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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制度主義分析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關係之個

案研究  
 

摘   要  
 

    近年來，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加上國民教育素質提高，民眾關心公

共議題之知識與自我意識提昇，對政府政策及公眾事務參與度提高，此為進入民

主多元社會後不可逆的趨勢。學校體系身為公共系統一環，學校、家長與社區三

者之間具緊密連結與互動，學校已從過去孤立於社會環境進而轉變成為一開放系

統，需與外界環境保持聯繫。	 

	 	 	 	 根據 1970 年代後興起，應用於教育領域之新制度主義，其大幅擴展組織環

境的定義，將組織環境區分為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因此，現今學校組織內部的

教育行動已不僅反應學校與家長及社區這些地方社群特徵而更反應整個學校組

織環境，兩者共同形成學校組織的運作模式與邏輯。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即試圖於

此背景脈絡與理論論點下，描述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三者間錯綜複

雜的關係。	 

	 	 	 	 為能深入地了解學校組織內部運作與外部環境關係，本研究採用質性的個案

研究，以一所國中為研究場域，透過深度訪談與文件分析方式蒐集資料，進行為

期八個月的研究。	 

	 	 	 	 本研究透過資料的分析與整理之後獲致下列結論：	 

一、學校組織與組織環境關係密切，受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影響。	 

二、組織行動者受個人制度背景與集體組織環境影響。	 

三、學校組織與組織行動者雙方相互影響。	 

四、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具複雜的互動性與同構性。	 

	 	 	 	 最後，根據研究結論，研究者提出新制度主義對於教育政策、學校組織與領

導者、學校組織行動者的啟示，與對未來研究之可行方向與建議，備供參酌。 

	 

關鍵詞：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組織環境、新制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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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 with School, Actors in School 
an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by New Institutionalism  

	 

Abstract 
	 	 	  Recently, following the democracy,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al quality, the public raises their consciousness and knowledge of public 

issues and participates more in public affairs. This is an unchangeable trend since 

democratic society has built. Schools, which are in the public system, need to interact 

more with parents and community. They are no more isolated with environments but 

become an open system. 

    According to New Institutionalism, which developed in 1970s, it redefined the 

meaning of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which had been devided into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echnical Environment”. Nowadays, the actions and the logic in 

schools are not only reflecting local community but also the whole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The purposes of this case study are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ation 

with schools, actors in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within this background 

and from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o fulfill the above-mentioned purposes, in-depth 

interview, and documents are employed to collect empirical data in thi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are intens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echnical 

environment deeply affect schools ; (2) actors in school are affected by personal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whole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 (3)schools and actors 

in schools affect each other ; (4) the relation with school, actors in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is built and interacted complicatedly. 

	  

Keywords：  actors in school,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 New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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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從新制度主義觀點了解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三者間的關

係。本章旨在概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及個案介紹。第一

節描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從學校與家長及社區等地方社群的互動出發至其鑲嵌於

更廣大的組織環境中，因而引起研究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關係之動機。

在概略敘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後，於第二節提出研究者進行此研究的目的與問題及

介紹本研究之個案學校。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加上國民教育素質提高，民眾關心公

共議題之知識與自我意識提昇，對政府政策及公眾事務參與度提高，此為進入民

主多元社會後不可逆之趨勢。學校體系身為公共系統一環，屬於公共場域一份子，

已無法如同過去孤立於社區環境當中，關起門來自辦教育，而需對外如家長及社

區等開放，並且引進外界資源共同合力進行教育工作。然而，隨著社會持續快速

變遷且日益複雜化，學校組織不僅須與家長及社區等地方社群保持密切互動，更

是以此為基礎向外擴大，與更廣大的組織環境相互影響。 

    因此，本節研究背景與動機將從說明學校、家長與社區之互動出發，再進一

步了解學校組織與組織環境的關係及新制度主義興起對此關係的詮釋，進而引起

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壹、社會變遷下的學校、家長與社區之關係  

    隨著社會變遷，學校、家長與社區之關係日益密切，首先從家長參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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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意識與行動逐漸抬頭即可為證。今日與家長參與學校相關的法令訂定日益完

善，如：《民法》、《教師法》、《國民教育法》與《教育基本法》等皆訂有家

長參與學校相關規定與辦法。於此同時，民間亦開始成立各級家長團體，如：各

縣市的家長協會、家長學苑、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等。 

    從相關法令制定與家長團體興盛顯示家長於學校中扮演角色日趨重要，已由

形式參與進入實質參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權提昇代表家長已非學校教育的門外

漢，學校必須開放讓家長以多重角色與模式進行參與而開啟了學校與外界環境連

結的第一步。 

    學校除了與家長互動外，其位於社區內，屬於社區一份子，亦與社區互動密

切，相互影響。民國83年文化部前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

政策」，學校位處於社區中，屬社區組織運作系統之一，可對社區文化及教育提

供支援。如黃煌雄等人（2001）所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報告書認為社區總體營造

應植根於學校教育，透過學校教育，將社區總體營造的操作模式轉化為學習的機

制，讓學生習慣共同體意識的生活環境，以培養學生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與

能力，同時教育社區民眾喚醒其公民意識。  

    爾後政府極力推動的「學校社區化」政策亦可說明學校與社區的互動。學校

社區化係指以學校為主體，向社區開放，讓社區人士可以參與學校事務。學校成

為帶動文化和社區學習的中心，透過社區學習體系，運用社區資源，讓學校和社

區的環境空間及社群成員彼此之間形成一互相開放、交流、整合的體系（林振春，

2002；陳其南，1996；謝進裕，2008）。 

    於學校與家長及社區互動日益頻繁之時，學校內部亦推動新一波課程改革。

85學年度開始，教育部希望透過「鄉土教育」促進學生探索與了解自己居住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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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激發其愛鄉、愛土的情操，此政策的推動與落實，開啟臺灣學校教育與社區

結合互動的時代。爾後於90學年度起，國民中小學課程採九年一貫課程，鄉土教

育被併入社會學習領域，而學校課程改革則走向各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各

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除了學校人員參與外，亦須加入家長與社區代表，且課程規

劃需考量地方與社區特色。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將學校與社區關係更拉近一步。  

    從家長參與學校、社區總體營造、學校社區化、鄉土教育至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在在顯示學校身為一公共系統，已非獨立於社區之外，需開放與家長及社區

進行雙向交流。 

 

貳、新制度主義對學校組織的觀點  

    從前述家長參與學校及學校與社區關係相關政策背景得知學校、家長與社區

三者之間具緊密連結與互動，學校已從過去孤立於社區環境進而轉變為開放系統，

需與地方社群即家長與社區保持聯繫。國內針對家長參與學校、學校與社區關係

的相關研究結果豐碩，研究結論多說明學校、家長與社區應保持良好和諧的互動

與合作模式，以共同提昇教育品質，達成教育目標（林明地，2002；邱鴻諭，2011；

陳益興，1992；謝進裕，2008）。 

    然而，學校、家長與社區的互動隨著時間日益複雜化，因社會快速變遷同時

伴隨人口頻繁移動，同一地區卻具有多元性的社區組成日益增加，因此即使是學

區制的公立國中及小學，其學生來源無論於階級或族群上皆可能具差異性。再加

上家長可利用各種策略選擇學校，甚至越區就讀，更增添了校內學生背景的複雜

性。不同背景的家長對學校辦學會有不同的期待，學校除了滿足這些異質性的期

待，亦位處於廣大的社會環境中，如須符合官方部定的各項教育政策及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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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市場化的競爭力量皆同時影響著學校。於這樣的背景脈絡下，學校組織、

地方社群與組織環境間的互動與交互影響顯得更為突出。究竟學校組織、組織行

動者與組織環境三者間關係為何？又有哪些因素影響三者間的關係？這些疑問

引發了研究者想要進一步探究的研究動機。 

    學校與地方社群互動將依照事務性質與內容及地方社群個別差異等產生異

質性互動模式。然而不可否認，家長參與學校、鄉土教育、學校本位課程等學校

與地方社群關係的發展及相關政策顯示，「學校」仍於此關係間具有主體性地位，

以學校為主軸向外進行連結。   

    學校為一組織，組織是人們為達成特定共同目標所結合而成的有機體，透過

人員、結構與環境的互動調適來完成其任務（謝文全，2005）。由定義可知學校

組織內具教育目標、組織運作法令與規範、各部門分工合作，協調與制衡、組織

文化與氣氛、非正式的慣習與模式等。組織內各部門職位與權責配置結構更是由

相關行動者賦予生命，行動者間差異的認知信念與價值觀將於組織內磋商協調，

影響組織的發展方向。以上這些面向皆是學校組織內部的運作模式與邏輯。 

    學校組織內部運作亦需與外部環境產生連結與調適。外部環境除了家長與社

區等地方社群外，更與脈絡廣大組織環境中的教育政策、教育措施、市場環境、

規範與期待、教育團體等產生互動，影響著學校組織內部運行。因此，組織內部

自身運行加上與組織環境的互動，這樣的運作方式，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

織環境會產生什麼樣的關係呢？ 

1970年代後興起，應用於教育領域之新制度主義，其不同於舊制度主義僅 

強調影響學校組織環境為「地方社群（local community）」內各政治與利益團體

之間的衝突，而係大幅擴展環境的定義，從「組織場域（organization field）」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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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來界定外在環境。學校組織所鑲嵌的組織場域不僅聚焦於家長與社區等地方社

群人口及文化特徵，更擴大為法治範圍、規範脈絡、政治機構、市場競爭及相關

組織等。組織場域則又位處於更廣大的組織環境中，兩者間相互交織。因此，新

制度主義強調研究學校組織時必需扣緊組織變遷的社會政經文化脈絡背景，而各

項教育實踐即是反應學校於組織場域內及組織環境中互動的結果。 

    現今學校組織內部的教育行動已不僅反應地方社群特徵而更反應整個學校

組織環境所形成的運作模式與邏輯。關注組織環境是新制度主義的核心議題，為

更接近組織的真實世界，研究者需要將組織放置在更大的社會系統中考察環境的

影響。本研究即試圖於此背景脈絡與理論論點下，描述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

組織環境三者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及個案介紹  

壹、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整體學校組織與個別組織行動者的教育實踐是融

合地方社群同時更反應廣大組織環境。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即希望透過個案研究方

式了解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的關係與影響因素。 

    主要研究問題為： 

一、學校組織與組織環境關係為何？此關係又如何進一步影響學校組織？ 

二、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關係為何？ 

三、組織行動者對學校組織的認知與價值為何？  

四、組織行動者與學校組織關係為何？此關係又如何進一步影響學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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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個案介紹  

    個案學校多元國中（匿名）創校已有十年以上歷史，學校的班級數及學生

數屬中型的國中。學校地理位置位處於與人口較密集城市鄰近的縣市交界處，屬

於城市邊緣的學校。民國七十年前，該地區多為農業用地，七十年代後始開始建

造新房子。該地區房價較城市內便宜，因而吸引於城市工作的人至該地購屋定居，

人口開始逐漸增加。地方教育機關為因應當地教育發展需求，解決就學人口增加

導致該地區原有學校教室空間與學生容納量不足的問題，因而成立多元國中（T6：

4）。 

    個案學校與城市鄰近的地理位置影響學校招生，因許多家長選擇越區至城市

內學校就讀。然而，根據受訪教師表示，多元國中成立初始，地區寄予厚望，許

多家長甚至遷戶口越區就讀，其中亦不乏社經背景不錯的家長，因此當時認為學

校發展具有遠景（T1：2）。然而，後續產生了除了鄰近城市這個原因之外其他

導致學生流失的因素，如下：1.少子化大環境影響；2.幅員遼闊的學區內有一河

流經過，將學區切分成兩岸。學區內有 A、B、C 三所國小，河流對岸學區內的

A 國小至多元國中需更換兩至三班公車始到達，交通十分不便，該國小前往同一

岸的城市地區學校卻十分便利，因此有三分之二畢業生選擇至城市內學校就讀；

3.其他鄰近國中招生攻勢凌厲；4.學校升學率於成立之初表現突出，然而三四年

後開始下滑，進而影響家長選擇意願；5.學校位於原住民與漢人並存社區，成立

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然而有些家長對於學校重視原住民教育有疑慮。以上幾點

原因造成學生招募對個案學校來說是一大挑戰，將於爾後章節有更進一步分析。 

    個案學校組織如同一般國中一樣，有完整的行政組織、教師會與家長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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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R11、R2、R3、R4）領導風格不同，影響學校發展方向。校內目前幾項屆

校長特色教育措施，如：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及數理資優班皆是由 R2 校長任內

初始申請與推動並延續至今。學校超過一半以上行政人員與教師具有十年以上教

學年資，有近一半的教師居住於在地地區（於該地區內，然非屬學區的其他地區）

（文件 D1），教師流動率不高。教師普遍十分投入班級經營與教學，仍多認為

國中教育價值以發展學生品格為首要。至於讓學生多元適性發展或堅持智育至上

則有不同的聲音。 

    個案學校學生背景依人數多寡依次為一般漢人、原住民（約佔十分之一）與

逐漸增加的新移民子女。根據學校近三年的畢業生升學近路調查，估計約百分之

六十五就讀五專與高職（包含夜校），百分之三十五就讀高中（文件 D2）。學

生家長背景四分之三屬藍領階級，四分之一屬白領階級，學校經常因單親家庭與

隔代教養比例高而獲各項補助（T1：5）。 

    個案學校較具特色與重視的教育措施為：1.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個案學校

周圍社區特色之一為原住民與漢人並存居住於此。過去，因此區附近有許多工廠，

原住民為謀生計而移居至此尋找工作機會。爾後，此區農地多開發新建案，許多

於城市工作的漢人因此地房價較為低廉而購屋定居，從此形成了漢人與原住民並

存居住的景象（T6：3；P5：15）。學校原住民學生達一定比例而成立了原住民

發展重點學校，由地方原住民族行政局及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經費補助學校

推行各項原住民教學、課程與活動；2.數理資優班。個案學校為提昇升學率，提

高家長選擇就讀意願而成立數理資優班。礙於地方教育政策與學校本身地理位置

的不利影響導致招生人數未盡理想；3.嚴格的常規管理。個案學校重視常規管理。

	  	  	  	  	  	  	  	  	  	  	  	  	  	  	  	  	  	  	  	  	  	  	  	  	  	  	  	  	  	  	  	  	  	  	  	  	  	  	  	  	  	  	  	  	  	  	  	  	  	  	  	  	  	  	  	  
1多元國中創校歷任四屆校長，以代號 R1 至 R4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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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教師與家長表示，個案學校學生常規於該地區幾所國中內表現 為良好

（T6：7；P1：2；P3：2）。 

    學校位處鄰近人口較密集城市的縣市交界處深刻影響學校招生甚至於校內

各項教育措施的施行。學區內原住民與漢人並存，學校家長以藍領階級居多，然

而仍有少數白領階級，不同族群與階級的家長對於學校的期待及參與具有異質性，

形成學校在凝聚教育共識上的挑戰。 

    地理位置特殊、地方社群異質性與學校特色教育措施這些因素和更廣大脈絡

的組織環境相互影響成為研究者選擇多元國中成為個案學校的主要原因，以進一

步探討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三者交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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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說明學校組織與社區的關係；第二節探討新制度主

義內涵及其於教育上之應用。 後則整合文獻及理論提出本研究概念架構。 

 

第一節  學校組織與社區的關係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討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間關係。過往研

究多將學校組織環境等同於學校周遭的社區，本研究亦將社區內的地方社群納入

學校組織環境其中之一。因此本節先回顧過去研究如何說明學校組織與社區的關

係，以此為基礎後始可更進一步將組織環境擴大，以了解學校組織與組織環境的

關係。 

   根據《國民教育法》第4條規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依據人口、交通、社區、文化環境、行政區域及學校分布情形，劃分學區，

分區設置。」可知我國公立國中採取學區制入學。除了家長可透過遷移戶籍方式

越區就讀經常額滿之「明星學校」，使該類學校家長來源及居住地差異甚大外，

一般學校學生則多來自周圍社區以就近入學，因此可以想見學校組織（以下簡稱

學校）與社區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過去以學校與社區關係為主題之研究成果豐碩，研究主題從學校公共關係及

其所產生之效果、親師、學校與社區的互動、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各類型家長

或社區參與及其效果、學校與社區夥伴關係、學校人員於學校與社區互動關係之

角色、學校於社區總體營造之角色、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社區相關至與學校社區

化相關策略及看法等，種類與面相皆十分多元。然而，於探討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前，需先對社區此概念做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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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區的定義與個殊性  

    根據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2條定義：「社區係指經鄉（鎮、市、區）

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

第5條則提及：「社區之劃定，以歷史關係、文化背景、地緣形勢、人口分布、生態特

性，資源狀況、住宅型態、農、漁、工、礦、商業之發展及居民之意向、興趣及共同需

求等因素為依據。」文化部前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則定義社區為：

一、居住空間的範圍：村落、公寓、街區、聚落、鄉鎮、城市、區域、縣市、國

家；二、社群的對象：居民主體（包括兒童、青少年、女性、主婦與老人）、認

同、共識、共同體；三、社區生命的要素：自然、產業、設施、空間、活動與居

民；四、社區是文化的總體表現，用文化來營造社區和地方。整合上述定義，構

成社區要素為一有境界的地理空間、社區內的人群具有社會互動行為、社區居民

具有歸屬感、社區意識與心理共同連結感與隨時間累積所形成社區文化與特色。

另外，現代資訊發達、交通方便，打破了空間限制，所以在界定社區時，特定範

圍的重要性大為降低，而應以社區意識與社區共同感為主要的界定觀點（施雅青，

2010）。這表示空間區域不再是決定社區範圍的唯一標準，社區的地域概念已被

逐漸破除。    	 

    雖然社區具一統一定義，卻不能因此忽略不同社區之個殊性。影響社區形成

個殊性的因素包含傳統及國家背景、社區的價值組型、社區的行政體制與運作、

經濟型態及基礎、地理特徵、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度與社經背景、

生活型式、社區資源、文化發展與背景、傳統宗教習俗、社區組織及政治權力結

構，如：關鍵人物與領導者、社區輿論及社區發展之多元等（林明地，200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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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全，2004；鄭熙彥，1985；施雅青，2010），這些社區內部結構性因素差異將

形成不同社區之個別特色。 

 

貳、學校與社區關係     

    社區具其定義與個殊性，然而於學校與社區關係的相關研究中，則將「社區」

的概念擺放於學校與社區關係的情境脈絡之中。社區之定義為一方面學校本身就

是具有凝聚本質的社區；另一方面，社區是學校透過雙向的人際互動，建立以地

區為主體，與外在大眾與環境所形成具共享價值觀念、歷史、文化，以及社區觀

念的合體，及其所展現的關懷與專業學習特性。此定義強調學校內部即具有社區

的本質，並兼重學校的地理空間、人際互動、共享價值，以及學校與外在社區之

連結關係（林明地，2002）。因此，學校與社區關係之發展仍以學校為主體向外

擴展，與周遭空間與群眾即社區發展互動關係。 

    針對過去相關研究中所定義之學校與社區關係歸納可得以下三點：1.發展學

校與社區關係之目的為提昇教育與社區品質，以適應社會變遷。透過促進學校與

社區內外公眾彼此的瞭解與成長，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同時達成教育目標及協

助社區發展、革新社區文化之雙贏局面；2.學校學生來源來自社區，而學校學生

畢業後回歸社區，因此發展優良的學校與社區關係是教育人員與社區人士責無旁

貸的責任。學校與社區雙方需同時具備相互尊重合作的意識，學校人員需主動認

識及了解社區人士背景與需求，規劃出適合的長期計畫方案，而社區人士亦應將

主動參與學校教育作為其責任；3.發展學校與社區關係之策略是多元的，包含透

過多種溝通媒體、雙方相互參與、協同合作及於各自之專長，如：人力、物力、

財力、組織、文化、自然等資源進行雙向共享等。同時，這些策略應屬於具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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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統性與計畫性的方案，以完整發展雙方合作關係（林明地，2002；邱鴻諭，

2011；陳益興，1992；謝進裕，2008；Gallagher, Bagin & Kindred, 1997）。學校

與社區為達成創造雙贏目的，必須透過多元管道的合作方式建立夥伴關係。 

    然而，這些研究於處理學校與社區關係之「社區」此一概念時，多僅將其視

為一個位於學校周圍，由一群具共同社區意識的人所聚集之地理空間的集合名詞，

而缺乏了解社區本身結構性組成即十分複雜，內部各項因素導致社區呈現不同樣

態，影響著學校與社區關係。同時亦忽略一學校之學區內可能緊鄰一個以上不同

類型的社區，各個社區具個殊性，和學校關係可能大不相同。因此，若將社區預

設為一單純集合體名詞，而僅說明學校與社區具夥伴互惠關係似乎太過簡單，學

校與社區間應有如利益互換、衝突競爭、競合關係等其他樣貌。 

    少數研究提及學校與社區間具有夥伴以外的其他關係。邱鴻諭（2011）說明

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可分為四類，其中三類符合大多相關研究說明兩者為夥伴關係

之情況，如：1.學校教育可促進社區發展；2.學校與社區相互依賴，相輔相存；

3.學校教育具有改變社區環境、革新社區文化的力量。 後一類則特別強調社區

環境結構對學校教育之影響：社區中的人口結構、出生率、性別比率、遷移情形

等，會影響學校班級的數量、學校的組織型態及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就權力

結構而言，社區行政組織的型態與社區領導階層的角色觀念和行為，對學校權力

體系、決策過程和課程安排，往往具有相當的影響；就社經背景而言，社區家長

的社經背景會影響學生的抱負水準和學業成就；就階級結構而言，社區居民社會

階級結構會影響教師選擇學生或評定學生成績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可見社區環

境內各項因素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學校各面相的運行，因此探討學校與社區關係時 

不可忽略社區內在結構個殊性及其對兩者關係之影響。 



	   13	  

    除了社區內部結構因素複雜而對學校與社區關係產生不可輕忽之影響外，先

前相關學校與社區研究中亦多僅將「學校」視為理所當然與傳統的學校概念，而

並未深究此組織內部運行模式與邏輯，單純化了內部各項因素於學校面對社區進

行互動時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更應從下一節說明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切入，

將學校組織擺放於更廣大的組織環境中，進一步了解組織環境（包括社區）對學

校組織運作之影響，進而或可更清楚說明學校與環境間交互碰撞後所形成的複雜

關係。 

 

第二節  新制度主義  

壹、制度的定義      

    近幾十年裡，社會科學家重新認識到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制度的重要性。

因此在組織研究、政治研究和經濟研究等領域，開始有學者對「制度問題」進行

專門的研究（Scott，2007）。「制度」這個概念在經濟學和社會學中有著不一樣的

涵義，甚至在各個學科內部不同的流派對制度的理解都不一樣，然而一項逐漸形

成的共識是：「制度的安排在塑造人的集體行動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正如Scott認為在不同層級的社會系統裡都可以發現制度安排的蹤跡─在社

會裡（包括社會的世界體系）、在組織領域裡、在個別組織裡以及在小團體裡

（Rowan & Miskel，1999）。於新制度經濟學中，制度被理解為規則或規範體系，

是對資源或人民相關權利關係的一種安排（郭建如，2008）。然而本研究傾向使

用社會學領域中對制度之定義。Scott（1995）於《Institution and Organization》

一書中對「制度」定義為：「制度是社會結構，它們具有很大的彈性，由「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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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和「文化認知」要素構成，這三個要素與相關的活動和資源一同為社會

生活提供一種穩定性和意義。」不同研究對於制度要素關注點不盡相同，強調「規

則」要素者關注於理性選擇與設計方面；強調「規範」要素的則注意社會和經濟

行為的嵌入性。行動者被看成是社會人，強調自己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與身分，

即其他人對他們形成的社會概念。許多行為不是來自於對工具邏輯作出的反應，

而是對合適性邏輯作出的應對；關注「文化認知」要素者探究更深層的原因，包

括廣泛共享的有關世界本質以及事物發生原因的信念。文化認知要素提供了一種

意義符號框架，是各種社會行為的基礎。因此，許多研究都在探究特定的制度安

排對於下一級系統的結構和績效產生了什麼影響，於此類研究工作中，制度被視

為一種背景，即「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cott，2007）。 

    20世紀7、80年代以來，制度理論在社會科學的主要基礎學科中重新興起，

對教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若欲於教育研究中以制度視角進行觀看，則需先了

解「制度思維」的一個基本假設在於，像教育這樣的制度實踐是不確定的和有爭

議的，意思即為可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實踐型態和形式。他們當中的某一些對於某

一特定群體的行動者來說比對其他人更有吸引力，因此制度主義者想要了解一個

社會與其政策制定者可能擁有的備選方案，一項特定的安排對哪些社會群體有利

或有害，誰的利益可能會與給定的制度形式和實踐發生關係。因此，透過制度分

析我們可了解教育是如何與社會的其他關鍵制度連結的，我們社會生活中的這個

重要部分是有什麼樣的限制下運作的。（Meyer＆Rowan，2007）。   

 

貳、新舊制度主義      

    1940年代至今，於組織分析中的制度理論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的發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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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哥倫比亞學派Selznick為代表的舊制度主義；二是1970年代後期以來以Meyer、

Scott等Stanford大學學者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的發展又可細分為兩

個時期：從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早期是以Meyer等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

典」時期；從198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新制度理主義進入了擴

展與新綜合階段（郭建如，2008）。 

一、舊制度主義      

    郭建如（2008）於《社會學組織分析中的新舊制度主義與教育研究》一文中

整理了舊制度主義特點如下： 

（一）區分組織與制度化組織，前者對應技術意義，強調手段與目的間的緊密聯

繫；後者則被賦予價值意義，組織被來自社區或組織成員的價值所浸染。 

（二）發展了一套分析制度化組織和組織制度化的概念與分析框架，如：有目的

的行動的無預料後果、組織的合法性、自然社區及歷史、組織制度化過程中發展

的特徵及獨特能力與領導等。 

（三）將組織與環境的關係作為組織分析的切入點、邏輯起點和邏輯思路，認為

組織運行的核心問題根植於組織創建和運行時與所處外在環境形成的基本關係

之中。 

（四）將組織看做是正式的理性結構和非正式結構的結合，認為組織只有與價值

相結合才能獲得自己獨特的生命。 

（五）透過案例研究強調組織的自然發展過程。 

（六）後期將制度化過程作為研究重點，同時漸漸開始重視組織的權力分析，組 

織與環境之間的張力、組織內部的衝突及組織策略的研究，成為新制度主義的重 

要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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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yer＆Rowan（2007）則於《教育中的新制度主義》一文中說明將新、舊 

制度主義區分開來為三大主題，分別如下： 

（一）認知和制度的社會建構  

    舊制度主義集中分析正式的法律結構，傾向將制度看作是不依賴於人類行動

而獨立存在的具體結構。新制度主義則將人為的規則和程序作為制度的基本構成

單元，只有個體的認知行動賦予意義之後，制度才具備作為客觀社會結構的力量。

同時，人們如何透過語言和其他象徵性符號在制度化的背景下積極去建構意義是

關注的焦點。 

（二）制度和市場  

    舊制度主義忽視市場的作用性，且傳統經濟行動者認為個體於經濟行為中受

交換成本及效益之驅動而進行理性選擇。新制度主義中的理性行動者模型則充分

認識到試圖脫離歷史、傳統、文化和特定的制度結構來解釋人類行為的無力─社

會情境的所有方面都促進了人類行為的複雜性。 

（三）歷史、權力和變遷  

    舊制度主義傾向忽略權力和衝突問題，而新制度主義致力於探討變化、權力

和效率這類問題。舊制度主義滿足於對制度變遷的描述性分析，而新制度主義則

致力於更高層次精確分析。目前 普遍使用的制度變遷模式依賴制度平衡概念。 

 

二、新制度主義      

    「新制度主義」的興起主要是針對1950與1960年代社會科學界流行的行為主 

義所產生的反動。行為主義者將政治或經濟的活動視為個人行動的集合，同時以

個人的特質與行為做為主要的解釋變數，並以科學化的方法來針對議題做出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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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制度主義者認為不能僅以行為者的偏好來解釋行為及政策的產出，而在

於企圖將制度的特質對行為者行為產生的影響加以研究。其研究的重點在探討於

制度限制之下，制度對行為者以與行為者彼此間在此限制條件下的互動（陳麗 

春，2007）。    

（一）新制度主義流派的劃分      

    新制度主義突破舊制度主義基本上把組織看成是一個封閉系統，只研究組織

結構的侷限，而强調環境對組織的影響，並提出了制度環境對組織的制度化產生

影響（吳重涵、汪玉珍，2008）。新制度主義研究應用範圍基本上存於社會科學

領域，如：政治學、經濟學及社會學，不同領域所研究之範疇、焦點各異奇趣，

因此研究論述多元而複雜，存在著不同的流派。 

    Hall & Taylor（1996）對新制度主義流派的劃分 為經典，他們認為主要可

劃分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歷史學制度主義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與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個人的行為是受規則、組織等影響的，同時每個個人都是

獨立的決策者，所以行為者與制度會相互影響，行為者與制度的關係是行為者設

計和創造制度的同時又受到制度的約束（郭棨堯，2011）。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制

度或政策的決定與形成不僅是行為者從策略的考量下所選擇之 適化方案，更必

須和外在環境有所連結，故制度或政策制定的結果必然是有歷史脈絡的依循現象

（劉曉芬，2006）。社會學制度主義它對制度的定義不僅是有形的規則、程序或

規範，更是符號體系、認知圖像與道德模板的集合體，可供作為解釋人類行為的

意義框架。這種界定打破了傳統制度與文化的界線，並認為兩者是相互投射的。

此流派認為行動者的行為並非都是極大化自身利益，強調行動者的行為受制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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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制度環境、慣例、文化這類制度性因素形塑了行為者的偏好和心智（郭棨

堯，2011；劉曉芬，2006）。 

（二）組織理論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      

    組織理論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的開端起於Meyer＆Rowan（1977）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一文，文中

將組織環境看成為制度要素，認為環境中的規則、規範和文化信念解釋了何謂組

織，並規定組織應如何行動。他們提出現代組織具有想要服從合理化的迷思及對

制度儀式與合法神話的依賴，組織的運行不是回應技術上追求效率及組織對活動

協調與控制，而是致力於符合社會規範，及依賴於對社會制度環境的適應。組織

的結構若反映人們心中認為 好的組織應該是如何的假定及看法即可保證外界

支持與資源不斷，因而不需管這些規則是否真的能夠提昇技術與效率。 

    關於組織環境，Meyer＆Scott（1983）則將影響組織的組織環境區分為「技

術環境」與「制度環境」。「技術環境」之定義為組織於競爭市場中生產及交換

產品或服務，要求的是組織的表現，因有效及有效率的控制生產過程而獲得獎賞。

「制度環境」之定義為個別組織須符合社會規則與要求以取得支持及獲得合法性。

這些社會要求可能來自國家權威管理機構、專業團體、信仰系統等來源，然而不 

論來源如何，組織是依據是否服從制度化規範及信仰來行事而獲得獎賞。 

    Meyer＆Scott（1983）同時依這樣的區別而發展一套將組織區分為四類的分

類架構：1.具有強制度環境及強技術環境之組織，如：醫院、銀行、公用事業；

2.具強制度環境及弱技術環境之組織，如：學校、教堂、心理衛生機構；3.具有

弱制度環境及強技術環境之組織，如：商業公司；4.具有弱制度環境及弱技術環

境之組織，如：個人的服務公司等。這樣的分類架構可讓我們注意到一個組織需



	   19	  

要經歷不同的技術效率和順從制度的要求。然而從社會學觀點的制度分析則是用

來了解在低技術性環境之中運作的組織，在這樣的環境裡，有關能夠提升生產力

的技術知識並不容易獲得或是不確定，而且也不受重視，因此，人們會發展出組

織型式的合法性指標，然後在缺乏有關組織效能相關資料的情形下，觀察具不同

程度合法性組織在組織存活上的差異情形（Rowan & Miskel，1999）。 

    學校作為社會學觀點之强制度環境、弱技術環境該類組織（制度化組織），

有著與内部運作不相關，但是與學校的社會合法性身份相關，因而有利於組織生

存的大量象徵性制度和結構。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化組織如學校，即使組織效

率低下，組織也會被制度保護而長期生存，合法性仍然能夠提高組織的生存能力

和生存機會（吳重涵、汪玉珍，2008）。 

    然而，晚近的新制度主義分析已不再將制度環境及技術環境視為相違悖的關

係，某些具有明確技術環境的組織，要求服從制度壓力或許可以提升效率。而過

去被認為重視制度環境而忽略技術環境的學校組織，於教育專業團體、政府單位

和私人機關通力合作的制度建構之下，學校教育已經變得越來越強調技術環境，

不僅重視教育生產力的複雜理論，而且也越來越重視技術性的能力以檢查學校的

教學效果。因此，現代學校比過去要面對更多且更強的技術表現要求，可是在制

度層面要求學校需要順從的力量也沒有減少（Rowan & Miskel，1999）。  

（三）新制度主義「經典時期」於教育領域之應用     

    Meyer＆Scott（1983）於《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一書中收錄許多教育論文，將Meyer新制度主義分析思想使用於教育領域，提出 

三個核心命題（闫引堂，2010、柯政，2007、郭建如，2008、陳學軍，2008、

Meyer＆Scott，1983、Rowan & Miske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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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現代教育是一種理性神話和制度儀式。 

    理性神話被認為是具有真理性質，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觀念型態的事實

與做法（吳重涵、汪玉珍，2008）。教育科層體制的出現是為了回應現代社會被

認為是理性化的、 好的、理所當然的建構教育組織的方式。學校是對社會的合

法性具重要作用的機構，是受到制度高度影響的組織，具有很強的儀式性。 

   2.教育組織是一種鬆散連結的系統。 

    Meyer等人認為，學校既要透過與社會規範和價值取得一致以獲得合法性，

又要防止這種一致性和學校技術核心發生衝突，因此當組織目標與環境對它的要

求不一致時，為了緩解這種緊張，學校組織結構就會發揮緩衝作用，採取鬆散連

結的策略，將環境對組織的要求與實際的技術活動隔離開來，表面上遵照制度化

的規則，而事實上卻不將這些規則付諸行動，這樣既可以滿足外部制度需求又可

滿足内部的技術需求。 

   3.教育組織同形化理論。 

    組織傾向於採取所在環境中主導性的組織模型，此導致組織與其環境、組織

與環境中其他組織之間在形式和組織結構上存在同形現象。學校是一種制度化組

織，重點在於讓學校看起來像學校的樣子。由於怎樣算是學校的標準於一段時間 

內及特定領域中是相對一致的，此使學校看上去非常相似。 

（四）新制度主義「擴展與新綜合階段」於教育領域之應用     

    198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新制度主義則隨著社會變遷進入 

了擴展與新綜合階段，針對過往經典的新制度主義核心命題提出多元，如下（吳

重涵、汪玉珍，2008、Rowan & Miske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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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育提供者更加多元化 

    過去，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舉辦的。現在私人舉辦的 

教育服務迅速增加極速地改變了這種狀況。教育不再由政府壟斷，教育的舉辦者

現在還包括社會、非營利組織、私人組織和市場化運作的組織，因此組織從同形

性走向多樣性。 

   2.教育組織更加緊密連結 

    由於教育擔負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因此對於組織績效責任更加要求，教育内

部的技術運行和外部的制度要求發生了更多的實質聯繫，教育組織的鬆散連結狀

態已經變成更加緊密的連結狀態與往嚴密控制的方向轉變。 

   3.教育制度扮演更加核心的角色 

    隨著知識經濟特徵日益明顯的社會，教育在社會的制度結構中處於更加中心

的地位，擔負更多的社會責任。近期之教育强調制度與市場的统一及權力在制度

化中的作用。由此可知，教育組織於此年代成為由政府治理與市場運作複合之組

織，教育組織已產生內部環境與外界制度環境結合之緊密連結組織特性。 

 

叁、新制度主義綜合要點與其於教育領域之應用  

    綜合說明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論點，可歸納如下（闫引堂，2010、周琴， 

2009、柯政，2007、郭建如，2008、陳學軍，2008、陳美智和楊開雲，2000、童

蕊，2012、Meyer & Rowan，2007、Rowan & Miskel，1999）： 

一、重視「認知」在制度化的作用與強調制度的「社會建構性」  

    新制度主義較舊制度主義強調客觀信仰與認知體系，認為「制度」即是被認 

為理所當然的認知圖式儲備庫，塑造了人們自己生活期間對世界的看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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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指導他們行動的腳本，重點在於人們如何通過語言和其他象徵性符號在制度化 

的背景下積極的去建構意義。因此，制度化本質上是一個認知過程，即制度不是

以外在於組織的方式規定組織形式和行為，而是通過一些固有的劇本和模板來形

塑組織成員的自我印象、身分認同與情境理解，從而幫助他們更理解各種社會情

勢，並做出合宜的判斷和行動。 

    也就是說，與理性選擇概念不同，組織行動個體並不是依照偏好進行選擇，

而是想當然的接收制度背景强加於他們的偏好。這種認知取向的思維，凸顯了制

度與組織之間的互動性與同構性，也告訴我們各種組織形式與其問題都是行動者

在實踐理性基礎上展開行動而形成的後果，此指出了主體行動的實踐理性特徵。

因此，面對組織的變革，不能僅歸之為外在制度因素影響，更要認識到行動主體

的共謀作用。 

新制度主義於強調認知作用時，有別於認知心理學派，其強調認知對行為

影響之外，更關注塑造特定認知圖式的整個文化意義系統，認為特定認知在本質

上是由外部文化系統所塑造的。具體而言，各方能對行為和符號有大致類似的解

釋，是因於特定場域中，交往的各方共享一套特定的意義和符號系統，此套系統

以近乎標準化的運作方式對各種現象進行解碼，以維持社會正常運作，新制度主

義者認為此套意義符號系統即為制度。因此任何人類行為都不應該看作是自然的、

脫離社會環境的，而是應該把它放置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來理解。因此，藉由此

觀點多思索教育制度建構與外部文化意義系統間的聯繫，更具特殊的意義。 

 

二、強調「環境」對組織的影響  

    新制度主義認為組織被視為大環境下的次級系統，因此不僅須考量效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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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能符合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環境的規範要求，並且獲得成員的認可 

與支持，便具有合法正當的存在基礎。關注制度環境是新制度主義的核心議題，

為更接近組織的真實世界，研究者需要將組織放置在更大的社會系統中考察環境

的影響。 

    新制度主義關注之組織環境脫離了地域性的色彩，而關心世界社會、國家部

門、組織場域等意義上的環境，並認為組織自身只是這些制度環境的一個組成部

分，並不是與環境相對立的。舊制度主義認為組織制度化的場所是「組織」，影

響其制度化的環境是「地方社群（local community）」裡面各政治與利益團體之

間的衝突。因此，舊制度主義所談的「外在環境」範圍小；而新制度主義則大幅

擴展環境的定義，它從「組織場域（organization field）」的概念來界定外在環境。   

    我們可以把「域」想像成是一個空間，域在其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因此發

生在這個空間中某一個對象上的事情不能僅僅被對象的內在性質所解釋，而域的

邊界止於域的作用消失之處。域具有多個層次，行動者和其之間的關係嵌入在治

理結構（組織和地方性制度）之中，地方性制度嵌入在為行動提供模式和可能選

擇的社會制度中，社會制度又嵌入在跨國和全球系統中。我們無法將所有這些層

次同時作為研究對象，但是我們至少應該把他們當作背景加以考察。 

    DiMaggio（1991）則非常重視場域結構化的問題，他認為場域結構化有四 

個組成部分：場域中組織之間互動程度的增加；支配和共謀結構的出現；場域中

信息流動的增長；捲入共同事務中的組織參與者之間相互意識的發展。質言之，

「組織場域」之定義是指一些組織共同組成一個具有特定制度形式的領域，如關

鍵供應商、資源和產品消費者、管制機構以及其他生產相似產品或提供相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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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組織場域經歷了一個制度化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組織場域內部或

多或少地形成了一定的結構或彼此協調一致的關係，而組織與組織關係外，亦將 

行動者包括在研究範圍內。 

將組織場域概念應用於教育組織上，R. Arum（2000）提出新制度主義認為

學校不只位於地方社群中，而是鑲嵌在更大的「組織場域」中，因此教育實踐是

反應學校組織場域之結果。學校鑲嵌之組織場域不僅聚焦於地方社群之人口統計

及文化特徵，更應擴大為法治範圍、規範脈絡、政治機構、市場競爭與相關組織，

如：政府管理機構、專業社團、訓練機構等。 

Rowan & Miskel（1999）則提及教育組織場域內的組成份子包含：1.提供教

育服務的一群組織；2.提供物品給這些組織的相關組織（書商、考試機構）；3.

被教育組織服務的人（學生、家長、公司行號，以及參與的相關團體）；4.在這

個部門裡提供協助的許多團體（私人基金會、顧問公司及政策研究單位）；5.對

教育事業訂立規則的許多政府單位和專業團體。 

    柯政（2007）亦提及學校作為一個組織，生存於特定的組織場域中。學校的

組織場域就是由學校、社區、家長群體、政府管理部門、大學、考試機構、公司、

教師教育機構、出版社等組織所構成的一個關係系統。組織場域中的所有組織都

有其正式和非正式的價值觀、規則、習俗和利益，它們在一個共同的生活空間中

不斷碰撞與交往進而發展出一套制度來控制和管理不同組織之間的交流。因此學

校的組織場域中發展出來的制度環境，其實就是一套共享的符號意義系統，為各

組織場域提供了如何解釋各種行為和現象的一套認知模版和符號概念。 

    由新制度主義理論可說明現今學校內部的教育實踐已不僅反應學校位在地 

方社群特徵而更是反應整個學校位處之組織場域而形成自有制度運作模式。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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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可總結新制度主義擴展了組織環境的內涵，外部的制度環境既包括文化制度，

也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政策，同時又非常關注制度對組織結構本身的影響， 

關注組織場域中有著網絡聯繫的組織行動者如何影響和改變制度。 

 

三、將「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結合  

    為便於分析組織場域所處的組織環境，新制度主義將之分為「制度環境」和

「技術環境」。「制度環境」包括了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法規、日久習深之非正式的

組織場域文化或規範；「技術環境」則如市場的競爭環境，在一個壟斷或是獨霸

的資本主義競爭環境中，跨國公司或大企業甚至成為建構技術環境的主要勢力。

而組織場域中的「行動者」可能包括國家、地方利益團體、消費者、非營利組織、

生產者、供應商與競爭者等統治或生產團體，或是專業組織。 

    早期的新制度主義僅簡單畫分了制度環境和技術環境，且静止的將學校畫分

為强制度環境和弱技術環境的組織類型，因此侷限於研究制度環境下組織的變化，

尤其是强制度環境下組織的變化，而產生了組織同形、鬆散連結和合法性的作用

等一系列概念。對於技術環境下的組織（組織運行的技術更加確定、更加受市場

的驅動）變化，則是後期新制度主義研究的新問題。 

    近幾年來，制度環境和技術環境的區别受到了質疑，市場作為技術環境的因

素，現在也被新制度主義理解為制度化的安排，討論政府治理與市場力量相結合

成為一種制度安排。隨著教育市場逐步規範和教育標準更加明確（即市場更加「制

度化」），組織的同質性會同步增强。所以，制度環境既包括原來認為的政府治

理安排，也包括市場（原來認為只屬於教育的技術環境因素）的制度化。因此，

教育組織是由政府治理和市場複合的教育制度環境所决定的，教育組織既符合合



	   26	  

法性的認同又符合效率原則。學校系统於此環境之下，其技術環境正在明顯增强，

更加强調教育生產力，對教育結果測量的技術也得到了改善。政府對學校的制度

管理，雖然總體上與學校的運行處於鬆散連結的狀態，但管理的某些成分對學校

教學的某些内容和過程仍開始逐漸具有緊密控制和連結。 

 

四、強調權力在制度化中的作用及重視制度形成的政治過程  

    新制度主義認為，我們需要對建構制度的行動者給予更多的關注。這些行動

者既是自利的，也是被他們所處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價值和文化信仰所驅動的。

新制度主義開始強調行動者的利益、權力及制度形成與變遷的政治過程，試圖引

入行動者、利益和權力等概念來解釋制度的變遷。此意味制度改變需要政治的變

化作為前提，在更大的社會背景下向著一直被忽視或被壓制的思想及其思想者重

新分配權力資源。 

    

第三節  小結與研究概念架構  

    過往研究多將學校組織環境等同於學校周圍社區，本研究亦將社區內的地方

社群納入學校組織環境其中之一。然而，組織環境並非僅有社區，而是以其為基

礎後進一步擴大。新制度主義提出「組織場域」概念，研究重心從過去單一組織

轉向組織場域。學校的組織場域是由學校、社區、家長群體、政府管理部門、大

學、考試機構、公司、教師教育機構、出版社等組織所構成的一個關係系統。而

這樣的組織場域又共同鑲嵌於更廣大的組織環境中。新制度主義將組織環境區分

為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並討論兩者逐漸結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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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學校組織場域構成的關係系統過於龐大與複雜，無法經由單一研究進行

分析及說明，因此本研究僅聚焦於分析學校單一組織與組織環境之關係，將學校

組織概念除了與地方社群及社區環境背景結合之外，更進一步將學校鑲嵌於新制

度主義強調組織環境的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中，了解組織與兩者環境間的交互運

作與複雜關係，並著重探討此組織環境與組織行動者交織及對組織運行影響所形

成學校層級自有運作邏輯與實踐。 

    研究者整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繪製本研究之概念架

構圖，如下圖： 

 

 

 

 

 

 

 

 

圖1 本研究概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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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採取質性的個案研究設計與實施，共分為四節。第一節

說明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節為資料蒐集方法；第三節描述研究參與者；

後一節則說明研究限制與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法  

    Yin（2001）認為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徵探究，是在真實的背景下，研究當時 

的現象，特別是在現象與背景的界線不是非常清楚的時候。他提出要回答「如何

（how）」及「為何（why）」的研究問題，並且對於一組當時事件沒有或只有

極少的操弄時，通常適合採用個案研究法（尚榮安譯，2001）。換句話說，可能

會因為慎重地想要包含情境中的條件，並相信這些條件可能跟你要研究的現象有

很大的關連，而使用個案研究。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

織環境間複雜的關係，因此若使三者真空於環境則研究將失去意義。三者關係必

然鑲嵌於背景中，深受情境中各項因素與脈絡影響，因此須將學校組織、周圍地

方社群與所處教育環境（教育政策、教育措施、規則、規範、文化認知、市場競

爭等）作為真實的背景並進行綿密描述、釐清及分析，希冀能於背景與現象交融

中理出全貌。同時，本研究須視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為一整體生命

體，而非切割成許多部分之物理變項，於進行分析時以整體觀之，涵括背景、脈

絡、環境、影響因素、交互作用等，並且視其為一動態之生命，觀察其隨時間變

化之延續及變遷。 

    本研究於進入現場後，將蒐集而來的資料與現有相關研究文獻及理論進行對 

照與分析，並持續調整後續訪談的方向及內容，以利更確實連結文獻、理論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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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資料的關係。 後於撰寫研究報告時，對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關

係間的背景、脈絡、事件及現象等進行厚實而豐富的描寫，真實且整體的對個案

進行詳實的描述及分析。 

 

第二節  資料蒐集方法  

   Yin提出個案研究之證據可能有六種來源，分別是：文件、檔案紀錄、訪談、

直接觀察、參與觀察以及實體的人造物。於進行個案研究任何資料蒐集的活動時，

具一些基本原則如下：1.多重的證據來源，也就是由兩個或更多個來源而來的證

據會收斂於同樣一組事實或研究發現上；2.個案的研究資料庫是和 後的個案研

究報告分開的，為正式的研究收集到證據的集合；3.一連串的證據鏈，也就是所

提的問題、所收集的資料、和所導出的結論間，須有詳細清楚的連結（尚榮安譯，

2001）。 

    本研究根據前述個案研究資料蒐集之原則與六大來源選擇了深度訪談及文

件蒐集作為主要資料蒐集來源。深度訪談是質性研究資料蒐集主要方式之一，研

究者與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及社區人士從一對一深度訪談中，著重於了解

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三者關係間之事件、經驗與觀點，其中涉及了

受訪者透過口頭始得表達出的個別經驗、知覺、想法等主觀性論述，因此鼓勵受

訪者分享個人的觀點，並與研究者互動，從訪談過程中共同建構意義及彼此都能

夠理解的資料。 

    本研究採取一般性訪談導引法（general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及非正式 

會話訪談法（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於進行正式研究前，先根據研 

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並閱讀相關文獻及參閱相關文件資料後編擬出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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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訪談進行時則不按照次序，而將問題完全取決於當時情境流程中問題的自 

發性顯現，只確定主題在訪談中已被含括進去即可（Patton，1995）。因此，訪

談時將根據自然情境、雙方互動情形、不刻意營造談話方向以從中發現與研究相

關之內容，並於訪談中，藉由彼此對話過程中尋求觀念的澄清。 

    針對訪談對象，研究者進入研究現場後，盡量擴大資料蒐集的範圍，並且 

檢視和分析這些資料的關聯性，從而了解這些訪談對象是否能擴展新的理論洞察

力，再決定是否要選擇或增加其他對象。依據研究目的選擇不同身分、服務經驗、

階級、族群等的受訪者，持續進行訪談直至符合研究目的為止。 

    訪談為本研究主要資料蒐集方式，因此於訪談期間做仔細的訪談日誌。日誌

中記下了資料呈現的主題、解釋和可藉以瞭解訪談對象語言意義的表情和姿勢，

這些記錄有助於引導進一步的訪談。進行訪談時徵求訪談對象同意而使用錄音筆

做訪談記錄，並於之後將訪談的錄音轉寫成文字的訪談筆錄，進而依這些記錄進

行後續資料分析（黃瑞琴，1991）。 

    除了深度訪談以外，文件蒐集亦是本研究採取的另一項資料收集方法。文件

資料的主要用途是檢驗和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以辨別蒐集文件與訪談紀錄

之間的一致性，提供研究者進一步探討。文件資料的類型有很多形式，如：信件、

會議記錄、備忘錄、報紙、簡報、正式的研究報告等，必須儘可能的蒐集。然而

文件並不代表絕對正確與毫無偏見，因此使用文件資料來源時仍須謹慎，須檢核

文件本身的正確度和可信度。本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需蒐集與學校組織相關文件，

包括學校教育措施相關公文、學校人事資料、校內外活動資料、學校網站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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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當質的研究者帶著一般的研究問題和興趣開始研究時，他們可能不預定研究 

樣本的形態和數目，而是在研究進行過程中才確定他們的研究樣本（Taylor & 

Bogdan，1984，引自黃瑞琴，1991）。研究者進入研究現場後，盡量擴大資料

蒐集的範圍，並且檢視和分析這些資料的關聯性，從而了解這個研究場所或研究 

對象是否能擴展新的理論洞察力，再決定是否要選擇或增加其他的研究場所或研 

究對象（黃瑞琴，1991）。 

    本研究第一位訪問對象王老師，於教學年資及多元國中服務年資皆超過十

年，擁有豐富教學與行政經歷，對於個案學校的生態、教師、家長、學生及社區

皆有很深的認識，是「符合研究問題」、「符合現象」且能提供「 多學習機會」

的人選，能讓研究者全面性的概略了解個案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之

關係。接著，本研究透過王老師推薦符合研究目的受訪人選，邀請學校行政人員、

教師、家長及里長參與。然而，以相互推薦的方式可能會對樣本的多樣性產生限

制，使得研究參與者的同質性高度雷同（藍毓仁譯，2008），也就是說，由教師

所推薦的教師，可能都是屬於同一類型，例如：對教育政策與學校教育措施看法

較一致、對教育價值觀念較一致等，而家長則可能多為家長會內的家長。為突破

此限制，研究者盡可能邀請不同的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分別交叉推薦不同身分

的人選，以擴大訪談對象的來源，盡可能避免參與者同質性過高的問題。同時，

研究者亦會向參與者明確表示新的參與者須具備何種特徵，請參與者推薦符合資

格且不同於自己的人。 後，研究者也盡量在個案學校中尋找差異個案的例子。 

    本研究共訪談21位研究參與者，分別為教師9位、行政人員3位、校長1位、

家長5位與社區人士3位（詳細受訪者資料說明請參見表1至表6）。每位研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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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行單次深度訪談，一次約90至120分鐘，訪談大綱如附錄。針對訪談資料編

碼方式，說明如下：T代表教師，分別以T1、T2、T3以此類推至T9表示；E代表

行政人員，分別以E1、E2、E3表示；R代表校長，以R1表示；P代表家長，分別

以P1、P2、P3以此類推至P5表示；S代表社區人士，分別以S1、S2、S3表示。「很

多的好的學生都會跑到城市去唸，都跑到城市去，所以相對的好的學生都不容易

留下來，多元國中成立，也不容易招到好學生。」（P1：4）代表引用第一位家

長逐字稿第四頁訪談資料，其餘依次類推。 

    以下表列21位受訪人員的受訪日期、時間與地點（表1）與受訪人員背景資

料（表2至表6），以及資料編號一覽表（表7）： 

 

表1  受訪人員受訪日期、時間與地點一覽表 

受訪人員 性別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T1 女 2012-11-27 13：15-15：36 導師交誼廳 

T2 女 2012-12-28 12：40-14：21 導師辦公室 

T3 女 2013-01-29 13：30-15：30 實驗室 

T4 男 2013-03-06 09：30-11：03 原民資源教室 

T5 男 2013-03-08 13：40-15：35 導師交誼廳 

T6 男 2013-03-11 14：36-16：00 團輔室 

T7 男 2013-03-15 13：40-14：46 會議室 

T8 女 2013-03-20 13：30-14：03 導師交誼廳 

T9 女 2013-04-09 14：46-16：01 導師交誼廳 

E1 女 2012-12-28 16：00-17：49 輔導室會議室 

E2 女 2013-01-29 16：15-17：47 教具室 

E3 男 2013-05-06 14：53-16：17 訓導處會談室 

R12 男 2013-01-23 14：30-16：24 師大教室 

	  	  	  	  	  	  	  	  	  	  	  	  	  	  	  	  	  	  	  	  	  	  	  	  	  	  	  	  	  	  	  	  	  	  	  	  	  	  	  	  	  	  	  	  	  	  	  	  	  	  	  	  	  	  	  	  
2	 歷任四屆校長中，因已離校導致無法聯繫上或接受訪談意願不高等因素而僅訪談 R1 校長。	 



	   34	  

表1  受訪人員受訪日期、時間與地點一覽表（續） 

受訪人員 性別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P1 男 2013-03-27 14：40-16：13 諮商室 

P2 女 2013-03-28 18：56-20：40 師大教室 

P3 女 2013-05-03 14：32-16：03 會計室 

P4 女 2013-05-23 19：37-21：10 家長自家店面 

P5 男 2013-07-30 10：35-11：38 社區活動中心 

S1 女 2013-02-22 13：00-14：21 里民活動中心 

S2 男 2013-03-06 11：50-14：11 里民活動中心 

S3 女 2013-05-15 13：42-15：11 里民活動中心 

 

表2  受訪教師背景資料一覽表 

受訪 

教師 

服務 

年資 

在校

年資 

任教

科目 

經歷 在地

人3 

其他（選擇其成為

受訪者理由、特殊

貢獻等） 

T1 14 14 國文 導師、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現任專

任教師 

否 1.田野現場守門人 

 

T2 21 12 生物 註冊組長、資優班

導師、現任導師 

是 1.資優班學生集中

於其班上 

2.師鐸獎，教學十

分有特色 

T3 11 10 英語 導師、資料組長、

現任資優班導師 

是 1.了解資優班狀況

2.在地人 

T4 8 8 體育 特教組長、生教組

長、現任專任教師

兼田徑隊教練 

否 1.學校唯一原住民

教師 

 

 
	  	  	  	  	  	  	  	  	  	  	  	  	  	  	  	  	  	  	  	  	  	  	  	  	  	  	  	  	  	  	  	  	  	  	  	  	  	  	  	  	  	  	  	  	  	  	  	  	  	  	  	  	  	  	  	  
3	 在地人與否以是否居住於多元國中所位處之行政區域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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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受訪教師背景資料一覽表（續） 

受訪 

教師 

服務 

年資 

在校

年資 

任教

科目 

經歷 在地

人4 

其他（選擇其成為

受訪者理由、特殊

貢獻等） 

 T5 16 12 數學 導師、生教組長、

專任教師、現任資

優班導師 

否 1.資優班課程發展

推手 

2.曾帶學生科展進

入國展 

 T6 22 12 英語 導師 是 1.從爺爺那輩即住

於學校所處地區   

，對社區熟悉  

T7 15 13 地理 生教組長、輔導組

長、學務主任、輔

導主任，現任導師 

否 

 

 

1.屬於學校元老級

教師，行政經歷豐

富，對學校十分了

解 

T8 2 2 國文 註冊組、教學組協

助行政 

是 

 

1.學校校友，小學

就讀學區內國小 

T9 14 10 國文 訓育組長、教學組

長，現任導師 

否 1.在校服務期間曾

調任其他國中，可

比較兩校差異 

表3  受訪行政人員背景資料一覽表 

受訪 

行政

人員 

服務 

年資 

在校

年資 

任教

科目 

經歷 在地

人 

其他（選擇其成為

受訪者理由、特殊

貢獻等） 

E1 14 13 資訊 專任教師、輔導主

任、現任總務主任 

是 1.屬學校元老級教

師，擔任過兩處室

主任，對學校很有

想法及感情 

2.孩子正在校就讀 

 

	  	  	  	  	  	  	  	  	  	  	  	  	  	  	  	  	  	  	  	  	  	  	  	  	  	  	  	  	  	  	  	  	  	  	  	  	  	  	  	  	  	  	  	  	  	  	  	  	  	  	  	  	  	  	  	  
4	 在地人與否以是否居住於多元國中所位處之行政區域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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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受訪行政人員背景資料一覽表（續） 

受訪 

行政

人員 

服務 

年資 

在校

年資 

任教

科目 

經歷 在地

人 

其他（選擇其成為

受訪者理由、特殊

貢獻等） 

E2 18 13 歷史 

輔導 

輔導教師、輔導組

長、導師、現任教

學組長 

否 1.了解教學行政 

2.首度於今年推動

寒假輔導營隊 

E3 7 5 國文 訓育組長，現任生

教組長 

非 1.擔任行政職務了

解原住民發展重

點學校及學校常

規管理 

 

表4  受訪校長背景資料一覽表 

受訪 

校長 

服務 

年資 

在校

年資 

任教

科目 

經歷 在地

人 

其他（選擇其成為

受訪者理由、特殊

貢獻等） 

R1 31 5 體育 第一任校長 非 1.發展多元活動，

受教師們愛戴。 

2.與社區關係良

好。 

3.任內風評良好，

創立學校榮景。 

表5 受訪家長背景資料一覽表 

受訪家長 性別 階級 個人背景 

P1 男 白領

階級 

家住多元國中所位處之地區（學區外），為該地區另

一所國中校友。有一個孩子，就讀多元國中八年級。

職業為經營房屋仲介公司。曾任該地區但為學區外國

小之家長會長。現任多元國中家長會長（101 學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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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受訪家長背景資料一覽表（續） 

受訪家長 性別 階級 個人背景 

P2 女 白領

階級 

家住河對岸的學區，有兩個孩子，老大高三、老二八

年級，皆就讀多元國中。職業為中小企業行政職員。

曾加入學區內國小家長會。現任多元國中家長會副會

長（101 學年度）。 

P3 女 白領

階級 

家住多元國中所位處之地區（學區外）。有二個孩子，

老大就讀讀多元國中數理資優班九年級，老二就讀學

區外國小，因能力無法考取資優班而將留在居住地學

區國中就讀。職業為多元國中會計佐理員。 

P4 女 藍領

階級 

家住與學校同一河岸之學區，有三個孩子，老大大

一、老二高一、老三國一，皆就讀多元國中。職業為

幫人修改衣服。 

P5 男 藍領

階級 

原住民家長。家住與學校同一河岸之學區，有兩個孫

子，老大高職一年級、老二七年級，皆就讀多元國中。

職業為計程車司機。 

表6 受訪社區人士資料背景一覽表 

 

 

 

受訪者 性別 個人背景 

S1 女 家住與學校同一河岸之學區，有三個小孩，老大國中時，多

元國中未成立，老二就讀多元國中，老三因搬家因素讀城市

內國中。曾任學區國小家長會長、多元國中家長會副會長。

現擔任學區內里長。 

S2 男 家住與學校同一河岸之學區，有兩個小孩，皆畢業於多元國

中。曾擔任三屆多元國中家長會長。現擔任學區內里長。 

S3 女 家住河對岸的學區，有兩個小孩，皆畢業於多元國中。現擔

任學區內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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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文件資料編號一覽表 

資料 資料內容 

D1 教師背景資料一覽表 

D2 學生升學進路調查表 

D3 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實施計畫 

D4 數理資優班實施計畫 

 

第四節  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流程為首先先反覆閱讀原始資料，以獲得整體的概

念，並透過對資料文字的掌握，期許能更接近「真實」的情境脈絡。接著根據研

究目的與研究架構來預先決定編碼的類別，對全部文本進行手工編碼，以不同顏

色的筆註記，同時於右邊一欄註記類別編碼。於資料分析進行時，可再進一步劃

分子類別。待所有資料皆編碼完畢之後，建立類別概念地圖，形成主要事件之議

題和脈絡。另外，由於許多資料段落可用於不同的類別中，因此於將資料完整分

門別類前需反覆閱讀，以便隨時進行調整或是修正， 後形成契合本研究目的之

資料分析結構與歸納，並開始撰寫成論文。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進行類別編碼與分析，組織行動者可區分為教師、

行政人員與家長；學校組織因包含許多複雜的面向，本研究僅針對研究個案的特

性與特色，以校內施行的特色教育措施作為分析學校組織的面向；組織環境除了

融於各類別中，亦將屬於技術環境的招生與升學現況及屬於制度環境的十二年國

民教育獨立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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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與倫理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該方法需要大量人力與物力以蒐集全面性資料，且 

個案問題原因錯綜複雜，如何從所蒐集許多與個案相關之資料中確定與個案相關 

實非易事。同時，本研究欲研究之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關係應為經 

年累月之累積，且隨著時間遷移會不斷變動，需長期進行參與研究始得一窺全貌。

然而礙於人力、物力及時間之限制，無法長期投入研究，因此需盡可能透過與學

校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及社區人士深度訪談，並對研究場域做厚實的描述，將

所有蒐集而得資料結合並與理論對話深入分析探究，以彌補研究時間之限制。 

    另外，因研究者本身亦為國中教師，對於研究現場同為國中，易產生帶入自

身教育經驗來理解研究現場的情況，易過度同理受訪人員並將學校各項運作模式

視為理所當然，忽略了應跳脫教師之身分，轉換成研究者，對於研究現場及研究

現象須以客觀中立的立場觀看與研究。同時，研究者擔任國中教師此職業係屬於

白領階級背景，容易陷入單以教師角度與白領階級視野觀看家長與社區的情況，

此容易對研究結果產生階級的偏誤。針對這些限制，研究者採取同儕檢核與受訪

者檢核的方式，將研究資料及結果的詮釋與論文研究團體的同儕進行資料檢核及

意見表示，同時田野守門人王老師亦成為本研究的重要檢核者，加以確認及釐清

其中是否有偏誤之處，避免研究者的錯誤理解與詮釋。 

 

貳、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的進行勢必會與研究場域的人有持續性的接觸，在人際互動的過程 

中，彼此之間的道德、利益、責任與權力的規範便會被突顯出來，研究倫理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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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研究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從題目的選擇、資料蒐集到寫作 

與發表，都涉及了政治與倫理，研究者也不可能是受訪者價值觀的忠實傳聲筒，  

任何研究都是一種建構與創造（畢恆達，1998）。 

    在研究的歷程中，研究者秉持以下幾項原則：於正式進入研究現場前，透過

適當的管道取得個案學校的同意後始進入研究現場。在資料蒐集的階段，任何訪

談與文件資料都會經過受訪者的同意才進行研究。於研究的過程中對每一位研究

對象的任何意見皆予以尊重，亦尊重其個人若不願回答較為隱私部分之情形，因

此研究過程是否錄音或是於記錄完成後均交予研究對象再次確認。同時，每個參

與者有權利隨時退出研究。在資料分析階段，任何受訪者的資料、相關事件與場

所，皆會採取匿名與保密，對於敏感的話題，在未徵得受訪者的同意之下，研究

者亦不加報導。同時，研究者必須仔細保管提供者的資料，以防資料外洩。在整

個研究的歷程中，研究者須保有對田野文化的敏感度，以符合研究現場的倫理。

後，研究者期望能與受訪者建立互惠的關係，進行一嚴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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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現代學校比過去要面對更多且更強的技術表現要求，可是在制度層面要求學

校需要順從的力量也沒有減少。─Rowan & Miskel	 

 

    《憲法》第21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全國人民皆需接

受九年義務教育以達成基礎教育水準。為達成全民義務教育，政府需建立公立教

育系統供全民就讀。《國民教育法》第1條規定：「國民教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

五十八條之規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第7

條則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

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為目標，並注重其連貫性。」根據該法，於義務教育階段，學校

組織目標與運作主要為盡力達成社會對於教育機構五育均衡發展的價值及期

許。 

    根據《國民教育法》第4條第2項規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依據人口、交通、社區、文化環境、行政區域及學校分布情形，劃分學

區，分區設置；其學區劃分原則及分發入學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我

國義務教育階段採取學區制入學，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依人口分佈規劃學區，

提供足夠所有就學人口就讀之公立國民中小學。 

    過去於全國人口穩定成長時，依據學區制規劃的學校學生數十分穩定，且學

校組織間的互動異於同質性營利企業間需相互競爭的形態，僅需透過符合社會對

教育機構的目標、規範與期待即可獲得合法性及生存價值。此學校組織特徵可對

應於新制度主義所分析的組織環境與型態。新制度主義主張影響組織的組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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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有「制度環境」及「技術環境」等。「制度環境」係指個別組織須符合社會

規則與要求以取得支持及獲得合法性，並依據是否服從制度化規範與信仰來行事

而獲得獎賞及生存；「技術環境」則為組織於競爭市場中生產及交換產品或服務，

要求的是組織的表現，因有效與有效率的控制生產過程而獲得獎賞。由此定義得

知，過去學生來源仍穩定的公立國民中小學屬於「強制度環境、弱技術環境」組

織型態。 

    然而，根據教育部統計，近六年間（95學年度至101學年度）全國小學入學

人口數由29萬1千人降至20萬7千人，平均每年減少1萬4千人，減幅較90學年度至

96學年度之2.3%擴大為5.5%（教育部，2013），顯示社會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

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已不若過往，僅需依靠學區內穩定就讀人口即可具有足夠的學

生來源以維持學校運作。於此情況下，招生問題成為多數學校需面臨的新挑戰。 

    除了學區內人口數減少外，家長選擇學校亦是造成各校招生情況各異的關鍵

因素。根據《教育基本法》第8條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

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與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

權利」。於此法基礎上，家長被賦予選擇子女受教育方式及內容的權利，易言之，

家長亦具有為子女選擇學校的權利。學區制加上家長選擇權，顯示家長僅具有限

制性選擇權，然而其於選擇學校時考量多且細微，為了就讀理想學校，許多家長

會採取各項策略，克服規範，越區就學。家長能跨越學區的自由移動讓各校需同

時思考如何預防學區內學生外移及吸引學區外的學生入學，因此能端出何種「牛

肉」即是各校招生的關鍵。學習環境、人際關係、交通距離、多元課程等皆是家

長選校考量因素（黃炳煌，2000）。然而不可否認，許多家長及教師們認為對於

國中來說，「成績升學」是家長是否信任學校的關鍵（T2：35；T5：35；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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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招生競爭，學校組織型態由過往受技術環境影響較微弱轉變成為受「強

技術環境」影響。學校於此環境下，強調組織各層面，包含：整體發展、校長領

導、課程與教學、設備環境、與家長社區互動關係及組織氣氛文化等的績效，而

其中更加影響學校績效的關鍵產品是學生的學習表現。學校組織轉變成需於競爭

環境下生存的同時，受過往「強制度環境」影響的特徵亦未改變，學校仍須持續

滿足社會對教育 根本的期待而獲得合法性生存。因此，現今的學校已成為「強

制度環境、強技術環境」的組織型態。學校組織環境如此轉變，組織本身則依該

環境為背景，於其中進行內部運作，擁有自成的運作模式與邏輯。本章即描述與

分析多元國中於組織環境轉變為「強制度環境、強技術環境」下，組織本身、組

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間的關係為何。  

 

第一節  招生與升學現況  

    少子化現象日益嚴重與著重學校績效評鑑的浪潮一波接著一波，教育市場化

已從高等教育向下延伸至國民義務教育，學校組織環境從過往的弱技術環境轉變

成為強技術環境。於強技術環境強調競爭與績效表現之下，「招生」與競爭關鍵

產品「升學率」將是學校組織於組織環境轉變後首當其衝須面對的問題。     

    欲了解多元國中招生情況，學校所位處「特殊地理位置」對招生的影響將是

首先需要說明的。多元國中位處「城市邊緣」及「縣市交會處」的地理位置易受

「縣市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所衝擊。學校所在縣市的教育資源相較城市地區稀少，

家長於比較的心態下選擇越區至城市內學校就讀，導致學區內學生流失。一位家

長於說明學校為何招生情況不佳時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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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講實在一點，城市的資源還是比我們這縣市，因為這縣市幅員太廣闊， 

   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所謂的那個教育資源來講，就分散開了，它大部份都還 

   是留在那個城市的學校，那其實分配到這一些比較偏遠一點的鄉村的學校的 

   資源來講的話，反而相對變很少。（P1：5） 

 

    家長所關心的教育資源具體來說，則為「經費」、「硬體設施」與「教學相關

軟體」等（P1：4）。家長對縣市教育資源分配存有不均的刻板印象，即使對於目

前仍無標準化評鑑措施的「師資水準」亦認為有縣市落差，一位家長即提及： 

 

   師資啊，對。我會覺得師資，然後應該還有一些學生的素質，我覺得應該會 

   有差。然後課業啊！應該都會有差吧！對！我覺得應該重點是師資啦，師資 

   會，我會覺得城市比較好啦！（P4：3） 

 

    全國縣市的教育資源分配雖屬中央層級政府機關的管轄權責，卻向下深入影

響學校組織。關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即使影響招生，仍僅得尊重家長多

重比較下的選擇。 

    位處縣市交會處的確會讓家長比較兩個地區教育資源的差異，然而校內老師

與行政人員皆認為多元國中位處交通不便捷的位置，更是促使學區內學生離開，

前往城市內學校就讀的推力（T1：2；T7：6；E3：7）。 

    強技術環境強調學校組織的績效表現，於社會仍保有學術導向與文憑至上的

價值時，各學校，尤其是國中及高中，其所生產的產品與用來衡量績效 關鍵的

標準即為「升學率」。對於多元國中而言，如本節前段提及，位於縣市交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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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讓家長因比較縣市教育資源差異與考量交通可及性而選擇出走至城市內

學校就讀，對於多元國中招生情況形成挑戰，而此現象更與學校的升學表現有直

接相關。 

    究竟是何種特徵的學生會選擇越區就讀他校呢？學校教師提及家庭社經背

景中高與經濟環境較佳的學生是多數： 

 

   他們希望小孩就是小學畢業之後直接送到城市，這還蠻多的。家長比較有 

   經濟，能力比較好的，或說他甚至可以派人接送的，那社經環境比較好的 

   家長，他甚至孩子都是一直規劃送像城市裡的A國中、B國中……所以像那 

   個我們學區其中一個國小畢業有一半以上都是往城市跑。（T7：5） 

 

    家庭社經背景中高的家長擁有各項資本與教育資訊可以為孩子進行教育選 

擇，且此類家庭背景學生經常被認為是「素質較好」的學生。家長會長即提到： 

 

   很多的好的學生都會跑到城市裡去唸，都跑到城市去，所以相對的好的學   

   生都不容易留下來，多元國中不容易招到好學生。（P1：4） 

 

    於強調升學表現的背景下，學校認為所謂「素質較好」的學生即多指「學業

成績表現較優異」。因此，多元國中教師與家長皆認為當學區內成績佳的小學畢

業生出走至他校，學校無法招收到素質較好的學生時，無法提昇升學率是可以預

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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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管在哪個區域，應該是看這個學校學生的升學狀況，這是一個很 

   現實的問題。（所以學校的升學率不是很好？）還可，不是很好，不是還可 

   以，就第一志願都一兩個一兩個，可是我覺得這也不能怪學校，因為我們 

   學生的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這樣。（T9：7） 

 

   你要升學率高，但是問題是你一般國小的比較好的孩子都送去城市裡了，  

   請問我們學校如何高？能夠高到哪裡去？我們學校好，可能好的孩子有，  

   但是可能不多，可能沒幾個人，那基本上中等或中下，那如何讓學校的  

   個升學率提高？我們後來有幾個家長在講啊，對啊，你怎麼提高？所以一 

   定要有機會讓好一點的學生進來讀，就有可能。（P2：15） 

 

    學校教師及家長皆認為學校招收學生的素質會影響學校升學率，而升學績效

表現則又是左右家長選擇就讀意願的關鍵，因而影響學校招生。升學率與招生兩

者為一緊密關連的循環關係（T1：3；T7：5；T9：7；E3：42）。 

    從前述說明可歸結，當面對學校組織環境轉變成為「強制度環境、強技術環

境」時，多元國中的組織目標面臨兩個挑戰：1.因應強技術環境下強調學校組織

招生與升學表現，學校應如何提昇升學率，以提高學區內素質優良學生就讀意願，

甚至是學區外學生跨區就讀；2.雖然升學率是學校 關心的績效表現，然而當學

校組織仍受強制度環境影響，需符合社會對教育組織 根本的培養五育均衡發展

的期待時，學校應提供目前就讀的學生何樣的多元教育，協助其適性發展亦是需

思考的問題。兩個問題於校內比重為何，校內資源如何分配，又校內行動者如何 

看待與行動，這些皆是多元國中現階段需處理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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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升學率是學校組織於組織環境轉變為強技術環境下 重要且關鍵的產

品，然而衡量學校績效並非僅有學生升學表現單一標準，仍包含學校組織內其他

面向，如：學校特色發展、校長領導、課程與教學、設備環境、與家長社區互動

關係及組織氣氛文化等。 

    針對多元國中學校特色，多數受訪者皆表示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與數理資優

班是學校發展特色之處。關於校長領導，則被許多受訪者認為是影響學校發展的

關鍵人物。以上兩者皆將於本章後續章節加以詳述。至於課程與教學層面，學校

從首任校長開始即推動教學演示與觀摩，以影帶紀錄方式，提供教師自我精進及

同儕間相互學習（T1：13；R1：9）。近年來教育行政機關加強推廣的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則因領導人未有方向與評鑑內容不清楚而遲遲未執行（T1：37；E2：

27）。學校未有教師專業發展社群（E2：23），不過教師們普遍十分用心認真

於教學與班級經營則是許多受訪者的評價（T1：16；T9：7；E1：6；P1：8；P2：

5）。關於設備環境，受訪家長表示仍不及城市地區學校，是多元國中不利因素

之一（P1：20）。 

    從受訪內容發現，多數受訪者們對於校內所實施的特色措施敘述較多，關於

學校組織其他層面的績效表現，則較少進行詳述及提出看法。一方面或許是因這

些層面未能有標準評鑑指標與具體數據，因此無從評斷良莠；另一方面則從受訪

者回答的語料當中發現，「升學表現」仍是組織行動者們 重視的績效表現，特

別是於現今招生日益困難的趨勢之下，升學率仍是家長選擇的首要考量，是學校

招生的 佳利器： 

 

	 	 	 家長對於多元國中還是覺得不夠有信任感，啊他們要怎麼看妳知道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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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們第一志願有幾個。（T2：36） 

	 

	 	 	 妳想想看今天如果說，我們第一志願各十個，哇，這就真的把這區其他學	 

	 	 	 校就把他敲到暈掉了。（T5：35）	 

	 

	 	 	 就是上高中這一塊，再提昇的話，那我相信應該會比較好一點。（你覺得家 

   長在選擇學校的時候，還是很容易看這一塊？）對啊，我就看你的升學狀 

   況。你讓我只看到後面的學校，有看到這種學校那麼多，沒有意義啊。他 

   還是會有個想法，說我兒子如果是第一志願有多好。（E3：43） 

 

	 	 	 （可是妳從哪裡得知城市學校覺得是比較好？）升學率啊！因為比較起來	 

	 	 	 	 我們這邊升學率就沒有人家這麼好。（升學率是指說前三志願嗎？）也不一	 

	 	 	 定啊！公立的啊！（P4：2）	 

	 

	 	 	 	 由上述可見，即使於學校組織逐漸走向強技術環境，應強調學校多方面的績

效表現，然而目前仍未跳脫以升學表現為主軸的單一思考面向，並於此框架下進

行組織運行。 

    多元國中的各項不利條件，如：地理位置、教育資源分配、素質優良學生出

走與升學表現不突出等，皆使多元國中於組織環境轉變為強技術環境下面臨許多

壓力，進而影響組織目標的設定，而組織目標又是帶領組織內部各項運行的關鍵。

因此，多元國中於組織環境轉變下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如何互動，將於

後進行進一步探討，接下來將先描述與分析亦是影響組織目標及運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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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組織行動者。 

 

第二節  組織行動者  

    新制度主義強調組織環境影響行動者偏好、選擇與行動，而持有自身制度背

景的各方行動者則於組織內共同協商，影響組織運行。本節將針對學校組織內各

行動者，分別為家長、教師與行政人員（校長）的特性做一厚實描寫，以利後續

分析行動者間交織的共識與矛盾如何回應組織與影響組織內部運行。 

 

壹、家長─學區內三所國小之差異     

    針對多元國中行動者，將首先探討學區內的地方社群，即家長與社區特性，

因其組成的高異質性為多元國中特色之處。多元國中學區幅員廣大，於河流兩岸

的學區內共有A、B、C三間國小，不同國小畢業生的家長具有差異性的特徵。 

一、家庭社經背景平均較高的 A 國小    

    學校教師表示，雖未曾經過實際統計，然而根據印象與經驗，其中來自於河

流對岸，與學校不同河岸的 A 國小畢業生平均素質較佳，家庭社經背景較高且

家長參與學校事務較積極，可能原因是因該地區居住環境較佳且具有類似別墅區

的社區型態： 

      

   就是我自己有印象就是 A國小，A國小的畢業生，就是他們來就讀我們學 

   校的家長感覺比較多參與我們的一些活動，對，感覺比較多……那 A因為 

   一直以前啊，從一直以來就是，我們講的說如果學區三個國小的話 A的學 

   生的素質都一直是比較好。（T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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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國小的狀況反而比較少。（為什麼？）因為那一邊可能，第一個可能那一 

   邊的居住環境比較開闊吧。那呃應該家長素質也比較高，嘿那一邊有部份 

   屬於類似別墅啊，所以家長素質平均高一點。（T6：50） 

 

    然而 A 國小所位處的地理位置離城市 近，往城市內學校的交通較至多元

國中便捷，加上先前已描述社經背景較高的學生許多選擇出走的現象，因此 A

國小畢業生近年來就讀多元國中的人數逐年遞減，僅剩約三分之一學生報到。

（T7：6；P2：6） 

 

二、就讀多元國中人數少的B國小      

    至於 B 國小，雖與多元國中屬於不同河岸，然而交通路線上可步行抵達或 

僅需搭乘一班公車即可，仍屬便利。B 國小人數少，該地區里長表示遷戶籍至城 

市內學校就讀者多，原因仍多為考量縣市資源差異及對多元國中原住民學生多的 

負面刻板印象： 

	 

	 	 	 （您這邊里民其實多半都遷學區到城市那邊去，就妳了解，他們之所以遷	 	 	 

	 	 	 學區的考量因素是？）第一個考量就是原住民學生很多，怕會被影響，第	 

	 	 	 二，城市的資源比較多。（資源是指？）學校資源，學校的資源會比較多，	 

	 	 	 還有那個什麼，就是風評就是一定是那邊比較好，城市的學校風評會比較	 

	 	 	 好。（S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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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情況下，B 國小實際進入多元國中就讀的學生人數較少，與學校互動 

不多。（S3：18） 

 

三、社區內原漢並存的C國小  

    與多元國中距離 近的C國小與多元國中所位處的社區十分接近，此社區  

大特色為原住民與漢人交互居住於此。新制度主義提出行動者的偏好與選擇受其

「制度背景」影響，「族群」即可謂行動者所擁有制度背景之一，因該身分而產

生的文化意義框架，係共享於同一族群內的行動者，並影響其價值與行動。漢人

與原住民對彼此的觀感有各自族群共享的文化認知與意義框架，該認知雖屬行動

者較隱藏的部份，卻是驅動外顯行為的重要因素。 

    首先，針對該社區的漢人特性，里長表示居住附近的漢人背景兩極，房價較

貴的房子持有者多為企業董事長或投資者，孩子年紀已大，未有國中教育需求。

而就讀多元國中的家長多半為一般的上班族，早出晚歸，參與學校事務比例低（S1：

37）。同時，C 國小家長對於多元國中的信任感因升學率不佳而不足，因此於小

學四年級之後即開始有轉學潮或將戶籍遷離的現象，以為越區就讀其他國中做準

備： 

     

   他們後來轉出去都是可能前面四年級都 OK，可是到五、六年級的時候因 

   為他們要考慮學區的問題，有些學區他是要要求你在那個戶籍要在那邊設 

   籍兩年以上，所以他們在五、六年級，四年級，對啊，五年級就轉，戶籍 

   就出去了。（所以還是對多元國中沒信心？）對，基本上是這樣，對啊，升 

   學率呀，家長還是看這個啦，絕大部份到現在為止，這個迷思還是沒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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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破。（S1：41） 

     

    至於原住民社區部分，多元國中近半數漢人受訪者提及原住民社區環境髒亂、

生活習慣不佳且多喜歡群聚喝酒（T7：18；E1：3；E2：6；E4：10；P1：6；P4：

22；S1：33；S2：6）。除了外顯的生活習慣差異外，學校內部則有少數漢人教

師與行政人員亦對原住民學生抱持社經背景較低、生活習慣不好、不愛讀書與行

為偏差的觀感（T4：28；T7：18；E3：10），並認為原住民學生的表現影響了漢

人家長選擇學校時的就讀意願： 

 

   不能說因為我們學校，重點是，他們會因為這個，我們學校的原住民學生 

   比例比較多，而不送小孩來。（你覺得為什麼？）大部份都是行為偏差的部 

   份，對，就覺得原住民小孩都不念書，或是比較容易打架鬧事，或是，大 

   部份都是這個原因。（T4：28） 

 

   還有聽過一個就是因為我們這邊原住民的孩子很多，家長會認為原住民的 

   孩子是一個，對他們來講可能會有不利的影響的因素……認為他們可能就 

   是社經背景比較低，那生活習慣不好，那不愛讀書愛玩，種種因素。這個 

   因素聽很多，也是聽很多。（T7：3） 

 

    這些漢人教師們認為多元國中的招生情況受到漢人長久以來對原住民負面

的文化認知與刻板印象影響，導致原住民學生比例高成為學校招生的阻力之一及

成為學校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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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對於受訪的原住民家長來說，多個原住民社區內本存在著異質性，僅

有某些原住民社區符合漢人們所描述的負面形象。他認為那些社區破壞了整體原

住民形象，僅因部分社區情況即對原住民產生負面印象實過於以偏概全： 

 

   像那邊那個社區形象不好，對，你說可以就這樣子，這個外面的人看，喔， 

   你們這個原住民愛喝酒，跟他們在那邊，都把形象搞壞。（你們很生氣？） 

   對啊！不喝酒的人聽到就說慘了，很為難嘛！對不對。（P5：17）  

     

    雖然漢人的確可能共享對於原住民的集體族群文化認知，且多數為負面的刻

板印象，然而其中必仍有差異的看法。如一位漢人受訪家長即認為原住民社區特

性與漢人不同，並非有高低的評判而僅是差異多元： 

 

   原住民其實他們就是一個團體的家族，他們就是有什麼就是大家共享，要 

   需要做什麼事大家共同分擔……森林裡面要什麼有什麼，在以往他們的社 

   會環境裡面，所以他們不需要儲蓄啊，是我們平地人才會有儲蓄的觀念…… 

   那我們之前真的是誤解了他們，他們不是說天生懶惰或是怎麼樣，只是他 

   們生活的那種環境、生活模式跟我們其實是不一樣的。（P3：16） 

 

    學校內部分教師也認為原住民學生常規行為表現與漢人學生無異，僅因其族

群身分成為較明顯的標籤而易遭污名化，甚至經常被過度放大解讀： 

 

   我倒是覺得那個比例上面跟非原住民學生，其實是差不多的，就是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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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其實甚至，呃，原住民學生的比例會更低……可能原住民的學生在 

   裡面，會變成，會比，有時候會一定是，有時候會被放大這樣子，對，那 

   我倒覺得，有偏差的學生是差不多的，對。（T4：28） 

 

    選擇就讀多元國中的漢人家長亦不諱言的表示對多元國中原住民學生比例

較高此狀態從入學前的擔心至入學後產生觀感上的轉變： 

 

   從以前就聽說是因為原住民多，但是我都覺得這個都不是問題，因為其實 

   我了解也不多啊！其實每個學校都一樣啦！他們把這個學校可能一開始不 

   好的，我的個人認為啦，他把學校不好，比較不好的名聲歸罪於那個原住 

   民，我覺得這是不對的。但是你沒辦法啊！因為怎麼聽都是這個樣子……    

   你說不擔心是不可能啦！但是因為我們這樣慢慢看，我覺得好像也還 OK 

   啊！你沒有進去，你也不知道。（P2：5） 

 

    可見於多元國中校內及學區內雖以漢人數量居多，且對原住民持有負面刻板

印象為主流的文化認知下，仍存在著多元差異的聲音。 

    針對多元國中原漢並存的特色，學校向政府機關申請成為原住民發展重點學

校。成立此措施的動機、內涵與其對學校產生之果效將於後專節描述與討論。 

    經由以上描述，學區內三所位處不同地理位置國小的家長具差異的特性， 

然而共同點是於家長選擇學校上，因學校的各項不利條件而對多元國中具有不信 

任感，選擇跨區就讀其他學校的家長仍佔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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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長─藍領多於白領的階級組成  

    前述已描寫多元國中行動者認為學校的各項條件，例如：交通便捷性不足、

縣市教育資源差異、升學表現不突出及原住民學生比例較高等是造成學生持續流

失的原因。至於哪些學生流失？校內教師認為選擇越區就讀的家長需具備一定的

資源與能力，包含：遷戶籍、接送上下學等，因此社經背景較高的白領階級家長，

較有機會實際執行（T1：41；T6：22；T7：6）。一位藍領階級的家長亦現身說

法，顯示經濟能力為是否可出走的考量之一： 

 

   因為我會覺得說公立師資好沒有錯，可是因為遠嘛！妳也看不見，他如果 

   學壞了不回來，妳也管不著。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要出去到城市裡去讀就 

   是送私立的，我會這樣認為，對！後來我還是選擇這邊，經濟的考量啦！ 

   （P4：3） 

 

    許多學區內的白領階級家長選擇越區就讀，而就讀多元國中的學生家庭階級

背景則多屬藍領階級（T3：2；T6：18；T7：6；E2：14）。除了以藍領階級家長

居多之外，學校內符合地方政府教育局規定特殊身分，如：單親、隔代教養、低

收入戶、原住民及新移民等家庭佔一定的比例，因此學校經常受到此項補助。於

「漢人」、「雙親」、「經濟狀況正常」及「父母與子女同住」等家庭型態仍被視為

主流家庭價值下，學校教師們將具特殊身分的家庭型態多視同為「弱勢」家庭（T1：

5、T7：8、E3：12）。 

    多元國中的教師以自身與校內藍領階級及弱勢家庭互動經驗指出，維持生計

是這些家庭的首要考量，因此可用於教養管教的時間稀少，家庭教育功能較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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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生各項表現又與家庭教育功能息息相關： 

      

   因為家長的職業的關係，可能他沒有很多時間可以陪伴孩子……有一些 

   可能他們的職業的部份，也許就是收入不穩定，他可能常常要打零工什麼 

   的，就會比較是在，也許要一直替家裡經濟這個部份去擔心，那我覺得他 

   們也許就沒有放那麼多心思在注意孩子課業上。（T2：2） 

 

   那些真的不唸的人，妳去問他，妳都會發現他媽媽，嗯，早上上班，晚上 

   十點回家，爸爸也是。他說你都在幹嘛！他都讓我自由活動啊！所以他就 

   真的不會去做功課，然後也不會自己積極努力。所以這邊家長可能社經背 

   景沒有辦法，比較沒有那麼好，然後必須要比較多在工作，家庭的那種管 

   教功能就比較沒那麼好，對。（T8：14） 

 

    因此，學校教師認為自身必須扮演起「保姆」的角色，共同分攤原屬家庭教

育責任的範疇： 

 

   因為我們這邊大部份的家長，他可能比較沒有時間來關照孩子的課業，我 

   覺得。因為我們這邊比較屬於中下階級……所以就是你可能導致有點像兼 

   保姆這樣。（導師兼保母是指說？）就是你的課業什麼都必須在學校，常常 

   要在學校盯他們才會完成。（T9：6） 

 

    除了認為學生普遍家庭教育功能低落，多數學校教師亦觀察到家長參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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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比例偏低，從參與學校日的家長比例不到三成即可得知（T1：20；T6：19；

T7：25；T8：14；T9：6）。然而，教師進一步了解原因，無法出席學校日並非

全因忙於生計導致時間無法配合，家長本身不關心及不熱衷學校事務亦不少： 

 

   像這一屆七年級，我上學期第一次開家長日時，大概七個，下學期這次是 

   比較多，八個。（那其他的家長知道什麼原因都沒有來參加嗎？）其實是 

   因為不熱衷，因為我有問過孩子說家長真的不能來嗎？爸媽在家裡，他其 

   實不是不能來，是不想來。不會特別想要去關心。（T7：25） 

 

    教師們認為藍領階級家長對學校教育的期待僅為 基本的「孩子能接受學校

教育」即可，認為讀書能讀則讀，學業成績若無法有突出表現，則期望孩子在學

校只需平安無事，品性不要走偏，將教育與管教責任轉嫁於學校身上：  

 

   這一邊有蠻多家長尤其是社經背景比較差的家長，有個觀念他認為說，欸 

   小孩子丟到學校就好，老師幫我管好。（T6：23） 

 

   大部份有回饋的也都是說就是多注意交友狀況，然後甚至有些人寫得更隨 

   性，就是課業就是隨，隨什麼隨緣。就是反正他認為孩子有能力唸就唸， 

   沒有能力唸也不要強逼他。（T7：24） 

 

   （那對學校會有什麼期待嗎？）也很少聽到。對，感覺就是來讀書而已。 

   （就只是送來學校這樣子。）對對對。（T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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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對於藍領階級家長來說，雖然他們受限於經濟能力或其他資源的不足

而無法越區就讀，但是就讀多元國中仍有好處，例如：就近入學反而可更掌握孩

子的就學狀況，對他們來說即是一項優點： 

 

   我們家的還是讀這裡啦，因為近啦，看得見。對啊，他一下課就回來啊， 

   時間我們可以掌控的很好啊，對。（妳是希望說他在學校隨時的狀況，妳都 

   可以了解嗎？）對，至少他下課回來，下課比方五點，他如果不用十分鐘 

   就到了嘛，那十分鐘過後沒回來我們就知道ㄟ，他在幹嘛了。我會覺得說 

   像國中這段期間，他的個性什麼的變化比較大。所以我會覺得要盯啦，對 

   啊。（P4：3） 

 

    同時，他們認為孩子是否有讀書動機與讀書狀況需要靠孩子自身，與學校環 

境的好壞沒有絕對的關係，因此亦不強求越區至其他學校就讀： 

 

   可是我常跟人家說，其實只要肯讀到那裡都一樣，後來我還是選擇這邊。 

   （P4：2） 

 

   這個是學區的問題，因為我們也是不能越區的，對，所以那個政府就講， 

   越區的話，那麼這邊的學生會沒有，他都往好的學校，所以變成那個學區 

   很多人。不一定是你要到好的地方去讀書，當然你給我那某某國中蠻有名 

   的，你說你去那邊，你讀書，學校名氣很好，但是你不用功也是沒有用， 

   對不對？那只不過是，喔！某某中學很好，那那個學校很差，你好好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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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P5：21） 

   

    相對於學校教師認為藍領階級家長對孩子教育的期待僅是於學校平安就好，

藍領家長的受訪者卻表示仍重視孩子讀書的狀況，且認為常規的部份需要靠家庭

教育著力，對老師的期待則是希望他們能著重於學業上的教育： 

 

   我覺得像家庭教育很重要，不能常規我覺得不能完全丟給老師，我覺得， 

   我覺得老師就是幫他們把課業顧好，對啊！常規真的還是要家庭。（P4：10） 

 

   我就覺得常規就丟給我們就好了啊，我覺得常規是屬於家庭教育。對，學 

   校我覺得課業上啊！或是說因為老師要求的他們比較會去做到嘛。（P4：35） 

 

   當然我對這個學歷的話，學術方面或一些很注重，所以我都跟孫子講，你 

   好好用功，一定要注意老師的話，你要了解老師說的話是什麼什麼什麼。 

   （P5：18） 

     

    然而，對於多元國中整體學生的學業表現，藍領階級受訪家長似乎評價不高，

因此留在學校就讀的期待僅是離自家近，可親自注意孩子的品格發展： 

 

   那在這邊我就是主要就是讀書我就放棄了，就是品性啦！不要學壞這是最 

   重要，對！我看得見，嗯...！（P4：3） 

 



	   60	  

    從上述校內教師與藍領階級家長的訪談內容可發現其中矛盾之處。教師認為

藍領階級家長對於學校教育，尤其是學生學業表現僅有低期待，需多注意基本的

常規表現即可。藍領階級家長卻表示讀書課業仍是排在首位。這樣的矛盾或可說

明中產階級的教師與藍領階級的家長各使用彼此的階級意識與價值觀理解對方，

匯聚於學校教育價值上則產生矛盾與差異。 

    校內家長的階級背景雖然大多數屬於藍領階級，然而由於學區廣泛，仍有少

部分的白領階級家長選擇就讀。白領階級家長選擇多元國中的原因除了與藍領階

級相同，認為讀書與否需要靠孩子自身的動機意願（P1：2；P2：3），及就近入

學可關照孩子的就學狀況外（P2：6），兩階級差異之處在於白領階級家長有做好

「退路」的打算與準備： 

 

   然後就反正我們說實在，也是以一個去看看啦！那真的不行，或許我們就 

   轉學應該也 OK的，是不是這樣子？對啊！所以想說好，就就近。（P2：6） 

 

    常規管理嚴格是另一個白領階級家長選擇就讀多元國中的原因： 

 

   那在家長的立場就是希望是除了唸書以外，你整個那個品行品德方面，也 

   需要很注重……其實多元國中這一邊的主任，他們的管理各方面還蠻嚴謹 

   的，蠻嚴謹的。（P1：5） 

 

    多元國中設有「數理資優班」更是白領階級家長選擇的原因。即使未甄選通

過，學校內開放非資優生但資質優異的一般生可加入的創意智慧社團對於白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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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家長同樣具有吸引力（P1：5）。由此可見，白領階級家長仍多半擁有升學至上

的教育信念，依舊重視學業成績，因此資優班成為他們大力推廣的校內教育措

施： 

 

   其實數理資優班才是真正需要這邊來做推廣的東西，讓這地區各個國小的 

   優秀學生都想說，讓家長都認為說數理資優班不用跑到大都會，也能就近 

   在這一邊就讀，就有一個公立的好學校，我覺得這樣子幫助應該是更大一 

   點這樣子。（P1：21） 

 

   所以我們會長基本上他也積極的在這一個地方，對，我們會長他心裡想說 

   是不是能夠讓更多的孩子來我們學校考資優班，所以他會到處去，就會去 

   學校，去發那個簡介啊！（P2：15） 

 

    家長屬於學校組織重要的行動者之一，具有與組織內其他行動者共同影響組

織目標、運行模式與邏輯的力量。階級亦屬於行動者的制度背景，因此家長於其

階級背景下所形成的教育價值信念不僅影響自身家庭教育，更會帶進學校，進而

對學校教育有特定需求及期待，校內其他行動者則必須共同調整以回應該些期

望。 

    多元國中因教師與家長對於學校教育期待解讀的矛盾及多數藍領階級與少

數白領階級家長對於學校教育價值及實際採取教育行動的差異而造成校內目前

對於學校的中心教育價值仍未形成共識。同時，更廣大的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又

各自影響學校組織，這些相異的期待與環境交會於學校組織內，學校組織目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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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方向亦隨之游移搖擺。 

 

叁、教師們拉扯的教育價值信念  

    學校組織環境從「強制度環境、弱技術環境」轉變為「強制度環境、強技術

環境」，組織型態受環境影響而變革，隱藏於學校內的教育價值是否同步隨著組

織型態變革而轉變？學校組織的教育價值係由組織行動者各自的認知與信念共

構形成，一方面由行動者主動建構，另一方面則又由價值本身影響行動者。 

    前一段描寫不同家長對學校教育的期待即是校內教育價值走向的部份引力，

而本段討論的教師，亦是組織內另一股重要的力量。教師為校內第一線行動者，

對學校組織目標及運作扮演關鍵性角色。教師的教育價值信念驅動其外顯教育行

動，而教育行動則交織形成組織內的目標及運作模式與邏輯，同時更影響了學校

組織整體中心教育價值。 

    多元國中成立超過十年，本研究訪談的教師（包含教師兼行政人員）在校服

務年資多集中於 8 年至 14 年，顯示他們多從學校成立前期即進入學校服務持續

至今，跟隨學校共同起落，更能體會學校組織的各項變化。多數受訪教師皆曾任

行政人員、導師及專任教師，於校內不同位置與身分的經驗有助於教師們全面了

解學校組織的運作。不論教學年資、教學與行政經驗、學校組織及整體教育環境

皆會對教師所擁有之教育價值信念產生影響。 

    多元國中教師們針對國中此階段的學校教育價值，「品格」是 多次被提及

的： 

 

   國中對孩子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嗯他孩子變好變壞，第一個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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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性好。變好變壞就是在這個時候喔，那讀書啊不見得，你有的人高中、 

   高職開始拚的讀得很好的也有啊，倒是國中這一段的話我們一般跟家長講 

   的話也是，欸你即使他這三年書沒有讀好，但一定不能讓他變壞。（T6：46） 

 

   國中這個階段我個人認為還是在品格的養成是比較重要，因為我覺得說國 

   中這個階段，你好像行為上沒有太大的偏差，不偏差是不可能，多多少少 

   會有，就需要去矯正。（T7：33） 

 

   妳知道在國中這三年裡，基本的品格、基本的價值觀要建立起來，對。那 

   我自己個人的理念，我會覺得說，學生未來發展是無可限量，我比較不會 

   去看他考上哪個高中，我比較會去看他，他本身的那個性格習慣是不是有 

   養成比較好的部份。（T9：8） 

 

    有些教師進入多元國中後即從一而終的認為品格表現是國中階段 重要的

教育價值信念（T9：8），有的教師則隨著時間遷移有所轉變，過去重視學業成

績，現在則不強求，轉而要求學生品格至上： 

 

   我只期待學生能夠，你要能夠就是符合整個、整個社會的一些，比較能夠 

   正當的一些法令，一些比較正規的行為啦……我一開始教其實會很希望他 

   們一直要念書，一直念書，到大學，然後再去念，甚至念更高的學歷，那 

   其實大概在前，前四年還是五年我就開始漸漸有這個想法的改變，其實好 

   像沒有那麼，念書好像沒有那麼重要……你就是對得起你的父母，對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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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才不會說變成是，社會的一些負擔。（T4：30） 

 

    現任的生教組長表示，因他長期於被視為需處理各項行為問題學生的訓導處

擔任各組長，連帶影響其教育價值觀的轉變：      

      

   長期在訓導處看太多，我現在只期待他們能堂堂正正的做人……那至於讀 

   不讀書我覺得，那看開了。（你已經看開了？你有看不開的時候過嗎？）有 

   啊，我那時候多熱血啊，剛進來代課的時候我每天留學生留到八點耶。就 

   陪他們，不管你會不會背，你就給我背，背到會我再放你回去……你現在， 

   現在沒有那個熱情了，看開了。（E3：22） 

 

    教師國中教育價值信念轉變來自於個人的教學經驗、教學態度與學生特質差

異等，這些個人經歷亦緊貼著整體教育環境共同前進。近二十年來，國內的教育

政策強調鬆綁，期望將臺灣教育從過去智育至上解放為五育均衡發展。然而，持

續混亂的教育政策導致整體社會無法形成一集體的教育價值共識，多元適性發展

的價值與傳統文憑社會的聲音交錯於學校中，校內行動者皆一片茫然，對未來的

教育方向毫無頭緒。因此，教師的教育信念亦從過往重視學業成績至今僅能把握

學生「品格表現」此一不論任何教育政策、制度及價值的改變皆無法撼動的事實。 

    學生品格表現確為教育中心價值。除此之外，有些教師們亦強調學生多元適

性發展教育：     

 

   我說我們當然是資優班，因為你們每個人都是資優，有的人比較會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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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考到數理的資優班，所以他是數理資優生。我們有的人很會畫畫，所以 

   你是畫畫的資優生。我們的人很多體育很厲害，所以你是體育的資優生。 

   你找到你最好的去努力，你就能夠為這個團體爭取榮譽……因為我一直在 

   給家長一個想法，就是我覺得你的才能在哪裡，你就應該在那個地方你才 

   能發揮。（T2：3） 

 

   那國中其實我覺得應該要發展讓孩子的興趣真的出來，然後我們學校再針 

   對這個興趣的部份，你就給他們有發展的舞臺，給他們發展的空間……教 

   育在這個部份應該要重視說孩子的一個能力的培養，還有他自我的認知。 

   自我能力的認知跟一個一個信心的培養，然後讓他能夠持續的去好的發 

   展。（T5：37） 

 

   我自己的想法比較會是說，我怎麼樣讓我的學生他，他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清楚自己的未來想要什麼……我覺得是說如果學生可以，嗯，很清楚 

   知道自己在學什麼的時候，他在往哪個方向走的時候，對，我覺得這是我 

   對學生比較大的期待這樣。（E2：31） 

        

    多元國中這些教師們對國中階段抱持品格至上、重視試探學生性向及發展學

生興趣潛能等教育價值係符合社會對於學校教育的期待與規範。103 學年度正式

實施的重大教育政策─十二年國民教育亦以該價值為發展主軸。 

    然而，當有些多元國中教師們的教育價值信念逐漸走向多元適性發展時，仍

有部分教師，即使是已提出品格才是首要教育價值的教師們，還是強調「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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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學生 根本的義務： 

     

   千古不變的道理就是你要讀書，還是就是要努力讀書才會有好成績……所 

   以我跟他們說，你就是好好讀書，不用想那麼多。（T6：41） 

 

    於評判教師好壞及面對家長進行班級經營說明時仍以「學業成績」為重點： 

 

   我小孩他們那個班的導師欸就很好，就他們班一個第一志願兩個第二志願 

   還有兩個第三志願，還有其他公立學校……所以像這一次家長日啊，我就 

   有跟家長談啊，我就拿我們班上的成績單給，還有全校的成績單給幾位家 

   長參考啊，那我就拿那個校排一百名的，跟我們有統計各班，各班的各科 

   的總平均給家長看。（T7：13） 

     

    仍重視「學業成績表現」的教師們係屬於傳統教育價值的一脈相傳者。卻與

學校組織環境轉變為「強技術環境」後更加注重升學率的組織現狀不謀而合。  

    綜合言之，多元國中教師們皆重視學生品格，此一符合學校組織強制度環境

特性，然而對於學生應往多元適性發展或是強調傳統讀書至上則仍各有擁護者。

學校第一線行動者─教師們的教育價值信念係不斷受個人制度背景、教育經驗及

組織環境共同影響，而教師們個人的教育價值觀則共同形塑成學校組織的集體核

心價值。因此，於校內教師們背景及價值觀異質性高時，組織目標與運作模式為

不斷變動的樣態可想而知，由此可見組織與行動者具有複雜的共構關係，共同影

響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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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政人員─校長是關鍵人物  

    學校內另一決定組織目標、運作模式與邏輯的重要力量，甚至是帶領組織整

體發展的即為行政人員團隊。行政人員於學校組織內扮演外界教育環境、學校內

部各行動者間多種力量的橋樑，於接收教育政策、制度及各項價值後，訂定組織

目標及設立校內各項教育措施以試圖符合各方的要求與期待。因此，行政人員經

常成為各方角力的戰場，其推動的各項措施皆影響學校組織的整體發展方向。各

校的行政人員團隊核心人物皆不相同，然而從多元國中教師與行政人員訪談中發

現，「校長」是對學校組織整體發展方向影響 深的關鍵人物： 

 

   我們資優班我認為有點後繼無力。我還是要說那還是跟校長有關。（校長好 

   像真的很重要）真的，我真的這樣覺得，你知道我有一次看我同學，就是 

   研究所的同學，他就寫了一句，他在別的學校，他在臉書上寫了一句，意 

   思就是說校長有沒有方向感很重要，他沒有講校長，他講領導人。我就一 

   邊點頭一邊按讚。（T1：32） 

 

   校長對學校很重要，非常重要，尤其是要當行政的支撐。如果校長不撐， 

   不撐住行政的話，行政根本沒有辦法工作。（E3：5） 

 

    校長領導學校的決策邏輯一方面來自於為回應教育環境變化而必須採取的

因應措施，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個人領導風格、特質及教育價值。於多元國中，多

數受訪者認為不同校長領導風格差異大，對於學校發展景況影響深。他們描述各

任校長的特色如下： R1 校長多元活潑創新，創立多元國中榮景；R2 校長無為



	   68	  

而治，校內風波多導致學校名聲下降，招生人數逐漸下滑；R3 校長強勢領導，

建立許多特色措施，評價兩極；現任 R4 校長缺乏方向，學校該往何處發展混沌

不明（T1：17；T5：47；T7：16；T9：17；E3：5）。 

    於文後有專章討論多元國中的特色教育措施，包含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數

理資優班與強加強常規管理等皆是由 R3 校長任內所申請及推動： 

 

   他就是很要求學務處，他一直在釘學務處，所以我們那時候他在的時候學   

   務處幾乎統統是男生而且每個都人高馬大，然後就是他會要求上放學時間 

   學務處統統都要在外面，可能在校門口看上放學可能是巡邏……他算是很 

   嚴格的在管教就對了……可能社區都覺得說原住民是個問題……然後他的     

   想法就是說那我把大家覺得是問題的顧好嘛，然後不要讓他們再有機會有 

   出現一些什麼問題，這個時候社區就會覺得你真的有在做。（T1：16） 

 

   學校的學生慢慢在流失，那怎麼講，我們就會希望說能夠有一個東西能夠 

   讓這邊的學區的家長跟孩子有希望，那也當然也有極力在做爭取，在做這 

   樣的準備，那教育局也首肯讓我們成立這樣的班。R3在這部份的施力是非 

   常大，因為他，他走了之後，然後現任校長接，成立了。（T5：7） 

 

    R3 校長於校內所推動的這些特色措施延續至現任 R4 校長，因領導風格及 

方向不同，校內教師及行政人員提及，他們感受到這些措施雖仍持續進行，卻已 

呈現後繼無力的狀態，因此學校陷入混沌不明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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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不曉得要，我搞不太清楚他想要把我們學校帶到哪裡去。那以前 

   那位校長可能想到原住民他是想到是好的。對，可是現在這個校長他有一點， 

   他就會怕，他會怕說這個變成一個不好的標籤，所以他其實原住民他現在統 

   統都沒有在動，他只是讓它持續……我們資優班我認為有點後繼無力，我還 

   是要說那還是跟校長有關……那這個校長就是，我覺得他對資優班也沒有想 

   法啦，對啊，然後就不知道，我覺得有點可惜。（T1：17） 

 

   資優班的推動，然後順便連學校的報到率，這兩件事情連在一起，因為之 

   前 R3校長在做的時候他會很積極的想要到各個學校，親自去做簡報，跟 

   各個老師開一次、家長開一次、學生開一次。會親力親為，然後把我們行 

   政每一個都管得死死的，你去給我做這個、你去給我做這個……但是現在 

   校長方面就沒那麼積極了，他們也是會去講，但是沒有，沒有那麼的多的 

   嘗試，也沒有，也沒有像，也沒有親自，好像校長沒有親自下去去推動這 

   件事情。（E3：6） 

 

    於學校組織環境持續走向「強制度環境、強技術環境」的同時，多元國中不

同校長卻選擇極大差異的領導經營模式，影響了學校整體的發展方向，因此可理

解校長個人的領導對於學校發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當學校面臨組織環境變化

時，環境是否深入影響學校取決於校長個人的教育理念及行動，校長是環境與學

校間的門牆，扮演中間緩衝的角色。因此，於探討多元國中與其環境如何交織並

影響組織目標及內在運作模式與邏輯時，需將校長位於重要位置，不可忽視其關

鍵影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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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內特色教育措施  

    欲分析多元國中的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三者關係需從了解校內

各項較具特色的教育措施辦理動機、目標與內涵為何開始，理解學校組織行動者

對這些措施評價為何並探討這些措施對學校組織的整體影響。同時，這些教育措

施是否又回應或背離現今學校所位處之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更需進一步了

解。本節將說明與分析多元國中三項特色教育措施，分別為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

數理資優班與嚴格的常規管理。 

 

壹、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  

 

   原住民這個部份其實刀是兩面利刃的……往好的方向去看，你從國中就跟 

   不同族群的小孩子有互動，那孩子的視野自然就會變更寬廣、更不一樣。 

   但是我們如果過度，曾經就有外面的負面聲音說，那個學校好像原住民學 

   校一樣，原住民那麼多，原住民活動好多這樣子。（T5：35） 

 

一、成立動機與目的     

    於前一節描述組織行動者時已提及多元國中周圍屬於原漢並存的社區，漢人

對原住民（以下簡稱原民）仍多持有負面的文化認知與刻板印象，因此許多受訪

教師們認為原住民學生比例高是學校招生的阻力之一及待解決的問題。 

    學校需具有一定的原民學生比例始得成立由政府法規核可之原住民發展重

點學校。然而，學校教師提及，成立與否更關鍵的因素是學校的「領導者」是否

意圖發展。多元國中即由 R3 校長上任後始開始推動，期待能夠改善原民此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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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校問題的部份：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那個校長願不願意發展。那我們之前就是 R3 

   校長，那個校長的理念比較是，因為他就會覺得說反正我的學區已經這麼 

   多原住民了，那他希望把，因為一般而言大家對原住民的觀感是比較負面 

   的，然後他就一直很希望說不要再讓大家有這種想法，所以他比較積極去 

   爭取一些經費。（T1：6） 

 

    多元國中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的目的一方面是透過發展與推廣各樣原

民活動，學校可協助共同保留原民傳統文化，同時提供較無學習動機的原民學生

有表現專才的舞臺： 

 

   我覺得是一個，應該是說讓原住民學生認識自己文化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一般學校如果沒有這樣的社團的話，其實學生就是我只知道我是原住 

   民，然後可能會不會聽，會不會說，好像沒有那麼重要……那我們有這個 

   團體，其實會讓可能不是很認識的人進來這個團體之後，會更認識自己， 

   或是一些自己的文化的東西這樣子。（T4：23） 

 

   就是給原住民的小朋友參加的，我覺得那也是對他們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成就感的東西。因為他們真的學習動機很低，可是在於那些活動上面給他 

   們很多的安慰嗎？很多的鼓舞這樣子。（T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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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校內教師認為學校辦理此措施更深的企圖則是希望改變社區漢人

對原民學生的負面觀感，且認為多元國中於原民教育上多所著力，對提昇學校的

正面形象有幫助： 

 

   原住民的資源很大量挹注進來，其實的確對孩子有很大的幫助……那一段 

   時間其實我覺得可能社區大家的觀感是比較，我覺得有比較變得比較正面 

   一點啦，對。（對原住民的觀感嗎？）起碼對學校的原住民的觀感會好一點。 

   對，然後就是也比較容易被人家看到說有在努力。（T1：6） 

 

   那之前的校長的確是，比如說他在發展那個原住民，我們有原民社團這個 

   部份，我覺得這個特色就發展得很好……啊那個部份我覺得是一個很正向 

   的一個形象，對應該是嗯對於說社區和學校的部份，會有一些些改觀。 

   （T3：15） 

 

    國家補助原民資源豐富，申請成為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可獲得來自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及各縣市原住民族行政局兩者資源的挹注，申請經費容易且數量多

（T1：6）。因此，「經費」考量更成為學校實施該措施「隱微」的因素。過去曾

擔任教務主任，對於申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經費運用熟悉的受訪教師即提及原

民經費申請後，不分原漢學生皆可一體均霑： 

 

	 	 	 其實家長不知道的地方是我們靠著原住民的經費也幫了很多漢人的學生，	 	 	 

	 	 	 都會夾帶夾帶用在漢人學生身上，反而是資優班的錢他不見得是嘉惠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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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孩，反而是原住民的錢比較可以這樣運用。（T1：2）	 

 

    社區里長亦提及： 

 

   因為大家都知道原住民的經費比較好申請嘛，比較好申請，所以說像國小 

   國中在辦原住民的活動喔，之前的校長就比較喜歡去辦原住民的一些活動， 

   因為他申請經費比較好申請……只要學校說我們要辦這個原住民的活動，對 

   不對，那我就來申請，跟教育部申請，或是跟原民會申請，然後一筆就會下 

   來，他可以採購很多設備，那開完一次會，設備都歸學校了。（S1：35） 

 

    多元國中期望透過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以協助保留原民傳統文化，讓原

民學生有專屬的表演舞臺，解決原民學生原本被視為問題的情況，進而提昇社區

對學校的正向觀感。同時，原民經費的運用可讓全校不分原漢學生皆受惠亦是學

校辦理此措施另一個隱藏意涵。 

  

二、組織行動者對此措施的看法      

    多元國中不同的行動者對學校辦理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此措施具其個人詮

釋與認知，背後則帶有價值及自利考量。該措施因而承載著各種不同的價值判斷，

並隨著不同力量牽引而改變執行走向。 

    多元國中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首要考量為「解決問題」，即係從學校的

「整體自身利益」考量出發。不同行動者更是因為各自的利益衝突而對此措施評

價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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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人家長的看法  

    首先，漢人家長批判政府對於原民資源補助多，原漢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此不

合理現象： 

 

   一個不合理的一個狀況發生是原住民，他學校辦的任何活動，只要套上原 

   住民三個字，我告訴你，它的經費就是很容易！跟上面的教育部教育局去 

   申請經費，就是易如反掌！你只要套上任何活動，你只要套上原住民三個 

   字，你就覺得這個東西是真的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你知道嗎？為什麼我現 

   在學校要申請很多的經費，我都必須套上原住民三個字，為什麼是這個樣 

   子？對啊，真的不合理，非常不合理！（S1：30） 

      

    更多的批判是來自於漢人與原民間生活型態與家庭教育模式的差異。漢人家

長眼中所見的原民社區是生活隨性、家庭教育功能不彰等，與同身為藍領階級卻

是漢人的自己辛勤工作、重視家庭管教的生活與教育型態大相逕庭。然而政府卻

僅因原民身分即給於補助，漢人家長對此產生不公平的認知。於此同時，更批判

了挑戰國中亦與政府相同，將資源投注於錯誤對象： 

 

   說到這邊我很不平衡，政府給他們非常多的補助，很優惠啊……我發現他 

   們學生不是不聰明，就因為真的沒有人管他們，沒有人帶他寫，對啊。所 

   以這個學校你給再多的資源，他們父母親還是這樣。我覺得那真的很浪費 

   資源，真的。……重視沒有關係，可是我真的，我一直認為是家庭問題比 

   較重要嘛！你學校給那麼多資源，給他們那麼多，你回到家庭還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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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22） 

 

    除了對於原民家庭教育功能不彰而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卻仍可獲得資源補助

的不滿之外，漢人家長還認為學校內資源分配比例不均衡。學校發展重點與資源

投入僅佔全校學生十分之一的原民學生特色活動，不符合「比例原則」： 

      

   那其實這裡的原住民已經不是說佔的比例那麼高了，那不要把這個社區， 

   讓他感覺就是說這個社區就是屬於好像說原住民的學校。因為多元國中不 

   像一些是真正的屬於原住民的學校，那你這個來講的話，就不要是一個就 

   是一個所謂的它的特色太重的學校，我覺得不要這樣子比較好。（P1：21） 

 

   我們又不是原住民卻把我們當成原住民的學校。（妳覺得他們人數其實根本 

   沒有很多？）我會覺得說對啊，我們好像怎麼是原住民的學校，校長反而 

   去重視他們，對。（P4：22）     

 

    漢人家長提出因原民學生比例不高而不應投入過多資源。然而，數字比例僅

是表象，多元國中另設有資優班，學生人數僅為個位數，佔全校學生比例更低，

漢人家長卻認為資優班才是學校應投入資源，重點發展的特色：  

 

   那你這樣子的話，讓人家感覺好像這個就是原住民的學校，我覺得不是不 

   好，而是說幫助性不大，還是要在裡面，就是說這個只能當一個社團，但 

   是你對外表演，對外的話，也要多元化，也要廣泛一點……那讓外面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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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或各方面的話，都會覺得說這個就是原住民的學校，我覺得這樣對學校 

   的長遠來講不是很好。反而我是比較，像我就跟主任他們講說像，其實數 

   理資優班才是真正需要這一邊來做推廣的東西……我覺得這樣子幫助應 

   該是更大一點這樣子。（P1：21） 

 

由此可見，更深層隱含的仍是「族群」間的差異與偏見，對原民的負面認知： 

 

   我說儘量不要，尤其多元國中的這一邊，不要讓人家感覺這裡是原住民的 

   主要學校。因為講實在，原住民不是不好，但是他的感覺就是不是說很那 

   個，人家很多因為也知道，原住民以前叫番仔嶺，番仔，這裡以前叫番仔 

   寮。（P1：21） 

 

    對原民的負面認知從部分漢人家長表達原民學生是特別需要被多所「注意」 

與「管理」，因而贊同多元國中發展原住民重點學校的看法中亦可得知： 

 

	 	 	 （你覺得推動這樣原住民的教育，你覺得如何？）應該是不錯的一個方向，	 

	 	 	 讓孩子有多一個活動的空間吧！我覺得可能這樣，就像然後可能也可以利	 

	 	 	 用這個樣子，讓我們學區的家長認為說學校基本上是很，在原住民孩子這	 

	 	 	 邊是有在注意到的，對，而不是說放任或幹麻的。（P2：13）	 

 

    然而，仍有受訪漢人家長以學校整體發展角度觀之，認為學校發展原住民重

點學校係可成為學校發展特色，同時提供原民學生有專屬表現專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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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我們學校做，互動最好的就是原住民活動嘛，他們常常受到很多那個	 

	 	 	 譬如說什麼開幕式或是表演的時候就會邀請我們學校去表演這樣，算是我	 

	 	 	 們學校發展的一個特色啦。（那你覺得學校發展這個特色？）我覺得很好	 

	 	 	 啊，我覺得讓原住民學生他們有一個舞臺，對，因為這也是對他們的一個	 

	 	 	 表現的機會嘛，也許他們在課業上面不是那麼的有興趣，就是一樣有自己	 

	 	 	 的專長也不錯。（P3：25）	 

	 

	 	 	 	 多數漢人家長對於多元國中成為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之批判為原漢教育資

源分配不公允，甚至是原民「不配」獲得該些資源。他們亦不認同學校在原民學

生比例不高的情況下發展此特色，以免遭外界貼上對學校形象無正面幫助的原住

民學校標籤。更甚者，其認為即使資優生人數少，學校仍不需考量比例原則，應

將大量資源投注於對升學率有正面幫助的資優班，始得提高學校形象及有助於招

生。由此可知，多數漢人家長從自身擁有對族群與教育價值的判斷考量出發，仍

無法脫離族群意識及升學主義的框架。少數漢人家長贊同學校發展原民特色，然

而其贊成的原因除了提供原民學生舞臺表現之外，仍有可透過此措施將原民學生

多加管理的族群偏見隱含其中。 

（二）原住民家長的看法     

    相對於多數漢人家長採取質疑或持有透過此措施解決原民學生問題的態度，

本身亦為原住民且協助學校發展原住民重點學校的教師以曾與原民家長互動 

的經驗表示，原民家長對此措施的看法會依其自利考量而區分為兩類：一類家長

支持原民文化保留，因此贊成孩子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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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些家長是還蠻支持的，對。因為對他們來說，可能他們在原鄉的時 

   候，可以很輕易的參加這樣的活動，然後但是他來這邊之後，可能機會就 

   沒有那麼多，那有的家長就會，OK，沒問題。（T4：25） 

     

    另一類的原住民家長則擔心參與該活動後影響課業或是品性，因而反對孩子

參加： 

 

   有的部份家長是會，呃，會感覺說，如果說，讓原住民學生如果聚在一起， 

   其實是會，會互相受到影響的，對。因為可能，可能裡面可能還是有一 

   些，行為比較，比較偏差的，如果說，他也可能怕說這個小孩參與之後， 

   會受到影響，然後最後可能自己小孩也變壞這樣子，對。（T4：26）  

     

    受訪的原民家長亦表示，因擔心參加原民特色活動會影響學業成績表現而未

讓小孩參與： 

 

   因為他媽媽反對。（為什麼會反對？）因為他本來在參加什麼，要參加合唱     

   團啊！結果他的媽媽說不要去，不是說不要這樣子，但是你會影響你的功 

   課，不然你學業會越來越退。（P5：12） 

 

    由此得知，參加原民特色活動對許多原民家長來說仍屬其次於升學與品性考

量的選擇，若能維持學業成績，則不會考量參與： 



	   79	  

 

   如果他的小孩本來，到時候跟他在一起之後，或是說開始上課，會，會不 

   專心，或是有的是甚至家長會認為說，參加了之後功課會退步。對，因為 

   會花時，比較多的時間在這邊這樣子，那他們可能這些家長，據我瞭解， 

   這些家長，相對的他的小孩子本身的功課本來就比較好一點。（T4：26） 

 

    研究者本預期多元國中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雖非以發揚原民文化為主

要目的，然而仍具有族群文化傳承功能，因此或可受原民家長大力支持，然而現

狀卻不然。原民家長與一般漢人家長無異，對國中教育期待仍以「升學率」與「品

性」優先，原民特色活動成為次要考慮的選項。由此可見，原民家長對於此措施

仍多從自利與自我價值出發，而自利的考量仍無法跳脫重視學業成績的現狀。 

（三）教師的看法  

   1.正向觀感 

    學校內的另一主要行動者─教師們對於此措施的考量為何？首先，原住民發

展重點學校成立後，參加動態的原民特色活動對喜愛動態活動勝過靜態學習的原

民學生來說可成為學校生活重心，提高就學意願： 

 

   我覺得說事實上孩子們可以看到自己的努力的好的那一面。譬如說，像原 

   住民的孩子他有他的發展的一個方向。至少我可以鞏固這些孩子他們，譬 

   如說，放學後他如果說，像他去參加原民社團，那他有一個表現好的機會 

   對不對？（T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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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社團至少讓他們來學校的就學的意願會高一點，因為有事情做，穩 

   定他這個區塊，對對對對，至少可以比較常來學校，那有個生活上的重心， 

   而不是在外面晃盪，就是有就對他們這個區塊來說是有加分的效果。對原 

   住民孩子來講應該是重要，因為他們有一個重心。（T7：20） 

 

    過去曾任輔導組長，接觸過許多偏差行為學生的教師表示，成立原住民發展

重點學校之後，行為偏差學生與原民學生畫上等號的模式似乎亦已漸漸開始鬆

動： 

 

   我覺得學校是有試圖要去改變這一塊，希望說就算我們是一個原住民比較 

   多的一個地方，我們也可以走出原住民的特色……那，我覺得就我看到學 

   校的一個風氣來講，我覺得學校的整個狀況，你說以前啊，我們早期比較 

   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是真的有一群比較行為問題的孩子，那現在也有，但是 

   我會覺得那個行為問題的孩子其實是有逐漸的減少當中。嘿，而且我覺得 

   跟原住民掛勾的狀況似乎有逐漸減少啦……我覺得，那好像是有那麼一點 

   點的改變這樣子。(E2：9) 

     

    導師與生教組長更感受到原民學生喜愛參加原民特色活動可以成為約束原

民學生各項學習及行為的利器，有助於教師進行班級經營與學生管理： 

 

   （所以你對學校發展原住民的這些特色社團啊，你覺得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很好，可以讓他們可以發洩精力。（他們會因為這樣子的常規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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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嗯當然會呀。（T6：29） 

 

   那，他們就覺得他們有一個比較特，他們自己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就是 

   專門給他們的，那他們會很珍惜在這團隊。所以甚至於，當導師開口要求， 

   你什麼時候，什麼東西要改進、要完成的時候，拿社團當藉口，通常是一 

   個很好的利器。（E3：30） 

 

    多元國中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之初衷為希望改變社區漢人對原民學生

的負面觀感，受訪教師與生教組長提到，雖涉及至族群高低意識及偏見，然而此

措施確實可讓社區感受到學校試圖在「管控」原民學生： 

    

   再來就是其實森巴鼓隊，也會提升家長對學校的看法，特別是應該會影響 

   河岸這邊的，他們也會覺得說，嗯，原住民有，可是他們有被。講難聽點 

   ，叫安置妳知道嗎。（T2：40） 

 

   至少他們會覺得說原住民有凝聚在一塊，我們可以去，講不好聽就控制啦。 

   就是這個樣，可以去控制到原住民你在學校的，至少你不會是那麼的做怪、 

   做亂。（E3：35） 

 

    管控原民學生後，即可進一步開始改善社區對於多元國中過往的原民學生多，

是問題來源的負面觀感： 

 

   因為原住民有表演，然後他們覺得喔對小孩也還可以嘛，然後，當家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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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孩，譬如說，嗯，我們同學然後我們兩個同班你回家說，我們那個原 

   住民他去表演還不錯，啊這時候就覺得，對啊，原住民也沒那麼差嘛、不 

   是翹課嘛、不是上課吵鬧睡覺。然後，對於就這附近的家長就比較不會說， 

   啊你們原住民那麼多會不會，他們以前會問我們，就像妳問我的問題一樣。 

   說你們學校原住民很多是不是？啊會不會影響怎樣，阿現在就這種問題就 

   比較少。他們比較不會問這樣的事情（T2：28） 

 

   呃，我只知道他們會重新去看多元國中啊。因為他們以前了解多元國中就   

   只有打架……但是有原民特色社團之後他們就發現說，我們有誠意的這樣 

   新的東西，那有去凝聚原住民。（E3：33） 

 

     總結來說，多元國中校內行政人員與教師們因可提高原民學生就學意願、

原民學生偏差行為減少、有助於導師班級經營及改善社區對於學校原民學生多為

一問題的負面觀感等原因而對學校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持有正向觀感。 

   2.負面觀感 

    持反面意見的受訪教師並非不贊同學校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相反地，

他認為此措施確實可穩定原民學生，讓他們有學校生活的重心（T7：18），然而

僅止於此。針對社區是否對學校改觀，他並不認為學校發展原民特色後確實有改

變社區內漢人對原民的想法，甚至是對學校的觀感，尤其是對於學校希望改善原

民問題後可提高漢人家長就讀意願，更是毫無幫助： 

 

   那但是這個我個人認知就是說，原住民社團成立就是，對這些原住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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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講是加分，但對社區來講是不加分。因為他不會認為原住民社團成立， 

   對他的孩子要來這邊唸有什麼正面的因素……他比方家長透露說，他對原 

   住民這個區塊的不信任的時候，我們會說學校已經有什麼作為。他說這個 

   跟那沒什麼關係。（T7：19） 

 

三、未來發展  

    以上描述組織行動者從自我利益角度對於多元國中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

校之看法，可發現此措施對學校組織呈現「兩面刃」的景況。正向利刃係符合強

制度環境，即社會對學校教育適性發展的期待。因原民文化具族群特殊性，此措

施不僅希望能讓原民學生能對自己族群的文化產生認同，更重要的是透過參加這

些原民特色活動，可以成為探索自己興趣性向的管道，達到適性發展之目的。同

時，對學校組織的各項優點使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確實成為了多元國中的重要特

色。然而，負向利刃則是並未符合強技術環境競爭下有助於學校招生的結果。此

根源於漢人對原民負面偏見的族群意識。由此判斷，多元國中內部的確因此措施

而改善了原民學生的行為問題，有助於教師管理，學校更因此建立了組織特色。

然而，面對更深層的目的，即改善社區觀感，提昇家長選擇就讀意願卻少有進展，

甚或是背負了原民學校此一被以漢人為主的主流社會所認定的負向標籤，可說是

違背了初始成立的初衷。 

    學校領導人、行政人員與教師面臨兩難看法及選擇，其一強調原住民發展重

點為學校的特色，不宜貿然取消，若欲擺脫原民資源補助多此不合理的印象，則

可開放漢人共同加入社團以解決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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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就是個特色，我們已經有這個特色就不要再去，再去把它換掉或 

   是什麼。因為我覺得，如果他們要這樣把它列為我們就只對原住民好，是 

   可以推動社團讓漢人也參加。還是可以，還是可，就可以讓它變成不是單 

   獨只為原住民。（E3：37） 

     

    另一則擔心會背負原民學校此仍被漢人為主的主流社會視為負面的標籤，因

此不願持續投入更多資源經營此措施： 

 

   現在這個校長他有一點，他就會怕，他會怕說這個變成一個不好的標籤， 

   所以他其實原住民他現在統統都沒有在動，他只是讓它持續。（T1：7） 

     

    由此措施目前陷入兩難進展情境得知學校組織運作模式與邏輯需背負來自

外在的制度環境、技術環境及內部各行動者認知信念的交織影響，更需考量社會

中長久運行的價值邏輯。而其發展方向將會隨著各方交互撞擊抵消後仍存在之力

量影響而前進，而此進展可預期的是將持續搖擺不定。   

 

貳、數理資優班  

      

   可能也說是救亡圖存吧……那學校的學生慢慢在流失，那怎麼講，我們就 

   會希望說能夠有一個東西讓這邊學區的家長跟孩子有希望。（T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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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動機與目的  

    多元國中受少子化大環境影響，加上位處城市邊緣縣市交會處的特殊地理位

置、交通不便及原民學生比例高等因素導致學區內學生持續流失。雖然以上原因

皆影響學校招生情況，然而 關鍵的卻是多元國中的「升學率」持續未有突出的

表現（T1：3；T2：41；T3：14；T5：36；T8：18；T9：7；E3：43）。本研究

不斷提及學校組織場域中的「技術環境」，強調學校需提出績效以提昇於市場間

的競爭性，而升學率往往是各校所爭相表現的主要產品。多元國中面對強技術環

境的現況，自身升學表現不突出而無法留住學區內素質較佳的學生，更遑論其他

地區學生越區就讀。於此情況下，成立數理資優班（以下簡稱資優班）為其因應

策略，期待吸引該地區素質優良學生入校就讀，希望藉此能提昇升學率： 

    

   當時候的校長我想他的動機是希望吸引好一點的學生來啦，對……他會希 

   望說，學校裡面能不能有一些，如果學生在這一區的孩子裡面，不是那麼 

   優質的時候，我們想要也有一些想要把學校的名聲擴大，或者是好轉，是 

   不是需要靠一些優秀一些的孩子？所以當時候他就很，很推希望可以有資 

   優班這樣子的一個型態來出現這樣。（E2：26） 

     

    根據校內教師及家長的了解，當初成立資優班亦是因為該縣市地方教育機關 

為「拯救」多元國中學生持續流失的現況，核准甚至是主動協助成立此措施，期 

望減緩學生數的流失： 

 

   因為我們在少子化，因為我們在減班，因為我們在招學生，縣政府那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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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我們如果成立資優班應該會有一點點小小的誘因，會吸引別人來讀 

   書。（T2：32） 

 

   （學校成立資優班的話，你會有什麼想法？）覺得不錯啊！很好啊！因為 

   可能可以讓學校帶動一些讓別的地方的家長可以帶孩子過來讀啊……所 

   以資優班當初好像應該是也是那個校長的一個目的嘛！那好像政府也蠻支 

   持的，我後來有聽說政府也是蠻支持，就是怕學生外流，然後有聽說家長 

   會那邊有聽過的，然後以前就有聽到也是想要讓我們多元國中能夠比較好 

   一點，有一些能夠留下來，對，好像也是有聽過這樣子。（P2：15） 

 

二、招生情況不理想  

    然而，資優班成立後，招生情況卻不理想，每年就讀學生數僅個位數，多則

七、八位，少則三、四位。造成招生不順利的原因仍可回歸於多元國中整體學校

組織所面臨的不利因素。首先，多元國中資優班被地方資優教育相關規範所劃分

的招生區域係屬該縣市 偏遠的地區，因此學生總數即相對於其他中心地區少，

教師更提及此地區各項資源與文化刺激較屬不利，因此報考資優班人數不多，通

過考試更是稀少： 

      

   數理資優班也是有分學區的，對，我們的學區是收最偏遠的這幾個區……， 

   可是你也知道這幾個地方其實本來你說會有，其實真的資優的孩子本來就 

   少了啦，更何況是這幾個地方我就覺得難啦，所以我們資優班就招生上面 

   也有一些些不如預期的感覺。（T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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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會擔心說我們這一區的孩子，也許是刺激比較少，然後也許是有部   

   份文化不利的區域，所以導致真的有意願來考的，跟他實際有能力達到的 

   很有限……欸像我聽到的狀況是市中心區他們也有資優班，那他們通常每 

   次一考完達到那個錄取門檻的是三個班，就是人數跟我們這邊是很懸殊 

   的。（T3：34） 

 

    其次，如本章一開始即提及的學校地理位置交通不便，不僅影響整體學區學

生就讀情況，亦影響學生報考資優班的意願： 

 

   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這裡有數理資優班，但是數理資優班一直招不到好的 

   學生……很多家長即使小孩子也考過以後，還是要考慮說要不要來唸，你 

   交通上就造成家長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大家都對多元國中的就是說它 

   的那個感覺上，就是說比較有一點偏遠的地方，那參與的人自然間就是很 

   少。（P1：4） 

 

    學校位處地理位置除了因交通不便影響招生，更關鍵因素是屢次於本研究中

被提及的位處鄰近城市的縣市交會處，家長比較兩地教育資源，並有對城市地區

學校較優良的迷思，因此受訪教師們提及資質好的學生可能於初始即選擇越區至

城市地區就讀，又甚至即使已通過多元國中資優班考試亦不見得來報到： 

 

   或許他真的夠聰明可是也許他沒有來考，或考了沒來讀啊，也許他選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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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就讀了，有可能是這個狀況。（T3：34） 

 

   （那老師有覺得說是什麼原因讓，就是數理資優班的人數會比較少？）這 

   個也很難說，因為像，其實我們基本的認知，我們將心比心就是說，你如 

   果今天你的小孩子不錯或者說家長的社會地位蠻不錯的，那他有可能說他 

   就直接就是搬到城市裡去或是說搬到比較，搬到那個比較具有競爭力的那 

   個區去，那他的孩子就去讀、讀那邊的學校。他也不見得說會想要讀我們 

   這個地方。（T5：9） 

 

    由此可見，鄰近城市不僅影響多元國中整體招生情況，亦相同影響資優班。

然而，成立資優班背後真正的動機與思維係為提昇學校升學表現，家長選擇是否

報考及就讀資優班的考量亦 在乎升學表現。因此，受訪教師認為影響資優班招

生的關鍵因素「再次」回到了「升學率」，資優班的升學成果將直接影響家長選

擇意願。然而，多元國中資優班甫成立四年，目前僅有一屆畢業生，仍無法長期

了解資優班學生的升學表現，因此家長目前多仍抱持觀望態度： 

 

   或許資優班真的好的學生有留下來，可是幾年之後他們要看，其實他們都 

   在等，等你的升學率。（T2：40） 

 

   要看你後面經營的成效如何，因為你如果說成立資優班之後，資優班的孩 

   子又考不到好的學校，那人家會質疑你這資優班到底他的這個用意是什麼 

   ，有什麼效果。（T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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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達成改善招生情況的預期目標 

    雖然目前家長多抱持觀望態度，然而根據教師觀察，資優班仍成為該地區具

有數理性向資優孩子的家長選擇就讀多元國中與否的主要考量之一，顯示確實對

資賦優異而原欲就讀該地區其他國中的學生具吸引力（T3：33；T8：35）。然而，

資優班初始成立主要目的為期望提昇學校升學率及形象，以改善學校整體招生情

況，關於此 根本的動機，少數教師認為社區家長改善了對學校的印象，降低越

區至城市就讀的機率（T8：36），多數教師與行政人員卻認為資優班成立對招

生未見成效： 

 

   （那老師你觀察有因為資優班，有比較想送小孩來這裡唸嗎？）我們社區 

   嗎？我們社區應該沒有吧。嘿我們的話我就說有些會，還是會躲到城市裡 

   去呀。（T6：38） 

 

   你看我們連資優教育也辦得蠻慘的，因為我們招生一直收很少啊，我們每 

   年人數三、四個，所以，你根本就狀況不好。所以，我們原本想說去有個 

   資優班可以增加學校比較吸引人來讀書，結果後來也沒有。我覺得沒有什 

   麼比較增加，就增加到四、五個優秀的學生而已。（E3：41） 

 

   那學校數理資優班之後，就社區對這學校有沒有認同比較願意送小孩來 

   讀？我是覺得應該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是我覺得是沒有非常的明顯。（T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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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國中及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共同為因應於少子化現象後，學校組織走向強

技術環境，著重競爭，重視升學率代表學校績效進而影響學校招生的改變而成立

資優班，試圖改善長期不突出的升學表現以提昇學校於競爭市場內的優勢。然而，

從前述分析得知，或因學校地理位置導致種種先天不利因素，或因仍無長期升學

表現，成立四年的資優班仍未展現初始所預測的成效。原被多元國中視為拯救學

校招生「希望」的資優班，卻暫時仍不敵學校組織整體內憂外患帶給家長的不信

任感。 

 

四、組織行動者對此措施的看法      

（一）家長的看法      

    對於多元國中成立資優班，學校組織行動者各有其「盤算」。針對一向以升

學率作為選擇學校首要考量的家長而言，他們提及成立資優班理所當然是學校應

持續發揚光大的措施，招收學生數若能越多越好： 

      

   反而我是比較，像我就跟主任他們講說像，其實數理資優班才是真正需要 

   這一邊來做推廣的東西，讓這地區的各個國小的優秀學生都想說，讓家長 

   都認為說數理資優班不用跑到城市去，也能就近在這一邊就讀，就有一個 

   公立的好學校，我覺得這樣子幫助應該是更大一點這樣子。（P1：21） 

 

   所以我們家長會長基本上他也在積極的在這一個地方，對，我們會長他心 

   裡想說是不是能夠讓更多的孩子來我們學校考資優班，所以他會到處去， 

   就會去學校，去發那個簡介啊！（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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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覺得說如果資優班可以就是學生多一點，真的會比較好一點。 

   （P3：26） 

（二）非資優班教師的看法 

   1.提昇學業成績優良學生間良性競爭  

    對於其他非資優班卻仍喜愛讀書的學生而言，資優班學生可提高學生間的良

性競爭力，帶領學校整體升學表現往上提升（T6：36）。  

   2.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有待商榷 

    資優班重視學科表現的性質僅對少數學業成績表現優良的學生具正面益處，

對於其他多數學生則毫無相關。因此，受訪家長即聽過學校教師對於資優班學生

數少卻獲得多數資源此點提出質疑（P3：28）。因此，此措施的校內資源分配是

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有待商榷。 

   3.對資優班運作一知半解 

    一般非資優班的教師對於資優班的運作與看法多為一知半解，並不清楚實際

執行情況為何： 

 

   很多老師會有一個想法是，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那在其他完全任教普 

   通班的老師們眼裡看來就會覺得，我不是很清楚資優班在上些什麼課耶， 

   或者是說我不太清楚你們課程是怎麼規劃的，有些老師是這樣的。（T2：36） 

 

   但是除了這些數理老師對資優班比較熟知之外，你說其他的班級對他們來 

   講，運作可能不是那麼熟悉啦……實際上的運作到底到什麼樣的地步？老 

   師到底懂到什麼，我不確定老師知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是用自己固有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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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去想像資優班到底在幹嘛這樣子。（E2：32） 

   4.影響師資配置結構 

    受訪教師提及，雖然一般教師不清楚實際運作內容為何，卻能夠清楚感受到

學校成立資優班後需有教師專門任教，因而排擠了普通班的師資，導致其他教師

必須超鐘點或是得聘請代課教師，破壞了原本平衡的師資配置結構，使普通班師

資不穩定度高： 

 

   成立資優班對校內老師是有非常大的衝擊，我們第一個最大的衝擊就是師 

   資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所以我們照理說他們都要有資優資格可是沒 

   有，沒有的情況之下就是我們會從原校內的師資去調過去資優班，可是你 

   看他把一個數學老師好了，調去資優班專任，就是變成普通班這邊少一個 

   數學老師，那少了怎麼辦？我們只能找代課。那就會變成在普通班這邊師 

   資變得相對非常不穩定。（T1：32） 

 

   有擠壓到師資的問題，像譬如說我去資優班，我三年在那裡，我就沒有教 

   普通班的課，那普通班的老師就缺一個生物老師。（對，那學校怎麼因應？） 

   就請代課啊。那邊是數理類，所以，要數學跟自然科還有理化。所以就一， 

   一直吃掉這邊的課，一直吃掉這邊的師資，這邊一直都是代課老師。（T2：

34） 

 

    資優班導致普通班師資配置結構不穩定，進而影響教師自身排課。於此現象 

仍無法有解決之道，再加上學校整體似乎並未因資優班成立而有明顯提昇學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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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家長就讀意願此原本成立時所欲達成的目標，校內教師們對於資優班此措施 

並無一致的共識，且支持度不高： 

 

   所以資優班在校內就是當老師沒有辦法有一個非常高的共識的時候，其實 

   老師對這個東西不會很支持，對。（T1：32） 

 

	 	 	 （現在數學和自然領域的老師有普遍認同或是支持資優班嗎？）我們領域 

   裡面是，是怎麼講，我也不曉得。有一些老師他們也對數理資優班沒有興 

   趣、不想帶這樣……壓力比較大吧。（T5：26） 

 

   我覺得資優班可能因為他們人數其實沒有太多，所以你說學校的老師會不 

   會非常配合資優班的整個運作，其實不見得。（E2：31） 

 

（三）資優班教師的看法 

    資優班任教教師則提及整體環境，包含學校組織本身與地方教育行政機關的

不友善帶給其吃力不討好的感受。 

   1.資優班教師於校內立場與定位不明 

    首先，教師提及背負「資優班教師」此與眾不同的標籤，特別是於校內仍無

符合資優資格的教師而需從一般教師中徵召師資卻無正式徵召規則時，這些教師

於學校的定位、立場與地位皆不明，易引起一般教師的質疑： 

 

   妳想想看我是資優班的老師，那我還是這個學校的老師，那我來開領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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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的時候，喔我應該是站在什麼立場來跟他說。而且，老師會被貼標籤是 

   資優班的老師。嗯就是有些人覺得我應該可以去教資優班，啊怎麼都沒有 

   叫我去。（T2：34） 

 

   2.工作負荷龐大 

    資優班相關的工作，包含：出資優考試題目、至小學宣傳招生、自行設計專 

題課程、資優研習進修等，皆是資優班教師需額外負擔的工作，他們表示這樣的 

工作量不堪負荷，多無法長期任教： 

 

   很多人很討厭校長為什麼要去成立數理資優班，因為他很辛苦，其實他做 

   很多事哦，包括老師有沒有能力上專題課，包括老師還要再去參加縣府的， 

   嗯工作坊，資優工作坊，每個月要去自己要生出考題，要去研習，要招生， 

   還要為了宣傳而辦營隊。像我，我們上個月到各小學去招生，誰去招？就 

   是由任教資優班的教師去招，就是大家擠擠擠時間去為這個……所以大家 

   走了，做了會想出來。（T5：33） 

 

   其實我知道資優班老師的付出是很多，付出心力是很大的，那資優班老師 

   因為很多也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們會覺得說好像也累了……那就是這些人 

    一直在長年付出，其實他們也，我知道他們是也很想退出這個群體。（T7： 

   22） 

 

   3.無資優教師資格，導致各項工作須自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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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額外工作負擔大，任教資優班的教師們皆無資優教師資格，無專業知識

背景，因此多半的教學工作與班級經營皆需自行摸索。同時，地方教育行政機關

雖核准成立資優班，卻未提供足夠的訓練及配套措施，更讓教師們有孤立無援的

感受（T2：33；T5：22）。 

 

   4.學校支援不足     

    相對於學校有些非資優班教師質疑資源過度投入於學生數稀少的資優班身

上，任教於資優班的教師卻有相反感受。他們認為學校行政於各方面，包含物質

與精神層面提供的資源皆不足夠，更關鍵的是感受不到現任領導者的支持與鼓勵，

讓人灰心： 

 

   你在對這樣子的這個東西那是老師多出來的負擔，那你學校也是應該要給 

   予鼓勵。那我們也通常會希望說，我們數理資優班的孩子能夠去做科展， 

   能夠有更好的表現。那學校也必須要重視，學校也必須要給予資源、給予 

   支持。支持跟資源並不能夠是光用嘴巴講，必須要實際上的行動來表示這 

   樣子。（那老師你覺得學校現在在這方面覺得有給予足夠的支持？）我覺得 

   還不夠，還不夠。真的是還不夠。（T5：25） 

 

   就困難又回到領導者，因為，他總是不懂得支持。因為前任校長申請下來 

   了，是現任校長去執行的。啊這個人又不懂得體諒老師的付出的時候，喔，     

   我們做很多事，資優班的老師非常辛苦要教很多、要承擔。妳看我們，我 

   們班學生比賽，我們專題課程，校長沒有講過一句話。我自己是還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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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這樣：ㄟ校長我們學生比賽表現不錯，你要不要拿個錢來請他們喝飲 

   料，我直接跟他要。可是，哪些老師會這樣對校長說，校長，我們很棒。 

   對啊，但是老師是不斷的在鼓勵學生的啊。可是，老師看不到上面的鼓勵 

   啊，那他會失望，那他做了很多事他會失望。（T2：34） 

 

    由前述可發現教師的身分不同，觀看角度即不同，自我更是有各自盤算的利

益。教師們各自的異質性認知與自利考量，導致未能形成共識，此措施是否能長

遠發展則仍有待各方力量的運作。 

 

五、未來發展  

    學校教師們，不論是否任教於資優班，仍未建立對於資優班的共識，而組織

內部運作與領導者方向亦未臻成熟。關於資優班未來的發展，教師們認為學校行

政團隊的支持與規劃十分重要，如何讓校內教師認同為首要任務，同時有專門且

符合資格的教師來經營及負責更是長遠發展的必要條件： 

 

   （老師你覺得資優班要繼續發展下去嗎？）我覺得要長期的經營下去的 

   話，要走的遠，就是學校要想辦法讓領域，要得到領域的支持。你今天如 

   果數學領域跟這個自然領域都沒有老師願意出來教的話，你外面的老師也 

   找不進來對不對？所以基本上在行政同仁這方面需要努力的就是要讓這個 

   班能夠獲得普遍領域裡面的支持，至少要認同。（T5：25） 

 

   那當然可以如果有維持下去，或者甚至把他發揚光大是更好，因畢竟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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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了這麼多年了，只是說資優班應該要找更專門的人來負責。（T7：22） 

 

    數理資優班對多元國中於現今重視升學率競爭的教育環境而面臨招生困難

的現狀具有顯而易見的成立動機，獲得校內家長的支持更是可以預期。然而，即

使已成立四年，學校組織內部運作，不論是共識的形成、師資的安排、資源的提

供、業務的分配與領導者的支持等皆仍無法跟上腳步。將來是否持續，則端看組

織內部各行動者的力量展現而定了。 

 

叁、嚴格的常規管理  

      

   大部分老師盯學生盯很緊，（意思是在學生的常規什麼都管得很嚴嗎？）會 

   管很嚴格，很認真，這是學校的特色，最高境界。（T9：15） 

 

    前述所提及多元國中實施的特色措施，包含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與數理資

優班此兩項措施皆屬建校中期後始開始實施，於當初成立時皆具有特殊動機及目

的。然而本段說明之嚴格常規管理則是建校以來即十分重視的價值與行動，因循

至今。 

 

一、常規管理的內涵    

    多元國中自創校以來即十分注重常規管理，此措施因循至今。然而，R2 校

長任內曾因發生學生於社區內鬥毆事件而登上媒體版面，因此即使學校注重常規

管理，早期社區對多元國中印象仍多是學生偏差行為多，品德素質差（T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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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10；E3：13）。R3 校長上任後，試圖改變社區對學校學生品格負面的印象，

而移植其於前任學校的作法至多元國中，即「更嚴格加強與注重學生的常規管

理」： 

 

   外面的人就常常還會留有這樣的印象，你說欸多元國中有很多壞學生有人 

   會打架，啊以我的觀察是自從 R3來之後就慢慢的穩定。（T6：7） 

 

   因為我們 R3來之後有找了他以前學校的同事，本來是主任，借調過來當 

   學務主任。那我們之前在以前學校管的時候，就非常的嚴格。就反正比較 

   簡單講的方式就是叫做直接從以前學校的方式移植過來這邊。那就一直傳 

   承到現在。（就等於說 R3他其實也還蠻重視這種）嗯，他很重視這個東西。 

   （E3：16） 

 

     何謂嚴格的常規管理？可區分為「管得多及細節」與「管得嚴格」兩層面。

管得多及細節可從管理學生外在 基礎的表現，即「服裝儀容」須「完全」符合

學校規定加以證明： 

 

   我也不敢說管得比較好，但我承認我們管得比較多。（比較多是指？）從頭 

   到尾都管。從頭髮，現在沒有所謂的髮禁，但是我們會很強烈要求不染、 

   不燙，甚至於奇形怪狀的，你就是給我剪，如果你不剪，我們就跟家長溝 

   通，那溝通到剪為止。然後規定是不能就是有穿制服就好了。正常的規定 

   是這樣，可是我們所謂的換季，該怎麼穿就怎麼穿，這個我們都管。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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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管襪子，襪子要在腳踝以上。我們管鞋子，鞋子要白色的，制服穿皮 

   鞋，運動服穿白色的鞋子，有顏色的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鞋帶要白色的。 

   很多學生進來說老師我買來就是這個顏色，不管，你就是給我換，我規定 

   已經給你講清楚了，你就是去給我換……因為其實他們就知道光是穿著方   

   面，他們就得按照規矩走，那就更不用說在上課狀況了。即使他們不聽導 

   師、不聽任課老師，來到學務處，也都是乖乖的，就是不敢造次，他知道 

   學務處管非常嚴格。（E3：14） 

 

    管得嚴格則體現於各學校處理方式差異大的學生手機攜帶問題，多元國中採

取學務處集中管控手機的嚴格管理方式。同時，學務處行政人員更加強巡邏學校

周圍，以掌握及管理學生於學校周圍社區內的各項行為（T1：16；E3：14）。 

    多元國中管得多及細節，然而嚴格的常規管理措施與現今強調民主開放、友

善校園與學生自主的校園管理風氣背道而馳，生教組長即直言，學校的許多規範，

如：髮禁、服裝儀容規定等是游走於法律邊緣： 

      

   我們沒有鬆過。來，該錯的就是該怎麼處罰就處罰，講危險一點就是遊走     

   法律邊緣，隨時會有被告的危險啊……但看到這個樣子我也才覺得說這比 

   較有像學生的樣子。（E3：15） 

 

二、實施動機與目的  

    管理學生管得多、細節及嚴格是多元國中常規管理的內涵與特色。然而，為

何學校甘願冒著游走於法律邊緣，隨時擔心會被提告的風險而仍堅持採取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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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一）滿足家長對小孩品格要求的期待  

    首先，受訪家長多表示，學生的「品格」是他們對國中階段學校教育的重要

要求及期待之一，因此注重常規管理可滿足家長對學校教育的期待：     

 

   （就是那個學校管理嚴格您覺得？）對，我是覺得比較好啦，因為我覺得 

   這樣學生上課才能夠比較安靜跟專心，因為我覺得有聽到一些其他的學校 

   學生就是譬如說頭髮沒有在管理或是服裝沒有管得很嚴，那就是生活常規 

   比較不要求，那可能感覺上就是上課秩序班上什麼的也都會比較亂一點。 

   （P3：3） 

 

   （支持學校這樣子管嚴一點嗎？）我支持啊！我覺得本來就是學生本來就 

   不能太，我覺得學生不要給他們太方便，太方便會作怪。我覺得啦！因為 

   現在髮禁也沒了啊！你如果制服再隨便穿，看的出來是學生嗎？現在小孩 

   又那麼成熟，對啊。（P4：11） 

     

    學校是否可滿足家長的各項期待成為家長選擇學校時 重要的考量。因此，

家長對於學校十分注重常規管理感到放心，進而提昇就讀意願： 

 

   那後來所以感覺社區另一邊學校的學風就是那時候有一點好像感覺不是很   

   那個，那在家長的立場就是希望是除了唸書以外，你整個那個品行品德方 

   面，也需要很注重，那在另外那些學校這個情況不明的情況下，我相信很 



	   101	  

   多家長相對的都不會很放心啦……其實多元國中的這一邊的主任，他們的 

   管理各方面還蠻嚴謹的，蠻嚴謹的。因為常規方面，我覺得蠻注重的，像 

   學務主任還有他們的話，對這個來講的話，都比較有在注意小孩子的一些， 

   像這邊就沒有發現說有什麼問題這樣子。（P1：2） 

     

    尤其當多元國中於「升學率」表現並不突出時，常規管理嚴謹更成為學校必

須堅持的措施，可滿足因各項限制而未出走至其他學校，「退而求其次」選擇多

元國中就讀的藍領階級家長對孩子能有優良品格這一項 基本的期待： 

       

   ㄟ！那在這邊我就是主要就是讀書我就放棄了，就是品性啦！不要學 

   壞這是最重要，對，我看得見，嗯。（P4：3） 

 

   上次有一個家長就跟我說他要拿鑰匙去給小朋友，然後到那個警衛室去就 

   被警衛擋起來了。然後他來我這裡他就在抱怨ㄟ！這麼爛的學校，管那麼 

   嚴幹什麼。啊！我就覺得說這麼爛的學校再不管嚴那還得了，對不對？ 

   （P4：10） 

 

（二）學校可經營的特色      

    戮力嚴格管理學生常規表現，對多元國中教師而言，是學校需展現的「特色」，

以於經營學校品牌時，能有具體成果，吸引家長就讀及認同： 

 

   大部分老師盯學生盯很緊，（意思是在學生的常規什麼都管得很嚴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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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很嚴格，很認真，這是學校的特色，最高境界。（T9：15） 

 

   孩子的其他生活上的，他是不是你有沒有給他一些些比如說類似是品德教 

   育的一塊，即使是測驗成績普普通通的小孩，他們看到學校在推品德教育， 

   我覺得家長會感動，推禮貌運動家長也會感動，家長會看到這一塊他會感 

   動，他會感動。我覺得這就會造成家長對學校的認同，對所以這些也是一 

   種特色啊！（E1：29） 

 

    多元國中嚴格常規管理措施係因應當地家長對國中階段教育的期待，更符合

了整體社會對學校教育的規範與著重的價值，此表現了學校組織於「強制度環境」

下的特徵。然而，隱藏於背後驅使此措施被徹底實施的因素不僅是符合制度要求，

更是因為「強技術環境」下，學校組織面臨競爭而必須有其經營的品牌特色，以

吸引消費者即家長的選擇。  

 

三、未來發展     

    注重學生品格發展是所有家長共同的期待，因此生教組長表示此措施屬於長

期力行的學校教育措施，不論主力負責管理常規的生教組長是否更替，此價值信

念及行動將從過去持續傳承至未來： 

 

   在每一個生教執行起來都一樣，就我進來到現在，我是第七年嘛，我是 

   算第三任生教。但我們，我們的，呃，規則都是一模一樣，沒有比較鬆過， 

   （所以這個政策還會繼續下去？）當然繼續。（E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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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織環境新元素─十二年國民教育  

    103 學年度即將正式實施的十二年國民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為我國

近半世紀以來 重大的教育改革措施。其核心理念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

揚才、多元進路及優質銜接。透過幾近全面免試升學路徑及補助高中職學費方案，

延長原有九年義務教育至十二年國民教育。十二年國教為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

同時亦已入法，因此屬於學校組織環境中「制度環境」內之「規則」層面。學校

處於強制度環境的組織型態，需因應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以取得合法性的生存及

獲得社會支持。 

    然而，學校組織行動者對於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各有自利的考量與盤算，因此

具有異質性的看法。對於行動者組成多元且複雜的多元國中而言，學校組織行動

者們對於此政策詮釋與應對大不相同，可以想見至今仍未取得共識。透過十二年

國教即將實施，可從中反應出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之關係。 

壹、教師      

    組織行動者中第一線執行教育政策的教師們對十二年國教政策詮釋具有異

質性。而這樣的異質性則來自教師個人的教育價值信念及自利考量。對此政策表

示認同的教師提及原因包含：認同「適性揚才」的理念、認為須改變過去陳腐老

舊的教學思維，重新思考如何活化及創新教學方式與更多元化的升學管道（T2：

10；T3：32；T4：33）。 

	 	 	 	 多數多元國中教師卻抱持懷疑與憂慮的態度，原因包含：政策實施內涵仍不

確定，校內如何因應仍未形成共識（E2：23）、整體社會價值觀仍未改變，高中

職優劣排名分級制度仍然存在，無法打破以考試作為區分學生標準，此政策僅是

換湯不換藥（T7：37；T8：31）、教師準備度仍不足（E2：31）、對臺灣人民整



	   104	  

體知識水準及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是否需要十二年國教令人存疑（T2：22；T7：

36）、憂心無人投入培養基層技術能力，導致國家人才失衡（T6：37）及國內教

育改革措施，多半改革的是「入學方式」，然而學校教育 重要的本質即教育內

容，卻未因升學方式改變而調整，多仍以舊有思維與內容因應新政策，無怪乎教

育改革將學校改成現今的四不像（T5：40）。	 

	 	 	 	 除了對於十二年國教教育價值的論辯之外，教師對於政策的認同與否亦來自

於自利考量，例如：沒有考試約束學生，學生學習動機及意願降低，造成教學與

班級經營的困擾（T8：31）、升學方式採多元化比序內容，將學校許多事物與升

學掛勾，形成學生斤斤計較的心態，教師更須思考如何引導學生具有正確的學習

動機、意願和成果（T2：2）。 

    面對十二年國教此學校組織制度環境的轉變，教師身為組織行動者，仍具有

其自主的能動性。教師提及他們於實務上仍採取舊有的思維及教學方式，並未進

行任何調整，多以強調學科知識學習與考試成績為主，不變應萬變成為 高指導 

原則（T6：38；T7：38）。 

	 	 	 	 教師們針對十二年國教政策解釋及是否確實執行的根源來自於其自身的政

策認知、自身擁有的教育價值及自利考量。教育政策進入學校組織內後是否能推

行成功，又或者會如何變形端看其與執行者─教師們如何進行協商以找到適合的

存在樣態。 

	 

貳、行政人員	 

    十二年國教政策進入學校層級的執行者及規劃者首當其衝即為學校的行政 

人員，其為規劃整體學校因應政策方法的關鍵人物。然而，第一線的教師提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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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行政人員目前規劃的整體因應策略仍不明朗，導致學校將來應往何種方向發展 

校務仍不明確，教師亦無所適從（T9：13）。 

	 	 	 	 多元國中的行政人員作為整體學校課程方向的規劃者，其根據十二年國教及

第一線教師的意見，目前採取的措施為將寒假輔導活動由原有大致等同於學期中

學科上課方式為主的安排，轉變為以營隊形式呈現。學生對於學校此一轉變反應

大致良好，改變其對寒假輔導枯燥乏味的印象（E2：24）。設計此活動另一目標

為帶動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的對話，開啟更多合作教學的可能性，以因應十二年國

教強調教師提升活化教學的能力（E2：24）。針對此課程與教學方式的轉變，校

內教師有正反兩極的評價。正面的反應多為抱持開放態度接受多元且能感受到學

生願意來上課的意願，而負面的意見則多認為學科仍才是學校需首重的教學內容

（E2：23）。	 

	 	 	 	 當學校整體對於十二年國教因應策略仍未明之下，行政人員對於應當採取何

項措施亦感到十分的困惑及無所適從。因此，推行任何課程、教學活動及教學形

式的改變對其來說皆為一種試探，試探其可行度及成效，作為日後是否進一步發 

展的基礎，如此的規劃真的只能說是走一步算一步。 

 

叁、家長  

    家長雖不屬於十二年國教的第一線執行者，然而其小孩受教權將受教育政 

策極大影響，因此家長多半仍對教育政策有其各自的解讀及因應之道。由於家長 

不同於學校人員需考量整體學生 大利益，而僅多半考量自身小孩的權益，因此 

不分族群與階級的家長，對於政策解釋多以維護自身利益角度出發，如：關於適

性揚才，家長認為並非所有孩子的特質及學習狀態皆適合，對於僅於學業成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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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而無法發展其他長才小孩即不利，卻可讓成績表現不突出，而於其他方面多

方發展的小孩能有更多元化的升學進路（P4：34）；對切身關於自身小孩的權益，

包含獎懲措施、會考形式及特色招生等的公平性有疑慮，不確定的政策讓家長十

分憂心（P1：13）。 

    然而，仍有家長提及對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支持，讓學生多留在學校接受教育

可提昇國內整體教育水平（P2：17）。雖然此位家長贊成十二年國教，然而其支

持的原因並非適性揚才與多元進路，而是抱持著於學校待越久越有機會接觸知識

的理念。因此，她認為即使十二年國教施行後，讀書與學習課業仍是應採取的因

應之道（P2：17）。 

	 	 	 	 其他家長面對十二年國教所採取之因應措施亦然，認為社會仍是文憑與成績

至上的觀念，無法改變以考試為基礎升學（P3：14）。同時，家長於無所適從中

僅能緊抓唯一清楚且有具體成績高低區辨的「會考」來進行準備。因此一切仍換

湯不換藥，孩子採取的因應措施亦是如同過去應付各項大小考試一般，認真讀書

及考試（P1：14；P3：11；P3：16）。 

	 	 	 	 由前述可知，所有家長對於十二年國教詮釋皆並非以探討此政策對臺灣整	 

體教育環境與發展是否良善，而是以自身小孩狀態是否適合此一政策在為小孩做 

打算。 後所衡量出來的因應方式仍為不變應萬變，讀書與考試至上。 

    從前述描寫組織行動者，包含：教師、行政人員與家長對於組織環境的新元 

素即十二年國教此新政策的看法皆具其各自的教育價值、認知與利益考量，且因

身分不同而擁有對政策因應的能動性亦有差異。由此可見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

的關係複雜且多元。 

   十二年國教屬於學校組織制度環境中的法律規則，於其影響學校組織運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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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可忽視另一影響學校組織的環境力量，即「強技術環境」。強技術環境重視 

績效表現以提高學校競爭力，因此十二年國教後學校如何於各層面以何種方式具

體展現辦學績效是學校必須面臨的考驗。 

    另外，學校組織制度環境原有仍注重升學至上的文化認知與強技術環境以升

學表現為各校競爭主力產品的現狀卻與新加入組織制度環境的十二年國教此新

政策主張適性揚才與均衡學習的理念相互違背。學校組織如何於符合十二年國教

此法律規則與因應文化認知與強技術環境重視升學與提出績效的要求下運行，更

是學校組織現階段的挑戰。 

    原預期以學校組織強制度環境特性，面臨十二年國教，組織內部勢必有所調

整及變革，然而根據前述卻並非如此。由此可見，學校組織除了面臨強制度環境

的作用，更受到強技術環境的影響，同時不同身分的行動者受個人制度背景及集

體組織環境影響亦皆有其獨特詮釋政策所切入的角度、關心的面相及欲維護的利

益，於各自解讀後則會選擇自身偏好的因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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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新制度主義分析研究發現 

    新制度主義理論提供一個觀看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關係的新視

角，強調三者之間的共構性與互動性。組織環境是制度要素，環境中的規則、規

範和文化認知解釋了何謂組織及規定了組織應如何行動（Meyer & Rowan，1977）。

除了強調現代組織致力於符合社會規範與適應制度環境，近期的新制度主義亦主

張組織需回應技術上追求效率及有效性，並生產產品與服務。組織環境成為了制

度與市場的結合，並於塑造組織集體行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章將描述多元國中的組織環境內涵與影響為何及說明組織行動者認知、利

益與實踐。  

 

第一節  組織環境  

    新制度主義強調環境對於組織的影響，認為組織被視為大環境下的次級系

統，不僅須考量效率，若能符合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環境的要求，並且

獲得成員的認可與支持，便具有合法正當的存在基礎。因此關注組織環境成為新

制度主義的核心議題。以下將分別說明多元國中組織環境的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

內涵與對學校組織之影響： 

壹、制度環境      

    新制度主義強調教育在社會的制度結構中處於更加中心的地位，擔負更多的

社會責任，教育內部運行和外部制度要求發生了更多的實質聯繫。制度環境強調

制度成為了組織與組織行動者的背景，塑造了他們的偏好與行動。至於制度之定

義為何，Scott（1995）提出：「制度是社會結構，它們具有很大的彈性，由「規

則」、「規範」和「文化認知」要素構成，這三個要素與相關的活動和資源一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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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活提供一種穩定性和意義。」 

    對於多元國中的制度環境而言，「規則」、「規範」和「文化認知」各有其內

涵與對多元國中的影響，以下將分別分析描述之： 

一、強制性的規則  

    「規則」多為正式和清晰，關注理性選擇與設計。以權力作為服從基礎，以

法律制裁為合法性基礎。具有強制的運作機制，指標包含：法律、制裁與規則（Scott，

2007）。然而，雖然規則對組織具有強制性的影響，組織本身仍具有主體的能動

性，可於以合法性為前提之下選擇採取不同的因應模式，從多元國中對於強制性

規則的不同回應方式即可應證。 

    首先，針對與學校組織運作相關的法律規範，多元國中即有不同的回應。 

多元國中遵守法律規範的部份為其基本規律的組織運行模式，如：行政組織、各

委員會、教師與家長組織、課程與教學等皆與多數國中大同小異，因其成立時即

以各項與學校組織相關的法律規則為基礎與框架，設立符合法定標準的學校組織

模式。因此，各項法律規則已深入成為多元國中日常的學校運作細節，每日皆在

執行法律的規定。 

    然而，對於《國民教育法》第 1 條：「國民教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

之規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及第 7 條規定：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學生身心健

全發展為目標，並注重其連貫性。」這一決定國中教育整體發展以五育均衡為宗旨

的法律規定，多元國中卻仍未能找到確切的因應模式。一方面係因該法未能有執

行細節與標準，因此無從判斷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然而 主要的原因是多元國中

位處複雜的組織環境中，仍有其他環境力量，如：其他制度環境內涵與技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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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響著組織的發展，且組織行動者各有其價值與利益考量，更是讓學校組織呈

現混沌不明的發展方向。 

    除了法律規定了學校的運作，各項「教育政策」亦屬於學校需符應的規則。

然而，多元國中對各項教育政策的回應方式與態度亦與對法律規則相同，具有差

異性的因應模式。一方面以維持現狀的運作方式來回應，如：多元國中面對十二

年國教的態度，僅有行政人員嘗試改變寒假輔導，以舉辦寒假營隊的方式來因應

（E2：24）。其他組織行動者，包含：教師與家長，多採取「以不變應萬變」，

維持舊有的方式，仍注重學業成績（T6：38；T8：31；P2：17；P3：11），從其

中一位教師與一位家長的說明即可得知： 

	  

	 	 	 （你的學生現在要十二年國教，你有什麼因應？）其實我的做法跟以前差	 

	 	 	 異性不大，還是覺得他們還是要好好的唸。就是叫他們，就先把十二年國	 

	 	 	 教這個議題先放一邊……因為千古不變的道理就是要讀書。（T7：38）	 

	 

	 	 	 十二年國教政策上還是希望大家是一個廣泛的一個學習，但是實際上，目	 

	 	 	 前為止還是大家還是所謂的那些考試，你將來你說要唸到好的學校或怎樣	 

	 	 	 的話，那個在立場上，大家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這個立場，大家都會有	 

	 	 	 這種競爭性，不然的話，現在為什麼說連那個 PISA 大家也準備要去考試，	 

	 	 	 要儘量的補習。（P1：14）	 

	 

	 	 	 	 此顯示即使是面對外在制度環境中具有強制性的規則，「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組織內部自成的運作模式與邏輯仍會有其自行轉換的能力，仍能保持其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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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自主能動性。 

    另一方面，多元國中則採取主動善用教育政策的方式來試圖解決學校問題，

達到創造組織特色與提昇學校正面形象的目的，例如：校內原民學生達到一定比

例而符合條件，主動申請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其目的除了協助原民保留傳

統文化與原民學生專才發展外，更深層的動機在於對教師管理原民學生有利及試

圖改變社區家長對原民學生的負面觀感（T6：29；T2：40；E3：30），同時更可

從中獲得許多經費讓全體不分原漢學生一體均霑（T1：6）。另一依照教育相關

規則而善用的例子，則是申請成立數理資優班，期望吸引素質優秀學生就讀，提

昇學校升學率以增加家長選擇就讀意願（T2：32；E2：26；P2：15）。 

    從多元國中這兩個特色措施顯示，教育政策並非僅外在於學校組織，扮演強

制影響甚至有可能是破壞學校原有運作模式與邏輯的角色，若學校組織能主動符

應某些教育政策，並充分利用該些政策規定及從中取得資源，反而可為學校組織

創造利益。然而，這兩個特色措施於多元國中內仍未形成共識，因此是否對學校

有益仍待評估。 

    

二、道德性的規範  

    「規範」強調社會和經濟行為的嵌入性，關注行動者與他人之間的關係與身

分。以社會責任作為服從基礎，以道德治理作為合法性基礎。強調價值與規範，

指標包含：認可與認證（Scott，2007）。 

    學校組織的強制度環境特徵顯示組織須透過符合社會對其規範與期待而獲

得認可與支持以得以持續生存。社會對於國中階段道德性及「應然」的教育價值

與規範具有兩方面的共識，其一是以培育學生「德育」為首，強調學生的品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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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二則是近年來持續強調的「適性發展」與「均衡學習」。規範雖不若法律

規則具有強制力，然而基於學校組織於社會中所負擔的社會責任與角色，且須透

過獲得社會支持始得以維持生存，學校組織發展仍無法忽略對於規範的因應。      

    多元國中嚴格的常規管理措施目的即為培育學生品格，此回應了「規範」對

於學校的影響力，可說是學校組織受強制度環境作用下所實施的一標準措施。 

    除了注重德育的教育規範之外，政府的教改價值強調「適性發展」與「均衡

學習」，於103學年度即將正式實施的重大教育措施─十二年國民教育即是建立

於此價值基礎上所制定的。多元國中對於此規範價值的回應仍猶豫不決，如同行

政人員與教師所提及的： 

	 

	 	 	 我希望課程活潑化的時候，另外一群老師就會開始說，那會考呢？會考不	 	 	 

	 	 	 重要嗎？對，那另外一個，那特色招生呢？我們沒有特色班招收嗎？對，	 	 	 

	 	 	 其實大家都很混亂，就是有這麼多不同的東西出來的時候，那我們要照顧	 

	 	 	 不同的孩子，那不同的孩子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規劃？（E2：23）	 	 

	 

	 	 	 我會覺得說那個策略，各校的策略要更清楚一點。可是問題是現在，現在	 

	 	 	 聽起來是很多學校這方面，我們學校也是，對於十二年國教的因應策略還	 

	 	 	 不是很明確，我不知道到底該往哪個方向？跟以前一樣還是真的要適性還	 

	 	 	 是什麼？（T9：13）	 

	 

	 	 	 	 雖然對於十二年國教強調的適性發展與均衡學習的價值規範仍無定調的因

應策略，然而多元國中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與數理資優班本身即已符合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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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發展的教育價值與規範，此顯示了學校實施任何特色措施時確實將符應強制

度環境規範納入考量之一。 

    由以上分析可見，規範雖不若規則可達成強制的目的，然而，規範強調應然

的價值仍對組織具有道德治理的影響力，組織仍須透過符應規範而達到持續生存

的合理性。 

 

三、習焉不察的文化認知  

     「文化認知」包括廣泛共享有關世界本質以及事務發生原因（因果關係）

的信念。以理所當然及共享理解作為服從基礎，以可理解、承認與文化支持作為

合法性基礎。同時，文化認知要素提供一種意義符號框架，它是各種社會行為的

基礎，其指標包含：共同信念與行動共享邏輯（Scott，2007）。 

    多元國中位處於強制度環境中，其中有許多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是未

能被察覺的文化認知與行動共享信念對組織產生無形卻深刻的作用，影響組織運

行模式與邏輯。 

    首先，多元國中位處「城市邊緣」與「縣市交會處」的地理位置，「縣市教

育資源分配不均」成為家長選擇學校此行動背後所共享的認知信念，因此流失至

城市就讀的學生日益增加，形成多元國中招生的劣勢（P1：4；P2：10），其中

連仍未有評鑑標準的師資水準，家長都具有縣市落差的認知： 

 

   師資啊，對。我會覺得師資，然後應該還有一些學生的素質，我覺得應該 

   會有差。然後課業啊！應該都會有差吧！對！我覺得應該重點是師資啦， 

   師資會，我會覺得城市比較好啦！（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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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多元國中屬於原漢並存的學校，原民學生佔有十分之一。漢人對於原

民隱含了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偏見與負面刻板印象，導致原民學生成為了多元

國中必須重視的議題，甚至被認為是待解決的問題及漢人家長對學校不信任的原

因之一。此族群偏見亦使各方行動者對於學校發展原住民重點學校時產生矛盾的

認知（T1：6；T3：15；T5：35；T7：20；E2：9；E3：30；P1：21；P4：22；

P5：12；S1：30），導致此特色措施於未來是否持續發展仍未明。 

    多元國中行動者背景具有階級的差異，包含：藍領與白領階級的家長與白領

階級的教師等。相同階級背後蘊藏共享的階級意識，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識

成為階級行動的邏輯與框架。例如：白領階級教師與藍領階級家長對於國中教育

期待的歧異。多數多元國中教師們認為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比例不高，家庭管教功

能低落，教育期待僅是 基本的「孩子能接受學校教育」即可（T2：2；T7：24；

T8：14；T9：6），一位受訪教師即一語道破其以白領階級角色觀看藍領階級家

長的看法： 

 

   這一邊有蠻多家長尤其是社經背景比較差的家長，有個觀念他認為說，欸 

   小孩子丟到學校就好，老師幫我管好。（T6：23） 

 

    然而藍領階級家長受訪時卻仍表達對於孩子於學業表現上的期待與重視家

庭管教責任，如： 

 

   我就覺得常規就丟給我們就好了啊，我覺得常規是屬於家庭教育。對，學 

   校我覺得課業上啊！或是說因為老師要求的他們比較會去做到嘛。（P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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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矛盾來自雙方階級背景差異導致以個人制度背景解讀對方的行為與

認知所造成。屬於白領階級的教師們對於家庭教育及家長與學校互動模式具有一

定的認知與想像，多半是家長需投入大量時間陪伴與參與孩子的教育，若不符合

他們的期待，則有負面觀感。然而對於藍領階級家長而言，他們是依據自身現實

環境與條件而形成其家庭教育及參與學校的模式。又或許他們對於象徵白領階級

的學校組織具自有的詮釋與期待，而這樣的期待實際上亦等同於學校教師重視學

業成績的期待，然而雙方的衡量標準或教育行動則大不相同。 

    除了白領階級教師與藍領階級家長的矛盾之外，白領階級的家長們倒是一致

地表達了他們對於國中教育的期待與共享信念仍是由傳統的升學主義所主宰，從

其強烈支持學校成立的數理資優班即可證明（P1：21；P2：15）。 

    我國長久以來存有文憑主義、智育為首及升學至上的教育價值，其除了被白

領階級家長們共同理解，亦是多元國中組織內運行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認知、

意義符號框架與學校內許多教育行為，包含：課程規劃、教學活動、成績評量、

班級經營等運作背後的邏輯。除了日常的學校教育行為在此制度環境背景中運行，

學校成立數理資優班的動機更是為提昇學校升學表現。  

    制度環境中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習焉不察的文化認知卻往往是影響學

校組織運作 深刻的因素。因此，組織與行動者必須有所省思及覺察，始得突破

框架尋找新的可能性。 

 

四、規則、規範與文化認知三者的互動  

    規則、規範與文化認知為制度環境的三面向，然而三者並非獨立存在，而係 

相互交織且共同影響組織運行。三者的互動並無一定的方向或模式，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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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衝突與增強等皆有其可能性。例如：注重德育為首的規範影響法律制定五

育均衡為主的教育宗旨、十二年國教此教育政策被視為欲打破長久以來注重文憑

主義為主的文化認知、資優政策因應適性發展，卻有加強文憑主義的可能性等。 

    對於多元國中來說，規則、規範與文化認知三者的互動亦呈現多元面貌，例

如：嚴格的常規管理係為了符合道德規範亦或者隱藏著對弱勢階級或族群管控的

偏見文化認知？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為符合多元文化及社會公平正義的規

範，卻是否反而隱含族群偏見的文化認知？數理資優班的成立符合社會長久以來

強調學業成績的文化認知，亦符合適性教育的規範，然而卻有是否更加鞏固被詬

病的文憑主義的疑慮？ 

    除了三者間異質性的交錯樣態，學校組織與組織行動者亦存在有自主能動性，

對於不同的制度環境內容採取差異的因應策略，從多元國中面對教育政策規則與

規範採取不同模式即可應證。因此，制度環境與組織之間有多方力量的互動與磋

商，欲了解兩者關係須進行全面性的考量與分析。 

 

貳、技術環境      

    「技術環境」之定義為組織於競爭市場環境中生產及交換產品或服務，要求

的是組織的表現，因有效與有效率而獲得獎賞。因此，組織運行的技術更加確定，

更加受市場的驅動。現代學校組織已經變得越來越強調技術環境，不僅強調教育

生產力，而且也越來越重視技術性的能力以檢查學校的辦學效果。 

    學校組織環境過去被認為屬於強制度環境與弱技術環境，學校合法性來源及 

存廢與否係透過符合教育規範與要求來取得，即使學校績效表現不彰，仍無損 

組織生存狀態。然而近年來，教育市場化的趨勢由高等教育向下延伸至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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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越來越強調技術環境的作用。 

    多元國中位處於各學校組織皆需面對的強技術環境中，同時因各項不利因素

而面臨的招生挑戰更是 現實的競爭市場。因此，學校於此環境下必須強調組織

各層面，包含：整體發展、校長領導、課程與教學、設備環境、學生學習表現、

與家長社區互動關係及組織氣氛文化等的績效，以提昇於招生市場內的競爭力。 

    多元國中於弱技術環境轉變為強技術環境下設立了許多特色措施，其成立初

始原因與深層目的皆是由於強技術環境對組織作用下所形成的。以下將從兩方面

分析這些特色措施如何因應強技術環境： 

一、招生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  

    強技術環境強調市場競爭，對於學校組織來說，其並非如商業組織本質即

為利益競爭，學校合法性與生存來源是符合強制度環境的組織型態。過去因就學

人口穩定成長，多數學生皆來自學區，因此招生情況不必擔心。隨著少子化現象

日益嚴重，學校組織為了維持生存，如何穩定甚至增加就學人數是多數學校皆需

面對及解決的問題。因此，招生成為了各校的競爭戰場，如何建立組織品牌、特

色與優勢以於招生市場中脫穎而出是刻不容緩的挑戰。 

    多元國中因各項不利因素導致學生數逐年流失，同時素質優秀學生的出走更

是學校目前面臨的困境。此現狀是驅動學校實施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數理資優

班與注重常規管理等特色措施背後的根本原因，希望能夠改善學校問題，提高家

長選擇意願： 

   原住民的資源很大量挹注進來，其實的確對孩子有很大的幫助……那一段 

   時間其實我覺得可能社區大家的觀感是比較，我覺得有比較變得比較正面 

   一點啦，對。（對原住民的觀感嗎？）起碼對學校的原住民的觀感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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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就是也比較容易被人家看到說有在努力。（T1：6） 

 

   資優班，可能也說是救亡圖存吧……那學校的學生慢慢在流失，那怎麼講， 

   我們就會希望說能夠有一個東西讓這邊學區的家長跟孩子有希望。（T5：6） 

 

   孩子的其他生活上的，他是不是你有沒有給他一些些比如說類似是品德教 

   育的一塊，即使是測驗成績普普通通的小孩，他們看到學校在推品德教育， 

   我覺得家長會感動，推禮貌運動家長也會感動，家長會看到這一塊他會感 

   動，他會感動。我覺得這就會造成家長對學校的認同，對所以這些也是一 

   種特色啊！（E1：29） 

 

二、升學表現成為衡量學校組織績效之標準        

    本研究多數受訪者皆認為於國中教育階段的消費者即家長真正選校的考量

仍是學校的「升學率」（T1：3；T2：41；T3：14；T5：36；T8：18；T9：7；

E3：43）。因此，各校升學表現自然成為了競爭市場中 關鍵的產品，若此產

品表現優良，則代表學校組織績效越高，可以滿足消費者的期待，選擇就讀機會

大，組織因此獲得實質利益與生存下去的機會。多元國中成立數理資優班的根本

目的即為此現狀而生，然而卻因各項因素而導致實施成效未如預期。由此可見，

學校採取某些或許顯而易見符合強技術環境的措施，然而實施果效卻可能因許多

其他力量的干涉而未必如願。 

    面對強調組織績效的強技術環境，多元國中除了透過各項特色措施試圖提昇

招生與升學表現，於組織其他層面的績效表現，除了學校教師普遍十分認真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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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教學與班級經營的組織氣氛是獲得各方受訪者所肯定的，其他則似乎仍未能

具有具體明顯的成效，例如：現任校長領導學校整體發展方向未明（T1：17；

T5：47；T7：16；T9：17；E3：5）、針對一般學生未能有特色課程、家長參與

學校事務頻率不高（T2：2；T6：23；T7：24；T8：14；T9：6）、設備環境雖

屬新穎卻仍不敵城市學校的豐富資源（P1：5；P4：3）等。因此，多元國中面

對日益重視組織效率及有效性的環境下，如何加強以上這些層面的表現，是組織

須面對的挑戰。 

    另外，強技術環境強調績效的展現，學校組織於面臨十二年國教此組織制度

環境的新元素後，如何透過具體成果來展現學校因應該政策的有效性成為組織需

面臨的新課題。然而，許多受訪者表示，多元國中目前於因應十二年國教政策仍

未達成共識，且多半維持舊有的以「考試成績」作為升學標準的認知與價值判斷，

因此以現狀來看，學生的會考表現仍將會是多元國中展現辦學績效的具體成果來

源（T6：38；T8：31；P2：17；P3：11）。此狀態似乎與強調多元適性，均衡

發展的十二年國教宗旨相違背。然而，由於該政策仍未正式執行，實際施行後將

有何轉變，則有待後續觀察。由此可見，當技術環境與制度環境相互碰撞時，兩

者力量將互相牽引與影響，形成複雜的交互關係。 

    綜合言之，「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共同對學校組織產生作用。不論是

制度內的規則、規範與文化認知，在在的對於組織運行形成框架。學校一方面需

符應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則及政策，另一方面則仍必須考量教育本身應然的道德

規範。同時，各方行動者背負著自我制度背景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共享信念與文

化認知進入學校組織，且組織本身亦有穩定的運作邏輯驅動各項教育行為，以對

組織環境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除了制度環境形塑組織發展之外，近年來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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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環境更是為學校組織增添了另一重要的影響力量。招生的挑戰及越來越完善

的技術性能力，學校組織強調效率與有效性的績效表現成為不可逆的趨勢。這股

新興的趨勢更是讓學校組織面臨更多的績效責任要求。 

    學校組織無法獨立於組織環境，組織環境無時無刻深入組織內部，而組織內

部對於組織環境亦有自主的回應方式，組織發展與組織環境緊密相關，相互交

織。 

 

第二節  組織行動者  

    新制度主義主張組織的變革，不能僅歸之為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更要認識到

行動主體的共謀作用，因此我們需要對建構制度的行動者給予更多的關注。這些

行動者既是自利的，也是被他們所處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價值和文化信仰所驅動

的。新制度主義強調行動者「認知」於制度化作用，制度塑造了行動者生活期間

對世界的看法，提供了指導他們行動的腳本。他們並不是依照偏好進行選擇，而

是想當然的接收制度背景强加於他們的偏好，形塑了他們的自我印象、身分認同

及情境理解，進而能做出合宜的判斷和行動。因此，任何人類行為都不應該看作

是自然的、脫離社會環境的，而是應該把它放置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來理解。然

而，制度亦是個體的認知行動賦予意義後才具備作為客觀社會結構的力量。此顯

示了制度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性與同構性，也告訴我們各種組織都是行動者在實

踐理性基礎上展開行動而形成的後果，此指出了主體行動的實踐理性特徵。 

    多元國中的行動者具有異質性的制度背景，如：家長間具有族群與階級的背 

景差異、教師間有身分與價值信念的不同及校長個人擁有自身教育理念與認知等。

這些不論族群、階級、身分、價值理念等皆是形塑行動者認知的制度背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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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相同的制度背景內能共享一套特定的意義和符號系統，進而形塑其身分認同

及對情境的理解以做出判斷和行動。因此這些行動者個人制度背景作用形成其對

於國中教育的認知與期待及對校內各項措施的看法。於此同時，行動者們更是集

體共同處於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的學校組織環境，共享了這些組織環境中的

信念。綜合言之，多元國中的行動者帶著個人特殊的制度背景與受集體共享組織

環境的影響進入學校組織，對於組織內的運行產生個人自利的認知與行動，進而

對於運行的模式與邏輯產生影響力量。 

    以下將分析行動者彼此之間於學校組織內交會的關係與矛盾，以了解行動者

的認知與自利考量，可發現一項特定安排對某些特定社會群體有利或有害，誰的

利益可能會與給定的制度形式和實踐發生關係。首先將從地方社群即家長們開始

進行分析： 

壹、家長們  

一、不同族群背景形成認知與立場的歧見：對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看法的

差異      

    多元國中的家長制度背景具有族群與階級之差異。異質性制度背景組成的家 

長們對學校教育的解讀與行動即有所不同，其中以族群差異更為明顯。不同族群

家長們對於校內實施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有其各自的詮釋與認知即是 好的證

明。多數漢人家長持有對原民的偏見，進而影響其對該措施並不十分認同（P1：

21；P3：22；S1：30），其中一位家長即表明： 

 

   我們又不是原住民卻把我們當成原住民的學校。（妳覺得他們人數其實根本 

   沒有很多？）我會覺得說對啊，我們好像怎麼是原住民的學校，校長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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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重視他們，對。（P4：22） 

     

    然而仍有少數漢人家長持有正面看法（P3：25）。同時，原民家長亦並未產

生一面倒認同的現象，有原民家長認為學業成績與品格比參加原民特色活動更為

重要： 

 

   因為他媽媽反對。（為什麼會反對？）因為他本來在參加什麼，要參加合唱 

   團啊！結果他的媽媽說不要去，不是說不要這樣子，但是你會影響你的功 

   課，不然你學業會越來越退。（P5：12） 

 

    由上顯示，個人的制度背景，如：族群的確會對組織行動者的認知與立場產

生影響，然而即使是相同的族群背景中，仍有異質性觀點的產生。由此可見，族

群的集體意識雖然會形成行動者的框架，然而或許更多的考量來自對於個人「自

我利益」的關心，原住民家長重視學業勝過原民活動即是例證之一。 

 

二、受組織環境的影響：重視學業成績與品格的集體共識 

    族群背景不同家長對於學校原民特色措施具差異性的看法，然而卻可從訪談

內容發現，不論原民或漢人家長，兩方皆同時受到整體學校組織環境中注重升學

的文化認知與績效表現影響，對學校與孩子的期待仍無法跳脫重視學業成績的框

架。注重升學的認知除了不分族群，更是不分階級，不論藍領階級或是白領階級

的家長們皆表達了著重「讀書」的期望。因此對於學校成立數理資優班皆表示贊

成（P1：21；P4：10；P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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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不分族群與階級的家長於國中教育階段另一重視的教育價值即是孩子

的「品格」。於訪談中，所有家長皆認同多元國中嚴格的常規管理措施（P1：2；

P3：3；P4：11）。此現象顯示家長亦受到學校組織強制度環境中強調德育為首

的規範所影響。 

    從不分族群或階級，多數家長仍共同重視品格與學業成績即可得知，家長屬

於組織行動者的一份子，除了前述來自於各自制度背景的集體意識與個人自利考

量，亦會受到整體組織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的作用，影響其對於組織的詮釋。 

    然而，身處於相同的組織環境中，行動者不同的階級背景卻賦予其對於選擇

與面對組織能動性的差異。藍領階級家長因經濟因素或其他考量導致其選擇與離

開學校組織的能力受限，因此對於學校的期望抱持著退而求其次的態度： 

     

   那在這邊我就是主要就是讀書我就放棄了，就是品性啦！不要學壞這是最 

   重要，對！我看得見，嗯...！（P4：3） 

 

    白領階級的家長則較具能動性，對於學校組織的現狀係經過一系列的評估後

始選擇出走或留下就讀，入學後亦保有執行退場機制的能力： 

 

   然後就反正我們說實在，也是以一個去看看啦！那真的不行，或許我們就 

   轉學應該也 OK的，是不是這樣子？對啊！所以想說好，就就近。（P2：6） 

    由此可見，行動者的行為能動性與其制度背景更是密切相關。 

    綜合言之，家長們對於組織運行的認知、信念與詮釋受到個人制度背景與整

體組織環境的共同形塑。多元國中異質性的家長們匯聚於學校，對於組織環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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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價值，如重視學業與品格確實一致，然而關注於個殊性的組織特色措施時，

卻因利益取向而形成衝突的立場，此導致學校組織的發展受到多方力量的牽引，

不易形成共識。 

 

貳、教師們  

    教師是學校組織內各項事務的第一線執行者，由於教師此職業本身即屬於

白領階級，且本研究僅有一位受訪教師屬於原民身分，因此相對於家長們，階級

與族群等個人制度背景對教師們的教育價值觀念與認知影響較小，反而是受到來

自於其位處在學校組織內不同的身分與角色所影響及受到共同整體組織環境所

形塑，進而影響其顯現於外不同的詮釋、判斷與行動。 

一、組織內不同身分角色形成認知與立場的歧見：對數理資優班看法的差

異      

    學校組織內的教師們具有不同的身分角色，兼任行政人員、導師、領域召集

人、專任教師、資優班教師、不同科目教師等皆可能是一名教師於組織內所擁有

的身分。不同身分的教師具有其詮釋組織運行的角度與立場，進而對同一項校內

措施可能有歧異的認知，多元國中數理資優班即可為證。 

    於本章第三節第貳點說明非資優班的一般教師及任教資優班的教師對於詮

釋資優班的角度並不相同。一般非資優班的教師感受到普通班師資結構因資優班

成立而不穩定且認為學生資源分配不均（T1：32；T5：26；E2：31）；資優班的

教師們感受卻大不相同，他們認為學校對資優班各項資源支援並不足夠且工作量

十分龐大，同時於學校中定位不明，感受不到學校友善的氛圍（T2：34；T5：

33；T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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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優班的例子可佐證教師的身分與角色不同，觀看事情的角度與切入點即有

所差異，同時自我更是有各自盤算的利益。如同家長們從孩子的利益出發，教師

們考慮的範圍雖然較廣，包含學生、學校組織甚至是整體的教育環境，然而， 

從多元國中資優班的例子可得知，或許教師們自身的權益仍才是教師對組織運行

認知的關鍵。因此，不同身分教師異質性認知與自利考量，導致共識未能形成，

校內措施是否能長遠發展則仍屬未定。 

 

二、受組織環境的影響：重視品格的集體共識與對適性發展的差異認知 

    教師們除了受到個人於學校組織內不同的身分與角色而影響認知，所有教師

們亦共同處於學校組織整體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中，進而影響他們的教育價

值信念、判斷與行動。 

    學校組織具有符合制度環境中強調德育的規範以獲得社會支持的特徵，教師

們身為組織行動者，亦共享學生品格是國中教育階段 重視的教育價值（T4：

30；T7：33；T9：8；E3：22），一位教師即說明得言簡意賅： 

 

   國中對孩子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嗯他孩子變好變壞就看國中，第 

   一個先讓品性好。（T6：46） 

 

    除了對於品格的規範於教師間達成集體共識，其他受組織環境影響的部分似

乎仍混沌不明，教師們對組織環境具有差異的回應。近二十年來的教育改革至今

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等屬於制度環境中規則的作用皆強調學生多元

適性發展及均衡學習，面對這些政策發展，確實有教師從一而終的符合政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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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T5：37；E2：31）。然而，這些教育改革於我國重視文憑主義的文化

認知中仍未能適當調和獲得平衡，導致未形成共識。同時，日益增強的強技術環

境重視學校招生情況與績效的展現，因此各校重視「升學率」以維持組織競爭似

乎仍成為不變的景況。於這樣的情況下，有些教師確實仍主張學生讀書與學業成

績才是 中心的價值（T6：31；T7：13）。 

    以上顯示教師此組織行動者雖受制度環境內規則、規範與文化認知及技術環

境中強調競爭與績效等組織環境彼此複雜的交互作用形塑偏好與認知，但其中仍

絕對存在著異質性的回應。 

    教師個人位處學校組織的身分與角色、學校組織的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

皆在在影響著教師形塑個人的教育價值與信念，並進而影響教師執行日常生活中

的各項教育行動。教師們同質卻又矛盾的認知會使學校組織運作產生了不同方向

發展的作用。 

     

叁、家長與教師  

    家長與教師皆屬於學校組織行動者，對組織內部運行起著重要的作用。不論

是家長或教師皆受到如階級、族群、於組織內的身分與角色等個人制度背景的不

同而對於學校組織有異質性的認知，其自身的利益考量更成為採取何樣立場及行

動的關鍵。同時，家長與教師們又共享整體組織環境，因此亦相同受到環境的影

響。 

一、不同階級背景形成認知與立場的歧見：白領階級教師與藍領階級家長      

    於前述描寫制度環境中的文化認知時已提及白領階級教師與藍領階級家長

因個人階級背景不同而造成對於國中教育價值與期待的歧異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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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內不同身分角色形成認知與立場的歧見：對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

與數理資優班看法的差異  

（一）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     

    家長與教師之間除了對於國中教育期待產生相互矛盾之現象外，雙方對於多

元國中實施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亦出現相斥的認知。多數漢人家長對於此措施的

反對來自於其個人隱含對族群的偏見（P1：21；P4：22；S1：30）。然而除此之

外，更係因家長們位處於學校組織外圍，未實際進入組織內部參與運作，因此對

於實際執行狀態並不了解。相對的，位處於學校組織內部的教師們，不論其為原

民或漢人，能感受及了解此措施對原民學生、導師班級經營、學校特色發展，甚

至是不能向外透露的經費等優勢，因而多持有正面看法（T2：40；T5：35；T6：

29；T7：20；E2：9；E3：30）。 

    由此可見，組織行動者於組織的位置對於形塑其認知影響深。然而，此並非

指家長處於組織外圍位置對觀看組織運行的偏頗，家長亦代表組織周圍環境，如：

社區等地方社群從外向內對於組織的看法與期待，亦是組織，特別是在強技術環

境重視招生時所需重視的力量。 

（二）數理資優班      

    家長與教師對於多元國中成立數理資優班具不同的看法亦是起因於雙方於

學校組織內位置的差異。以家長所位處在組織外圍的位置並無法對學校措施有深

入的了解，因此對於學校措施的認知通常來自於其外顯的教育價值。數理資優班

的價值顯而易見的是期望能提昇學校的升學率與吸引素質優秀的學生就讀。處於

強技術環境下及長久以來持有文憑至上文化認知的家長，對於任何能促進學業成

績的教育措施可以想見的都表示支持（P2：15；P3：26），家長會長更是盡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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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像我就跟主任他們講說像，其實數理資優班才是真正需要這一邊來做推廣 

   的東西，讓這地區的各個國小的優秀學生都想說，讓家長都認為說數理資 

   優班不用跑到城市去，也能就近在這一邊就讀，就有一個公立的好學校， 

   我覺得這樣子幫助應該是更大一點這樣子。（P1：21） 

 

    然而，對於組織內部第一線執行資優班的教師們來說，資優班成立對於組織

內部行之有年的各項運作模式及邏輯，例如：師資結構分配造成衝擊，因此於學

校仍無法調整至適當的因應模式前，支持度並不高且仍然無法達成共識（T1：

32；T5：26；E2：31）。 

    家長與教師雙方且皆有其各自的制度背景，且於學校組織內位處的位置不同，

再加上為了各自利益的盤算，這些種種造成他們之間產生矛盾與衝突的認知、立

場與行動是本可以預期的現象。 

 

三、受組織環境的影響：重視品格的集體共識 

    除了矛盾與衝突，家長與教師皆屬學校組織行動者，亦共同處於學校組織環

境中，受到相同的環境作用與形塑，例如：制度環境中以強調德育為首的規範獲

得雙方同時認同，因此對於學校嚴格常規管理措施皆表示贊成（T6：7；T9：15；

E3：14；P1：2；P3：3；P4：11）。 

    家長與教師受個人階級不同、於組織內位置不同等制度背景影響而導致對學

校組織實施措施與運行模式有差異性的的認知與行動，然而卻又共享於組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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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下而有所交集。因此，學校組織運作時，需考量組織行動者間所擁有之立

場與自利考量，全盤了解與分析後始有助於組織發展共識的達成。 

 

肆、校長的關鍵角色  

    學校組織行動者如：家長們與教師們皆將其各自的認知與利益考量帶入組

織，對組織內部運行產生影響，形成各方力量的拉扯。然而，於這些角力當中，

決定學校組織 終發展方向的關鍵性決定力量，對多元國中來說，「校長」是這

一個關鍵性的行動者。 

    從本章第二節描述組織行動者內已說明多元國中歷屆校長領導風格迥異，目

前學校的特色措施皆是由 R3 校長任內所申請與實施（T1：16；T5：7）。然而繼

任的 R4 校長不論何項特色措施皆僅維持持平狀態而並未持續發揚光大（T1：17；

E3：6）。受訪教師提及此係因 R4 校長擔心原民讓學校冠上不好的標籤與其對資

優班並無特殊發展的期待所導致： 

 

   那以前是那位校長可能想到原住民是想到是好的。對，可是現在這個校長 

   他有一點，他就會怕，他會怕說這個變成一個不好的標籤，所以他其實原 

   住民他現在統統都沒有在動，他只是讓它持續……我們資優班我認為有點 

   後繼無力，我還是要說那還是跟校長有關……那這個校長就是，我覺得他 

   對資優班也沒有想法啦，對啊，然後就不知道，我覺得有點可惜。（T1：17） 

 

   就困難又回到領導者，因為，他總是不懂得支持。因為前任校長申請下來 

   了，是現任校長去執行的。啊這個人又不懂得體諒老師的付出的時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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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很多事，資優班的老師非常辛苦要教很多、要承擔……可是，老師 

   看不到上面的鼓勵啊，那他會失望，那他做了很多事他會失望。（T2：34） 

 

    校長是學校發展的領頭行動者，考量的面向必須更加全面，須回應組織行動

者各項異質性的認知與行動及因應學校組織所處的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對

組織產生的影響。然而校長個人的制度背景、教育經驗與信念更是影響經營學校

的風格及方向，深刻左右學校組織長遠的發展，從多元國中各個校長領導方向的

顯著差異即可證明。綜合言之，校長此行動者的角色對於組織來說為一關鍵性角

色，對於組織的走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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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則說明新制度主義的啟示

與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後以研究者的省思作為結束。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從新制度主義理論視角切入觀看學校組織，強調學校組織、組織行動

者與組織環境之間的互動性與同構性。 

壹、學校組織與組織環境      

    學校組織從成立初始的功能即為滿足社會對教育人民的需求與期待，社會中

各項有關教育的法律規則、道德規範與習焉不察的文化認知等皆形塑了學校組織

內部各層面的運作模式，包含：課程規劃、教學方式、班級制度、行政組織等。

此為學校組織一貫符合強制度環境的特徵。多元國中對於十二年國教的因應，主

動符應教育規則申請成立原住民發展重點學校與數理資優班，階級意識、族群偏

見與文憑至上等文化認知影響組織各項特色措施的發展，這些皆在在顯示了多元

國中與組織制度環境的複雜互動。 

    然而，近年來社會風氣的轉變，人民自主意識提高，對於參與公眾事務更加

積極，過去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學校亦開始與環境互動。民眾參與逐漸興起要

求學校不能像過往一樣僅是符合象徵性規則與規範即可合法性生存，必須透過各

種技術來評估學校組織的有效性與效率。同時，少子化的現象日益嚴重，招生問

題成為各校須面臨的挑戰。因此，學校組織於各層面須展現具體的績效以吸引消

費者即家長選擇就讀，而其中升學表現仍被認為是首要的績效展現。多元國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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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各特色措施的深層目的皆是希望能夠提昇學校正面形象、升學率與家長選擇意

願，以提高學校組織的競爭力即可證明強技術環境對學校組織的作用。 

    綜合言之，學校組織一方面仍持續符合規則、規範與文化認知等傳統以來合

法性的生存來源，另一方面則於招生競爭壓力與外界對組織有效性的要求而開始

注重學校各層面的績效。因此，學校成為了「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的

組織型態。然而，隨著評鑑教育的工具與標準更加明確與具體，市場力量開始更

加「制度化」，學校組織的強制度環境與強技術環境結合日益緊密，成為了由政

府治理與市場複合的教育環境所共同決定，既符合合法性的認同又符合效率原

則。 

 

貳、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  

    組織行動者與組織同位處於組織環境當中，因此亦與組織環境具有密切的共

構關係。組織行動者受到兩層面組織環境的形塑，其一是受到個人特殊的制度背

景，例如：階級、族群、身分等背景所共享的象徵符號與意義塑造自己的價值偏

好與各項行動。而組織行動者持續的實際行動亦鞏固了制度背景共享符號意義的

穩定性。此從多元國中行動者異質性的族群、階級與身分等制度背景對形塑行動

者認知、偏好與行動，影響其對於學校組織各項特色措施看法即可證明。 

    其二則與整體組織環境保持緊密的互動。行動者受到法律、政策與道德規範

等制度及強調績效的要求所影響而形成自我對學校教育的意識。而行動者集體意

識成為了習焉不察的文化認知，亦反饋成為了組織環境的一部分，持續回過頭影

響組織本身與組織行動者。十二年國教、原民與資優政策、強調德育為首、注重

升學績效展現、階級與族群意識等皆是多元國中行動者的環境背景，影響其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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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育的價值、判斷與行動。 

    然而，組織行動者的自主能動性、自利考量與差異性的詮釋更是關鍵。其決

定了行動者如何回應及回應何層面組織環境的行動判準，可能選擇符應、觀望或

背離等不同的因應模式。多元國中內不同階級家長選擇學校的能動性、組織各行

動者對於十二年國教的因應、共同符應德育為首要價值的認知等皆可顯示行動者

對於組織環境的差異性回應行動。 

    綜合言之，組織環境的各個層面與異質性的行動者具多元的對應關係。兩者

可能於某些層面具有相互加強的共構，亦可能於其他層面形成疏離。 

 

叁、學校組織與組織行動者  

    學校組織與組織行動者的關係則是學校組織承受帶著個人制度背景及與組

織環境互動角色的組織行動者的進入，共同形成組織整體的運行模式。然而，組

織內部長久以來的運行邏輯亦會對組織行動者進行同化，因此 後的組織發展方

向即在於行動者的力量與組織原有運作模式的拉扯，持續尋找平衡點，且會隨著

不同時間組織行動者的更迭而對組織發展方向形成新的波瀾。多元國中異質性高

的行動者交會於學校內而形成對組織運行複雜的影響即是 好的證明。 

 

肆、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之關係  

    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是複雜的互動與同構關係。法律規則、教

育政策、道德規範與價值、集體文化認知、有效性及效率的績效展現、受個人制

度背景與組織環境形塑的異質性行動者們與組織原有的運行邏輯等，以上這些力

量交會於學校組織內，學校組織成為了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的共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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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調的學校組織發展方向係因組織內部各項力量取得平衡，而未定調的學校

組織發展則係因這些複雜力量仍持續磋商中。本研究的個案學校─多元國中即因

變化快速的組織環境、不穩定的教育政策與行動者複雜多樣的力量，包含：多元

族群與階級背景家長的教育期待、教師們教育價值信念的異質性與領導者維持現

狀的領導風格等，皆造成了組織變革不易。因此校內目前仍對組織整體發展方向

呈現觀望的狀態，採取沿襲守舊過去的組織運行模式為目前發展主軸。 

    由此可見，學校組織面對任何力量的變革，組織內部原有運行模式及邏輯會

自然形成一道牆，先吸收外在力量後，由組織本身及校內行動者各自轉換，始進

入組織內開始運作。因此，若欲帶領組織變革，確認組織發展方向，則須先認識

組織內部長存下來根深柢固複雜的運作邏輯與模式，針對這些內部制度及行動者

認知做改變始有轉變的可能。 

  

第二節  啟示與建議  

壹、新制度主義的啟示  

    本研究透過新制度主義理論視角觀看學校組織、組織行動者與組織環境之關

係，因此此理論可對教育政策制定與推行、學校組織與領導者及組織行動者，如：

教師與家長產生啟示。 

一、對教育政策制定與推行之啟示  

    近二十年來，各項教育改革風起雲湧，包含九年一貫課程、多元入學方案、

免試入學至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民教育等。然而學校組織現場於因應這些教育政

策時卻呈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關於教育政策未能根本性的造成

學校教育的質變係因學校組織內部早已根深柢固的運行模式與邏輯自行抵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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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了外在組織環境對組織本身的作用，導致變革不易。 

    本研究從新制度主義理論視角切入觀看學校組織，建議任何教育政策的制定

與推行，須同時確認是否與其他長存影響學校組織的制度相容、關注組織行動者，

了解他們的教育價值信念及政策對其自身利益影響為何、確定該政策的變革是否

與組織內部原有運行模式與邏輯適配與確認技術環境影響下，學校組織因應此政

策所能提出具體績效的方式。於考量這些多方力量後，始能真實了解教育政策於

學校組織內部實際的運作情況及是否可順利推行。 

 

二、對學校組織與領導者的啟示 

    新制度主義提供了一個全新觀看學校組織的視野，強調學校組織並非單一符

合教育價值與規範或是提昇效率與績效即可獲得生存，而是兩者須同時並存與結

合。同時更關注學校組織行動者，如：家長、教師、行政人員與環境互動後形成

的認知與自利考量。以上各方力量共同匯聚於學校內，形成學校組織、組織行動

者與組織環境的複雜共構關係。因為新制度主義，我們更能掌握建構學校組織的

多元環境邏輯與組織運作的多樣面向。 

    學校領導者扮演帶領學校組織發展的關鍵人物，於這樣複雜的組織環境與運

作當中，須全面考量前述影響組織的各方力量，了解組織內部各項運作邏輯與模

式後始規劃學校組織整體的發展方向，以帶領組織持續順利運行。 

 

三、對組織行動者的啟示 

    新制度主義更關注組織行動者的認知對組織的影響，且提出組織行動者的認

知偏好是受個人制度背景與組織環境所形塑而成，進而影響他們的判斷與行動。



	   138	  

因此，組織行動者，包含：家長、教師與行政人員皆需更關注自己的制度背景是

否形成了一習焉不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義符號與認知模版而深刻影響自己的

教育價值信念？又學校整體組織環境內的各項制度與強調競爭的思維亦是否形

塑了自己對於學校的期待？ 

    唯有警覺到自己認知的塑造來源始有機會跳脫出原有的框架，進行全新的思

考邏輯與判斷。而這些突破舊有巢臼的思維與行動才能讓國內教育有進行質變的

可能性。 

   

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由於礙於研究者能力與時間的限制，致使研究仍有許多限制，以下 

羅列幾項建議以供後續研究做為參考。首先，本研究的資料多來自於深度訪談，

由於未能長時間進入學校現場進行參與觀察，致使許多訪談資料產生在詮釋上的

限制。因此未來若能投入更多的時間於田野中，勢必能對學校組織與組織行動者

有更深度的了解，也能提供更厚實的描寫。其次，本研究的受訪者以學校教師為

多數，不同階級及族群的家長則較少，因此訪談的資料多以呈現教師的觀點為主，

家長及社區人士觀點為輔。建議未來的研究能加入更多不同階級及族群背景的家

長及社區人士，以更能獲得個案學校組織運行的全貌。再者，本研究的個案學校

是一所位在縣市交會處、原漢並存社區及以藍領階級為主，白領階級為輔的國中，

因此個案學校的組織運作有其特殊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建議未來能進行不同地區

或不同類型的多重個案比較研究。 

 

 



	   139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文化部臺灣社區通（2012）。「營造」與「社區總體營造」之定義。2012 年 

    10 月 11 日，取自 http：//sixstar.moc.gov.tw。 

民法（1985）。 

闫引堂（2010）。新制度主義的發展：領域拓展還是理論深化？─評邁爾和羅萬  

    主編的《教育中的新制度主義》。北京大學教育評論，8（2），69-177。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1991）。 

吳重涵、汪玉珍（2008）。制度主义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教育       

    学术月刊，2。 

林明地（1999）。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研究與實際：對教育改革的啟示。教育      

    研究資訊，7（2），61-79。 

林明地（2002）。學校與社區關係。臺北市：五南。 

林振春（2002）。從社區教育理論談學校社區化策略。教育資料集刊，27，45-61。 

周琴（2009）。試論比較教育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比較教育研究，6，12-15。 

尚榮安（譯）（2001）。R. K. Yin 著。個案研究（Case Study Research）。臺   

    北市：弘智文化。 

邱鴻諭（2011）。社區與學校相互結合之智慧型成長潛力分析－以南投縣集 

    集鎮為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柯政（2007）。学校变革困难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北京大學教育評論，5（1）， 

    42-54。 

施雅青（2010）。「學校社區」推動機制之建構─彰化縣例芳苑國中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教學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縣。 

國民教育法（1979）。 

張芳全（2004）。社 區 與 學 校 之 合 作 參 與。國 民 教 育 ， 44（ 3），8-13。  

郭建如（2008）。社會學組織分析中的新老制度主義與教育研究。北京大學教     

    育評論，6（ 3） ，136-151。 

郭棨堯（2011）。傳統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與 Douglas North 制度變遷   

    觀點之比較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陳其南（1996）。學校、社區與地方的教育學習體系。教改通訊，17，19-21。 

陳美智、楊開雲（2000）。組織真是「理性」的嗎？─一個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 

    論觀點。東海社會科學學報，20，27-59。 



	   140	  

陳益興（1992），我國社會教育析論，臺北市：五南。 

陳學軍（2008），新制度主義組織社會學是也下的教育組織研究。比較教育研  

    究，7，22-26。 

陳麗春（2007）。從新制度主義觀點探討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國立成功 

    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市。 

教育基本法（1999）。 

教師法（1995）。 

理查德‧斯格特（2007）。比較制度分析的若干要素。北京大學教育評論，5 

    （1），2-13。 

畢恆達（1998）。社會研究的研究者與倫理。載於嚴祥鸞（主編），危險與秘 

    密-研究倫理。臺北：三民。 

黃炳煌（2000）。影響家長學校選擇因素之研究。載於楊思偉（主編），家長 

    學校選擇權（頁193-250）。臺北市：商鼎文化。 

黃瑞琴（1991）。質的教育硏究方法。臺北市：心理。 

黃煌雄、郭石吉、林時機調查（2001）。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 

    臺北市：遠流。 

童蕊（2012）。解析教育組織中的新制度主義。江蘇高教，6，1-2。 

劉曉芬（2006）。歷史制度主義觀點的教育政策分析—以高職轉型綜合高中為例。  

    教育政策論壇，9（2），1-22。 

憲法（1947）。 

鄭熙彥（1985）。學校教育與社區發展。高雄市：復文。 

謝文全（2005）。教育行政學。臺北市：高等教育。 

謝進裕（2008）。臺北縣國民小學運用社區資源與學校效能之研究。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藍毓仁（譯）（2008）。J. Ritchie & J. Lewis（主編）。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ies and Researchers）。臺 

    北市：巨流。 

 
西文部分  
Arum, R. (2000).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Ec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395. 

Creswell, J. W. (199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41	  

Gallagher, Bagin & Kindred (1997). The school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Meyer, J. W., & Scott, R. (1983).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Meyer, H. D., & Rowan, B. (2007).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duc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eyer, H. D., & Scott, W.R. (1992).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Thousand Oak, Ca.: Sage.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J. W. Meyer & W. R. Scott, (Eds.),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pp.21-44). Newbury    

    Park, Ca.: Sage   

Powell, W.W., & DiMaggio, P. J.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wan, B., & Miskel, C. G. (1999).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J. Murphy & Seashore-Louis, K.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ministration. (pp.359)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 Ca.: Sage. 

 

 

 

 

 

 

 

 

 

 

 

 

 
 
 



	   142	  

 
 
 
 
 
 
 
 
 
 
 
 
 
 
 
 
 
 
 
 
 
 
 
 
 
 
 
 
 
 
 
 
 



	   143	  

附錄  訪談大綱  
壹、教師與行政人員訪談大綱 	  

一、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一）教育背景  

（二）學歷 

（三）經歷、現任職務 

二、您對學校的看法為何？	  

三、學校的地理空間位置與鄰近國中與學區內國小的關係為何？	  

四、任教期間	  

（一）學校的改變（學生、家長、社區、行政人員、校長等）為何？	  

（二）學校與家長關係為何？家長選擇學校的理由為何？	   	  

（三）學校與社區的關係為何？	  

五、學校的特色與優勢為何？	  

六、認為國中教育的理念與價值為何？	   	  

七、對十二年國民教育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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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長與社區人士訪談大綱  

一、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一）教育背景  

（二）學歷 

（三）經歷、現任職務 

二、您對學校的看法為何？	  

三、學校的地理空間位置與鄰近國中與學區內國小的關係為何？	  

四、家長選擇學校的理由？ 

五、您對小孩教育的期望為何？ 

六、您平常參與學校哪些層面的教育事務？ 

七、您與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互動如何？ 

八、學校與社區關係為何？  

九、認為國中教育的理念與價值為何？	   	  

十、對十二年國民教育看法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