為人事選用與

管理、 校務行政運作、經費分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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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參 與

行 政 決

定 

卷）、 

資 深 校

長、主任

及 教 師

（訪談） 

運用為最後。 

2. 而參與行政決定部分，在整體表現

上屬良好程度，各層面以教師教學

與行政最高，其次依序為學生訓導

與管理、人事管理與考評、學生輔

導與計畫、事務管理與規劃。 

文高上 
2011 

高 屏 地

區 原 住

民 國 中

小 學 學

校 本 位

管 理 與

學 校 效

能 關 係

之研究 

高 屏 地

區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育 人

員 

問卷調查

法 

1. 高屏地區原住民國民中小學校越能

實施本位管理，則會有越高的學校

效能。 

2. 學校本位管理能有效預測學效效

能，其中又以學校行政運作最具預

測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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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我國優質化輔助方案相關論文研究 

研究者 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曾俊傑 

（2016） 

參與優質

化輔助方

案的台南

市高級職

業學校之

辦學績效

評估與分

析 

資料包絡分

析法 

1. 評估項目中，重要性前三名依序為「就近入學

率」、「每生分配圖書冊數比」及「各項技藝競

賽獲獎率」。 

2. 工(含農)類科學校的辦學績效顯著低於商或工

商類科學校 

3. 大規模(40 班以上)學校之辦學績效顯著較小規

模學校為差。因此，建議應該將教學資源根據

上述結果重新做調整。 

辛明珍 

（2015）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成效之

個案研

究：以國立

中興高級

中學為例 

訪談法 

文件分析法 

1.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擬訂必須貼近學

校需求。 

2.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多元學習表現與升學

成效應緊密相關， 

3. 透過就近入學導引縮小城鄉教育品質差異的政

策作為。 

張玉環 

（2015） 

高中職優

質化學校

知識管理

之研究 

訪談 

資料蒐集 

1. 優質化學校在知識管理理論上之運用與歷程有

五項： 

(1) 知識管理理論之落實是起源於校長對知

識管理專業領導背景。 

(2) 落實推動知識管理理論，有助於優質化學

校之實踐。 

(3) 知識管理理論能夠建立行政團隊合作的

精神，有助於優質化學校的實踐。 

(4) 從校長領導，激發教師團隊的作為，正向

看待知識管理的重要性與運用。 

(5) 為形塑優質化學校之形象有必要運用知

識管理理論。 

2. 優質化學校在知識管理理論作法有以下五項： 

(1) 關鍵特質的領航者發揮其號召力及影響

力。 

(2) 建立定期行政團隊協調與溝通的時間。 

(3) 尋找適合自己的合作夥伴關係。 

(4) 運用教師專業、團隊學習以促成知識管理

模式。 

(5) 有計畫性的推動及全面性的整合以落實

知識管理。 

3. 優質化學校在知識管理上之成效有三項： 

(1) 在行政團隊中彼此信任與經驗分享。 

(2) 行政成員之自我檢視、反省並有效掌控執

行成效。 

(3) 行政工作團隊的賦權增能帶給教師專業

上的滿足及成長。 

陳泰宏 影響創意 問卷調查法 1. 學校支持方面「教師之間的支持」為影響教師創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2_23s/record?r1=6&h1=0


250 
 

（2014） 教學關鍵

因素之研

究－以高

中優質化

化計畫為

實例 

意教學活動之促進因素。 

2. 教師動機方面「外部調適」、「認同調適」及「內

在動機」為影響教師創意教學活動之促進因素。 

3. 在學校支持方面之「學校專業上的支持」、「教師

的教學自主性」及教師動機方面之「內化調適」，

為影響教師創意教學活動之抑制因素。 

楊登進 

（2013）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實施現

況與成效

之研究－

以中部地

區四縣市

為例 

問卷調查法 

1. 多數高中教師肯定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實施的

成效，其中又以「學校行政效能」層面最高。 

2. 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教師對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實施現況與成效的看法無顯著差異者有：不

同性別、不同年齡層、不同教育程度與不同學

校辦理期程。 

3. 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教師對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實施現況與成效的看法部分顯著差異但部分

無顯著差異者有：不同學校規模與不同學校歷

史。其中 37 班以上規模學校在「教師教學成

效」、「學生學習成效」層面大於 21-36 班規模學

校。學校歷史在 30 年（含）以下者在「教師教

學成效」層面大於學校歷史在 51 年（含）以上。 

4. 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教師對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實施現況與成效的看法達顯著差異者有：不

同學校職務與不同學校所在地。其中不同學校

職務，教師兼行政整體成效大於教師兼導師，

教師兼導師整體成效大於專任教師。不同學校

所在地，鄉鎮學校整體成效均大於都市學校。 

洪郁婷 

（2013） 

高中優質

化政策與

執行之研

究─以屏

東地區高

中為例 

文件分析法 

問卷調查 

焦點團體訪

談法 

1. 屏東地區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執行重點與經

費能有效提升學校的特色、整體形象和教育資

源。 

2. 屏東地區大多數的高中教師願意主動參與高中

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執行，但較不熱衷方案相關

的研習活動。 

3.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執行成效能使學生在學

習資源方面具有實質幫助。 

4. 各高中學生的素質與學習狀況不同，在引起弱

勢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衡量學生的學習效益方面

之效果不足。 

5.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普遍獲得校內行政人員的

支持，但是工作負擔過於繁重，以及計畫期程

時間緊迫，導致承辦意願逐漸降低。 

6. 方案經費的編列對多數學校有實質的輔助功

能，而經費時常無法如期撥款，造成方案執行

的困難。 

7. 大多數的高中對於提案計畫申請感到困難，且

有感於提案實力不如北部地區的高中。 

8. 屏東地區高中生大量外流情形嚴重，方案的執

行與推動仍難以改變家長對學校排名的觀念。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2_23s/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2_23s/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2_23s/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2_23s/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2_23s/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2_23s/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6%A5%8A%E7%99%BB%E9%80%B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6%B4%AA%E9%83%81%E5%A9%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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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婌妤 

（2013） 

以台灣高

中優質化

輔助方案

學校增能

策略檢視 

馬來西亞

吉蘭丹中

華獨立中

學之運作 

個案研究 

觀察法 

訪談法 

1. 學校行政管理方面：校長的辦學理念核心是人

文關懷與對個體、生命發展的尊重，決心培育

下一代成長與蛻變。校長設定以學校經濟穩定

性、行政團隊凝聚力與行動力的提升、教師待

遇與發展及學生體格發展與學習水平的提升作

為學校的發展願景，並著手規劃學校對社區的

貢獻，企圖打造並強化學校特色，但同時間著

手處理多項學校發展與改革實為增加行政團隊

及教師團隊的壓力。 

2. 教師團隊專業成長方面：校長以其教育理念打

造多面向的課程發展，促使教師調整教學。帶

進「師徒制」概念，企圖加強教師之間以合作

與經驗傳承作為教學交流之重點。英語教學的

改革、重新開辦生活技能課、計劃設立餐飲管

理課程及戶外教學的執行與設定，都是校長期

許營造師生能落實自我提升與建構平穩與專業

化校園的最終目標。 

3. 學生學習方面：發展多元的聯課活動，豐富校

園生活，鼓勵學生在其中學教育時期鍛煉體

格、揮灑青春、投入學習之餘，也應該透過社

團與活動提升其合作學習、探索發現、溝通建

構的能力，也促進同儕互動、相互欣賞、發揮

創新與思考的成長空間。透過戶外教學，讓教

師發展鄉土教育的校本特色課程，亦可以讓學

生舒展身心，增廣見聞。 

4. 學校與社區資源方面：目前丹中定期舉辦小、

中、大學校活動，藉機會讓學生接觸社區，也

讓社區得以認識丹中，此項活動應保留與持

續。因透過社會實況，以身教、境教給學生建

設人本及關懷之心。 

張世忠 

（2013） 

高級中學

參與高中

優質化輔

助方案與

學校品牌

形象關係

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1. 教育人員對於高級中學參與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實施現況的知覺屬於高度水準，以「經費與

資源運用」最高。 

2. 教育人員對於學校品牌形象實施現況的知覺屬

於高度水準，以「經驗性品牌形象」最高。 

3. 不同性別、年齡、職務、年資、規模、校史會

影響高級中學教育人員對學校優質化的看法。 

4. 不同性別、年齡、職務、年資、規模、校史會

影響高級中學教育人員對學校品牌形象的看

法。 

5. 高級中學優質化程度與學校品牌形象有高度正

相關。 

6. 高級中學參與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優質化程度

對學校品牌形象具有預測力。 

葉玉淘 

（2012） 

離島地區

實施高中

職優質化

輔助方案

政策成效

之研究─

質性研究法 

半結構訪談 

1. 不因環境限制，在執行的過程中，整體上是順

利的。 

2. 高中職優質化方案有助於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促其適性發展。 

3. 經由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實施，能增加家

長與社區對學校的認同與肯定，提高校譽，獲

得更多的外部資源。 

4. 教師專業能力因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產生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5%BB%96%E5%A9%8C%E5%A6%A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5%BC%B5%E4%B8%96%E5%BF%A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8%91%89%E7%8E%89%E6%B7%9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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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澎湖縣

為例 

勵作用，提高教學效能。 

5. 學校現場肯定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帶來的正

向幫助。 

6. 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增加教師兼職行政人員

工作負擔，應進行調整工作負荷。 

7. 實施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要縮短城鄉差距應

結合國小、國中及高中。 

8. 因現實制度面影響，高中教師主動參與優質化

計畫意願不高。 

9. 政府補助經費有限，預算名目契合度低，執行

困難影響工作士氣。 

10. 為落實學校優質發展，優質精進計畫的周全性

不足。 

林耀榮 

（2012）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政策執

行指標建

構之研究 

德懷術問卷

調查 

建構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政策執行指標，共包含中

央層級、地方層級與學校層級等三個層面，中央層

級層面為政策穩定、政策溝通與諮詢輔導三個項

目，地方層級層面為政策支持與政策配合二個項

目，而學校層級層面為領導力、執行力與學習力等

三個項目，總計八個項目，而此八個項目則涵蓋了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揭示「促發高中學校團隊精進

能量，加速各高中優質化」之目標，勾勒清楚具體

的政策方向等五十八項指標。 

張典魁 

（2012）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增能機

制與指標

成效之相

關研究 

問卷調查 

1.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增能機制之意見情況良

好，以「自主管理」最高，「專家諮輔」偏低。 

2.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增能機制能縮小「學校屬

性」、「學校所在地」的差距。 

3.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指標成效教師自評成效良

好，以「教學領導」最高、「社群互動」最低。 

4. 「不同職務」與「學校規模」會影響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案指標成效。 

5.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增能機制與增能成效呈現

中度以上正相關。 

6.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增能機制與高中優質化輔

助方案指標成效高相關之層面，整體解釋量最

少為 51%以上。 

辜榮賢 

（2011） 

高中優質

化方案推

動現況與

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

究 

問卷調查法 

1.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推動現況為偏高感知程

度，以「計畫形成過程」最高，「自主管理實施」

較低。 

2. 學校效能為偏高感知程度，以「行政績效」最

高，「社區關係」最低。 

3. 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教師在高中優質化推動現

況知覺會因「學校地區」及「學校規模」有部

分差異。 

4. 不同背景變項的高中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會因

「不同職務」、「學校地區」及「學校性質」有

差異。 

5. 高中優質化推動現況各層面與學校效能呈顯著

正相關。 

6. 高中優質化推動現況對整體學校效能有 64.1％

預測力。 

陳燕萍 高中優質 質性方法 
1. 對於入學獎助學金的申請條件師生均希望能放

寬標準給更多人申請，入學獎助學金確實能吸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6%9E%97%E8%80%80%E6%A6%A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5%BC%B5%E5%85%B8%E9%AD%8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8%BE%9C%E6%A6%AE%E8%B3%A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9%99%B3%E7%87%95%E8%90%8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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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化輔助方

案評

鑑—R. E. 

Stake 回

應式評鑑

取向之運

用 

量化方法 引在地優秀學生就讀而且產生正面的學習態

度，然而金額對學生補助有限。 

2. 學校及老師會為學生安排各項證照考試，還利

用週六及寒暑假加強學生學科、術科的複習及

練習，但是會計乙級難度高，通過者寥寥無幾，

如何提高通過率面臨瓶頸，加上技職專業時數

縮減，對推動證照不利 

3. 古蹟解說團結合學校與社區的資源，提供創

意、多元的文化解說服務，學生參與許多公益

活動，豐富了視野，促進了人際關係的提升、

組織能力的提高、口語表達能力的增強及時間

的分配與掌握，然而教導學生的文史工作者對

古蹟的認知不同，使學生感到困惑，需經社團

內部再加以統合。 

4. 教師同儕參加研習有助於教學與自我成長，提

升校園氛圍，但研習的內容不夠多元，研習經

辦人對於尋找合適師資的管道、資訊不甚明悉

及教師共同時間少，都限制了研習的辦理。 

黃麗純 

（2010） 

校長推動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之轉型

領導經驗-

以關懷倫

理為領導

核心價值 

訪談 

非參與觀察 

文件分析 

1. 校長以身作則及認真投入與付出，樹立領導者

典範，成為學生、家長認同的對象 

2. 校長的授權賦能，激發學校成員工作動機並找

到內在成就 

3. 校長啟動學校成員創新思維，實踐教育意義與

價值 

4. 校長關心並激發學校成員高層次需求與潛能，

使學校成員願意持續投入 

5. 校長肯定生命等價並願意成就他人 

6. 校長的身教與不求回饋使他人認同關懷價值 

7. 校長激勵鼓舞學校成員的工作意義，使學校成

員感受生命價值 

8. 校長的智性啟發開展出學校成員的關懷思維和

實踐動力 

9. 校長的個別化關懷建構學校成員間的深刻理解

與尊重，開展關懷實踐的循環動能 

潘家妤 

（2010） 

優質化高

中中層管

理團隊策

略領導與

學校創新

經營之個

案研究 

個案研究 

訪談 

觀察 

文件蒐集 

1. 具有目的性、專業性、跨處室與臨時任務分工

特性之中層管理團隊是學校創新經營的主要推

手。 

2. 中層管理團隊推動高中優質化計畫的挑戰與困

難有人力不足與資源分配。 

3. 中層管理團隊運用策略領導之綜合角色，蒐集

並分析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資訊。 

4. 中層管理團隊扮演策略領導之倡議角色，向上

提倡各種創新學校發展的新計畫。 

5. 中層管理團隊發揮策略領導之促成角色，營造

學校創新經營之氣氛，鼓勵成員勇於挑戰、突

破現狀。 

6. 中層管理團隊落實策略領導之執行角色，實施

深思熟慮的策略與計畫，發展學校創新經營。 

林偉鈞 

（2009）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執行之

個案研究 

訪談法 

觀察法 

1. 學校利害關係人推動 SAP 時會有不同利益考

量。 

2. 利害關係人如對 SAP的理念認同將超越個人利

益付出。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9%BB%83%E9%BA%97%E7%B4%9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6%BD%98%E5%AE%B6%E5%A6%A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6%9E%97%E5%81%89%E9%88%9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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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從利害

關係人的

觀點探究 

3. 利害關係人在推動 SAP 時，會以考量到雙方面

能維持和諧關係為要務。 

4. 利害關係人的在推動 SAP訴求的利益是多重聚

合體，重複交集越多的利益越難被影響、越想

保護。 

5. 利害關係人反省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的是具有

不對稱。 

6. 利害關係人對於學校推動 SAP 表達支持，但有

些人不知如何著手。 

7. 學校長與主任多用職權或感召的影響策略；組

長多用法規命令的保護策略；教師多用結盟的

策略。 

8. 學校行政間屬於支持型的利害關係人互動類

型；教師與行政則呈現邊際型的利害關係人互

動類型。 

張育菁 

（2009） 

高級中學

優質化的

學校經營

與作為之

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法 

1. 獲教育部補助之優質化學校，以中型學校居多。 

2. 優質化學校，大都自行選用合宜領導方式，且

順應時勢，趨向 e 化行政及績效管理；此情形

不因學校規模、交通、就近入學率之差異而不

同。 

3. 優質化學校不受學校規模、交通、就近入學率

差異影響，皆積極鼓勵教師專業進修研習，進

而提升教學效能。 

4. 優質化學校不受學校規模、交通、就近入學率

差異影響，致力提高學生多元學習表現，並重

視校際聯盟。 

5. 優質化學校不受學校規模、交通、就近入學率

差異影響，學校課程多元化，並重視弱勢補救

課程，達到教育平等目標 

6. 優質化學校不受學校規模、交通、就近入學率

差異影響，皆因方案補助招生獎學金，有助就

近入學率提升。 

7. 優質化學校不受學校規模、交通、就近入學率

差異影響，努力結合社區與家長資源，提升對

學校肯定度。 

8. 優質化學校均積極建設學校創新特色項目 

廖崇義 

（2008）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執行之

研究 

問卷調查法 

1.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執行現況尚頗佳，以計畫

內容的執行較佳，而計畫形成的執行較差。 

2.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執行有助於學校軟硬體

設備之更新，但學校則沒有充足的人力可供運

用。 

3.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執行現況會因學校教育

人員的背景差異而有不同的看法。 

4.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執行問題，主要反映在「人

事行政」、「經費運用」層面，而「組織規劃」、

「溝通與支持」、「績效管理」層面的問題較少。 

5.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執行問題中，以「業務承

辦人員無法增加津貼」、「兼任行政業務之教師

的減課空間有限」、「學校經費自籌的難度高」、

「學校爭取校外資源不易」的問題較為明顯。 

6.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執行問題會因學校教育

人員的背景差異而有不同的看法。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5%BC%B5%E8%82%B2%E8%8F%8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5%BB%96%E5%B4%87%E7%BE%A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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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正 

（2008）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學校質

性指標執

行成效與

學校組織

執行力之

相關研究 

問卷調查法 

1.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學校質性指標執行成效與

學校組織執行力皆在中等以上的程度。 

2.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教師知覺學校質性指標執

行成效，因學校屬性、學校所在地、學校規模、

擔任職務，而有顯著差異。 

3.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執行力

因學校屬性、學校所在地、學校規模、擔任職

務，而有顯著差異。 

4.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教師知覺學校質性指標執

行成效與學校組織執行力有顯著正相關。 

陳明印 

（2007） 

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

案實施成

效之個案

研究 

個案研究 

訪談 

文件分析 

1. 學生升入學表現層面：優質化方案挹注招生獎

金，可提升入學成績 PR 值且有助招生。 

2. 學生多元學習表現層面：能提高學生多元學習

表現。 

3. 教師服務表現層面：可激勵教師用心，投入教

學與輔導工作。 

4. 家長參與活動層面：提升社區與家長對學校的

肯定及參與。 

5. 重要議題課程實施層面：能落實十大議題融入

課程教學活動，培養學生關懷生命及社會的情

操。 

6. 校務發展層面：優質化方案與學校現況契合度

高，能提高方案的可行性及效能。 

7. 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層面：激勵教師專業進修

發展以提升教學效能。 

8. 家長社區參與層面：提高社區對學校的認同

度，能獲得更多的外部資源。 

9. 校園文化層面：能營造溫馨友善與民主參與的

校園文化。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9%99%B3%E6%86%B2%E6%AD%A3%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jXkHt/search?q=auc=%22%E9%99%B3%E6%98%8E%E5%8D%B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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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訪談同意書 

 

您好： 

 

    研究者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在職專班四年級學生，目

前正進行【自主管理促進學校改進之個案研究──以高中優質化為例】碩士論文

的撰寫。因您是個案學校執行「優質化輔助方案」的重要參與者之一，故研究者

希望藉由訪談，瞭解您在推動方案過程中的經驗與思維，您的協助將對本研究及

未來學術與實務的發展有莫大的貢獻。 

    基於後續分析的需要，在訪談過後研究者必須將過程記錄下來，為確保紀錄

確實性，研究者希冀以錄音方式作為輔助。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建議僅作為學術

用途，且為秉持研究倫理，個案學校名稱、您的職稱與身分以及訪談資料皆以化

名與代碼方式處理。若您同意錄音，研究者在逐字稿繕打完畢後，將與您確認相

關內容的適切性，並依照您的意見進行調整。而在錄音過程中，皆可依您的考量

隨時暫停錄音事宜，以確保您的權益問題。 

    此外，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若您有任何需要協助之處，研究者在自身狀

況許可的情形下，將無條件的予以協助。希冀本研究亦能對您有所助益，再次誠

摯感謝您參與本研究。 

 

 

敬祝  教安 

 

 

 

受訪者：                  

訪談日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在職專班研究生  林佑倫  敬上 

中華民國 104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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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訪談大綱 

 

1. 以校長/行政人員/子計畫承辦人/教師的立場，您認為學校申請優質化方案的理

念、目的以及具體目標為何？ 

2. 這幾年的優質化計畫，主要重點和特色為何？計畫內容有何改變？ 

3. 在學校改進方面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為何要做這些選擇？ 

4. 優質化方案要求學校必須規劃自主管理，請問貴校如何進行自主管理？ 

5. 學校所訂定的自主管理組織，參與的人有哪些？ 

6. 學校在運作自主管理的過程中，會使用哪些工具？（是自製的，還是方案提供

的） 

7. 自主管理的運作過程中，是否有固定開會？而開會時主要的討論內容為何？ 

8. 學校如何檢核優質化方案的實施成效？ 

9. 學校在辦理優質化的過程中，有遇到那些困難？是如何解決的？ 

10. 到目前為止，比較難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11. 你認為是什麼誘因致使學校能夠持續性地推動優質化方案？ 

12. 你認為自主管理在推動優質化方案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何重要性？ 

13. 到目前為止，優質化方案帶給學校的改變是什麼？從哪些部分可以看得出？ 

14. 如果可以選擇，您會繼續申請優質化方案嗎？ 

15. 就您的主觀認知或經驗，你認為自主管理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