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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增權賦能的道路上－ 

高中團隊教師增權賦能之個案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個案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與意涵，並分析影響團隊教師

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文化因素及制度因素。本研究以教師專業主義與批判教育學

的增權賦能論述作為理論視角，探究教學場域中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樣貌，以期

建構教師增權賦能的在地論述。 

    本研究採取質性個案研究方法，選取臺灣北部地區一所公立高中內的一組團

隊教師成員為主要研究參與者，透過訪談、參與觀察及文件分析進行資料蒐集，

研究獲致結論如下： 

    一、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源自於教師內在意識，外在制度及環境的轉變是增

權賦能開展的契機。 

    二、教師增權賦能具有在地脈絡的「轉化」意涵。 

    三、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受學校行政所影響，呈現階段性的變化。 

    四、教師增權賦能需要更多結構制度的一同變革。 

 

 

關鍵詞：教師增權賦能、教學團隊、教師專業主義、批判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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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a teaching team in a 

high school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implications of teacher 

empowerment, and the important factors on teacher empowerment of a teaching team 

in a high school. Based on two theories, teacher professonalism and critical pedagogy, 

this research adopted qualitative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such as interview,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al analysis, and with five high school teaching team 

teachers as participants.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with following findings: 

1. Teacher empowerment is a process of 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eacher 

empowerment is supported when teachers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2. The team teachers are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3. Teacher empowerment is dynamic and affected by school administrators. 

4. The team teachers struggle with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Keywords: Teacher empowerment, Teaching team,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Critical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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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 

~Freire & Horton（1990） 

 

Do it With us, not TO us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2009） 

 

    唯有透過教育制度的變革、學校組織成員與教師的夥伴關係、教師自身的實

踐及開創，「教師增權賦能」才成為可能。本研究關注「教育制度結構」、「學校

組織環境」與「教師增權賦能」的聯結，以具增權賦能實踐的一組公立高中團隊

教師為主要研究參與者，探究教師增權賦能於制度、學校脈絡下的呈顯與運作。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闡述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界定本研究的重要名詞，第四節描述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教師增權賦能」（teacher empowerment）是美國1985年到1990年的重要改

革訴求（Murphy, 1990；沈姍姍，1995）。教育領域中，「增權賦能」概念首見

於1970年代巴西教育家Paul Freire的論述，其主張透過識字教育來啟蒙巴西文盲

農民、帶領農民探究自身所處情境的實際問題，以對話與辯證方法使受壓迫者意

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並實踐（praxis），訴求消除霸權的壓迫與宰制，產生

社會變革（social transformation）；而後持批判教育學立場的學者，皆以增權賦能

教育為核心，教師承擔轉化教育的角色，來促使教育及社會重建。而「教師增權

賦能」概念在1980年代蔚為風潮，則是源於工商業界賦權員工產生更大的商業效

益及生產力，教育工作者假定此能應用到教育場域，使學校教育更具效能，因此

教師增權賦能成為教育改革、領導模式、教學效能的焦點（Short & Johns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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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教師增權賦能是美國第二波教改的重要訴求，其反省第一波改革

「增加州政府法規」（mandate）的經驗而來，體認到教育改革的核心在於教師，

教師應是參與教育改革的行動者而非被改革的對象。與第一波教育改革強調「規

定」及「由上而下」的做法恰好相反，第二波改革者訴求「鬆綁」( decentralization )、

「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與「由下而上」（bottom-up），著重學校層級的

改革，旨在改善教學與促進教師專業，要求將行政管理權力徹底下放到學校，以

學校本位經營（school-based management）為主軸（Murphy, 1990）。而教師增權

賦能即是此波改革中的重要訴求，以增加教師參與學校事務、課程規劃、教材選

擇、學校財政裁量、人事遴選及考核等的權力來實現學校革新，教師不再是教育

改革的對象，而是實際參與改革行動的能動者（agents）。 

    自1994年來，臺灣在教育鬆綁的理念下，亦歷經了數波教育改革（詳見附錄

一），權力的共享、教師增權賦能理念出現於教育法令中。如1994年政府將《師

範教育法》修正並改名為《師資培育法》，開啟師資培育多元化的時代，其有助

於準教師不再將自己定位為執行上級命令的公務員、政策的服從者，也藉由實習

制度及師資檢定的做法，提升教師的專業水準。而在1995年正式公布《教師法》，

則明訂教師的權利義務、進修與研究、教師組織的辦法，目的在於提升教師的專

業權利與地位。 

    1996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內

容指出「教育鬆綁」、「保障學習權」、「父母的教育權」以及「教師專業自主」四

大改革理念；以教育鬆綁、帶好每個學生、提升教育品質做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

針。其中提及落實學校自主經營、提升教師專業素質、保障教師專業自主等，具

體指出教師增權賦能的重要性。 

    1999年《教育基本法》的訂定，則出現了尊重教師專業自主、保障學生學習

權的規定，亦賦予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要求結合學校與社區發展，教育生

態轉向多元參與。1999年《國民教育法》的增修條文，將權力下放的訴求以法律

明確規定，包含教科書的選用、校長遴聘、教務會議之召開等。當中校長由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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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為遴選制、保障多方參與的校務會議法制化，都促成學校組織運作的變化，

改變了原本學校中的權力結構。 

    2001年實施的「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則賦予中小學教師更多彈性與自

主空間，包括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實施彈性學習節數、進行協同教學、確立教師

編輯及選擇教材的權力，強調校長、教師、家長、社區人士的合作。而為銜接九

年一貫課程，教育部於2004年頒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總綱」，修訂普

通高中必選修課程、重新規畫學分數及整併部分科目，賦予學校自行規劃選修課

程的決定權，進行課程鬆綁（潘慧玲，2005）；此波改革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精神、

將課程決定權下放至學校與教師。而2011年教育部公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

施計畫」，將於103年度起實施，以免試入學、特色招生等為訴求。丁亞雯（2012）

指出，十二年國教的核心在於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盼望教師發揮動能、增進教

學知能，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此為近年來改革幅度 大、擴及層面 廣的教

育改革，當中具有促使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對國高中的教學亦將產生重大的轉

變與衝擊。 

    從上述臺灣教育改革的發展背景來看，教育生態轉向多元參與、教師增權賦

能的概念受到重視，當中教師的角色及責任亦不同於過往。然而法規層面的探討，

是瞭解教師增權賦能的背景脈絡；法律、課程綱要只提供教師角色及工作條件的

剛性架構，其實質內涵與發展方向，仍取決於廣大的教育現場工作者，也就是教

師本身（謝小芩，1995）。教師如何在教育現場中發揮增權賦能的力量，則需深

入探究教師的每日生活。 

貳、研究動機 

    從上述的教育改革裡，可以見得社會對教育需求及期待的改變，對教師的角

色、期望亦隨著時代變遷俱進，期許教師從「官方課程的執行者」轉變為「課程

的設計者」、從「被動的學習者」轉變為「主動的研究者」、從「教師進修研習」

轉變為「專業發展」、從「知識的傳授者」轉變為「能力的引發者」（饒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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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亦有持批判教育學觀點的學者，認為教師應扮演「掃除壓迫的社會運動

者」、「解放學生思想的啟迪者」、「打破文本權威的教學者」、「善於引導溝通的對

話者」以及「跨越邊界的行動改革者」（王嘉陵，2003）。然而，眾多對教師角色

的盼望，若沒有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只會是不切實際的虛無期待，能否改變

終依舊回歸於教師的實際行動。是故，教師增權賦能是教育革新、教師新角色得

以落實的核心。 

    Sprague（1992）分析教師工作，發現教師的職業特徵與工作環境諸如教職

女性化（feminization）、科技化（technologizing）、喪失技能（deskilling）、工作

加重（intensification）、私密化（privatization）等現象都使得教師成為無力

（disempowerment）的一群，並據此提出教師增權賦能的重要。持專業立場的教

師增權賦能觀點，指出教師增權賦能將導引積極正向的學校情境，學校成員們能

夠實現新的想法、積極投入學校事務，增加彼此溝通合作的機會，來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教師教學及學校教育品質（Short & Johnson, 1994）。另一方面，持批

判教育學立場的增權賦能概念，則是期望教師能夠開展自身批判意識，透過教學

解放社會壓迫、打破威權結構，使學生成為公民、達成民主社會的教育理想（Shor, 

1992）。從上述的觀點可以見得教師增權賦能的重要性，其價值在於教師增權賦

能的過程中，教育品質的提升以及教育目標的重新定義。 

    然而，閱讀國外的研究必須回歸本土脈絡來進行對話及反思，回顧批判教育

學理論，學者們關注的教育目標在於達成美國人的夢（American dream），實現

社會的「平等」（equality）、「公平正義」（justice）（Aronowitz & Giroux, 1993），

因此提出增權賦能教育、期望教師肩負起轉化社會的角色；那麼臺灣脈絡對教育

的期待是什麼、欲達成的教育目標為何？對「轉化」的定義及意義勢必不同於西

方情境，教師對教學有什麼樣的期待和想法，使用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標準檢視臺

灣教師的不足，是否恰當？本研究將留意個案團隊教師的轉化論述及實踐行動，

盼能發現當中的關聯、回應此類問題。 

    國內學者亦指出，長期以來教育政策未脫離上下位階的權力授予或分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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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將教師視為專業執行者的角色（周淑卿，2004），學校教師長久以來已萎縮與

被束縛的專業自主、尊嚴及能力，是否能從一次次制度變革中得到增強，是值得

思考的部分（夏林清，1999），由上而下的期許、喚醒教師的專業自主，教師增

權賦能的實質力量如何具體展現？在後現代社會的氛圍下，教師面臨了比以往更

為矛盾及困惑的情境，一方面教師似乎被增權賦能，對自己的行為具權能感；但

另一方面，官僚的約制亦加諸於教師，包括國定課程、能力指標、績效責任和教

師評鑑的實施；教師必須執行管理階層界定的策略、實現其目標，這些皆不是增

權賦能的現象（歐用生，2003）。教師於複雜、矛盾的教育情境中，如何增權賦

能？增權賦能對教師而言究竟具有什麼意義、如何展現，這些皆是本研究關注的

焦點。 

    再者，學校權力結構的轉變，包括教師會及教評會的出現、校務會議的法制

化、家長選擇學校及參與校務的保障、學生學習權的提升，皆形成新的校園生態

結構。然而，組織的建立與權力的重新分配都只是形式上的變革，未必代表實質

的教育革新已經產生。領導者願不願意分享重要權力？教師是否願意、有能力承

擔更多責任（王麗雲、潘慧玲，2000a）？皆會影響增權賦能的成效。教師增權

賦能並非一單純真空概念，校長的行政領導、家長及社區的參與校務、學生的學

習成效，再再與教師增權賦能交織互動；在此種新的權力動態關係下，教師如何

看待自己在學校、在組織、在社區中的位置與意義？感受到何種權能或壓力？在

日漸複雜且多重關係的學校結構裡，教師的增權賦能空間是否得到釋放、加乘？

是探討增權賦能概念的核心。 

    綜上所述，諸多對教師角色的期待、制度的改革、學校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

課程教學的革新，皆指向教師增權賦能，期待教師以實踐性的力量發展自身專業、

組織專業社群、建立合作文化。而本研究關切教師增權賦能的具體實踐，並透過

理論所得之相關概念來尋找研究參與者及場域。本研究以臺灣北部地區一所公立

高中內的一組團隊教師為主要研究參與者，探究增權賦能理念於複雜教學現場的

展現與運作。教育工作的環境條件是否足以使這些理念落實？教師的權力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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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增長與發揮？對於新的教育權力生態有何認知？這些問題極具剖析價值，因

為教師是教育變革成敗的核心，其做與不做、如何做，是教師增權賦能能否產生

力量、彰顯其價值的重要因素。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欲先就場域中的教師權、能狀況做瞭解，續而

深入團隊教師的生活世界，探究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際運作與意涵，並分析影

響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有下列四項： 

一、瞭解變革高中教師權能的概況。 

二、探討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方式與意涵。 

三、分析影響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文化因素與制度因素。 

四、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教育工作者參考。 

貳、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以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為焦點，欲探究

的問題如下，並據此做為資料蒐集、分析討論之方向： 

一、變革高中教師增權賦能的概況為何？ 

（一）教師擁有的權力與能力為何？ 

（二）學校組織（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家長會）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係是

什麼？ 

二、日向團隊教師如何進行增權賦能實踐？為何進行增權賦能實踐？ 

（一）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如何發展？ 

（二）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途徑為何？ 

（三）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是什麼？團隊教師如何解釋自己的工作及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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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文化、制度因素為何？ 

（一）學校組織文化、成員關係如何影響教師增權賦能？ 

（二）教育制度與結構、環境風氣對教師增權賦能產生什麼影響？ 

四、根據研究結果，有哪些建議可以供給教育工作者參考？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能清楚掌握本研究所指涉的概念，並利全文之理解，茲將關鍵的名詞加以

界定如下。 

壹、教師增權賦能 

    本研究所指之教師增權賦能，係指教師根據自己對教育的想法、對教師工作

及角色的界定，所產生的增權賦能實踐行動。教師增權賦能源自教師主體意識及

教育信念的開展，依據自己身處的教育環境，如教育制度、社區特質、學校組織

結構及文化、學生學習狀況，以及資源取得、人際互動狀況，進而決定採取的實

踐行動與策略。當中外在環境制度賦予的教師權利（right）、教師本身的專業能

力（capacity），以及兩者加乘而來教師展現的權力（power），此種教師權能間的

辯證關係、範疇，即是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與實踐層面。 

貳、教學團隊 

    教學團隊（teaching team）是由一群具有共同目標與願景的教師所組成，這

群教師透過分工合作、相互學習、溝通協調、彼此貢獻長才，來達成團隊的目標

與願景，並共同承擔團隊發展的責任。本研究所指的教學團隊為變革高中五位教

師組成之「日向團隊」，團隊於 2008 年自發性成立，主要活動在進行社區文史保

存、推廣活動及協同教學。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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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做以下說明。 

壹、研究範圍 

    為能深入掌握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本研究以具增權賦能展現、參與社群運

作的五位團隊教師為主要研究參與者，並進入團隊教師所任教的公立高中，進行

個別訪談、參與觀察及文件蒐集，來探究教師增權賦能的實際。因研究著重學校

成員互動關係、組織環境對教師增權賦能的脈絡性影響，故亦訪談校長、教學組

長及實驗研究組組長，作為瞭解教師增權賦能實踐的脈絡因素。研究者自 2012

年 1 月上旬開始進入研究場域，待資料蒐集告一段落後於 2012 年 6 月後退出場

域，歷時六個月左右。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資料蒐集以五位團隊教師的訪談為主，也因此所得資料較具同質性，

是從一群全心投入教學活動、參與競爭型計畫撰寫及執行的教師觀點，來刻劃其

增權賦能的樣貌。此外，行政人員部分僅針對校長、教學組長、實研組組長進行

訪談，並無將研究參與者擴及至家長、學生，若加入更多教師、行政人員、以及

學生、家長的觀點，將有助於整體的探討，也更能突顯教師增權賦能在學校情境

中的複雜運作。另一方面，團隊教師所任教的公立高中是一所中大型學校，位於

都市、為北部地區前幾志願學校。因目前高中與高中間的差異性大，各校的辦學

方針、教師專業發展、行政事務、學生來源及素質、家長參與等皆有其獨特性，

因此，研究資料的呈顯、詮釋具脈絡意涵，不具普遍性。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瞭解變革高中教師權能的概況，而後深入探究團隊教師增權賦能

的展現與意涵，並進一步分析影響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教育制度及社

會脈絡因素。是以，文獻回顧包含兩部分，第一節將對教師增權賦能的相關文獻

進行探討，梳理教師增權賦能的定義與層面；第二節則針對教師增權賦能的過往

研究作回顧，釐清其研究取徑、歸納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並提出過去研究

的缺憾，建築本研究之必要性。 

第一節  教師增權賦能的概念分析 

    本節將對教師增權賦能的概念進行分析，首先釐清「增權賦能」的定義以及

當中的權力觀，而後探究「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與層面，期望透過耙梳教師增

權賦能的相關論述，作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從中建構自己的理論視角。 

壹、增權賦能的概念 

    增權賦能概念的分析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先瞭解不同研究領域如何定義增

權賦能，第二部分探討增權賦能中的權力觀點。 

一、增權賦能的定義 

    增權賦能（Empowerment）一詞， 早出現於美國 1960 年代的社會運動，

為一意識型態的展現（Inglis, 1997），在 1970 年，增權賦能進入成人教育的論述

中，期待透過教育來解放受壓迫者（Freire, 1970），而後增權賦能概念亦運用在

商業經營與管理領域（Inglis, 1997）。在檢索增權賦能的相關文獻後發現，舉凡

商業管理、醫療護理、社會運動、女性主義、多元文化、社區發展、社會工作、

教育領域，增權賦能的概念皆被廣泛的使用，且以不同的角度來定義與討論。 

    Conger與Kanungo（1998）整合管理學與心理學對增權賦能之見解，將增權

賦能區分為關係構面（relational construct）與激勵構面（motivational construct），

「關係構面」強調增權賦能是組織中擁有權力者與他人分享權力，使個體有更多

機會參與組織。但是個體被賦予的權力，與組織中掌權者所握有的權力呈現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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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而「激勵構面」則將增權賦能視為增能（enable），指涉個人內在的需

求，諸如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個人效能感（self-efficacy）、自我價

值（self-worth）。 

    學者Page與czuba（1999）由社會工作、社區發展領域角度，將增權賦能視

為一個多面向的社會過程（multi-dimensional social process），涵括個體心理、經

濟、社會等層面，增權賦能意指個體能掌控自己的生活、由自己的觀點去定義重

要的議題，並在生活、所屬社區及社會中，展現自己的權力與實踐能力。從上述

領域對增權賦能的定義可以見得，增權賦能是多面向的概念，無法純粹以單一定

義來概括解釋，但大抵不離主體意識的提升、能力增長（游美惠，2002）、權與

能的辯證（潘慧玲，2001）、社會實踐；而在增權賦能的層面上，商業、管理、

護理領域著重於個人、社群、組織層面的權能改變，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社區

發展、批判教育學領域的增權賦能，則指向挑戰既有的權力系統、改變社會結構，

進行整體性的社會變革。 

    Empowerment 的中文譯名在不同領域也不盡相同，商業管理多將譯為「賦

權」、「賦能」，女性主義、社區發展則譯為「培力」、「充權」、「增能」，社會工作、

醫療護理則譯為「充能」、「充權」，而教育領域多半使用「增權賦能」、「彰權益

能」、「權能」，誠如 Bailey（1992）所言，如何定義及理解增權賦能，必須視對

象、情境脈絡而定。但由這些譯名不難發現，縱然各領域著重之處有差異，但皆

在探討「權力」與「能力」概念，而本研究將 Empowerment 譯為增權賦能，採

用權能並重的譯法，因增權賦能為個體權能增長的動態過程，當中權力、能力的

概念都不能忽視，偏重其一無法呈現增權賦能的實質意涵。 

二、增權賦能的權力意涵 

    由辭典及百科全書探究「增權賦能」的定義，則可先就英文字首「em」做

闡述，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解釋「em」的含義有二；其一為

「外加」（put into/unto），二為「內含」（within）之義。而 Empowerment 中的「權

力」（power）包含：1.「控制」（control）：對人及事務有支配的力量、2.「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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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從事某事之能力及機會、3.「權威」（authority）：人或團體有權柄或

權利（right）去行事、4.「影響力」（influence）：在某個特定領域發揮力量或影

響（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再者，Empowerment 是根據動詞

empower 而來，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對其定義分別有：1.依

法授予權威及權力。2.使人有能力（enable），並為之提供方法與機會。3.促進個

體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發揮影響力。由上述定義可知，增權賦能中的

「權力」為一包含能力、控制、權威、影響力等的多面向概念，可以是外加的，

由他人賦予個人或由他人分享；也可以來自於內在，由個體自發自覺。 

    傳統社會科學將權力視為影響力及控制，是商品（commodity）及固定結構

（Lips, 1991）。Weber（1946）則將權力定義為一個人無視他人意願及興趣，命

使他人依自己意旨行動的能力。此類傳統看法下的權力，是不可變動也無法挑戰

的固定狀態；然而，增權賦能中的權力並非傳統的爭奪、此消彼長型態，增權賦

能的權力概念認為權力是可以改變（change）、可以擴張（expand）（Page & Czuba, 

1999）、權力是一種無限的商品（Short & Greer, 1997），而唯有在此種新的權力

觀中，增權賦能才具實質意義。 

    Kreisberg（1992）則將權力分為「權力支配」（power over）與「權力共享」

（power with），認為增權賦能中的權力並非是缺乏尊重和信任的「權力支配」，

而是參與決策、並發生「權力共享」，將權力視為一種「實踐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implement）。此種觀點與 Irwin（1996）及王麗雲、潘慧玲（2000a）的論述相

同，皆認為增權賦能表達的權力型式，不是傳統的權力支配（power over）、權力

操弄（power through）的上下關係，強調的是權力共享（power with），所有參與

者互動密切、顧及彼此，以及權力內發（power from within）和權力的行動性（power 

to），意指權力來自個體內在，且能具體地行動並產生影響。綜上可知，增權賦

能中的權力概念，不是上位者支配他人的權力，而是指一種達成共同目標的能力，

每位組織成員不再是一個被動接受成果的「受惠者」，而是一個有主體意識與行

動能力的「參與者」（游美惠，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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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增權賦能中的權力觀點，有助於瞭解增權賦能的實質意義。本研究歸納

增權賦能是一動態過程、為一多面向的概念，包含著權利、能力、自我實現、影

響力等，除了權外、亦有能。且合併增權賦能概念中的兩種權力來源，「外在賦

予」與「內發」，增權賦能才具有完整的價值與意涵，缺少其一都將使「有效」

或「成功」的增權賦能增添障礙與困擾（張文隆，2010），也因此，進行增權賦

能實務研究時，不能忽視上述兩種權力來源觀，如此才能完整探究增權賦能展現

中呈顯的權力意義。 

    而若以學校教育情境來論「權力」，權力是存在於學校成員的多方互動中。

且近年來權力下放的觀點在教育領域蔚為風潮，這使學校系統中的權力關係產生

結構性的變化。研究顯示，目前學校組織轉為行政、教師、家長三者處於平行的

權力地位，彼此權力互有動態消長，但三者上層則呈現真空狀態，沒有人總其成

來負責（許籐繼，2000）。而羅文基（1999）亦指出學校行政部門、教師會、家

長會、學生和社區構成了新的學校組織權力結構，學校組織權力結構由一元化的

威權結構，轉向多元的協商及參與。 

貳、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 

一、教師增權賦能的定義 

    教師增權賦能的概念首見於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Paul Freire 的成

人教育理論，而美國第二波教改，則將教師增權賦能視為學校革新的核心。歸納

教師增權賦能文獻及研究報告，可發現四種不同的觀點（Melenyzer, 1990；Blasé 

& Blase, 1994)。第一種觀點來自「批判教育學」，認為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透過

意識覺醒來反思社會環境，起身行動對抗宰制社會力量，此派學者如 Freire、

Giroux、McLaren 與 Apple；第二種觀點為「女性主義」（feminism）領域的研究，

強調破除父權壓迫的女性增權賦能，此派學者將教師增權賦能視為教師透過省思

及集體行動、與學校同事建立平等的關係，進行重視、認同女性事務的教學，提

出此觀點之學者如 Ellsworth、Lather、Weiler；第三種則是學者 Glickman、Light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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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主義」（liberal）觀點，強調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能夠反思，也準備好去

改變自己教室內的教學，此觀點偏向個人主義（individualistic）的角度，未論及

影響教師身處的情境機構條件或社會環境。第四種則是偏向「保守」（conservative）

的觀點，較能應用於目前的學校權力結構，學者如 Darling-Hammond、Leiberman、

Maeroff 假定外部機構會為教師訂定相關規定，聚焦教師工作情境的改善、給予

教師更多的尊重，教師增權賦能等同於教師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 

    歸結上述四種觀點，批判教育學與女性主義觀點的教師增權賦能，期盼透過

教育的轉型達到社會變革；而偏向自由或保守主義的教師增權賦能論述，則著重

於學校結構內增加教師的專業。有鑑於此，本研究將教師增權賦能區分為兩大面

向，將自由、保守主義觀點的教師增權賦能視為制度層面的改變，將批判教育學

與女性主義所指之教師增權賦能合併為批判觀點的論述，採用 Kanpol（1994）

的區分方式，將教師增權賦能區分為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institutional teacher 

empowerment）與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critical teacher empowerment），並分別釐

清兩種增權賦能觀的概念。 

（一）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 

    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是美國第二波教改的主要訴求，其主要檢討第一波教改

的失敗而制定。第一波教改的重點在於增加州政府的規定，學校課程計畫、資源

分配、人事選擇、教學細節皆由政府、地方行政、學校董事會（school board）

所訂定，教師淪為教育政策的執行者（Levin, 1991）。因此第二波教改將教師視

為改革的主要動力，教師增權賦能是學校重建（school restructing）成功的核心。

持制度增權賦能觀的學者們極力尋求教師角色的轉變（Maeroff, 1988a；Rice & 

Schneider, 1994），部分學者致力於教室情境中教師角色的變化、部分則超越教室

擴及至學校組織中（Klecker & Loadman, 1996a），然而都以學校層級為核心，類

似教師專業主義的看法，以下進一步闡述學者們所定義的教師增權賦能。 

    不少學者將教師增權賦能視為「外在環境結構提供的權力及機會」。Maeroff

（1988b, 1988c）認為教師增權賦能等同於教師專業主義，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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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場域中表現得像個專業人員，也像個專業人員般被對待。教師增權賦能的

目標在於提升教師的地位（status）、知識（knowledge）、能做決定（access to 

decision-making）三個層面，是教師個體行為的展現，而非與學校成員們爭奪主

導權。Lightfoot（1986）則將教師增權賦能視為一種教師擁有的機會，使教師能

夠具專業自主權、選擇權、負責任、獲得權威。而學校中的增權賦能並不能侷限

於教師，學校組織中每位成員皆需增權賦能，必須讓學生、教師、行政人員等皆

感受且擁有權能，提升對彼此權能的瞭解而非持衝突的立場，由此將導向學校的

良善（goodness）。 

    而學者 Short、Greer 及 Melvin（1994）則以「個人能力」的觀點來定義，認

為增權賦能是學校所有成員發展能力的一個過程，能負責自我成長以及解決自己

的問題。被增權賦能的個體，相信自己有足夠的技能與知識去改善現況；被增權

賦能的學校則是一個創造機會、讓參與者發展能力及展現能力的組織。回到教師

增權賦能而論，教師增權賦能意指，教師能夠充分發展知識及能力，解決自身面

對的學校情境問題、改善現況。 

    後期研究則傾向將教師增權賦能分為外在結構與內在知能兩部分做定義，

Wilson 和 Coolican（1996）將教師增權賦能概念分為兩部分：外部權力（extrinsic 

power）觀點及內部權力（intrinsic power）觀點，前者指改進教師專業地位的途

徑，使教師享有專業地位，能獲得所需知識、參與集體決策，意指學校決策者將

專業權力交給教師；後者指教師有信心展現自己的能力，能勝任教師工作且感覺

到自我效能，為教師主動追求專業成長；Wilson 與 Coolican 認為內部權力觀點

的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效能之核心，因為此反映了教師如何進行他們的工作。 

    Klecker 及 Loadman（1996a）認為必須擴大教師的角色（expanded roles）、

發展學校組織能力，來促進學校革新及提升教育品質。認為教師增權賦能是一個

有兩端終點（endpoints）的「連續發展狀態」（continuum）。當中一端點是指在

學校階層結構中，有權力者（通常是指校長）將權力下放給教師；另一端點，則

將教師增權賦能視為教師自身透過專業成長、具備專業知識來自我增權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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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empowerment）。 

    國內學者則綜合國外研究提出多面向的定義。許籐繼（2001）認為教師增權

賦能是指在學校組織中，教師個人對自我能力的信任與提昇，且經由主動具體的

作為，來完成工作與組織環境的改變。教師在學校組織中，擁有參與決定的權力

與發揮影響力的能力。鐘任琴（2000）歸納中外學者對教師增權賦能的見解，提

出一綜合性定義：教師增權賦能是一種專業發展的動力過程，指教師具有專業自

主的能力，能自我成長、解決自我的問題；教師增權賦能也是一種專業權力的結

果，指教師個人擁有充分專業知識與教學效能，具專業自主性與地位，能實施專

業判斷、負責任、參與校務決策。透過教師增權賦能，可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

增進學生學習，促進學校進步及發揮教育功能。 

    綜上所述，教師增權賦能是一個多元結構且具綜合性的概念。教師增權賦能

可以視為教師專業的發展歷程與結果，也是教育改革、學校重建的動力。制度的

教師增權賦能觀點接受且順應學校目前的權力結構，著重於教室、學校層面的教

師專業權能與地位提升。本研究綜合上述學者觀點，認為「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

係指學校結構中權力的下放，與教師個人專業知能的提升；一方面教師擁有專業

自主權，能參與學校事務、提升地位，另一方面在心理歷程中知覺到權能感，充

實專業知能與負起專業責任，為一教師外在權力增長與內在專業提升的動態循環

過程，來促進學生的學習以及提升學校的效能。 

    然而，亦有學者對制度性的增權賦能提出批判，Kanpol（1990）指出制度性

的教師增權賦能，的確授予教師一些權威、自主性，包括讓教師能做決定、為學

生選擇課程、掌握自己的專業。但其目的是功能性的、存在著上下階層關係，當

中的權力關係並不平等、誰將要被增權賦能是被決定的，賦予教師的是一種被授

予的權利（right）而非權力，此種權利類似於法律，依附在制度底下。簡言之，

被制度所增權賦能的教師是墨守成規的專家。Neimi（1999）的論述中亦指出，

制度的增權賦能始終不脫離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使用由上而下的方式，上級規範

方案、交給教師執行，教師對於上級的指令只能毫無疑問的服從。以此觀點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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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的教師增權賦能依舊使教師停留於傳統專業角色「把事情做對、把事情做

好」（do things right），而非「做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s）（Darling-Hammond, 

1990）。瞭解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學者立場、對增權賦能之定義及所受批評後，

以下將進一步闡述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定義，而後提出本研究對兩種教師增權賦

能觀的看法。 

（二）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 

    增權賦能論述植基於批判教育學，持此派觀點的學者以增權賦能教育

（empowering education）或解放教育（emancipatory education）為主軸，認為增

權賦能的意義是奠基於人性關懷與解放壓迫的基礎上，教師是促進、轉化教育及

社會的角色， 終目標是完成教育與社會的增權賦能。此派學者所論述的教師增

權賦能是指教師如何促進教育上的增權賦能，教師增權賦能意味著教師從事轉化

學校教育與社會壓迫情境的行動與歷程。 

    不同的批判教育學者詮釋教師增權賦能角度有些許差異，Giroxu（1988）強

調教師須發揮「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角色，Kreisberg（1992）則主張教師轉化權

力的支配型式，Shor（1993）及McLaren（2003）則由學生作為教育的主體角度

出發。批判教育學者指出，教師增權賦能 終的目標在於完成教育的轉化，教師

的教學目標則指向解除社會壓迫。 

    Giroux由教師的角色來詮釋教師增權賦能，Giroux（1988）將學校定義為民

主公共領域（schools as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學校由各種批判性的探索建構

而成，以促進個人自由與社會正義為目標。Giroux將教師定義為轉化型知識份子

（teachers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認為教師不該被視為是一種技術性角色，

必須喚起教師自身對現狀的批判意識，重新思考及轉化自己工作的本質，並進行

研究、發展課程、共享力量。教師必須結合反省與行動，提供學生必要的知識與

技能來面對社會的不公平；教師要成為批判的行動者，致力建造一個免於壓迫與

剝削的社會。 

    Kreisberg（1992）認為增權賦能含括二層面，當中一個層面涉及心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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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process），增權賦能與個人自我價值、自信與自我效能感緊密連

結；另一層面，則涉及人們在身處的社會及政治情境，能獲得有價值的資源。因

此增權賦能是指個體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實現自己的需要，透過權能的增長，積

極參與社會及政治生活。教師增權賦能意指教師能夠參與學校決策、教師間能彼

此支持與對話，亦有機會透過教學反省與實踐來發聲，進一步將權力結構轉為權

力共享。Kreisberg亦指出，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個人及整體機構開始變革的過程，

過程中教師能轉變學校組織結構、改變自己與同事及學生的關係，進而建立民主

社會。 

    McLaren（2003）表示，批判教育學的目的不僅僅在協助教師增權賦能，更

在協助教師進行增權賦能教育。他以兩種方式分析日前的學校教育：第一，學校

是依據種族、階級、性別來作為篩選學生的機制；第二、學校也能成為讓個人與

社會增權賦能的場所，因而獲得力量改變社會。其主張教師需要明瞭學校在知識

與權力面向扮演的角色、瞭解自己的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教學，並檢視主流的論述

與真理、理解學生的世界如何建構，據此發展自己與學生的批判能力，使學生成

為具備公民勇氣的行動者。 

    Irwin（1996）指出至力於變革的教育人員們（educators）皆需增權賦能，他

定義具權能的教育人員（empowered educators）是相信自己與自己行動能力的人，

他們瞭解社會的宰制系統，並且致力於改進社會壓迫的措施，他們尊重他人的尊

嚴與人性，並且運用自己的力量以實現個人的獨特性。無論是單獨工作或與他人

合作、建立增權賦能社群（empowering community），皆堅定且熱情的支持教室、

學校、社會中所有人的自我實現。 

    國內學者對於教師增權賦能的討論依循Freire及Giroux而來，學者方永泉

（1999）以Giroux「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概念出發，認為社會結構的改變並

非一蹴可幾，因此不將焦點侷限於社會結構的轉變，而將教師增權賦能涵括於整

個教育活動過程中，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對於自我、學生、教法及教材的轉化，

終則是社會結構的轉化或是改造。姜添輝（2010）探究批判教育學對於師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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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啟示，認為學生中心的民主對話教學仍需要教師的引導，應以「增權賦能」

方式擴大教師的權限，據此發揮「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職能，培育學生成為具有

批判意識、積極社會行動的社會成員，促使社會從壓迫性轉向民主型態。 

    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論述強調教師的反省與行動，在教育及學校體系內注入

改變的力量、轉化學校裡的文化。一個批判的增權賦能教師，即是持批判教育學

立場的教師，不同於制度性的增權賦能教師（Kanpol, 1994）。簡言之，批判的教

師增權賦能，意味教師在教育中應以批判意識、反省性實踐者自我定位，並轉化

學校的現有結構，促使學校作為一個民主、公共的領域。 

    綜合歸納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之觀點，本研究將批判的教

師增權賦能視為一動態歷程，是教師擁有批判意識進而投入改造教育及社會的實

踐行動；因此，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一方面指涉教師意識的覺醒，瞭解社會壓迫

情境與運作方式，透過改變課程內容、教學方式與師生間的關係，發展出解放的

力量與實踐行動，促使學生成為具批判能力的公民；另一方面，教師尋找及建立

增權賦能社群，共同合作來增進增權賦能的力量、轉化威權的社會結構及意識型

態。 

    然而，批判教育學於教師角色的論述亦受到許多質疑，包括教師意識的覺醒

或批判意識若運用不當，會落入主觀的武斷；其論點亦含有特定的意識型態，可

能成為另一種教條（李奉儒，2003），且批判教育學的語言過於抽象和理想化，

難以落實到教室生活的實踐（王慧蘭，2003）。再者，當社會制度處於穩定運作、

新右派思想主導教育改革、教師面臨制式的評鑑時，教師要如何實踐其批判性角

色？過於強調教師行動主體的作用，那無異是將教育責任強加予教師（張建成，

2004）。因此，研究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不可忽視學校現有結構的限制、現實中

教師教學及角色的可能性與困難處，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兩種教師增權賦能概念的

關聯。 

（三）兩種教師增權賦能觀的交會 

    透過上述制度的與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定義探討，不難發現兩種觀點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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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且目標不同。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偏向教師專業主義，由教師角度出發，針對

當前教育體制中教師缺乏權力的狀態，主張以教師增權賦能來提昇教師專業權力

與能力，進而提高學校效能及學生表現。批判教育學所論述的教師增權賦能，則

從教育意義及功能角度出發，認為教師應為轉化型知識份子，追求社會壓迫的解

放。 

    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以提昇教師的專業權能為要務，致力於賦予教師更多的

權利、提供教師專業學習成長的機會，來促進教師的權能。相對地，批判的教師

增權賦能論述秉持對壓迫的覺知與解放的追求，重視教師個體批判意識的覺醒、

教學方法的變革，以成立增權賦能社群、進行增權賦能教育，來發揮教育重建的

力量。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關注教師制度面向權力與能力的開展，而批判的教師

增權賦能則偏向以教師教學及教師意識、行動的角度出發。以下將兩種教師增權

賦能觀點的主要訴求以表2-1說明之。 

 

表 2-1 兩種教師增權賦能觀點的訴求 

 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 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 

學校定義 專業的教學場域 為一民主公共領域 

教師增權賦能目標 提高教師專業，進而提升學

校效能、學生表現 

造成社會變革，消除霸權與

壓迫 

權力關係 「由上而下」的權力下放 解放權力、權力共享 

教師角色 教育專業人員 轉化型知識份子 

教師增權賦能方式 提供支持性的學校環境，增

加教師專業權力與能力 

教師批判意識的覺醒、教學

方法的變革、建立增權賦能

社群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而近期學者則由實徵研究來論述教師增權賦能，偏向交會批判與制度的增權

賦能概念，Neimi（1999）認為教師增權賦能是追求教師身分地位的提升、鼓勵

教師提倡教育改革及促成社會變遷。教師必須提升專業自主，而非毫無質疑的服

從政府訂定的政策；教師需要主動學習、深入理解學生學習，取代技術性的教學

法或要求學生展現規定的能力。Webb 等人（2004）則認為教師增權賦能是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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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運動，是自我產生（self-generated）而非外加，由個別教師自發且互相

影響、起而行動，教師增權賦能可以被鼓勵、被促進，但無法強加於教師。本研

究將兼採兩種增權賦能觀點作為理論視角，茲將理由說明如下。 

    兩種教師增權賦能觀各有強調的面向及目標，本研究認為制度的增權賦能偏

向「外而內」的觀點，側重如何運用有效的外部方法，如制度、策略、成效，由

外而內地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及教學效能；相對的，批判的增權賦能偏向「內而

外」的觀點，則著重於教師內在的動力，包括教師批判意識的覺醒、實踐行動，

由內而外地主動發展自身，進而轉化社會結構及教育。茲將兩種增權賦能觀與教

育政策、制度間的關係，以圖 2-1、圖 2-2 呈現。本研究認為，兩種增權賦能論

述無法截然二分，縱然立場有差異，但當中亦有交集之處，如教師個人意識及行

動、組織變革、權力關係的改變等，必須產生兩者的對話才能發揮教師增權賦能

的真實力量。因此，本研究將兼以兩種教師增權賦能觀點為理論視角，探究個案

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呈現的樣貌。 

 

 

圖2-1 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制度的教師賦
權增能

教育政策、制
度

外在環境 

外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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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二、教師增權賦能的層面 

    在澄清教師增權賦能定義及特點後，必須掌握抽象的概念、定義如何化為具

體，因此，以下將分析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質層面，並以此做為參與觀察及訪談之

依據。此部分亦採用制度的及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區分方式，將兩者所指涉層面

說明如下。 

（一）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層面 

教師增權賦能是一個由許多向度所構成的複雜內涵、指涉一個動態的過程

（Short, 1992 & 1994），而學者論述的增權賦能層面不一，部分學者持權力結構

來論證、部分則從個人內在心理知覺來說明，亦有學者綜合兩者做論述，茲分述

如下。 

    Rice及Schneider（1994）將參與決策視為 重要的教師增權賦能方法，並分

析教師參與學校決策的內容，將教師增權賦能內涵歸納為兩個層面： 

1. 教學層面：包括確定單元學習目標、訂定向學生家長報告學生學習的程

序、訂定評量學生學習的方式、安排學生學習小組，擬訂自己科目教學

批判的教師賦
權增能

教育政策、制
度

外在環境 

內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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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學團隊之預算、規畫學生資料的記錄及運作方式、選擇教科書及教

材、決定學生學習成就評鑑標準八項。 

2. 學校管理層面：包括決定學校的行政及組織結構、訂定學校的政策大方

針、發展教職員在職進修計畫、設計學生輔導計畫、解決學校與社區的

關係問題、訂定學校目標、決定教師評鑑方式、分配教學資源、選擇單

位主管及團隊領導者、規劃家長參與學生學習活動、評鑑教學績效、聘

用新教師等十二項。 

    Klecker與Loadman (1996a)檢視過去教師增權賦能之文獻，將教師增權賦能

層面歸納為十四項，而在其後發表的兩篇文章（Klecker & Loadman, 1996b, 1998），

則刪增、合併原本十四個層面為十三個層面，屬於需要改變的傳統學校結構層面

有六項：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權威/領導（authority/leadership）、課程規

劃/設計（curriculum planning/design）、同儕關係/共同合作

（collegiality/collaboration）、參與決策（decision-making）、影響力（impact/causal 

importance）；而屬於教師的自我增權賦能（self-empowerment）層面則包含以下

七項：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專業知識（professional knowledge）、

責任（responsibility）、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自我尊重（self-esteem）、

地位（status）、指導（mentoring）。 

後續研究廣泛引用的增權賦能層面是 1992 年 Short 及 Rinehart 提出的「學

校成員增權賦能量表」(School Participant Empowerment Scale, SPES)，此量表奠

基於兩部分，其一為過往文獻，其二為 Short 於 1989 年至 1992 年從事的實徵研

究「增權賦能學校區域計畫」（The Empowered School District Project），透過因素

分析所得確立教師增權賦能的六個層面，而後續研究或量表皆以此六層面為參考

依據，以下就此六大層面說明之： 

1. 參與決策（decision-making）：教師能參與學校中重要的決策，增加教師

對工作環境的掌控。 

2. 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任教學校提供教師專業成長及發展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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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於學校中不斷地學習、擴展技能。 

3. 地位（status）：教師察覺來自學生、家長、同事、校長的尊重，此足以

促使教師教學更加專業。 

4.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教師知覺自己有能力幫助學生學習、為學生建

構有效的課程，且對學生的學習產生正向改變。 

5. 教學自主（autonomy）：教師相信自己能決定工作的某些面向，如行事曆、

課程、教科書、及教學計畫的訂定。 

6. 影響（impact）：教師知覺自己對學校有正向的作用，能夠產生實際的影

響。 

    國內學者王麗雲與潘慧玲（2000b；2001）則依據臺灣國情，修改1992年Short

及Rinehart的SPES量表，而後於臺灣中小學施測，其指出教師增權賦能的五個面

向，為專業影響力、自我效能、專業地位、專業成長、自主。並將教師增能的具

體實踐分為三個層面： 

1. 在個人部分：個人有機會發揮其能力，控制與自己工作有關的事項，也

能夠學習新的能力，提升自己的知識與技能。 

2. 在環境方面：個人所處的組織能夠提供機會使個人擁有權力，享有自主

權與選擇權，也能夠參與決定。 

3. 在結果部分：增權賦能的結果是責任感、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

與互助合作關係（collaboration）的建立，是民主參與的表現，是強烈行

動意願的展現以及具體影響力的發揮，亦是地位的提升。 

    鍾任琴（2000）將教師增權賦能分為「權」與「能」二大範疇。「權」指教

師因本身職責及專業素養而擁有的「專業權力」，「能」係指依教師權力發揮而具

備的「專業地位與影響力」，為教師個人在專業地位及專業影響力方面的知覺作

用。此外，也編製「中小學教專業權能問卷」，將教師增權賦能區分為四個層面：

參與決策權、教學自主權、專業成長權及專業地位與影響力，依此做為測量教師

增權賦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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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學者對教師增權賦能內涵的說明，可知學者們多將教師增權賦能區分

為數個層面來論述，部分學者亦透過發展量表來測量教師增權賦能，然而仔細觀

察學者所論及的教師增權賦能層面，可發現差異性不大、具共同性。因此，本研

究歸納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展現於三個範疇：個人心理範疇、教學範疇、學校組

織範疇，並參照鍾任琴（2000）對教師增權賦能層面的論點，將教師增權賦能區

分成二個層面，「增權」的層面及「賦能」的層面，說明如下： 

1. 「增權」層面 

（1）參與決策權 

    指教師能參與學校中較為關鍵且重要的決定，並承擔決定所帶來的責任。參

與可分為個人教學與學校組織兩大面向，在個人教學部分如課程、教材、學生管

理與輔導，在學校組織層面如教學設備、預算、法規、人事聘任及獎懲等制度規

範。 

（2）教學自主權 

    係指教師享有教學上專業自主的權力，能決定教學目標、教材、教學方法、

成績評量、輔導管教、班級經營等教學事務，且不受外力不當之干涉。 

（3）教學權威 

    指教師擁有專業尊嚴、享有專業地位，被視為是專業人員。受學校行政人員、

其他教師、學生及家長之尊重與肯定，在學校事務上發揮專業功能，對學校校務

計畫及決策產生積極的、正面的影響。 

2.「賦能」的層面 

（1）專業知能 

    指教師擁有專業的知識與能力，包括熟悉學校整體目標與政策、瞭解任教科

的學科內容、熟練各種教學方法、具備研究能力、發展與實踐多元適性評量。 

（2）專業成長 

    係指教師有權力與機會進行研究、進修與教學成長。意指教師能繼續參與各

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動，如研習、研究計畫等，藉此增進教學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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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效能 

    指教師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具有能力、肯定自我的價值。也就是教師從

事教學工作時，對本身具有的能力、對自身影響學生程度的主觀評價。 

（二）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層面 

    持批判教育學觀點的學者強調學生經由教育的歷程而增權賦能，脫離權力的

宰制與束縛、能夠對抗壓迫性的社會力量，持此觀點的學者並非將焦點置於教師

個人的增權賦能，他們關注的是整個教育體制的轉變、如何擺脫社會的宰制。是

故學者對教師增權賦能的描述大多暗藏於解放教育及教師教學的論述中，且不同

學者關注的面向亦有差異，但皆指向教師所需肩負的角色、教學的實踐，而從中

可以歸結此派學者對教師增權賦能實踐層面的見解。 

    Freire不將增權賦能停留於學校層次，在其所提出的解放教育中，指出解放

教育重要的特徵在於鼓勵超越校園圍牆的批判，進而抵制、反抗社會宰制意識型

態的再製，建立民主文化的場域。因而教師必須是解放式教師（liberatory teachers），

不只於學校教室層級內進行批判性教學、產生非官方的知識，亦進行教室外的社

會運動、社區組織的教育活動（如講座、座談及出版等）、與社會運動及社區組

織中的人們聯盟（Shor & Freire, 1987）。 

    亦可透過對教師角色的澄清來瞭解教師增權賦能實質展現層面，Giroux

（1988）指出將教師為轉化型知識份子有下列三種意涵。首先，它提供理論基礎

來將教師工作視為知識勞動（intellectual labor）而非僅是工具性或技術性的活動。

第二，它闡述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所需具備的意識型態與實務條件。第三，

它有助於理解教師在採行某種特定教學法時，即是在製造或合法化某種政治、經

濟與利益。上述彰顯的教師增權賦能層面為，教師是個反省性的實踐者而非照章

行事的技術者，要成為主動的、有反省力的學者及實踐者，強調教師必須積極提

出他們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追求什麼教育目標等問題，有責任塑造學校教育

的目的與條件；再者，Giroux 亦指出學校是經濟、文化、政治及社會關係交錯的

場域，它無可避免的蘊含權力與控制的問題。換言之，學校合法化某種特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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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語言習慣與價值，學校並非中立場域，所以教師必須明瞭自身進行工作時，

究竟是生產與合法化何種意識型態、利益。 

Shor（1993）則關注教師的教學，其指出增權賦能教育強調十個重要的價值，

分別是：「參與的」、「情境化的」、「批判的」、「民主的」、「對話的」、

「去社會化」、「多元文化的」、「研究取向的」、「行動者」與「情意的」。

透過這些價值的描繪可以更加瞭解Shor所指涉的教師增權賦能層面與教師之角

色，茲將十個價值簡述如下： 

1.參與的（participatory） 

    教師要求學生透過課堂參與來解構問題、建構屬於自己教育；這樣的學習歷

程充滿互動與合作，學生進行許多討論與寫作，取代聆聽教師的講述。 

2.情境化的（situated） 

    課程內容及材料必須建立於學生的思維、語言與文化等脈絡，並連結材料至

他們熟悉的情境中。換言之，教師須以學生使用的文字、語言、理解程度與需求

做為教學的起點。 

3.批判的（critical） 

    教師藉由課堂的討論使學生思考自我與社會，討論諸如：我們如何談論議題、

我們如何知道自己知道什麼、如何學習哪些我們必須知道的知識、學習是如何進

行或為何不進行等，由此讓學生批判性地檢視自己的知識與語言、思考學校中學

科的設置、重構學習的歷程、解構知識與社會的關係。 

4.民主的（democratic） 

    教室中的論述必須是民主且由教師與學生共同建構的，學生有權利在對話教

學中發聲、與教師進行課程協商。Shor認為教師與學生必須一同發展課程、評鑑

課程。 

5.對話的（dialogic） 

    教室中 基本的要素便是對話，而對話必須是由教師與學生共同提出及建構

的。教師要實施對話教學，並將對話導引至更深的層面，重視對話中的問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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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講述，讓學生確立自己的教育權、用他們的語言文字建構對話。教師必須使學

生明白他們正在產生屬於自己的教育，而非接受早已為他們備妥或為他們制定的

教育內容。 

6.去社會化（desocialization） 

    去社會化指消除傳統教育中學生對學習的沈默與順從，要求教師擺脫呆板、

教師講述的課堂形式，認為教師應轉變為問題的提問者與對話的領導者。 

7.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 

教室裡將關切社會中種族、宗教、年齡與性別的文化，並且採取批判立場，

檢視主流與非主流族群中的壓迫、不平等；課程內容要讓不同性別、階級與種族

的議題均等出現。 

8.研究取向的（research-oriented） 

    強調教育是根植在教師對教室及社區的研究，意即是教師要對學生的語言、

行為、條件、認知方式、情感發展有所瞭解。除此之外，期望學生是探究者，能

質疑日常生活經驗、社會與學術內容中出現的問題。 

9.行動者（activist） 

    透過教師與學生的彼此提問、合作式學習、參與等方式，教室成為一個積極

互動的場域，亦從批判性對話中，找尋具體行動的方式。 

10.情意的（affective） 

    一個具備批判且民主的教室，除了致力探究社會問題外，亦著重發展多樣的

人類感情，因此課堂中問題的呈現、對話的方法外，亦包含各式情感的發展，如

幽默、憐憫或憤怒等。 

    Parwat（1991）則視教師增權賦能為一個持續的「對話」（conversations）過

程，他將教師增權賦能統整為兩個層面（表2-2），一是情境脈絡層面，透過教師

個人「與自我對話」及向外「與環境對話」的情境中產生教師增權賦能；另一是

目標層面，分為知識和政治兩個範疇。知識範疇的目標為使教師重新檢視自己是

否無思考地接受或否定專家宣稱的知識，而政治範疇的目標在於提升教師處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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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政治壓迫的能力。 

 

表2-2  Parwat教師增權賦能的兩個層面 

情境脈絡 
目標 

知識範疇 政治範疇 

與自我對話 
我接受哪些知識與價值？ 我應該提供什麼使教育的對話

不斷進行？ 

與環境對話 

在教與學中我應該重視什麼？ 身為一個專業人員，我需哪些

資源和支持，使我成為成功的

教師？ 

資料來源：出自Prawat（1991: 738）。 

 

    以下就表格內容逐一說明之，與自己的對話「我接受哪些有效的知識與價

值？」部分，是教師對自己知識信念的檢視，教師必須瞭解知識是社會的產物，

強調透過反省、批判與質疑來重建知識。「我應該提供什麼使教育的對話不斷進

行？」部分，意指對自我的肯定以及對不平等權力關係的處理，要達成這個目標

有賴教師意識的提升，瞭解社會制度與程序如何維持不平等關係，並提供支持性

環境，使教師敢於發聲。 

    而與環境的對話「在教與學中我應該重視什麼？」部分，鼓勵教師採用新的

觀點來看待世界、使用多種方式的建構，為教學注入新的變化。「身為一個專業

人員，我需哪些資源和支持，使我成為成功的教師？」部分，是教師對自己專業

的承諾，教師會更積極尋求工作場域、社會中的資源與協助，並將之充分運用於

學生學習。 

    Irwin（1996）指出教師自我增權賦能是朝向增權賦能學生的第一步，並提

出教師增權賦能的三個層次，首先，教師必須了解霸權系統如何在教師及學生的

校園生活中運作，如官僚體制、科學理性、霸權的內化皆使教育人員無法增權賦

能，而對學生的標籤作用及過於強調行事曆、規定、認知測驗，亦使學生無法增

權賦能；第二，教師必須決定什麼是自己真正重視的、何謂人性的尊嚴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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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此反思教育的實施，作法包括分享權威、鼓勵多元的聲音、重新定義多元文

化、平等的對待各種知識等； 後，教師必須建立增權賦能社群來支持及具體展

現增權賦能行動。除了提供檢視自我教學的教師研究團體（teacher research groups）

外，增權賦能社群的成員亦來自於校內、校外的各種組織，如學校改革團體、社

會工作、宗教、社區及政治組織，教師透過參與組織及合作，發揮集體的力量來

改變教育及社會結構。 

    國內對於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層面界定較偏向承襲國外而來，方永泉（1999）

歸納Giroux對「教師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義描述，認為其所指層面有四：一、

教師不再只是完成專家或上級長官所交付任務的技術執行者，而應該作為一個有

自覺、反省的知識份子，對於社會、宰制階級能採取批判與質疑的態度；二、教

師必須超越「假中立式」或「非政治性」的身份，實際地投入「政治性」（political）

的實踐行動中。真正的批判與反省，必定伴隨著實際的行動；也唯有在行動過程

一再地批判與反省，這種行動才不致成為盲目的行動主義（activism）；三、教

師不僅必須改造學校教育情境，使學校真正成為一個完全民主、開放的討論領域，

亦須培養學生批判、開放的民主態度；也必須投身於校外的社會改革事業中，與

其他教師或社會團體一起解放社會環境中存在的不公義與不平等，實施解放、自

由、不受壓迫的教育；四、透過教師角色及本質的轉化，其 終目的在於完成「教

育」意義的轉化、解放教育。 

    由上述之增權賦能層面歸納，制度上的教師增權賦能層面為：參與決策、享

有教學自主、具備專業權威、擁有專業知能、能進行專業成長、展現自我效能；

而批判教育學所指涉的增權賦能層面為：批判意識的覺醒、增權賦能行動的實踐、

建立增權賦能社群、社會的改造。但兩者關注的焦點不同，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

層面訴求於教室及學校中教師權力與能力的開展；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則致力於

權威、權力、知識及民主的重新界定，教師擴展超越學校層級的教育工作。茲將

兩者指涉層面以圖2-3說明。而本研究將引介上述兩種教師增權賦能的不同層面，

作為實徵研究之基石，瞭解增權賦能於教師每日生活的實際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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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兩種教師增權賦能觀的層面 

資料來源：修改自Melenyzer（1990: 55）。 

 

    教師增權賦能是一項源於西方的概念，因此在運用及思考時不能忽略時空特

性與侷限，如教師對於其工作範圍內事物擁有的權力多寡會受其所身處教育行政

體制影響（沈姍姍，1996），Brant（1989）訪談 Liberman 的文章中亦提及，美

國教師已擁有相當大的個別自主權（individual autonomy），因此教師增權賦能訴

求中欲轉變的是教師的集體自主權（collective autonomy）。然而在臺灣，無論是

制度的、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當中的引用及論述都依舊充斥著西方教育理念的

移植性格，卻缺乏本土文化的理解與體認（余安邦，2007），臺灣高中教師在每

日生活中如何呈顯教師增權賦能？現實中的阻力及助力為何？更進一步的，教育

現場能從中受惠多少？皆是本研究觀察及訪談時關注的焦點。 

 

 

 

 

社會

社區

學校

教室

批判的 

教師增權賦能 

制度的 

教師增權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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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增權賦能的實徵研究 

    本節回顧國內外與教師增權賦能相關的實徵研究，依此說明國內外研究的取

徑與意義，並分析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微觀與鉅觀因素，作為探究個案團隊教師

增權賦能展現與意涵的借鏡及立論基礎。本節實徵研究的呈現方式依然以制度的、

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做區分，茲先就表格概括列舉，而後選取與本研究較為相關

的研究加以說明，並於本節 末整理國內外教師增權賦能實徵研究的趨勢及影響

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 

壹、國外的相關研究 

一、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 

表 2-3 國外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Lightfoot

（1986） 

好的高中

增權賦能

情形 

美國六所

好的高中

學校成員

觀察、訪

談、文件

分析 

1.校長指出同盟的需要，以及與

成員們建立信任、親密關係的重

要性；校長致力於重新分配學校

組織權力。2.教師是增權賦能過

程中 主要的行動者。在好的學

校中，教師是具有聲音及願景的

一群，他們被賦予相當的自主及

權威。3.唯有經過校長、教師的

實踐，才有可能將一連串的增權

賦能過程下達至學生部分。 

Brederson

（1989） 

教師增權

賦能對校

長覺知其

管理者角

色的影響 

中小學校

長各5位

（當中2

所學校具

備校長及

教師間的

專業自主

及決策共

享） 

訪談 1.校長透過分享管理及增加專

業自主來使教師增權賦能。2.校

長認為教師需有一定的準備

度，接著才有教師增權賦能。3.

地區教育局長的不同領導方式

會對教師增權賦能產生助力或

限制。4.進行校長、教師增權賦

能實踐，時間是必備的重要資

源。5.校長對於教師角色的期待

及界定範圍，會影響教師的增權

賦能展現。6.學校中校長及教師

的溝通、信賴、分享專業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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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有助於彼此的增權賦能。 

White 

（1992） 

教師增權

賦能於學

校本位管

理下的展

現 

3所小學

的校長及

30位教師

訪談及問

卷調查 

1.教師增權賦能的優點有五

項：提高教師的士氣、教師能獲

得更多關於學校及學區的訊

息、教師能增加與校內外的溝通

管道、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有

更佳的誘因來吸引及留住優良

的教師。2.學區對於教師參與決

策的限制：缺乏時間、訓練和經

費。 

Rinehart及

Short（1993） 

閱讀復甦

方案中三

種不同教

學角色教

師增權賦

能與工作

滿意度的

關係 

閱讀復甦

方案的領

導教師、

閱讀復甦

教師、一

般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增權賦能與工作滿意度

具正相關，教師增權賦能感較強

的教師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度。2.

閱讀復甦方案領導教師的增權

賦能感及工作滿意度顯著高於

閱讀復甦方案教師及一般教

師。究其原因為：閱讀復甦方案

領導教師接受為期一年的訓

練，回到學區後其對自己行事曆

的安排有更多表示意見的機

會，他們亦指出自己對於閱讀過

程（知識）理解的提升、具有影

響文化不利兒童學習的信念。 

Rice及

Schneider

（1994） 

分析1980

年到1991

年的教師

增權賦能

的變化 

威斯康辛

州國高中

261位教

師 

問卷調查 1.教師的參與程度越高、工作滿

意度越高。2.實施學校本位管理

的教師，在參與決策、具影響

力、工作滿意度上，比未參與的

教師要高。3.十年來教師的參與

度越來越高，但其所知覺的影響

力及工作滿意度卻未提升。 

Short及

Rinehart 

（1993） 

學校氣氛

和教師增

權賦能的

關係 

美國六州

中八所學

校257位

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增權賦能與學校氣氛呈

現負相關，當教師知覺到的權能

感增加，會導致較多的組織衝突

與較差的學校氣氛。2.教師於學

校組織中，必須具備問題解決、

規畫、執行的能力。 

Short、Greer 學校如何 參與增權 觀察、訪 1.當校長不願意改變，學校中無

表 2-3 國外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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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及 Melvin

（1994） 

定義增權

賦能、如

何改變學

校文化來

增權賦能

學校成員 

賦能學校

區域計畫

的5所小

學（其中

一所為私

立）、4

所高中的

校長及教

師 

談、文件

分析 

法產生增權賦能。2.在增權賦能

的學校中，領導教師扮演重要的

角色，包括：建立團隊、集合教

師討論增權賦能、和校長一同提

倡增權賦能概念。3.專業力量使

學校能夠增權賦能成員。4.成功

增權賦能的學校，成員們對學校

教育具有廣大的視野。5.增權賦

能學校的成員們，具有許多機會

來處理學生的學習問題。 

Wu及Short

（1996） 

教師增權

賦能、工

作承諾與

工作滿意

度的關係 

美國東北

部39所公

立學校

612位教

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增權賦能與工作承諾、工

作滿意度呈正相關。2.教師增權

賦能中的自我效能及專業成長

能顯著預測工作滿意度。3.專業

成長、自我效能及地位能顯著預

測工作承諾。 

Marks及

Louis (1997) 

教師增權

賦能與教

師的教學

實踐、學

生學業表

現的關係 

國小、國

中、高中

各8所 

問卷調

查、訪談

及觀察 

1.教師增權賦能是重要但並非

充足的要件，來影響教師的工作

方式及教學實踐。2.縱然教師增

權賦能與教師的教學方法及學

生的學業表現無直接相關，但是

數據顯示當中具有不直接的關

聯。 

Klecker及

Loadman 

（1998） 

教師增權

賦能面向

的測量 

美國俄亥

俄州180

所公立學

校4084位

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增權賦能整體平均在五

點量表上為3.82，屬中上；其中

專業成長得分 高（4.19），其

次依序為自我效能（4.12）、地

位（4.07）、專業影響（3.57）、

參與決策（3.43）， 專業自主

（3.08） 低。2.國小教師的增

權賦能感比高中教師高。 

Rinehart、

Short、Short

及Eckley 

（1998） 

教師增權

賦能與校

長領導的

關係 

美國東北

部25所小

學525位

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增權賦能與校長的社會

吸引力（social attractiveness）、

校長可信賴度（trustworthiness）

達顯著相關。2.教師增權賦能六

個面向與校長的社會影響理論

三個要素呈正相關。即校長越專

表 2-3 國外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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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業、具社會吸引力及可信賴的特

性，教師知覺到較高程度的參與

決策、專業自主、影響力、專業

成長、地位及自我效能。 

Marks及

Louis (1999)  

學校組織

學習能力

與教師增

權賦能的

關係 

實施學校

本位管理

的國小、

國中、高

中各8所 

問卷調查 1.將教師增權賦能分為四個層

面：學校政策、教師工作生活、

學生學習經驗、教室控制，而教

師增權賦能與學校組織學習能

力之間有顯著且一致的相關。2.

教師增權賦能中的教師工作生

活及學生經驗，與組織學習能力

各層面具有相關。 

Martin、

Crossland及

Johnson

（2001） 

教師增權

賦能、教

師對學生

成就的責

任感、學

生成就間

的關係 

美國西南

部271位

小學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增權賦能和教師對學生

成功的責任感間有正相關，和對

學生失敗的責任感間則無顯著

相關。2.教師對學生成就的責任

感與學生的學習成就間無顯著

相關。3.教師的增權賦能與學生

學習成就無顯著相關。4.學生成

就是學校專業成員們 關心的

部分，然而學生成就是一複雜的

概念，需要更多的變項來進行研

究。 

Wan 

（2005） 

教師對教

師增權賦

能及學校

本位管理

的感受和

瞭解 

香港103

位國小教

師及4位

國中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對於學校本位管理及學

校本位管理與教師增權賦能的

關係只有粗淺的認知。2.教師對

於學校本位中教師的新角色瞭

解不深，教師並非接受而是抗拒

新的角色。3.教師不清楚教師增

權賦能及學校本位能帶來哪些

預期的益處。 

Zembylas及

Papanastasiou 

（2005） 

教師工作

滿意和增

權賦能的

關係 

西亞塞普

勒斯的國

小、國中

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的工作滿意與增權賦能

相關，意即教師對於參與決策、

專業成長、升遷及地位的滿意度

會影響其增權賦能知覺。2.影響

教師增權賦能 大的因素是升

遷機會，但二者間成負相關，即

表 2-3 國外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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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升遷機會的滿足感增加，權能感

會降低。3.第二個影響教師增權

賦能的因素是參與決策的機

會，教師滿意參與決策的機會，

權能感會增加。 

Thornburg及

Mungai

（2011） 

教師對於

學校改革

中合作文

化及專業

發展的觀

點 

紐約的42

所中小學

教師 

訪談 教師並非抗拒改革，而是在改革

中產生教師增權賦能。然而，教

師亦提及諸多的限制，包括教師

被要求更多的行政功能、教學時

間的剝奪、學區及學校的領導缺

乏協調且給予相當少的支持、以

績效責任要求教師，使教師無法

兼顧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生日趨

多樣化，自身專業能力有限、教

師仍具孤立主義。 

Lee、Yin、

Zhang及Jin

（2011） 

教師增權

賦能與中

國2001年

課程改革

教師接受

度的關係 

中國六個

省份中

1646位中

小學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對於課程改革的實施及

課程改革的結果抱持正向看

法，且接受度高。2.女性教師擁

有較高的權能感及對課程改革

的接受度。3.教師的專業成長能

強化其知覺的課程改革結果，然

而教師參與決策卻對知覺到的

課程改革結果有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整理上述國外實證研究可以得知，研究大多從提升教師專業、學校效能的角

度為出發，指出學校文化、學校成員對教師增權賦能發展的重要性。歸結制度的

教師增權賦能研究主題，除了從學校脈絡描繪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優點與限制

外，亦不乏眾多探討影響教師增權賦能因素的研究，如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

校長領導、學校氣氛、學生成就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係等，研究結果大多肯定教

師增權賦能對教師個人及學校產生的正向影響。而研究對象大多聚焦於教師本身，

少數研究納入校長及學生觀點。在研究方法上，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數量皆多，

以下就兩篇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質性研究進行詳盡討論。 

    Lightfoot（1986）指出好的（good）學校是進行增權賦能組織成員的學校。

表 2-3 國外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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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探究六所好的高中學校成員增權賦能情形，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發現：於

校長部分，好的學校中校長指出同盟、信任與夥伴關係的重要性，校長瞭解學校

情境脈絡與學校成員間動態的關係，致力於重新分配學校組織權力。於教師部分，

教師是主要的增權賦能行動者。在好的學校中，學校文化支持教師在工作中進行

創新及冒險，教師是具有聲音及願景的群體，他們被賦予相當的自主與權威。而

當學校提供充滿學習及滋養的教學環境，對學生而言才是好的學校。也唯有經過

上述一層層的實踐，才有可能將增權賦能下達自學生部分，給與學生更多的空間、

讓其更為負責。 

    Short、Greer 及 Melvin（1994）研究九個參與增權賦能計畫學校的增權賦能

發展，此歷時三年的研究發現，可將學校依增權賦能的實踐及改革成功度分為三

種類型：一、具機會的學校（opportunity schools）：學校成員欣然接受增權賦能

概念、發展實踐增權賦能的方法，喜愛學校文化對成員們參與增權賦能的支持。

此類學校的校長尋求資源供給教師及學生，學校具高度信任感、成立許多團隊、

委員會，並積極與社區、企業對話。二、轉變中的學校（shifters schools）：改變

有其困難，但逐漸接受及實踐增權賦能。在進行研究的三年中，學校成員與校長

學習溝通，校長釋放權力、教師參與決策，彼此間的信任感逐漸提升。增權賦能

不再被視為一個必須執行的計畫，而是一個改變的契機。三、未運作的學校（no-go 

schools）：學校很少接受增權賦能概念、校長並不支持增權賦能，以至學校改變

很少。校長依舊掌握大權，學校願景及目標模糊不清、教師無法參與決策或討論、

委員會無法挑戰權力結構，學校文化不支持及信任增權賦能展現。 

二、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 

表 2-4 國外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Yonemura

（1986） 

師資培育

中教師增

權賦能的

方法 

師資培育

課程的準

教師 

行動研究 1.增權賦能教師及學生的3種方

式：透過創造課程，讓學生的經

驗及個人意義得以發展；促進教

師同儕的對話及關係；轉換對學

生的觀點，將學生視為主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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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性的個體。2.主張人類可以而且

必須將教育轉向解放的觀點。 

Melenyer

（1990） 

教師增權

賦能的意

義和其行

動的方式 

一所中學

的 40 位

教師 

訪談及參

與觀察 

1.學校文化的規範（如：教師分

享領導權、決策共享、信任的社

群、行政的支持）、對教師權能

的重視、轉型領導的方式，皆能

促進及支持教師增權賦能的實

現。2.教師展現的是制度的增權

賦能，未有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

意識。 

Kreisberg

（1992） 

教師實施

增權賦能

教育的教

學 

6 位教師 訪談 1.增權賦能教育的核心在於對

話及決策過程。2.增權賦能教育

包含著教師、學生意識的覺醒及

實踐，討論教室層及與社會層及

的議題。3.在增權賦能學生的過

程遭遇重重困難，如經驗中依舊

充滿著權力支配、放掉控制權後

的緊張關係、結構性的力量限制

（遭受機構、同事、學生、甚至

自己本身的抗拒）。4.要展開增

權賦能，必須伴隨教師自身及學

校機構的變革。 

Irwin 

（1996） 

教師增權

賦能的教

學行為 

5 位教師

（涵括國

小、國

中、高中）

訪談及觀

察 

1.教師個人背景、教學經驗、教

師生涯皆影響教師的增權賦能

展現。2.良好的教師增權賦能展

現來自於支持性的社群、教學上

的專業自主、自我價值感。教師

能重獲技能、自我省思、建立專

業、追求教育的願景。3.縱然有

著許多不利因素阻礙教師增權

賦能，如教師的孤立、外在的控

制、遭受毀謗，然研究中的教師

致力尋找方法讓增權賦能成為

可能。 

Rebeca

（2000） 

教師的批

判教學實

踐 

美國加洲

2 所小學

4 位雙語

訪談及觀

察 

教師教學時能考量學生的家庭

與語言背景，教導學生擁抱差

異。教師在課程設計能包含學生

表 2-4 國外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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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教師，輔

以校長、

學生訪談

的生活經驗、自我導向的學習與

學生的選擇。學校環境會影響批

判教育學的正負向運作，且縱然

校長鼓勵批判教育學的實踐，但

資源與計畫時間的缺乏，反到耗

損了教師的能量。 

Webb 等人

（2004） 

分析英國

與芬蘭國

小教師呈

顯的教師

專業 

教師專業

主義計畫

中 24 位

英國國小

教師、13

位芬蘭國

小教師 

訪談 1.英國教師呈現的是教師專業

主義，而芬蘭教師則為教師增權

賦能。2.英國的教師專業受限於

政府的極權主義，無論是國定課

程、外在的績效責任，皆要求教

師的順從，削弱了教師的專業。

3.芬蘭在教育系統中十分信任

教師，教師增權賦展現於教師的

自主、敢於質疑教育措施、承諾

自己能使學生程為獨立的主動

學習者、投入終身學習、與各式

的教育利害關係人的合作文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國外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大多關注教師批判意識的覺醒、進行增權賦能

教育的過程，並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來檢視學校中的教育問題、探究教師進行增權

賦能教育時的限制，這些研究的對象皆鎖定教師，未納入其他學校成員。研究發

現，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會遇到許多結構上的困難，但是轉化結構及教育並非不

可能，需要教師意識的開展與環境結構的變革。以下呈現兩篇兼具制度與批判的

教師增權賦能觀點所進行的研究。 

Melenyer（1990）研究旨在探究國小教師對教師增權賦能的理解、產生實踐

教師增權賦能的原因，其歷時一年的個案研究指出，促進及支持教師增權賦能的

實踐有三項要素，其一是學校文化中的規範，如教師分享領導權、學校中的決策

共享、教師具備專業知識、信任及關懷的社群建立、真誠開放的溝通、行政的支

持；其二是教師本身對具權能教師特質的理解及實踐；其三是學校轉型領導的方

式。然而，研究亦指出教師展現的是制度的增權賦能，未有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

表 2-4 國外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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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究其原因為教師對於壓迫及解放的看法與批判教育學觀點不同，教師認為

需解除的壓迫是死板的課程計畫、一再的簽到及簽退，研究中教師並無從其當前

處境追求解放的現象，而是追求維持學校現有的結構。 

    Webb 等人（2004）則分析英國與芬蘭國小教師呈顯的教師專業現象，研究

發現，英國教師呈現的是教師專業主義，而芬蘭教師則為教師增權賦能。英國的

教師專業長期以來受限於政府的集權主義，無論是國定課程、外在的績效責任，

皆要求教師的順從、將教師視為改革的標靶，削弱了教師的專業。其研究發現，

英國教師依舊依賴教科書、將教科書視為決定教學的方式，對合作文化抱持負面

觀感。另一方面，芬蘭教育系統十分信任教師，其研究指出，教師增權賦展現於

教師的自主、敢於質疑教育措施，教師投入終身學習，承諾自己能使學生成為獨

立、主動學習者，且與各式的教育利害關係人進行合作，決定學校未來的方向。

此研究歸結教師展現的專業受到國家的意識型態、政策及實施方式，有著截然不

同的走向與發展。 

貳、國內的相關研究 

一、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 

表 2-5 國內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鍾任琴

（1997） 

國小教師

權能現況

及其影響

因素  

臺灣區公

立國小教

師 

問卷調查 1.國小教師權能感為中等或中等以

下程度，以個人教學效能感 高，

低的為參與決策。2.影響教師權能較

重要的因素為校長領導、師生關係、

親師關係、重要他人及教改運動。3.

校長領導、學校特徵、師生關係、親

師關係及重要他人五個因素能有效

預測權能感。 

鍾任琴 

黃增榮

（1998） 

國中教師

專業權能

現況 

臺灣地區

公立國中

教師  

問卷調查 1.國中教師專業權能屬中等程度，以

個人教學效能 高，依序是專業成

長、教學自主、專業地位與影響、一

般自我效能， 低的是參與決策權。

2.不同性別、職務、學歷、年齡、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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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資、學校地點、規模、歷史、學區文

化的教師，專業權能感有顯著差異。

3.教師的權（參與決策、教學自主、

專業成長）能有效預測教師之能（專

業地位及影響、一般自我效能、個人

教學效能）。  

潘慧玲 

王麗雲

（2000b

）  

教師會運

作及學校

成員權能

感現況 

臺灣地區

公立國中

小校長、

行政人

員、教師

問卷調查 1.國中小有教師會學校的成員其權

能感低於無教師會的學校。2.教師性

別、年資、職務影響教師權能感。3.

國小教師權能感高於國中教師。4.學

校地區、規模與教師權能感無太大相

關。 

許如菁 

（2001） 

從教師會

的運作與

發展探究

教師增權

賦能 

一所國小 訪談、觀

察、文件

分析 

1.個案學校教師會的籌組與發展即

是教師的權能表現。教師會發揮的多

項功能帶動教師權能展現。2.教師會

運作現況目前主要仍以擴張教師權

力版圖為主要方向。行政人員的理念

與校長領導是教師權能發展的重要

關鍵之一。3.個案學校教師權能發展

的問題與限制：學校中仍有一群沉默

的教師、教師本身對教師專業認同的

問題、行政人員及校長領導和學校教

師會發展的問題皆會影響教師權能

發展。 

孫瑞鉑

（2001） 

實施學校

本位課程

中的校長

領導與教

師增能  

新竹市大

湖國小教

師 

行動研究 1.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必需從建構學

校的討論文化開始。2.教師專業成長

團體是有效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方

法之一。3.行政支援教學的程度越貼

心、家長給予的支持越投入、教師所

擁有的資源越多，對學校本位課程的

發展越有自信。4.只有當教師不再仰

賴專家時(專家只是諮詢、輔導、合

作的友伴)，教師增能才成為可能。

廖運楨

（2002） 

臺灣地區

公立國民

小學教師

賦權增能

臺灣地區

公立國民

小學 

問卷調查 1.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賦權增

能」整體知覺屬於中上程度。2.不同

性別、年資、學歷、職務、學校規模

的教師對「教師賦權增能」之整體知

表 2-5 國內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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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的現況 覺有顯著差異；不同服務地區的教師

則無顯著差異。3.男性教師對「教師

賦權增能」之整體知覺顯著高於女

性。 

郭逸瑄

（2003） 

高中校長

領導行為

與教師賦

權增能的

關係 

臺北市公

立高中 

問卷調查 1.高中教師專業權能的整體表現良

好，以自我效能得分 高，參與決策

低。2.高中教師因教師年資、職

務、學校規模及類型不同，所知覺的

教師專業權能有顯著差異。3.高中校

長領導行為與教師賦權增能具中度

正相關及顯著典型相關。5.校長轉型

領導行為能有效預測教師專業權能。

梁玟燁

（2004） 

臺北縣市

國中教師

專業權

能、教學

承諾與教

學效能之

現況與關

係 

臺北縣市

國中教師

問卷調查 1.整體國中教師專業權能知覺程度

高，其中參與決定權得分 高。2.不

同性別、年資、學歷、職務、婚姻狀

況教師，教師專業權能有顯著差異。

3教師專業權能、教學承諾各層面對

教學效能具有預測力，其中以「教學

投入」 具預測力；「專業權能」與

「教學承諾」兩預測變項達中度正相

關。  

謝慶順

（2005） 

臺北市國

小體育教

師賦權增

能與工作

滿意度的

現況及關

係 

臺北市立

國小體育

教師 

問卷調查 1.整體教師專業權能屬於中上程

度。2.教師婚姻、職務、專業背景、

學歷及團隊指導不同，在教師專業權

能上達顯著差異。3.教師之專業權能

與工作滿意度具顯著正相關。4.教師

專業權能之教師地位、專業成長、教

學效能、決策影響可以有效預測工作

滿意。 

曾富明

（2005） 

臺北縣國

中教師彰

權益能與

學校效能

的現況及

關係 

臺北縣公

立國中教

師 

問卷調查

為主；訪

談為輔 

1.教師教師專業權能、學校效能屬於

中至中上。2.教師專業權能因性別、

年齡、年資、職務、學歷、學校規模、

學校地區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3.教

師專業權能與學校效能呈顯著正相

關。4.教師專業權能對學校效能具有

預測作用。 

陳君武 學校課發 一所北部 訪談、觀 1.量化統計資料得知教師權能感知

表 2-5 國內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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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2006） 會的運作

對提昇教

師權能的

影響及限

制 

郊區國中 察、文件

分析為

主；問卷

調查為輔

覺程度上表現不錯，其課發會組織已

具雛形。2.課發會的運作及教師權能

感發展與學校領導者的態度有一定

的關係；學校課發會具有提升教師權

能的效果。3.學校課發會對於提升教

師權能感的限制有三：非教師自願性

的活動、合作成為強迫性義務、以執

行目的為取向。 

楊雅婷

（2006） 

臺北市立

國中教師

彰權益能

的現況 

臺北市立

國中教師
問卷調查

為主；訪

談為輔 

1.教師專業權能屬中上程度，「自我

效能」 高，「參與決策」 低。2.

不同性別、學歷、職務、進修時數之

教師，在教師專業權能有顯著差異；

而不同年齡、年資、是否加入教師

會、學校規模、學校歷史則無顯著差

異。3.專業權能之權與能間具有正相

關。4.教師個人之人格特質及專業知

能、學校校長領導風格及同僚支持、

學生學習態度、家長教育態度及社會

價值觀念等因素會對教師專業權能

表現情形產生重要影響。 

王秀玲

林新發

康瀚文

梁玟燁

蔡麗華

（2008） 

國中教師

專業權

能 、知識

管理對教

學創新行

為的影響  

臺北縣

市、基隆

市國中教

師  

問卷調查 1.國中教師專業權能、知識管理與教

學創新行為之現況均達中高程度。2.

不同性別、職務與學歷的教師在專業

權能感上有顯著差異。3. 教師專業

權能、知識管理與教學創新行為之間

具有中度正相關。4.教師專業權能和

知識管理與教學創新行為具有高度

影響力。  

馮琬婷

（2008） 

桃園縣國

中教師彰

權益能與

工作滿意

度現況及

關係 

桃園縣公

立國中教

師 

問卷調查 1.整體教師專業權能屬於中等程

度。2.教師性別、學歷、年資、職務、

學校地區在教師專業權能上達顯著

差異，修習教育學程地點、任教領

域、學校規模則無顯著差異。3.教師

專業權能與工作滿意度具有顯著正

相關。4.教師專業自主、專業權威、

自我效能可以有效預測工作滿意

度，以專業權威 具預測力。  

表 2-5 國內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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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龔素丹

（2010） 

小學校長

權力運

用、教師

專業權能

與學校教

育品質之

現況、差

異及關係 

臺灣公立

國小校長

及教師 

問卷調查

為主；訪

談為輔 

1.小學教師專業權能屬於高度表

現。2.教師專業權能之「專業參與」

層面，因學校規模不同而有所差異。

3.校長權力運用、教師專業權能與學

校教育品質三者，兩兩之間均存在中

度至高度正相關。4.校長權力運用、

教師專業權能對學校教育品質具中

度至高度預測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歸納國內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發現，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方向大致

可區分為兩大類，一為教師增權賦能現況及程度的測量；另一則是分析影響教師

增權賦能的因素，如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校長領導、教學創新、學校教育品

質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教師增權賦能感為中或中高，肯定

教師增權賦能對教師工作滿意度、教學創新及學校教育品質產生正向影響，然而

大多以量化統計來呈顯、較缺乏細緻的解釋及推測。國內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對

象僅以教師為主，極少研究納入其他學校成員的觀點，且以國中小階段的研究占

多數。在研究方法上，以量化研究為主，質性研究尚缺乏。以下就與本研究較為

相關的兩篇質性研究進行詳盡討論。 

    許如菁（2001）藉由一所國民小學教師會的運作與發展經驗，描繪該校教師

增權賦能的實際展現，探索學校教師會與教師權能的互動內涵。其研究發現，個

案學校教師會的籌組與發展本身即是教師增權賦能的表現，教師會的產生帶動教

師權能的展現，不過教師會的主要目標在於擴張教師權力的版圖，較缺乏提升教

師的專業。個案學校教師權能發展的問題與限制包括：學校中仍有一群沉默的教

師、教師本身對教師專業的認同、學校教師會本身發展的問題、行政人員以及校

長領導皆會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 

    陳君武（2006）採取質性個案研究法，探究一所北部郊區國中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的運作與教師增權賦能之關係。其研究發現，課發會能使教師參與學校課

程決定的權利擴大，產生課程決定權重新分配的契機；課發會運作過程中重建教

表 2-5 國內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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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自我信心與價值、提供促進同僚關係的平台，亦促使教師進行教學專業提昇、

建立進修機制。然而，學校課發會為非教師自願性的活動、合作成為強迫性義務、

且以執行目的為取向，皆造成提升教師增權賦能的限制。 

二、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 

表 2-6 國內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張盈堃

（2000） 

教師如何

在教育場

域中進行

轉化型知

識份子實

踐 

39 位教

師 

訪談 教師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教育實踐

往往是從偶發性的事件中著手，並且

具有陽奉陰違的特色，一方面不會與

學校的文化霸權起正面的衝突，另一

方面把教室作為自己的戰場，進行抗

拒意識型態的教育實踐。基層教師仍

然面臨若干的阻力，如「基層教師的

當兵心態」與「校園中無形的電眼」

就是 好的例子。 

黃瑞慧

（2000） 

研究者進

行多元文

化教學，

與合作教

師彼此增

能 

花蓮市一

所國小 

協同行動

研究 

1.研究者與合作教師種種的討論與

互動，皆使彼此更深入了解具差異的

社會情境，對於自我的處境位置能有

不同以往的思考，而後將之轉化為研

究者的教學行動與實踐。2.參與成長

團體也可說是研究者以及合作教師

另一個增能的機會。 

吳建興

（2002） 

從參與

「教師工

作坊」的

經驗，探

索自己對

Freire 理

論的認識 

研究者本

身 

敘事 1.實踐Freire理論時，應該同時強調

「對話的過程」及「對話的內容」。

2.對話過程中應該要有所「給予」，

而這個「給予的內容」，應該是一種

「分析的工具」，而不是「分析的答

案」。3.將馬克思理論的歷史唯物辯

證分析做為「分析的工具」，與Freire

理論結合。 

洪孟華

（2003） 
教師增權

賦能的內

涵、影響

因素與策

略 

嘉義及臺

北縣市 6
位國小教

師 

深度訪談 1.國小教師對教師增權賦能之界

定：專業權能觀認為教師增權賦能之

內涵為教師應具備專業知能與專業

自主權；批判教學論則主張教師應掌

握人性化與教育機會均等的教育理

念。2.國小教師認為影響教師增權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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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能之因素眾多，包括：教師個人因

素、學校因素、教師組織因素、家長

因素。 

王嘉陵

（2006） 
以批判教

育學觀點

分析個案

學校九年

一貫課程

實施過程 

一所國小 參與觀

察、深度

訪談、文

件分析 

1.教師、家長對九年一貫課程採取質

疑態度。因舊有習慣難以改變，教師

對學科邊界的跨越感到遲疑；邊緣領

域亦有遭排擠的現象。2.課程計畫生

產處處可見行政干預，彈性學習節數

是較能彰顯教師課程設計自主與學

校本位精神的領域，也包含較多對差

異議題探討的可能性。3.教科書的使

用存在著「智識的去技術化」現象，

且多數教師服膺固有學科知識結構

與意識型態。田野中只能看到極少數

符合轉化型知識份子條件的教師。 

洪雪玲

（2006） 
國中國文

教師課程

批判意識

歷程之內

涵及實踐 

8 位國中

國文教師

訪談 1.教師課程批判意識歷程所涉及內

涵包括：意識型態覺察、偏見覺察、

多元思維、充實專業、閱讀文字/世

界、不斷創新、自我反思、勇於質疑、

尊重差異、愛與熱情。2.教師課程批

判意識的具體實踐包括：講授法基礎

下的提問式教學、對話教學中建構出

各自的生命意義、亦師亦友的師生關

係、融入式教學擺脫課程意識型態、

培養學生批判素養、教學內容生活

化、協助學生建立自信。3.教課程批

判意識在國文教學實踐的困境：國一

學生有其知識與經驗上的侷限、固定

教材進度壓榨教師其他教學活動進

行的時間、基本學力測驗的升學途徑

導向記憶背誦的囤積式教學、缺乏固

定支持教師發展課程批判意識的機

制。4.增進教師課程批判意識開展的

影響因素包括：異質性同儕的接觸、

求學過程教師的影響、多元文化的衝

擊、不斷自我充實。 

郭木山 國小教師 南投縣一 參與觀 1.教師教學宰制源自教師技術理性

表 2-6 國內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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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2008） 教學生活

世界的宰

制與覺醒 

所國小 4
位教師 

察、深度

訪談、文

件分析 

思維、主流文化支配與教育現實結構

限制。2.教師教學省思偏重技術形

式，忽略文化批判內涵。3.教師顯現

課程主體性的開展。4.理論對話促進

意識覺醒的可能。5.意識覺醒呈現長

期醞釀、省思、轉化的歷程。6.教師

文化實踐角色依舊偏向理想的論述

階段，實際的履行尚需努力。 

李雪菱

（2009） 
原住民小

學教師發

展多元文

化意識培

力的經驗 

花蓮縣一

所原住民

小學 

行動研究 1.教師個人批判識能、教學實踐與行

動實踐是教師多元文化意識培力的

三個面向，呈現彼此交融、相互辯證

的關係。2.提出七階段的教師多元文

化意識醒悟歷程，依序是：自我照顧

意識、優勢意識、弱勢意識、權力覺

察、去社會化、重新概念化，以及自

我組織／自我教育。具體展現教師意

識醒悟的歷程是循序漸進的動態歷

程，且階段之間有其過渡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歸納國內對於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研究大都並非直接指向批判的教師

增權賦能，而是由批判教育學的觀點出發，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批

判教育學的概念進行教學實踐，另一則是以批判教育學作為理論視角，檢視學校

教育是否能達成轉化社會的目標、教師是否符合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要素，亦提及

影響教師實踐的因素。而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質性取徑的民族誌、行動研究、

參與觀察、訪談。研究對象以教師為主，未將其他學校成員觀點納入；而研究結

果大致顯示，於教育現場達到批判教育學的目標有其困難、教學現場中僅有極少

數的轉化型知識份子。然而仔細觀察上述研究的設計，大多皆忽略將學校組織脈

絡、環境條件納入研究設計及考量，只著重陳述教育現場的阻力、教師無法增權

賦能的原因。以下將深入探討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三篇研究。 

    張盈堃（2000）藉由訪談，探討教師作為轉化型知識份子的教育實踐。發現

基層教師有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當兵心態」，把事情應付好即可，教師的當

表 2-6 國內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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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心態來自教師的養成教育、工具理性的學校制度、嚴密的學校科層體制、固步

自封的教育場域；另一方面，教師也受「校園中無形的電眼」巡堂制度及家長壓

力的束縛。少數幾位進行批判教學的教師主要利用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來轉化與

抗拒霸權，表示組織集體性的發聲較易取得正當的位置，因此校內非正式的組織

對教師而言十分重要。其研究指出，基層教師的批判教育實踐具有陽奉陰違的特

色，一方面不與學校的文化霸權起正面的衝突，另一方面把教室作為自己抗拒與

轉化的戰場。 

    王嘉陵（2006）以批判教育學觀點分析個案國小九年一貫課程實施過程。研

究發現，教師、家長對九年一貫課程採取質疑態度，包含縱向課程銜接不良與橫

向課程領域劃分不清，實務上有協同、排課問題，形成合科不統整的缺失。此外，

因舊有習慣難以改變，教師對學科邊界的跨越感到遲疑、邊緣領域亦有遭排擠的

現象。且課程計畫生產處處可見行政干預，偏向工具理性與泰勒模式，引發教師

的抗拒行為。教科書的使用存在著「智識的去技術化」現象，教師仰賴廠商提供

的成套教學流程與操作技術，多數教師服膺固有學科知識結構與意識型態，文本

權威打破不易。田野中只能看到極少數符合轉化型知識份子條件的教師，多數教

師只能算是「服膺型知識份子」或「批判型知識份子」，他們關心的是課程進度、

學生行為問題處理，以及行政交辦事項等日常瑣事的完成，很少思及教育的政治

議題。其研究指出，實務上轉化型知識份子的缺乏意味著這樣的概念不切實際。 

    洪孟華（2002）為國內唯一融合制度與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其研究以

專業主義及批判教育學二種不同觀點深度訪談國小教師。其研究發現，專業權能

為教師應具備專業知能與專業自主權、批判教育學則為教師掌握人性化與教育機

會均等的教育理念。影響專業主義的教師增權賦能有兩層面，一是教師的自動繳

械、自我設限，另一則來自於當今教育改革施行名不符實的「權力下放」政策。

而在進行批判教育學的增權賦能過程，教師表示學校氣氛、同儕觀念、組織運作

方式皆帶來箝制的力量。且家長對於學校運作的干預、權威式的教養態度、對分

數的迷思，皆無法協助教師提昇學生學習，甚至有礙於教師增權賦能之落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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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及兩種觀點結合的必要性，因專業權能觀有落入技術理性之危險，而批判教

育學能為教師增權賦能帶來更具反省性與解放性力量。 

參、國內外研究的比較及發現 

    歸結國內外教師增權賦能議題的研究方向，具以下特徵：一、缺乏兼具制度

的與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當中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實證研究亦占少數。二、

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之研究方法，國內多為量化研究，著重數據的呈顯；國外則

兼具質性與量化取徑。三、國內研究多聚焦於教師本身，而國外研究則包含了校

長、學生，研究對象擴及至學校其他成員。四、研究結果顯示國內外制度的教師

增權賦能感皆為中或中高，而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指出於教學現場實踐增權

賦能具重重困難，需要學校結構一同變革。 

    此外，從實徵研究的發現，可以回應本研究兼以兩種增權賦能為理論視角的

想法，制度的與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兩者並非二元分立，當中有其共通之處，如

學校組織權力的分享、校長與學校成員的信任關係、教師社群的合作等結構條件

的配合；亦有差異之處，如制度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強調教師專業及學校效能的

提升、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著重增權賦能的教學及教師角色的轉變。兩種增

權賦能論述並非截然二分，縱然立場有差異，但亦有交集之處，本研究基於此發

現，欲以兩種教師增權賦能觀點為視角，探究教師增權賦能於研究場域中的實際

展現。 

    此外，有鑑國內過往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多半以量化方式探究教師增權賦

能的現況及影響因素，但是複雜動態的教師賦權增能並非達顯著水準、正負相關

等數據可以呈顯，也非使用套裝量表工具或統計軟體可以測量。再者，國內教師

增權賦能的質性研究亦缺乏學校成員多元的觀點、學校脈絡的考量。因此，建構

本土脈絡下厚實且細緻的教師增權賦能研究有其必要性。本研究據此設計研究取

徑及方法，將採行質性研究方法，以一所高中內的一組團隊教師為主要研究參與

者，從教師的每日生活中發現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方式與意涵，並加入學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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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教師增權賦能的觀點。 

肆、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 

    綜合上述實徵研究結果，可將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分為四個層面來探討，

簡要歸納於下。 

一、教師本身 

    教師的意願與信念、教師的專業知能與意識覺醒、教師的教學負擔（教學時

間與精力的限制）、教師合作。 

二、學校組織 

    學校現有的組織結構、校長領導方式、行政支援系統、校內人際關係、組織

文化與氛圍、學生特質。 

三、社區與家長層面 

    學校所處的地域、家長參與的型態。 

四、社會層面 

    教育政策與法規、社會風氣、資源與經費。 

    由上述歸結中可知，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及感受來自於教師本身、學校結構

的形塑，大至社區及社會中的文化風氣，亦會增強或削弱教師的增權賦能。教師

增權賦能不盡然符應學者的理性論述，教學實務現場有更多複雜的因素於中運作、

且影響因素間彼此環環相扣，教師會於身處的環境結構中建構自己的增權賦能實

踐。而本研究欲透過訪談及參與觀察，勾勒出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圖像，亦透過

不同位置的學校成員視野，理解學校成員們對於教師增權賦能的詮釋，發掘影響

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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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為七節來說明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方法。第一節描繪本研究的架構；

第二節說明質性研究的取徑；第三節解釋研究對象的選擇，介紹研究場域及研究

參與者；第四節敘述研究流程及實施過程；第五節簡述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的

方式；第六節為研究信實度的探討；第七節則著重研究者角色及研究倫理之闡

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參考相關文獻，將研究架構繪製於下，以圖

3-1 所示。因本研究旨在探討個案團隊教師增權賦能於臺灣教育制度及其任教之

學校脈絡下的展現，故不以制度的、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為二元分立的區分架構，

而是將兩種概念作為理論視角，探索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際展現方式及其意涵，

以求深入理解教師增權賦能的在地實踐。 

    架構圖繪製的主要論點在於，教師增權賦能並非於一真空的情境下發展，而

是教師與其所處的學校組織、社區環境、教育制度及社會脈絡互動產生的一動態

關係，換言之，教師增權賦能的範疇及多寡並非固定，而是與周遭環境條件呈現

多重成長或抗衡關係。因此，研究架構以日向團隊教師為中心，教師與學校組織

成員們的互動牽動其增權賦能的消長，故以虛線及可變動之端點表示；繪製於外

的是身處的教育制度及社會脈絡，本研究認為唯有將各種因素交融分析，才能真

實展現脈絡下的教師增權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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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二節 研究取徑 

    本研究旨在探究個案高中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與意涵，欲瞭解教師增權

賦能採用量化方法有其限制，因增權賦能為一複雜的互動歷程，展現於教師外顯

行為與內在態度，當中動態及具脈絡性的過程，無法透過問卷的施測、統計方法

的檢證來瞭解其中的意涵，因此需要從特定的情境脈絡、多元的人際互動、教師

的每日生活中進一步掌握及理解。另一方面，教師增權賦能受社會制度脈絡與學

校風氣、學校組織的影響，教師個人與學生、家長、其他教師、行政人員的互動

亦會開展不同的增權賦能表現。本研究重視學校場域脈絡如何影響教師個人及集

體的增權賦能，故採取質性研究取徑。 

    具體而言，質性研究關注人際交互作用中的複雜生活景象，捕捉現象一般、

基本的特徵，發現蘊含於其中的觀點（歐用生，1989），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及

意義，植基於複雜的情境定義及人際互動，必須透過質性取徑來理解。再者，質

教育制度及社會脈絡 

學校組織                           

 

 

 

 

 

 

 

 
增權賦能的開展 

教師團隊

同儕教師

校長  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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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強調研究者深入現象中、理解研究參與者的思維方式（陳向明，2000），

據此，本研究選取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來捕捉真實生活情境下的現象（Yin, 

2003），以具增權賦能展現的團隊教師為個案，進入其所任教的高中教學現場進

行參與觀察及訪談，以求貼近教師的生活世界，勾勒出場域脈絡的教師增權賦能

圖像。 

 

第三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取質性個案研究，在個案研究中，研究參與者及場域的選取，影響

研究能否回應研究目的甚深，故本節將說明選擇個案的方式與理由，並對研究場

域及研究參與者進行簡述。 

壹、個案的選擇 

    因研究旨在探討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與意涵，故選取研究對象的考量為具增

權賦能展現、且於教學過程中具體實踐其理念的教師；再者，因參與教師組織、

社群有助教師進行集體實踐，是故著重參與社群或團隊之教師。研究先選定參與

者，而後進入其所處的學校場域，瞭解教師如何與學校組織成員、教育制度和社

會脈絡互動，進而建構其教師增權賦能樣貌。在邀請研究參與者的部分，曾經歷

一次重大轉折，撰寫研究計畫初期，研究者原本欲就自己大學主修「社會科教育」，

選擇國中社會領域教師做為研究參與者。然而，由於研究者過去的實習、代課經

歷皆於國小，與國中教師較無接觸，較難尋得合適的研究參與者。幸而在指導教

授的協助下，研究者與一位資深的國中公民教師取得聯繫、進行訪談。並向該位

教師表達進行參與觀察的期望，請其引薦學校其他社會領域教師、行政人員，上

述諸多對該位教師的請託，讓其覺得不便、擔心造成學校及其同事的困擾，而回

絕後續研究邀約。有了此次經驗，研究者重新思索進入場域對教師造成的壓力及

教師們的顧慮，於是將原先訪談及觀察並重的研究方法，調整為訪談為主、參與

觀察為輔，期望能減低參與者對研究的排斥。而 2011 年 12 月的一場演講，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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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的另一扇窗。 

    該場演講，是研究者初次與本論文研究參與者日向團隊教師接觸，當時研究

者擔任指導教授大學部「課程導論」一門課的教學助理，負責聯繫教授邀約的日

向團隊教師。專題演講會場上，團隊教師們熱切地分享團隊運作的點滴及成果，

其作為具體結合社區文史保存、土地脈動、課堂教學與自身專業。團隊教師的增

權賦能展現引發研究者的好奇，團隊教師如何在教育現場中實踐教師增權賦能的

力量、在高中場域增權賦能過程的阻力及助力為何、團隊教師是怎麼看待自己的

角色……種種疑惑深植於心。幸運的是，2012 年初日向團隊教師成員「柯老師」

加入指導教授的研究論文團體，透過指導教授的引薦，以及柯老師的聯繫、介紹

研究者認識團隊教師們，使研究者順利進入研究場域，展開後續數次的訪談、參

與觀察。 

貳、個案學校的簡述 

一、研究場域 

（一）學校位置 

    變革高中是一所公立學校，位於臺灣北部地區，校齡約為五十年，屬於歷史

悠久、具文化傳承的中大型學校。學校依山傍水、校地廣大，校園周遭為住宅區

及小商家、亦不乏農田，環境十分清幽。學校距捷運、公車站不遠，交通往來便

利，但因距離市中心較遠，呈現出寧靜恬適的氛圍。而社區與學校間本無太多交

集，卻在 2008 年都市計畫徵收學校鄰近土地之際，開啟了部分學校教師與社區

互動的契機，日向團隊教師開始進行社區研究及文史保存，學校與社區間的互動

趨於密切、關係良好。而近年來，變革高中學生來源大致居住於鄰近區域，學校

逐漸朝向社區型高中發展。 

（二）教職員概況 

    變革高中教師數（含校長及主任）約 170 人，教師有 7 成以上取得碩士學位

或參加碩士進修，教師具一定專業素質。此外，因變革高中教師自由度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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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良好，教師異動性偏低、資深教師多，教學年資 10 年以上者約有 6 成。學

校教師文化偏向保守、各項教育改革相對較不易推行。而行政部分，變革高中專

任職員約有 40 人，行政組織分層負責、已建立完整制度，但因業務龐雜、各單

位人力緊縮，每人所承擔之業務量十分大。在校長領導部分，此任校長積極推動

高中優質化，帶領學校爭取各式專案計畫經費、鼓勵教師專業社群的發展，致力

於拓展學校特色。 

（三）學生及家長特質 

    變革高中學生總數約 2500 人，包含特殊班級（音樂、美術、英文資優班等）

三個年級共 70 班左右，學生素質為中上，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升學狀況大致穩定。

受學校自由開放的風氣所影響，學生十分活潑、有主見，習於表達自己的看法、

喜愛與教師問答。學生與教師的關係是親密的，為數不少是以亦師亦友的型態相

處。在家長方面，變革高中家長大多理性且溫和，信任學校教育與教師教學，且

家長會的運作行之有年，對於學校政策、需協助之處，亦會主動提供資源來支援。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先探討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而後聚焦於學校組織、制度結

構脈絡如何影響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因此，研究著重從教師個體的經驗和論述

出發，再從教師訪談資料蒐集所得，邀請承辦競爭型計畫、課程研發的「實研組

長」，以及負責研習、教學業務的「教學組長」兩位行政人員；並加入校長，期

盼從領導者治校的理念、學校發展走向，連結教師增權賦能。茲就受訪順序將八

位研究參與者簡述於下。 

（一）團隊教師 

1.柯老師 

    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目前在職進修就讀教育研究所，於興誠高中（化名）、

變革高中代理後考上變革高中正式教師。任教科目為國文，教學年資約 7 年，現

為高二導師。柯老師考上變革高中的前兩年擔任教學組長一職，十分熟悉行政業

務。柯老師熱愛教學，著重學生道德的培養，時常補充延伸的教材。此外，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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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文筆優美、情感細緻，教學團隊所舉辦的活動名稱、公文及新聞稿的撰寫等，

多出自其筆下。 

2.褚老師 

    師範大學地理系學士及碩士畢業，任教科目為地理，教學年資約 20 年，原

本於鄰近的一所國中短暫任教，而後通過甄選進入變革高中，目前為高二導師。

褚老師深受大學及研究所教授的影響，是個熱愛土地、喜歡田野調查、從事文史

工作的教師。褚老師充滿教學點子、創意與正向能量，著重培養學生對土地及生

活的情感，為學校地理研究社、日向團隊的創立者，極具號召力及影響力，是團

隊中的靈魂人物。 

3.甄老師 

    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於高中母校實習後順利通過教師甄試，進入變革高中

任教，於變革高中前 4 年任「高中職社區化」行政職、並在職進修植物科學所。

任教科目為生物，教學年資約 7 年，目前為高二導師。除參與日向團隊外，亦為

學校自然科教學團隊的一員。甄老師思慮清晰、言語犀利、開朗幽默，與學生互

動關係亦師亦友。是教學團隊中唯一的自然領域教師，故能提供團隊成員自然科

學屬性的觀點與見解。 

4.楊老師 

    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國文系研究所在職進修中，於國中實習，而後在典杏

高中（化名）代理一年後考取變革高中教師。任教科目為國文，教學年資約 7

年，目前為高三導師。楊老師是變革高中畢業的學生，對學校及社區環境有一份

特殊的情誼。由於自身喜愛攝取不同學門的知識、能夠觸類旁通，教學致力培養

學生的跨學科統整及應用能力，不侷限於國文科。在團隊中常提供新想法與點子、

分享高三升學資訊。 

5.鄭老師 

    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歷史研究所肄業，曾任教學組長、教師會常務理事及

會長，現為變革高中教務主任，目前因行政職無排課。鄭老師行政歷練豐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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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擔任行政工作，以及參與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運作，積極對校務表達意見。

任教科目為歷史，教學年資約 8 年。鄭老師為人處事圓融、喜愛與人互動，是教

學團隊成員、亦身兼行政職，故為團隊提供許多行政上的支援，亦能以兩種角色

觀點來思索團隊發展與運作。 

（二）羅校長 

    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進修 40 學分班取得教育碩士學位，目前就讀教育學

系博士班。曾短暫於國中任教，爾後皆從事學校行政工作。於三年前至變革高中

擔任校長，為初任校長。領導方式著重創新、溝通協調，積極帶動學校教師專業

發展、鼓勵教師申請各類型計畫、成立專班或設計選修課程，欲藉此發展學校特

色、因應教育變革。羅校長將各類政策視為改變學校的助力、期盼轉變原有的學

校型態，而除了校內本身的改革外，也致力聯結高中與各類教育單位。 

（三）行政人員 

1.周組長（實研組長） 

    師範大學化學系學士及碩士畢業，於國中短暫任教後進入變革高中。教學年

資約 20 年，目前擔任實驗研究組組長。以年資、積分而論，原本不需擔任行政

職，但因身為自然科教學團隊的一員，有感行政資源的重要，認為行政端需有人

支援團隊運作，是故應邀接任實研組長，為任教以來第一次接任行政工作。目前

負責的業務為各式競爭型計畫、學校課程發展事宜。 

2.顧組長（教學組長） 

    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於私立高中職任教 4 年，而後考上變革高中，總計

教學年資為 7 年。因考量自己於校內年資尚淺、目前體力及家事還能負荷，因此

於本年度擔任教學組長一職。擔任行政職後，較能以整體角度看待學校事務及運

作，然而業務繁重、能夠進修的時間有限，且自身喜愛與學生接觸，相較之下還

是喜愛教師的身分。負責業務包括排課、學生競賽、活動支援、重補修規畫等。 

參、日向團隊發展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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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向教學團隊的成立始於 2008 年，當時因都市計畫，開始徵收變革高中鄰

近土地、進行屋舍的拆除。此舉改變了社區原本的農業聚落型態，習以農居生活

的居民必須離開熟悉的環境。居民的搬遷、屋舍的拆除，對社區景觀、生活型態

及產業結構產生大幅的影響。此時，熱愛土地的褚老師開始思考自己的責任，決

定為社區盡一份心力，並邀約同辦公室的鄭老師一同深入社區，開始進行耆老訪

談、照片記錄、古文物等社區文史的保存。除了兩位老師進入田野現場外，亦結

合教學、校內活動競賽（社區的徵文、照片、MV 創作、學習單等），帶動學生

一同記錄社區的變化。上述為團隊的第一階段目標「文史記錄及保存」，也藉著

前任校長的支持，向文化局申請專案、以及校內款項的援助，讓社區文史專書、

記錄片、舞展、畫展一一完成。 

    而在 2009 年暑假，褚老師有感人力欠缺，於是邀請剛結束行政職的柯老師、

甄老師，以及校友楊老師一同加入團隊，開始進行團隊第二階段的目標「成果推

廣」，著重將社區記錄轉化為全校性的課程教學、至鄰近國中小推廣，亦將其經

驗與各地教師團體或師資培育機構分享。而後，團隊的第三階段目標為「課程研

發、協同教學」，教師開始走出社區，擴大範圍進行地區性、新的鄉土教材及課

程設計，另一方面，因適逢推動高中優質化，團隊教師也提出方案計畫、申請經

費補助，並將經費用於校內外的團隊教學活動。 

    然而，2011 年年底，團隊教師在一場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的聯繫及安排上，

與校內一位行政同仁有了些許摩擦。事後柯老師收到來自行政人員的一封信件、

為該位同仁打抱不平，信中指出「你們不能夠一直只是站在舞台上面當那群享受

掌聲的人，你們應該去想一想在下面替你們服務的那群行政人員有多辛苦」

（20120223 柯老師訪）。這樣的聲音讓柯老師陷入一段低潮期，也讓團隊教師們

開始思索後續活動該如何進行。縱然想繼續做的決心未改變，但在課程或活動的

設計時，會評估是否讓他人過度負擔，此時團隊活動朝向減少行政支援的進行。

茲將上述團隊發展階段，以下圖 3-2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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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日向團隊發展階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實施 

壹、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分為三個階段，即：一、主題發展與文獻探討期（2010

年 7 月－2011 年 12 月）；二、執行研究期（2012 年 1 月－2012 年 6 月）；三、

撰寫論文期（2012 年 7 月－2013 年 1 月），茲將研究流程以圖 3-3 所示。研究者

在確定研究主題為教師增權賦能後，開始大量閱讀及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從中

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理論觀點，並決定採用過去研究教師增權能較少使用的個

案研究法，撰寫初步的研究計畫。於 2011 年 12 月口試後修正研究計畫內容、開

始尋找個案。進入研究場域變革高中後，初期主要對學校脈絡、日向團隊發展做

一整體脈絡性的理解，而後進行教師、校長及行政人員的訪談，以深入探討教師

增權賦能於學校脈絡下的實踐。 後則將場域蒐集所得資料進行解釋、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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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結論與建議。 

    然而，研究過程中，階段與階段間是不斷循環且連續的，如同 Spradley（1980）

所言，質性研究的過程像是一個不斷向下轉動的螺旋體，強調開放、具彈性的循

環過程，研究並非為一線性結構。文獻的閱讀與蒐集、分析資料是來回的互動進

行，在訪談及參與觀察過程中，研究者亦不斷的發現新的問題、值得深入探究的

事件，而後轉回文獻繼續探索、重新檢視。對研究者而言，研究的進行是一理論

與實務不斷辯證的過程，使自己能察覺現象背後的意義，從兩者的對話建構研究

的詮釋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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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貳、研究實施 

    以下就研究流程中各個階段的實施細節說明之，依序為確立研究主題、蒐集

與閱讀相關文獻、建立研究架構、選擇研究方法、選擇研究參與者與場域、進入

場域蒐集資料、資料處理與分析、撰寫研究報告、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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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發展與文獻探討期（2010 年 7 月－2011 年 12 月） 

（一）確立研究主題 

    2010 年 7 月 2 日，是研究者與指導教授的首次見面，當天討論後訂定了研

究主題：教師增權賦能。而確定研究主題的一個禮拜後，研究者前往 UCLA 修

習教育社會學課程，接觸 Freire 批判教育學理論、增權賦能教育，這與研究者過

去所理解、偏向行政或教師專業論述的教師增權賦能並不相同，而課堂的討論、

報告的撰寫，也讓研究者逐漸形成對教師增權賦能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探求的興

趣。 

（二）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 

    研究者在決定研究主題後，便開始蒐集國內外教師增權賦能相關文獻，主要

包含教師增權賦能理論、批判教育學論述、教師專業，以及脈絡性資料如臺灣教

育改革、增權賦能實徵研究等。初期以廣泛閱讀為主，而後開始聚焦於關鍵的文

獻資料。然而研究者閱讀的文獻並非用來堆疊或全盤接受，而是從中發展自己的

觀點、建構自己的理論視角，並著手進行文獻的撰寫。此外，在每個研究階段，

包括進入田野資料的蒐集、資料分析與詮釋，甚而退出場域撰寫論文時，皆不斷

的將所資料與文獻進行對話，發掘田野資料或文獻蒐集的不足之處、彼此可相印

證或具差異的部分。 

（三）建立研究架構、選擇研究方法 

    在閱讀相關文獻資料的同時，研究者逐漸聚焦、建立自己的研究架構。因教

師增權賦能為一複雜歷程，教師個人的信念及價值、與學校組織中成員的互動、

社會脈絡，皆會形塑及影響教師的增權賦能。是故研究架構的繪製以教師團隊為

核心，於其外的是學校同儕教師及校長、行政人員，探討多方互動關係所形塑的

教師增權賦能樣貌。另一方面，有鑒於國內目前以教師增權賦能為主題的研究，

大體不離理論的探討或是量化測量，為求對教師增權賦能有較為脈絡性的瞭解、

發掘其意義，決定採用個案研究，來探究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 

二、執行研究期（2012 年 1 月－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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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研究參與者及場域 

    本研究是先選擇適合的研究參與者，而後進入參與者所處的學校場域。參與

者的選取依據研究目的、問題意識而來，因研究關切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

且欲探究教師團隊、學校組織與教育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形塑獨特的教師增權賦

能；再者，過去相關研究常指出教師無法增權賦能的原因。是故本研究參與者的

選取考量為具增權賦能展現、願意於教學場域中實踐自身理念的教師。在選取條

件的擬定後，選定日向團隊教師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參與者。另一方面，為求獲

得多元的觀點，亦請託團隊教師引介學校教學組長及實研組長兩位行政人員；而

研究者亦自行透過電話、信件邀請校長接受訪談。希冀能以不同視角，對教師增

權賦能做更深入的瞭解。 

（二）進入場域蒐集資料 

    研究資料的蒐集部分，初期研究者透過學校網頁來瞭解學校的基本資料，如

學校歷史背景、校園環境、教師學生組成…等，以求對變革高中有基本的認識。

而後開始進行教師、校長、行政人員的個別訪談，探究研究參與者的觀點與經驗。

另一方面，亦參與觀察團隊教師的教學活動與團隊討論、閱覽團隊過去的活動紀

錄文件，以求蒐集更豐富多元的訊息。上述蒐集資料的三種方式，訪談、參與觀

察與文件蒐集是相互補充及對照的，如文件資料有助於訪談時對團隊運作、參與

者描述事件脈絡的理解；而訪談所得資料可以在實際參與團隊活動時加以檢證。 

三、撰寫論文期（2012 年 7 月－2013 年 1 月） 

（一）資料處理與分析 

    隨著研究的進行，也逐漸累積一定數量的資料。為求能妥善收集和彙整、避

免重要資訊的遺漏，研究者在獲得資料時，盡可能於當天進行整理與分類，並將

訪談內容繕打為訪談逐字稿，為後續資料的蒐集提供指引方向。另一方面，除了

資料的整理、分類外，若發現資料中有模糊不清楚的訊息，亦會於資料上標記，

再次詢問受訪者。在資料分析部分，則是透過反覆閱讀，針對訪談內容尋找關鍵

字句或共同的主題，發掘主題間的關聯、將相似的主題語料加以群組及歸類，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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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帶出研究主題「教師增權賦能」。而於此階段亦不斷回顧既有文獻、持續蒐集

與閱讀新文獻，讓資料與文獻持續對話，以利研究結果的撰寫、呈現具意義的發

現。 

（二）撰寫研究報告、提出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待資料的蒐集日漸飽和，於 2012 年 6 月底退出研究場域、結束資料

的蒐集，開始撰寫研究論文。撰寫論文過程中，除了持續進行資料的詮釋分析、

思考撰寫內容是否回應研究問題外，亦反覆修改原有的初稿，盼望能透過不斷的

檢視與反思，做出適切合理的論述。此外，雖然已退出研究場域，但研究者若發

現資料不足或待釐清之處，會再以信件或是重返學校請教研究參與者。 後，即

針對本研究之發現進行討論及建議，完成論文的撰寫。 

 

第五節 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 

    在質性研究中，資料的蒐集與處理、分析是攜手並進的過程，來建立前後貫

通的資料詮釋（李正賢譯，2006），是故，每回進入研究場域訪談、蒐集文件、

參與觀察後，會盡快進行資料的彙整和歸類，避免在累積的資料中迷失、或遺漏

重要的資訊。此外，在整理資料的同時，亦同步進行資料的分析，使後續資料的

蒐集方向更加明確，能夠適時地調整蒐集的策略。本研究主要的資料來源為訪談、

參與觀察記錄、文件資料，以下就資料蒐集、處理及分析方式進行說明。 

參、資料蒐集 

    質性研究資料的蒐集，在於從參與者的觀點，捕捉自然情境中行為的豐碩性

與複雜性（王文科，2000a）。本研究旨在探究教師增權賦能之意涵及展現，著重

由教師的觀點出發，故以訪談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並輔以參與觀察與及文件

分析，以獲得詳實的訊息並交互檢證，茲將採行的三種資料蒐集方法分述如下： 

一、訪談 

    訪談能瞭解研究參與者對問題或事件的認知、看法、感受與意見，使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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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設身處地進入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脈絡，發現其心理的話（黃瑞琴，1999）。

也因此，必須透過訪談來掌握研究參與者對增權賦能實踐的看法，且教師增權賦

能展現於教師的外顯行為與內在思慮，研究者需瞭解教師如何建構與詮釋自己的

權能，捕捉其經驗與觀點；此外，亦需透過校長、行政人員的角度及觀點，發掘

學校成員互動關係對教師增權賦能的影響，如此才能更深入及細緻的描繪個案團

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展現。 

（一）訪談的實施 

    本研究訪談的對象包含 5 位團隊教師、校長、2 位行政人員，皆以個別訪談

為主。訪談時間大致介於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半小時之間，安排於受訪者無課、事

務處理告一段落的時間。原則上每位受訪者皆受訪一至兩次，但因主要的研究參

與者為團隊教師，故團隊教師會進行兩次以上的訪談。在訪談地點部分，除了與

褚老師第一次的訪談是在社會科辦公室，一邊閱覽過去的文件紀錄一邊訪談外，

其餘教師的訪談皆於發卷室進行，因發卷室需借鑰匙才能進入、有著獨立隱私的

空間，是故訪談過程極少受到干擾或中斷，也較能使團隊教師在無旁人的情況下

暢所欲言。而校長及兩位行政人員訪談分別於校長室、走廊的休閒座椅區、發卷

室進行，這些皆屬於獨立、較不受干擾的空間。 

    每次訪談前研究者會先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寄送訪談大綱。在正式訪談

進行時，是以簡單的自我介紹、說明研究的動機和目的、資料的匿名處理開始，

期望能營造出較為舒適信賴的談話氛圍、建立信賴關係。過程中受訪者皆能侃侃

而談，對於較敏感的議題也相當願意分享。然而，其中周組長在研究者尚未拿出

錄音筆前，十分願意分享自己的經驗及見解，在按下錄音鍵後，周組長擔心的詢

問「我們校長會聽到嗎？」，雖然研究者表示錄音檔不會外流、資料呈現會匿名

處理，但開始錄音後還是讓周組長有所顧忌、較無法暢所欲言。除了錄音外，訪

談過程中亦會輔以文字記錄，快速寫下訪談的重點或待釐清的問題；訪談結束後，

研究者會反覆聆聽錄音檔、繕打成逐字稿，撰寫該次訪談的重點與省思，也在訪

談後，檢討自身的訪談技巧及修正訪談方向、與指導教授討論訪談大綱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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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後續訪談的聚焦。 

（二）訪談的內容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並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訪談對象的差異，來設

計訪談大綱。團隊教師部分，第一次訪談內容（附錄二）以教師的背景資料、學

校整體文化、團隊運作為主軸，第二次訪談內容（附錄三）則依據第一次訪談聚

焦而來，深入瞭解教師對競爭型計畫、學校組織的想法。由於研究聚焦於團隊教

師的增權賦能，是故校長及行政人員的訪談題綱設計（附錄四、五），是在訪談

團隊教師後研擬而成，訪談內容亦由個人背景資料、學校概述開始，而後進入校

長領導、學校工作環境、行政業務及教育政策與教師權能的關聯。期望能從不同

參與者所在的位置及角度，瞭解參與者如何詮釋學校成員的互動關係、對教師增

權賦能的想法，藉此建構更為細緻的脈絡資料。 

    訪談大綱的問題較為概括且無固定的順序，會依據訪談時的情境脈絡做調整，

訪談提問主要是以受訪者個人的經驗及感受做出發，期望受訪者能自由地訴說及

延伸。過程中研究者除了認真傾聽、適時的點頭及微笑表示理解外，對於不清楚

之處，也會進一步的追問、澄清受訪者話語的內容，以增加資料蒐集的完整性、

擴展研究問題的層次。訪談的過程並非受限於訪談大綱，而將其視為理論概念的

指引和參照。 

二、參與觀察 

    研究者自 2012 年 3 月開始進入研究場域，除前往約定的訪談地點外，每次

到學校皆會觀察佈告欄、走廊布置、辦公室中教師的對話、下課時教師與學生的

相處…等，透過此類觀察讓研究者對變革高中校園生活樣貌具基本理解。誠如

Patton 所言，直接觀察研究參與者的活動有四個優點：1.研究者能更深入理解研

究的完整情境脈絡，進行整體觀照；2.促使觀察者開放想法，並不斷適應及歸納

新發現；3.有機會蒐集到參與者不太注意或容易忽略的事情；4.能觀察到一些參

與者不願意在訪談中論及的事情（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因此，除上述非

正式的觀察外，亦實際參與日向團隊的團隊會議、於學校中的推廣活動、校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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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進行參與觀察有助於研究者理解受訪者訪談時描述的事件、瞭解學校成

員們的互動狀況、連結相關的人事物，亦能體察學校整體情境脈絡對教師的影響。

此外，因教師增權賦能是一抽象概念，研究者對概念的詮釋、與教師對概念的理

解間可能會有落差，重要的資訊不見得能由訪談中取得，且聯結教師實際行為與

內在觀點有其必要性，因此，參與觀察使研究者更能瞭解脈絡資訊、發現更多的

線索，掌握資料在脈絡中的意義與整體性。 

    研究者的觀察紀錄包含兩大部分，一為描述式的田野筆記，是對於教師言行

及活動的簡要記錄，如教師與學生、行政人員的互動與對話。然而，為避免造成

研究參與者之疑慮、干擾教師們的活動，研究者並非於現場立刻以紙筆記錄，而

待當天返家後，打下當日之觀察重點及事件，目的在於如實呈現當時的情境脈絡；

另一則是研究者的反思札記，針對觀察內容提出疑問或省思，為日後研究資料分

析及推論的思考方向。 

三、文件分析 

    因變革高中對研究者是一陌生場域，因此初期是以閱覽學校網站資訊、瞭解

校園活動、行政組織、教師編製、學生組成為主，並記錄學校行事曆、受訪教師

的課表。而進入場域訪談團隊教師後，閱覽及蒐集的資料包括團隊活動所製作的

手冊、活動記錄、與單位往返的公文、採訪通知、學生作品…等紙本記錄，藉此

瞭解日向團隊過去所舉辦的活動、團隊的運作狀況。因研究者進入場域的時間有

限僅有半年，透過閱覽過去的文件記錄，可以發現教師教學、團隊的發展及變化。

此外，研究者對於活動記錄、計畫執行等文件資料中，能夠連結教師增權賦能的

部分、有疑問之處，也會進一步詢問教師們，將文件與觀察及訪談所得資料相互

補充及檢證。 

貳、資料處理 

一、訪談資料 

    訪談資料的處理主要是將錄音內容繕打成逐字稿，並於檔案中記錄訪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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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談話氣氛、互動關係，做為日後分析的參考。每次訪談結束後，會於當天

再次聆聽對話內容、記錄訪談重點及待詢問之內容，以做為下一次訪談內容及方

向的調整，亦盡快進行逐字稿的謄打。逐字稿的整理方式主要依照「訪談日期」、

「訪談對象」、「資料性質」做編號，例如「20120223柯老師訪」，即表示研究

者在2012年2月23日與柯老師進行訪談。 

二、參與觀察記錄 

    參與觀察資料是使用觀察記錄表作為紀錄工具，內容主要包含觀察時間、地

點、參與對象、事實記錄、研究者的省思、與文獻的對話。除此之外，盡可能包

括情境細節與位置圖，如參與團隊討論活動註記教師間的互動關係、現場氣氛等。

觀察記錄的儲存方式按照「觀察日期」、「事件類別」、「資料性質」做編號，

舉例而言，研究者在2012年3月31日參與變革高中「開放參觀日」，會以「20120331

學校開放參觀日觀」註明。 

三、文件資料 

    在文件資料整理部分，本研究蒐集的文件包含了學校行事曆、教師課表、學

校活動文宣，並閱覽團隊歷年活動記錄、學習單和學生心得回饋等相關資料，並

按照「取得日期」、「資料名稱」做編號，例如「20120307學生小論文心得」即

代表研究者在2012年03月07日紀錄的學生小論文心得，文件資料皆以此方式進行

彙整及收藏。 

    茲將本研究的資料編號方式列明如下表3-1。 

表3-1資料編號表 

資料類型 資料編號 編號說明 

訪談逐字稿 20120223柯老

師訪 

研究者在2012年2月23日與柯老師進行訪談

參與觀察記錄 20120331學校

開放參觀日觀 

研究者在2012年03月07日紀錄的學生小論

文心得 

文件資料 20120307學生

小論文心得 

研究者在2012年03月07日紀錄的學生小論

文心得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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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分析與呈現 

    在資料分析部分，研究者會先懸置由文獻所得的假設和觀點，以開放的態度

沉浸於訪談語料中。反覆聆聽錄音檔、詳細閱讀逐字稿，從中找出關鍵事件和重

點。此外，研究者亦採取批判的態度檢視語料，不將自己視為參與者的錄音機或

代言人，而是從較中立的角度分析、詮釋意義。資料分析方式是反覆閱覽逐字稿，

將語料中重要的訊息加以劃線標示、編碼、註記研究者的想法，而後將主題相近

之語料群組、歸納為幾個抽象類別，形成整體分析架構。 

    研究者曾身陷於龐雜的訪談語料中，思緒紛亂無法突破，此時則暫時放下語

料，藉由與他人的討論和閱讀文獻來釐清問題點，而後再次拾起語料。分析過程

中，亦歷經數次資料的重新分類和重建架構，資料的編碼、主題、類別是持續不

斷的調整與修正。透過來來回回、反覆的重組以及思考，從中產生新的理解和新

的觀點。 

    而在論文內容的呈現上，為使閱讀者容易區別引用資料及研究者的論述，在

訪談、參與觀察、文件資料的引用上，會將字體以標楷體顯示，並註明該筆資料

的來源。另外，由於部分引用的資料篇幅較長，為使重點能夠清楚呈現，會於重

點部分加註底線，並使用刪節號表示研究者刪除部分較為無關的訪談內容、不予

呈現。 

 

第六節 研究信實度 

    由於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蒐集資料的工具。研究者對教師增權賦能

的分析與詮釋，是在與參與者互動的資料蒐集過程中，逐漸建構而成。因此，為

避免主觀意識產生研究偏誤，必須在研究過程中時時檢視研究的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因為信實度是質性研究之所以能夠成立的重要依據（潘慧玲，

2003），以下說明本研究確立研究信實度的做法。 

壹、使用三角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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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中，常使用三角檢證來檢核資料的可靠性。而三角檢證策略有兩種，

第一種是「方法的三角檢證」（methods triangulation），使用兩種以上的方法及不

同的蒐集程序、第二種是「資料的三角檢證」（data triangulation），指使用單一方

法時，採用多種資料來源（王文科，2000b）。為求提升研究的信實度，本研究採

取訪談、參與觀察、文件分析三種資料蒐集的方法；訪談不同職務的研究參與者，

如教學團隊教師、校長、行政人員，確保資料的多元性。並將所得之資料交叉比

對、作為相互檢核的依據，以求提高資料的可信度，對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和影

響因素有更全面的探討。 

貳、進行厚實描述 

    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是一種對研究內容或場域的詳細描述，並將研

究情境脈絡做完整的說明（黃惠文等譯，2002），因此，研究者除了謄錄訪談逐

字稿外，也於文件記錄中盡可能詳盡描繪每一次訪談的經過、氣氛、互動關係等，

希冀能捕捉當時的情境脈絡，記錄語言之外的其他資訊，做為日後詮釋及判讀資

料的依據之一。 

參、運用參與者檢核 

    參與者檢核是指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的分析與詮釋，請研究參與者表示意

見，檢視其中是否有偏誤之處，以建立研究的確實性（潘慧玲，2003）。因此，

本研究將請參與者檢核訪談逐字稿及參與觀察記錄，以求真實表達其原意、確定

內容的正確性。若參與者對資料有疑慮、或不願意讓資料於研究內文中呈現，則

會則尊重其意見進行修改或刪除，並在資料上註記原因。除了逐字稿檢核外，論

文撰寫完成後，亦會將全文交給研究參與者閱覽，請研究參與者提供建議，並再

次檢視當中是否有錯誤、或研究者論述偏誤之處。 

肆、採用同儕審視 

    同儕審視有助於概念的澄清及發現問題，發展可行的研究策略（林佩璇，

2000）。因此，研究進行及撰寫的過程中，研究者會將文獻、研究架構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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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的資料及詮釋的內容，與指導教授、論文研究團體、研究所同學進行討論，

以求非參與研究的第三者，提供研究者不同角度的思考觀點，協助研究者釐清自

身的偏誤或疏忽，避免個人過度主觀的詮釋。 

 

第七節 研究者角色與倫理 

壹、研究者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無法規避自己做為「敘說者」的角色，必須於文本中

現身，從脈絡中詮釋研究參與者的行動，並知覺研究者個人主觀在研究過程中的

建構（蔡敏玲，1996；蔡敏玲，2001）。研究者本身修習小學教育學程、實習及

代課皆於國小，對於高中場域可以說是陌生的，但也因此較容易身處於一種「局

外人」的觀點，對變革高中「局內人」的事物感到好奇、亦不受成見所束縛。此

外，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並非同事關係，比較類似來向受訪者們請教經驗的學習

者、學妹或晚輩，在相處及互動上少了一份顧忌，研究參與者們皆十分願意分享

自己的教育經驗；在談論學校事務時，會更加詳細的說明事件的脈絡，也較能不

避諱談論學校中一些隱諱的現象。而研究者也因這樣的身分，相對而言較能以客

觀的角色和位置，分析訪談內容及觀察到的現象。 

    然而，無論是研究主題教師增權賦能的選取、或是制度的及批判的增權賦能

理論觀點陳述、研究場域中資料的蒐集及理解，還是受到研究者本身背景、主觀

意識所影響。研究者是研究過程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研究者亦影響研究的進行

與結果（畢恆達，2005）。因此，研究者於文獻探討處即闡明自己所持的理論觀

點，對研究場域資料的詮釋，會適時尋求多方觀點的檢視，請指導教授、研究參

與者閱覽後修正。在研究過程中，會時時自我分析及省思，留意研究者與不同研

究參與者的關係、研究者對研究場域造成的影響，以求研究的撰寫及論述，能較

為真實的展現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 

貳、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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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倫理是研究過程中必須遵守的準則與規範，是研究進行時的行為規準、

研究者必須重視及嚴肅面對的課題。且因本研究關注學校組織環境、成員互動關

係，勢必會討論個案所處的組織情境、成員們的互動狀況，因此研究者更應謹慎

地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和詮釋，避免造成學校的困擾、成員們彼此的猜忌。茲將

本研究恪守之倫理說明如下： 

一、知情同意的原則 

    在所有資料蒐集階段，研究者會如實告知研究的相關資訊，在參與者瞭解、

同意後進行。如研究者在進入研究場域變革高中前，已先透過日向團隊教師成員

柯老師的聯繫，向團隊教師說明研究主題、目的與蒐集資料的方法，取得團隊教

師們的允諾而後進行訪談、參與觀察及文件蒐集。而隨著研究時程的推展，也獲

得兩位行政人員、校長的同意，接受訪談邀約。此外，在進行錄音、文件資料的

記錄前，亦會取得相關人士的許可。 

二、保密的原則 

    本研究所提及的學校、教師、校長與行政人員名稱皆採化名處理，以避免為

研究場域學校及參與者造成不必要的干擾。此外，在資料的蒐集過程中，不論是

正式或非正式的觀察、訪談，研究者會向研究參與者告知資料將匿名處理，且不

會向第三人透露；若研究參與者認為資料中有不欲他人所知的內容，研究者會將

其刪除不予摘錄。此為研究者對參與研究者的承諾與尊重，以求保障參與者的隱

私及權益。 

三、誠實的原則 

    在研究的各個階段，研究者都會遵守誠實原則。首先，在文獻探討處，文獻

資料的引用會註明出處，不將他人的論點據為己有。而在進入場域蒐集資料前，

研究者會將研究目的、進入場域的原因、需要搜集的資料如實地告知研究參與者，

獲得參與者的同意後方才進行。進入場域後亦會以誠實的態度和做法，回應研究

參與者所提出的各種問題。而在研究結果撰寫時，也會忠實呈現，不斷章取義、

捏造或曲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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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正合理原則 

    公正合理的原則是指研究者「公正地」對待研究參與者、以及蒐集的資料，

「合理地」處理自己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及自己的研究成果（陳向明，2002）。

是以，在研究資料的處理上，不會無中生有或過度解讀訪談及觀察內容；在論文

的撰寫，則會避免主觀的偏誤，盡力開展研究者的敏銳度，詮釋客觀的團隊教師

增權賦能。 

 

 

 

 

 

 

 

 

 

 

 

 

 

 

 



74 

 

 

 

 

 

 

 

 

 

 

 

 

 

 

 

 

 

 

 



75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根據訪談、觀察和文件蒐集所得資料，佐以研究架構進行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先簡述變革高中教師權能概況，作為瞭解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背景脈絡；

第二節聚焦於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歷程、主要途徑，並歸納團隊教師增

權賦能的意涵；第三節分析影響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文化因素與制

度因素；第四節則將研究發現進行綜合討論。 

第一節    變革高中教師權能的脈絡分析 

        本節共分為兩個部分來描述變革高中教師的權與能，分別為「教師權能概況」

以及「學校組織與教師權能的關聯」。 

壹、教師權能概況 

一、「權」：來自「學校自由風氣」與「法定教師權利」的加乘 

 

如果說，有一個地方，是擔任教育工作，就是可以施展教育理想，然後又很

自由、那又可以有一些後盾的，我覺得這邊是天堂。（20120315 鄭老師訪） 

 

    變革高中是教學天堂的說法，來自學校校內自由的教育氛圍以及對教師權益

的重視。在不違反法規的前提下，學校不會干預和限制教師的教學，教師自主發

揮的空間很大，想要改變教學方式、舉辦校外活動、或在教學上有更多的發揮，

校方皆十分支持，若有可用的經費或資源，也會提供來支援。 

 

變革是老師你的教學專業為優先…因為你的教學專業其實是沒有人可以去

做攻擊或什麼，就是你就走你的教學專業那一塊，你是有滿大的空間就是你

可以去改變你的上課方式什麼，那都不會有問題、就是你對，只要不違法。

那你其實例如說，你申請說我這兩節課要帶學生出去，那就出去……其實他

是比較彈性的，就是給老師比較大的空間。（20120308甄老師訪） 

 

對老師也還算蠻自由的啦，所以其實我們的確就是可以做很多有的沒有的，

自己想…就是我真的不會特別被綁住說一定要怎麼樣，就是一定要這樣或那

樣這樣，所以當然的確在教學的彈性上面，或者是真的想要再多做點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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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學校大原則大方向上是支持的，或者是說甚至如果有資源，那當然也有

計畫有錢的話。對啊，就是等等啦！所以我覺得整體上的方向是對的、也是

好的（20120308 柯老師訪） 

 

    在教師教學時間的安排上，變革高中有一獨特的傳統，教師有兩個半天的空

堂，做為教師進修時間。意即除了法定領域時間的一個半天外，教師可以再選擇

一個半天不排課。教師在學校中不須簽到、簽退，也沒有法規明確規定教師每天

必須要在學校八個小時，因此對變革高中教師而言，在沒有授課的時間其擁有極

大的自主空間，可以選擇在學校進行教學事務的處理、或不在學校，或做其他想

做的事情。 

 

研：如果像老師們平常要進修是OK的嗎？就是在學校這一關上面。 

甄老師：法令上面應該是有支持說，學校以排課來說，可以給你兩個半天的

時間去是允許你去進修，然後那兩個半天不要給你排課，所以是方便你去進

修一些課程。（20120308 甄老師訪） 

 

當然因為高中一方面不像國中一定要待滿八小時，然後我知道台北市好像很

強調這樣的事情，雖然就是很多老師也會自己溜啦，但是相對來講，高中就

更自由，就是沒課就走。（20120223 柯老師訪） 

 

增權這件事情我就覺得，他（教師）的權力已經太大太大了，對。你知道老

師是不需要刷卡上下班的，都不需要簽到。行政人員要簽到，他要簽到、簽

退。老師不用，老師可以在沒有課的時候，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基本上，

就是對，我們也沒有一個法令限制說，他八個小時都要留在學校裡面。

（20120411羅校長訪） 

 

    此外，變革高中教師十分清楚自己擁有的「權利」為何，比如相關費用的計

算核發、休假資訊、進修等明文規定的權利。在擁有的法定權利基礎、校方對教

師的權益的重視下，當教師自覺權利受損時，會積極地為自己的權利發聲： 

 

以高中的情況來說的話，高中的老師對於權這件事情，其實他們很清楚，他

們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有哪些權利的。（20120411 羅校長訪） 

 

這邊就是對於老師的權利，是照顧的很周全，統統會想到，這個老師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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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比如說該發的費用一毛都不會少，那或是可以休的假，有關的訊息…

不是說統統會去休啦，而是說幾乎會幫你訓練到你都知道說哪一些假你可以

請這樣子。（20120315 鄭老師訪） 

 

變革高中另一個很妙的是，因為他重視教師權益，所以教師的聲音也就很大

聲，如果他會講話的話就會很大聲。（20120223 柯老師訪） 

 

        而隨著教育生態的改變，學校行政決策大多由委員會討論後形成決議。除了

法律保障的參與權外，變革高中各項委員會的運作已在軌道上，委員會的產生各

科都有科內的「遊戲規則」，「像大科常常用選的，那我們小科就是用輪的」

（20120517 褚老師訪）。且因會議的決策會影響科內或年級的職務分派，因此不

同科目或任教年級的委員代表會於開會前蒐集科或年級內的意見，帶到會議上做

後的討論。有意見就反應、就討論，以目前的運作情形而言，委員的參與並非

流於橡皮圖章的決策背書作用。 

 

現在學校所有的決定，全部要進入到委員會去決定。……我們所有的事情都

有委員會，課程發展要有委員會。對，然後，招生要有招生的委員會、推薦

要有推薦的委員會、甄選要有甄選的委員會，我們都是透過委員會去決定事

情的。所以，每一科的老師，他都會有代表在裡面，他們都可以發聲。

（20120411 羅校長訪） 

 

不同的委員會有不同的委員，會有以科為單位的一個委員，然後主要當然還

是主席、級導師，每個年級的級導師這樣子……各項委員會，教評會、課發

會，其實各項大概都會有一些代表，像包括連校慶，這種已經辦很久的，大

概都會有校慶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各科會有一個……因為我覺得老學校有一

個好處就是它已經很多就是已經都比較在軌道上面，那你說當然創新度可能

就比較低，可是你說穩定度因為大家都可能在軌道上面，如果沒有什麼特別

需求的話，那委員大概去我覺得也就是還好，倒不會說因為意見不同，就變

成怎麼樣，但是我覺得也還好耶！如果你有意見你就提，然後就是大家討論

這樣子，如果沒有意見，那當然就 so so，就可能也許就過去了，所以也不

會說都純然就只是蓋章或者什麼之類，背書那種嘛不會。（20120308 柯老師

訪） 

 

另一方面，在個別教師意見的反應或表達上，「我覺得因為變革的老師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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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也的確比較自由，所以你真的直接找校長講，直接找主任講，或找行政講，

其實也沒什麼」（20120308 柯老師訪）、「我們的校長沒那麼高架子」（20120307

褚老師訪），自由的氛圍、校長非集權的領導風格、教師對教育具理想下，變革

高中教師普遍能夠反映自身對學校事務的想法、教學需求。 

 

其實校長是很願意、就是有什麼問題可以去跟他談或怎樣……像是課發會我

們都會有一些協調會，就是各科會有一些會前會，才不會說大家在那邊開的

時候沒有結論，他也會私下有時間先跟老師約、然後各科去跟他談，就是等

於是會有一些協調的部分、會先做一些事前的協調，或者是說老師有一些想

法或意見，也可以去溝通這樣子。（20120518 顧組長訪） 

 

我們的老師是會給行政很多的 push，對就是他們有他們的一些理想，對，

那他們的理想也會透過各種…嗯機會可能跟校長溝通或跟學校溝通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我們意見是一致的，我們就會朝那個方向一起去走去改變。

（20120515 羅校長訪） 

 

    基於上述，對多數學校成員來說，變革高中教師的權利並不缺乏，校長、行

政人員與教師的權力關係亦非是上對下的權力行使。曾任私立學校教師的顧組長

表示，公立學校教師的權力很大： 

 

其實我覺得老師在學校的權力很大，我是如果說就行政跟老師來講的話，公

立學校。（20120518 顧組長訪） 

 

公立學校的好處就在於校長和老師之間的權力角色關係沒有這麼拉扯。

（20120425 柯老師的回信） 

 

        綜觀變革高中學校成員描繪的教師權力（power），主要是來自教師法保障之

教師權利（right）以及學校自由風氣的加乘，不難發現，學校成員對教師權力的

定義偏向法規層面的權利賦予、自由風氣下的權利行使力量。變革高中學校成員

普遍認為教師並不缺乏權力，權力亦非由校長或行政人員所掌控。此外，變革高

中教師會的組成體系完整、運作也行之有年，亦成為教師意見或權力展現的有力

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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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它其實也是為老師發聲，為老師說發聲呢，

它有分不同的層次嘛，有可能只是反應意見，很單純就是反應意見，比如說，

什麼學校的這個某一種設施不足，這個給老師的休閒功能的部分不足，或者

是學校的某一個地方，可能跟目前理解上面的法規有所抵觸，那我們提醒他，

它這個…這個就轉知、轉達訊息，那另外一個更積極一點的，就是老師受到

不平待遇的時候，那我們可能要幫他，也還是要幫老師發聲。（20120315 鄭

老師訪） 

 

二、「能」：具基本專業知能，但發展、回應各有巧妙不同 

        近幾年，適逢變革高中教師的「換血期」，資深教師紛紛退休、補進一批批

的新教師。在大環境及師資政策的改變下，變革高中現任教師大多是經過十分激

烈的高中教師甄試進入學校任教，也因此，受訪者普遍認為教師的專業能力具備

一定水準。 

 

基本上以高中老師來說，他透過非常激烈的競爭進入到學校裡面來擔任老師。

我想，在教師的專業上面，就是說他考進來，就這幾年，你知道這幾年，大

概過去從現在往前推十年以來，整個學校的老師大概換過一半以上，換血，

搞不好都超過七成了。對，所以，這些老師都是透過非常激烈的競爭，進入

到這個學校裡面來。所以，他們的專業的部分，我的判斷是不會有太大的問

題。（20120411 羅校長訪） 

 

其實現在因為經過教師甄很競爭激烈嘛，其實我覺得老師、有一些可能新手

老師剛開始充滿了抱負或是課程不熟，他會很認真備課，可是有的可能到後

面就用以前的那個東西繼續教，那當然現在教材的不斷的轉換，當然是變成

你一定要去注意新知。所以我覺得老師能力部分，在專業的部分還是要研習

或是進修，就是一段時間就是還是要加強的部分。……能夠當老師他一定有

基本的能力，只是說他還是要不斷的加強或者是說不斷的累積。（20120518

顧組長訪） 

 

    除了既有的專業知能外，教師能力的增加與否，在於「專業發展的這個部分，

就是說，老師的專業他其實還是需要與時俱進的」，「可是，我觀察到的是大部分

的老師是用經驗在教學。對，那我覺得這部分的能力的提昇很重要」（20120411

羅校長訪），基本的專業知能是變革高中教師具備的，但能力的發展和累積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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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不同。誠如受訪教師所言，教師能力的增進或付出的心力，其實無法明確衡

量，應該是更關乎教師對教學的想法、對教師工作的界定： 

 

那我就會覺得說，這個就是道德良知的問題，的確有些老師是這一塊比較缺

乏，他就把老師當成一種工作、我有課我就來上、沒課我就走，然後我覺得

學生怎樣不干我的事，那我們就會比較把它當成一種生活的模式，這是我們

生活的環境、我們就在這邊做我們想做的事情、這是我們的環境這樣子，所

以我們的認知就不太一樣。（20120517 甄老師訪） 

 

    另一方面，隨著教育政策的改變，如十二年國教的訂定、積極推動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甚至未來可能朝向教師分級的方式，這些是對「教師增能」的需求或

期待，然而進到變革高中現場，教師出現了不同的回應方式和態度，呈現極具差

異的樣貌，有的教師觀望，等到非得增能在說；有的教師抗拒改變，以退休為目

標；有的教師順勢而為，結合增能需求和自己對教育的想法。 

 

我們都要去看，有哪些老師他的 sensor 比較好？他已經接收到了，不變不

行了這樣子。有哪些老師是，他不僅是知道要改變，而且他有他的想法。對，

那有些老師是，他可能知道說會改變了，但是他覺得到時候再說，等非要變

不可的時候再說。因為他們其實都是有能力的人，他也不覺得我需要先煩惱

起來等這樣子。那另外還有一批老師可能覺得不管了，我103年一定要退休，

我就、我就要退休了，你不要叫我做什麼事情這樣子，也有。所以，你就會

發現說，每個老師面對問題的態度是不一樣的。（20120411 羅校長訪） 

 

    綜上所述，變革高中教師大多通過競爭激烈的教師甄進入學校任教，受訪者

普遍認為校內教師具備專業的教學知能，其對教師能力的定義偏向教師在教學或

學科專業上的展現。而在教師能力的增長或能力的展現上，是與個別教師內在對

教育工作的界定和投入有關，目前變革高中教師呈現差異的能力展現與能力增長

樣態，具「積極增能」、「拒絕改變」、「等待觀望」三種型態。 

 

三、「權、能」間的不對等 

        以當前變革高中教師權能現況而論，受訪者 常提及的是對「教師專業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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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疑慮，意指教師可以關起自己教室的門，堅持自己的專業自主、教學自主，

拒絕他人給予建議或調整教學。 

 

譬如說舉個例子，像最近學生在抱怨他們的美術課，可能是一直在看畫，然

後看一看，看一看，然後一節課就過去了，可是他們可能一個學期才畫一張

畫，就是只有一個作品喔！不是說因為不同作品只有一張畫，然後只有一個

什麼，沒有，他就一個學期只有一份作業，然後就定生死，然後老師通常又

不當人，所以幾乎都是人人都過關，但是他們就會覺得說即便不是考試，他

們也覺得好像應該要學點什麼，可是那個老師就是他有他的想法，他就會告

訴你說那個叫做教學專業自主！（20120308 柯老師訪） 

 

過去電腦老師是我的專長是什麼，我就找課綱裡面跟我專長相同的地方，我

就教學生這個，我就是Ｃ++（電腦程式設計語言）這樣子，那我就教這一個。

我管你學生會不會，你很難是不是？我就是會教這個，他就教這個。你跟他

argue 說：「這對學生太難了。」他跟你說：「課綱裡面有這個。」（20120411

羅校長訪） 

 

我覺得以目前台灣的情況來說，因為老師的權跟能的這個要求，並沒有對稱。

所以，他們有很高的某一些的權力：教學自主，他只要把教學自主搬出來，

你就一點辦法也沒有。（20120411 羅校長訪） 

 

        而當教師將專業自主權過度擴張或過度解讀，不接受他人對自己教學的建議，

但在自主管理、自律的部分又「太薄弱、不夠明確」（20120517 楊老師訪），即

產生變革高中部分教師權、能不對等的現象。因為教師專業自主權的運用範圍、

權限與時機，在教學現場仍是一模糊的定義。也因此，於教學場域中，教學專業

自主可能是教師對專業的把持，但也可能是維護自身的防衛盾牌， 

 

就是等於有點像我們以前開玩笑就是什麼事情都可以變成叫教學專業自主

啊！可是難道就是這個理由也可以變成一些不認真或者其實就是一個很…

等於它變成是一個藉口啦！（20120308 柯老師訪） 

 

對我們學校來講，我們老師的權力的確是非常非常的大，教學自主權是完全

沒有人能夠操控的，就算是教務處、就算是校長要變動是不能的，教學自主

是非常非常強的……學校本身就很自由，所以我們會非常強調的是教師的自

主能力要非常非常強。（20120517 楊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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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教師權能是否相符外，「增權這件事情，在高中的現場來說，它不是那

麼的重要，因為已經到天花板了、到天花板了。在美國的老師，每年必須要讓校

長觀課幾個小時、必須要接受學區的督學的就是給他所謂的評鑑。在臺灣，你敢

進去評鑑老師嗎？不敢，你沒有被授予任何的權力可以去做這件事情。老師也沒

有任何的規範他說，他必須要被你這樣檢驗，他連參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都要自

願。」（20120411 羅校長訪），教師權力高達天花板之說，在於目前尚無教師權

能相輔機制的完整設計或規畫。此外，評鑑的指標是要求教師達到 基本的規範，

在變革高中裡，大多數教師沒有不適任的表現、也會如期完成教學，在這樣的情

況下，以評鑑提升教學品質、促使教師增權賦能的立意被削弱了。 

 

大部分的老師是還是安份守己的把他的課程上完，他縱使沒有太多的花招，

他還是會把他的課程上完，所以它，教育部最後可能得到的結果是大部分老

師都沒有大的大錯，就它要達到那個，最後那個目標是做不到的。（20120308

楊老師訪） 

 

貳、學校組織與教師權能的關聯 

一、教師會 

        以目前變革高中教師會的運作而言，教師會偏向保障教師的權益和福利，具

有與學校協商、表達多數教師意見的功能，但非與行政單位進行抗衡，「我們學

校教師會還好啦，沒有那麼明顯說是要跟學校單位對抗那個樣子，所以大部分老

師會參加」（20120518 周組長訪）。在個別教師部分，教師會主要在教師自覺權

利受損時，提供其所需要的協助，替教師發聲。 

 

教師會對某些人來講其實很有幫助，就是他出事的時候它可以幫助你，就對

你來講你可能對法的部分不熟、或者你有權益受損了，他們也許透過那個團

隊可以幫你爭取，理論上對於捍衛老師的權益這是一個很好的組織……教師

會長其實影響教師會的運作很大，教師會長如果他是一個比較細心、然後比

較有能力、甚至比較有能量，而且他跟學校的老師也都熟，那麼他能給你的

幫助會很多，但是如果這個教師會長，他其實跟大家沒有那麼熟，他只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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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覺得他有能力然後被選出來，但是他跟我不熟、他不一定能夠幫助我多少，

有些時候你自己要去跟他討、他才能來幫助你。（20120517 褚老師訪） 

 

他們（教師會成員）比較在意像最近教師要不要加入工會阿，他們也就是在

做這方面的事情，然後保障教師的權益，其實我覺得這一塊，只要沒有什麼

衝突，也沒有什麼叫做保護的問題這樣子，然後可能也會討論到一些例如要

辦教師聯誼活動或者是什麼，就或是老師你覺得你的權益受損、你可以找教

師會幫忙。（20120517 甄老師訪） 

 

教師會的運作就比較是跟教師的權利、義務比較有關係，就是老師們的權利

受到影響，或是他要舉辦為教師們的福利、謀福利的時候，比如說舉辦一些

團康活動、文康活動的，可能教師會的立場會比較多，可是它跟我們教學就

我覺得沒有太多直接關係。（20120308 楊老師訪） 

 

        除了教師權益的維護和意見傳遞外，教師會另一個功能是舉辦校內教師的聯

誼活動，提供情感交流的機會。以目前變革高中教師會的運作和訴求而論，受訪

教師們皆表示，教師會與教師的專業成長、能力的提升無太大關聯。 

 

就聯誼活動阿，真的沒有什麼。我不太確定他們每多少天要開一次會，每一

個禮拜還是…那個單位是什麼，就是會有一個禮拜二中午會開會，我真的覺

得沒有什麼特別的，當然他還是要派理事代表去參加學校會議，當然有時候

學校可能講得不夠或想的不夠的東西，教師會當然會補充，可是不見得一定

要教師會才做的到。我的意思是說，教師會有沒有發展出很專業性的那個，

我覺得其實沒有。譬如說達美樂披薩試吃，像前天還昨天是 COSCO 來辦卡就

送什麼鬼東西，就類似這種東西。（20120223 柯老師訪） 

 

二、教評會 

 

我會覺得像教評會也沒有很實質的功能，有啦就是遴聘老師嘛。那是一個通

病就是大家不想當壞人，當今天有一個老師他其實不適任的時候，那提到教

評會去的時候，我覺得每個學校可能都這樣，就大家會念在說我們有一份情

什麼的，那也不會對你太過嚴格的懲處，可是我覺得，我也不是說那些人就

一定要被懲處或怎樣，但是我會覺得說如果今天實質上有作為的人沒有被肯

定、沒有被支持，而就是不適任的人也沒有被懲罰，那你最後你引導的那個

教師的團隊其實就會變成，大家就會盡量沒有我的事我就躲，因為我做了也

沒有什麼好處，然後其實我爛一點也沒有關係、反正有人更爛也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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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7 甄老師訪） 

 

        教評會的代表大多為學校教師，在人情考量以及考核標準不嚴苛的情況下，

除了十分不適任的教師外，對大部分教師來說，教評會的考核意義並不大，教師

每年考績大多能夠獲得甲等，缺乏退場機制或績效壓力。也因此，教評會在校園

中並無太實質的督導或協助功能，來促進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 

 

教評會其實是去評一個老師優不優的對不對，可是我們一般的老師其實不會

像公務人員這樣有那麼明顯的好壞，而且好壞很難評定，它到底有什麼指標，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也都是參考，而且他也不會像公務人員的等第裡面，譬如

一個辦公室要有兩個甲等、兩個乙等。……我們就一直都在教書阿，阿大家

也不會、因為那個等第評法也不會特意把你打到乙，除非你這個就是很不好、

很不好那又很明顯，所以我覺得教評會它是應該存在啦，但是如果一個教師

你不會太差，基本上教評會對你的威脅不太大，但是如果你遊走在那個好跟

壞的邊緣，尤其是你已經被學生認為你是不適任老師、或者是你教得不好、

或者在很多同仁眼中裡面你真的是一個不太好的，不管是教法或者是品性都

不太好的話，那當然教評會就是扮演一個可以拿出殺手餞的，就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懲處。（20120517 褚老師訪）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 

        目前變革高中課發會主要在於討論選修課的科目與節數配置，以各科代表參

與方式來進行科目課程時數的爭取。因為課程時數關乎教師是否有時間完成教學

進度，也影響不同科別教師的聘任人數、導師或行政職的分配，某種程度而言，

課發會是教師工作權或生存權的保障。 

 

羅校長來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訴你，課發會的基本前提是保障每科教師的基本

授課時數，簡單來講先維持你的工作權，你的工作權維持住了之後，剩下的

時數在依照實際的上課需求在做調配，這樣一談再加上會前會，每一科的科

主席或每一科的課發委把那個經驗帶回來再去討論之後、很自然的就沒有太

多聲音。（20120517 楊老師訪） 

 

課程發展委員會是高中裡面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地方，因為大家在這個地方，

關乎他們的生存權。因為，雖然我們的課綱裡頭有所謂的必修課，但是選修

課的那個部分會去，雖然它的時數並沒有非常的多，但是選修課，決定開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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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課這件事情，會影響到這個科，可不可以多聘一個人？還是少聘一個人？

還是這個科，要不要因為人數太多的關係必須要去做導師多一點、行政多一

點、或者是出來分擔工作多一點，這些東西，就是很細微的部分，就可能產

生很大的影響。所以他們會在課程發展委員會裡面，每一科都有代表在。然

後，那個地方就是他們會短兵相接、會彼此比如說，我們聯合起來去跟另外

一科抗衡、或者是我們怎麼樣怎麼樣，就是在這個地方，你會看到很多這種

現象。（20120411 羅校長訪） 

 

課發會就是一個搶大餅的地方，就是你的必修裡面有這些，可是有一些彈性

的空間你各校可以處理的。……大家要去搶阿，每個人都會說我要這個，我

為什麼要這個，每個人都有一套理由，對不對，然後都去搶，因為總 total

時數就是那樣。（20120517 褚老師訪） 

 

        而在基本教師工作權的保障外，變革高中課發會逐漸朝向選修課課程地圖的

規劃，來進行學校特色課程的開設。在特色課程中，教師有較為彈性的教學設計

空間，進行其增權賦能的發揮， 

 

我跟老師們談的就是說，我們未來，我們的理想是我們的老師們在課程發展

委員會裡面討論的事情，我們討論出來的課程，除了教育部所定的課綱，那

個必修幾節、幾節之外，我們選修的課程要能夠有一個所謂的課程地圖出來。

（20120411 羅校長訪） 

 

我覺得課發會應該未來應該會扮演一個角色是，營造這個學校特色風格的關

鍵組織，特別是在未來要推十二年國教、每個學校要走特色課程的情況之下，

課發會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因為這個學校到底有沒有特色、會從課發

會安排出來的課程跟選修課程看出這個學校到底有沒有發展潛力……他要

能夠變出花樣同時又能顧到基本能力，那這樣家長會覺得說那我為什麼不讓

學生來這邊，它可以有多元的設計、它又能讓學生達到基本的成績、成效，

我縱使不要讀精英高中、可是我在社區高中也能做到這樣，那我讓這個學生

在這邊沒有不好。（20120517 楊老師訪） 

 

四、家長會 

        變革高中家長會成員對學校事務或活動的支持度高，不會特別聚焦於學生的

升學表現，給予學校或教師壓力，亦十分支援教師多元的教學活動。在教師舉辦

活動或校外教學時，會提供經費及人力的支助，家長與教師的合作關係是教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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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賦能展現的一大助力。 

 

家長會，其實家長還蠻願意支持一些活動，像有時候我們辦一些活動，家長

會覺得其實這個活動不錯，他們願意贊助，那家長會反而會是比較直接，對

我們教學活動有直接助力點的單位，所以像我們有一些活動有時候都是家長

會，是大力支持的，會提供一些經費。（20120308 楊老師訪） 

 

家長會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家長會還滿好的耶，就是會提供精神的支柱跟金錢

的支柱，我講我這幾年辦的活動好了，就金錢來講，我們第一年錢不夠其實

家長會幫我們的忙，後來我還滿常帶服務學習的，所以好幾年我去梅暮國小、

帶小朋友去夏令營，錢不夠的時候也是家長會會幫忙，前兩年的時候是家長

會幫忙。……我們的學校家長會其實對於我們在辦活動這個部分還滿給予高

度肯定跟支持，就經費的部分。上次不是講謝校長說我們第二台車子有經費，

也是跟家長會拿的，有一次感恩餐會，我們辦之初（社區民眾聚會）的活動，

有部分金錢也是跟家長會爭取的，所以我們學校其實家長會幫我們很多。

（20120517 褚老師訪） 

 

        此外，家長會某種程度而言，具有向教師、學校反應教師教學狀況及學生學

習的功能， 

 

我通常遇到狀況比如說有人告學校的老師，有人告什麼事情，我一定把教師

會長找來，家長會長找來，我們三個人是一個 team，我們共同來面對今天

學校面對的問題，他們久了以後了解我的想法，他們也覺得我很尊重他們，

而且我很需要他們的幫忙，因為我不知道我一個人能力有沒有辦法去面對這

些事情，但是我這三個方面結合起來之後，你從任何一個角度來攻我，我都

不害怕，因為我們三個人一起去面對問題。（20120515 羅校長訪） 

 

    總結而論，變革高中教師的權力是來自法律所賦予的教師「權利」與校內自

由風氣的加乘，教師具備參與決策權、進修研習權、專業自主權等法定權，權利

是全體教師所共同擁有的。且在校內對教師專業的尊重下，變革高中教師擁有很

大的自主空間進行教學發揮、對校務表達意見。不難發現，學校成員對教師權力

的定義是「基於教師擁有之權利而來的行使力量」。而在教師能力部分，受訪的

學校成員皆表示，變革高中教師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能，但對能力的提升或展現有

不同的回應方式，呈現積極增能、觀望等待、拒絕改變三種樣貌。在學校組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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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權能的關聯上，學校現有的組織如教師會、教評會，偏向保障或維護教師的

基本權益，但在教師專業或能力的提升上，卻缺少制衡的設計或增能的辦法。此

可以回應學校中部份教師具有「權能不對等展現」的現象。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

內在、外在權與能的相應增長，校長直言，以變革高中整體教師增權賦能而論，

只有少數教師具增權賦能實踐。 

 

變革高中目前還不太適合談這個（指教師增權賦能）。因為就是「目前」，就

是以我到這邊兩年半的時間，我所觀察到的跟我們推動的事情，我們有看到

有一些的進展，然後看到有一些的改變。但是畢竟這是還是在，比例上面還

是偏低的老師在做的事情。（20120411 羅校長訪） 

 

        以下將探討「比例偏低教師在做的事」，也就是研究的焦點：日向團隊教師

增權賦能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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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圖像 

    在瞭解變革高中教師權能的概況後，本節將進一步將探究日向團隊教師增權

賦能的實際展現與意涵。本節共分為三個部分討論，第一部分聚焦於日向團隊教

師增權賦能的階段歷程，第二部分歸納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途徑，第三

部分剖析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以瞭解教師增權賦能於學校場域中的具

體圖像。 

 

    「走」，是日向團隊教師對教育意義追尋的描繪， 

 

我們就會說我們自己這個團隊，我們都是不安定的，就是不願意停留在原地

的老師，這樣，不管你走到哪個方向，至少你知道你的出發點是好的，那往

哪一個方向走，都是要去試試看，然後試了之後你才會知道，這是有路可以

走，或是這邊是走不出去的，你必須要再換。（20120308 甄老師訪） 

 

走一步算一步，遇到什麼再繼續想阿、然後再去討論阿……有一步算一步，

只是我們還願意走，我說實話，我還願意再試一下吧！（20120308 柯老師

訪） 

 

        往前走，邁步在實踐教育理想的道路上，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也隨之開

展。 

 

壹、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歷程：三個階段 

          以下就日向團隊的成立及發展過程，來說明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大

致可將其增權賦能歷程分為三個階段：「意識覺醒」、「團隊實踐」與「策略性的

運作」。在各階段中，除了團隊教師的經歷敘說外，也可以看見學校組織成員身

處不同的角色位置，有著不同立場。 

（一）階段一意識覺醒：「我們」只是做我們該做的事 

        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起始，是教師對學校周遭土地即將變化的有感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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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高中所在社區原為一農業聚落，居民以務農為生，但隨著都市開發案的通過、

學校鄰近土地的徵收，科技園區動工在即。此舉將大幅改變當地居民的生活型態

以及產業結構，社區房屋的拆除、居民的搬遷、地景的改變，讓身為學校地理老

師的褚老師開始思考自己的「責任」，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我們的責任到底是什麼，我們要思考的是，難不成我們就

任由這塊土地空白的過去。（20111222 日向團隊教師演講） 

 

我就會覺得如果我自己家鄉的這些東西因為挖土機進來要被拆了，我應該也

會很不捨，然後我也在變革高中這麼久了，所以我就想說，那我是不是可以

盡一點心力幫這塊土地的一些文史資料給保留下來，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發

想，然後我就開始做田野工作、開始訪談。（20120307 褚老師訪） 

 

        結合自身的地理專業與對土地的愛好，褚老師決定將學校周遭景觀的大幅變

遷記錄下來，開始進行田野調查，以居民訪談、老照片的蒐集來保存當地的文史

資料，然而「一個人很難做，我也知道一個人很難做」（20120307 褚老師訪），

於是褚老師邀請了同辦公室歷史老師鄭老師加入，意即在地理觀點著重的環境變

遷外，更加深了史的深度。兩位教師在沒授課的時間進入社區、進行田野調查，

逐漸建構起當地的歷史發展與居民的生活故事。 

 

我們就是每一個禮拜三天的時間去田野現場，然後第一年其實我們的前半年

先建構整個這邊的歷史發展跟那個，應該是說先把故事的脈絡建構起來，那

故事脈絡建構起來，我們了解這塊土地，我們才能知道我們在教學上可以怎

麼發揮運用。（20120307 褚老師訪） 

 

任何一個老師他只要進入田野現場，我覺得他很多的能量一定會增加、或者

是能力一定會增加，包括我跟居民的訪談對話裡面，我訪談對話的能力，或

者是我從訪談對話裡面田野實查的那個能力。或者是說，我在這實查的過程

裡面，從他們內容增加我在地理或歷史、或在對這個土地的內容收穫其實一

定是增強的。（20120307 褚老師訪） 

 

    除了自身進入社區、提升專業能力外，兩位老師也將在地的田野例子結合地

理、歷史課程設計，並實際帶領授課班級的學生踏出教室、進入社區，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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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自己能為社區做什麼， 

 

除了影片的引導、然後還有故事內容的說明，告訴他們做這件事的意義跟價

值，然後希望他們跨過了圍牆去幫助圍牆外面的那些農民之外，我覺得還有

一個就是親自帶他們去現場、告訴他們幾個月之後這裡都沒有了，我們可以

幫他們什麼。（20120517 褚老師訪） 

 

    除了兩位老師以地理、歷史的專業來進行記錄外，褚老師也邀請美術、舞蹈

班老師一起合作，希望能用各種不同的專業來記錄即將改變的社區。因此，教師

們帶領美術班學生進到社區取景，以畫筆記錄下在地風貌；與舞蹈班的學生討論，

以舞展的方式展現社區原本的農居生活、土地徵收的粗糙過程、居民面對搬遷的

不捨： 

 

後來我就跟他們說了一個我的構想，我就說如果老師長時間在這邊拍照，然

後只用我的歷史或地理的那個專業背景去記錄這塊土地其實不夠，你們有沒

有興趣來講老師這個忙，幫這個土地這個忙，我們一起用我們的專業去記錄

這塊土地。（20120307 褚老師訪） 

 

他們（舞蹈班學生）也覺得因為這塊土地要被拆，然後居民要遷，所以他們

也想好，那我們試試看，試了之後其實很挫折，因為很多東西他們沒辦法進

入現場，以一個高中生在都市生活的小孩，他沒辦法那麼深刻直接去了解田

野的東西，所以我們也花了很多力氣，包括一而再、再而三的進入現場跟他

們講故事，講了故事帶他們去田野現場，除了導覽之外，也讓他們去真實的

感受，所以像上次我們在演講的時候，我們就講說帶他去台北借一塊田，讓

他們去插秧……然後再來就是廟會，當然他也可以去做很多廟會的呈現，可

是這些孩子他們是親自到廟宇裡面，三月的時候就我們有一個迎媽祖繞境的

活動，他親自到現場錄音，然後在現場裡面在做一些舞蹈的動作結合，所以

已經不是他們的現代舞的舞劇，而是那種比較像是一個、就是跟土地故事結

合的那個舞劇，然後到最後他們覺得他們很驕傲，因為他們為這塊土地做了

很多事情。（20120307 褚老師訪） 

 

    這樣的文史記錄、教學需要時間，兩位教師坦言「付出的時間跟精力，超乎

想像耶」（20120315 鄭老師訪）、「沒課就進去」、「其實假日都浸泡在那裡面」

（20111222 日向團隊教師演講），教師工作與文史工作並進「說不累是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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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那麼累的時候，你為什麼還想做」（20111222 日向團隊教師演講），而當

褚老師回首這一段過程，數度表示「我們只是做我們該做的事情」（20120307 褚

老師訪）。 

    隨著訪談、老照片、古文物等靜態文史資料的逐漸累積，褚老師認為社區及

居民的生活點滴「應該保存、應該記錄，它應該是影像、文字、文物同時被保存

下來」（20120517 褚老師訪），盼望能用更動態的方式去記錄居民的故事與學校

週遭的轉變，在此思維下，兩位老師決定拍記錄片。然而，記錄片的拍攝需要更

多經費與人力支援，於是兩位老師向謝校長（變革高中前任校長）表達拍攝的構

想，謝校長對此表示支持，並聯繫能夠提供經費的單位，協助兩位教師順利申請

文化局經費。 

 

一開始我其實就很單純的用靜態的影像去呈現，但後來發現其實很多靜態的

影像沒有辦法說故事，說的故事我覺得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們後來就決定

拍一個簡單的記錄片，那我把這些想法提供給、就是跟校長講，前任的謝校

長他馬上就幫我們連線、連到文化局，文化局也覺得很有意義，就馬上就下

來，用特案、特案的方式准我們做這件事情、然後給我們經費協助。（20120517

褚老師訪） 

 

    文化局經費的挹注使兩位教師在增權賦能實踐上有更大的支援條件、發展空

間，能辦耆老座談、拍紀錄片、出版社區文史專書，歷時一年的文史調查「成果

非常豐碩，就是我們幫社區保留了很完整的文史資料，還包括拍了一部紀錄片」

（20120315 鄭老師訪），文史資料的累積與拆遷的速度不斷競賽，隨著拆除的結

束，文史探討、記錄告一段落，兩位教師則將下一階段的目標訂調為成果推廣。 

 

（二）階段二團隊實踐：這時候，不是「我們」單純做的事情 

    教師的終極目標是成立社區文史工作館，也就是結合社區民眾進行社區總體

營造的實踐： 

 

我們希望我們出來的成果，可以達到建一個保存館……它有文史館的這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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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可能褚老師有講過，這是終極的目標。可是我們都很清楚，要達到那個

之前，時間好長啊，因為那要花很多的錢，你也要有足夠的量，能夠維持一

個場館的正常展出。（20120315 鄭老師訪） 

 

也就是說社區營造的概念，未來怎麼做，我們做文物保存、那這些文物將來

我們怎麼樣來做建置，我有數位的、我有實體的，社區的民眾怎麼把你動員

起來導覽。（20120515 鄭老師訪） 

 

達成目標需要步步漸進，而新的學年度開始，褚老師尋找更多夥伴的加入，

「當然我也會看，看誰比較可能跟我合作，有些人他就是一副很冷漠的樣子，你

就是在怎麼柔軟你也打動不了他，可是有一些人他平常就跟你有接觸，然後覺得

他是可以做的」（20120307 褚老師訪），此時國文老師柯老師、楊老師以及生物

老師甄老師應邀加入，日向團隊從兩人發展至五人。 

 

我們應該是說，這只是一個對於土地我覺得應該貢獻的，或者你要回饋的，

然後你也覺得這當下應該做，像柯老師他就講，他當下應該要做的，以後想

做也沒有什麼機會，那我們當時候也是這樣子的想法，所以就是慢慢有一些

人他願意，然後就進來了，不過不是每一個人都願意的。（20120307 褚老師

訪） 

 

他們（褚老師、鄭老師）第一個階段的計畫收集該收集該有照片的幹麻，然

後開始比較可以完整一點來做其他事情的時候，才有辦法有往外走的那個力

量，對，所以我記得是 98 年開始，然後去談了、就跟學校談，然後說那是

不是可以有一堂週會課，然後就來 run，或者是說我們可以開始帶。

（20120308 柯老師訪） 

 

    此階段加入了三位教師，團隊活動著重社區故事的推廣、協同教學，帶動學

校成員們關注社區議題。此時團隊活動包括全校性的校本課程設計，或是結合任

教班級進行授課，帶領學生實際踏入社區。而協同教學的內容設計主要結合團隊

教師的地理、歷史、國文、生物專業與社區在地的景貌、史地發展，引導學生關

注社區土地的變遷與利用方式。 

 

我們每一年、每一學年都有的校本課程，全變革的人都一定要上2個小時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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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的之初課，就會從記錄片開始引導、開始談，來談我們的責任、我們

怎麼樣看待這塊土地，然後就去寫他們的想法。（20120307褚老師訪） 

 

在整個過程面（指協同教學）有很多的教學融入，包括地理老師的整個地理

環境的引導，或者歷史老師去告訴他們整個居民開墾、還有歷史發展的脈絡，

然後……生物老師其實在田野現場裡面，告訴他們很多生物的特性，包括可

能稻穀阿，它是一個種子還是果實，所以我們就這樣結合了。然後國文老師

告訴他們，就是除了影像的記錄之外，我們怎麼透過筆，幫這塊土地做一點

事情。……除了知識的給予，我們讓他有滿滿的記憶，這其實是一個生活價

值跟生活體驗的一個教學方式。（20111222 日向團隊教師演講） 

 

    除了校內協同教學的進行；此階段團隊教師也與校外單位合作，到鄰近的中

小學去做社區故事的推廣。亦接受師資培育單位或學校的演講邀約，分享社區故

事及團隊的發展，盼望喚醒更多人對社區公共議題的重視： 

     

團隊變五個人的時候，我們就把它轉化一下，以學校為主體，我們希望每一

個變革的學生都知道這個故事，統統都能夠參與社區的經營，所以我們把它

定調在推廣，所以到其他的學校，國中、國小，去做推廣服務，就是讓大家

都知道之初這個它的故事，還有，有一群人正在從事一種付出。（20120315

鄭老師訪） 

 

    然而，無論是執行向文化局申請的專案計畫、或是校內外的大型推廣活動，

這些超越課堂層級的增權賦能展現，都已不再是日向團隊教師自己想做、單純自

己做的事情。經費的核銷、公文的往返，或是舉辦活動時行政人力的支援、器材

或場地的租借，甚而活動時的宣傳、聯繫，都需要行政人員以及校內其他成員的

協助。此時，已經超越五位老師「自己想做、自己做的」範圍： 

 

後來在做推廣跟協同教學的時候，動員了很多人，其實推廣的那個部分，尤

其是辦那個叫做天堂不撤守（全校性的社區故事教學），天堂不撤守就需要

很多教官或什麼來支援、還有一些那個學務處的人來支援，那這時候就越動

人越多，從這些時候就一直不是我們單純的做的事情。（20120517 褚老師訪） 

 

我們其實在做這些案子的時候，我們也有一些經費的，就是我們會去寫一些

計畫、申請一些經費，那你那些經費就是要執行，然後要核銷，所以這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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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牽扯到總務處，那當然就也會增加他原本的工作量。（20120308 甄老師訪） 

 

行政的資源一定要……那我要有一些的公文，或者是學校的經費的支持，甚

至你只是，哪怕你是做一個會議場所、你只要借我一個會議場所。（20120315

鄭老師訪） 

     

    當日向團隊教師從個人投入的社區文史保存、小班級教學，擴大至全校性的

教學實施，以及與校外機構合作進行推廣，過程中動員的人力、行政流程或相關

業務的增加，褚老師形容校內的反應，「比較像是勞民傷財，很多負面的語言不

斷進來」（20120517 褚老師訪）。 

 

（三）階段三策略性的運作：把它變得沒那麼盛大，但「我們」還是要做 

        上述的校內、外團隊活動中，動員的人力及物力增加，這產生學校成員原本

工作量的增多，也因此，在變革高中校內逐漸出現了反彈的聲音，縱然大部分學

校成員能夠認同社區文史保存的意義，也瞭解其對學生學習、學校形象的助益，

但對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作為也有著不同解讀，「有一些覺得我們就是在幫學校、

幫行政做事情；或者是還有人覺得我們是不是拿了學校的經費、就是錢都在我們

這；那當然不用講說那他可能是行政，他覺得我們找他們麻煩」（20120223 柯老

師訪），也質疑團隊經費的來源、團隊教師的目的、做這些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大家會認同這個是好的、有意義的，對學生也好、對教育也好、對學校的風

氣的建立什麼都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做一些事情是有可能會…讓他們工作量

增加的時候，其實大家一開始可能會認同你們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當你做這

些事情會增加他很多工作量的時候，那有一些聲音就會出來，他們就會覺得

你們是不是太、太過於自由，太過於彈性，然後就是做你們想做的事情，完

全沒有考慮其他人的感受。（20120308 甄老師訪） 

 

在不同的活動裡面動員了不同的人、然後麻煩了很多人，這些人百分之九十

以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他們會覺得我們的東西是很有意義的，但很難講說，

百分之一百的人會贊同你，就是那少數幾個，但是他耳語再出去的時候，其

實對我們來講就是一個傷害，然後就變成我們常常在利用大家來實現我們的

自己的夢想、或實現我們自己的企圖心、做我們想做的事情，這變成就被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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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化了。（20120517 褚老師訪） 

 

    以下是團隊教師與文化局共同舉辦「文物展」的始末，可以看見在活動舉辦

過程中，學校成員不同角色、不同位置的思考。文物展活動的成形，是在文化局

的邀約下，提供一個場域，短期展出教師所蒐集的社區文物和資料。此邀約對想

要推廣文化保存的團隊教師而言，是一個可以把握的推廣機會，而對校長來說，

這是支持教師團隊運作，也是增加變革高中能見度的做法，於是答應了文化局的

邀約： 

 

第一次我們要去辦文物展的時候，其實是文化局自己主動來邀請我們、然後

去辦展覽，可是到最後變成是我們主動要辦、害的全校都必須要這樣子，可

是其實是文化局來找校長、校長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點子，我們也覺得這

是一個很好的點子，就我們以文物影像保存的人來講，這是一個很好的推廣

點，就校長也覺得這是一個打變革形象的一個點，而且又是文化局、溫博館

自己來，所以雙方其實都是利多、三方都是利多喔。（20120517 褚老師訪） 

 

        然而，文物展覽需要許多資源的投入，像是文物的運送及場地佈置、學生的

導覽訓練、駐場人力等。因而，校長請褚老師至行政會議上報告展覽事宜，並向

主任們表示，行政人員應該可以提供支援： 

 

對於一個學校、對於一個校長來說，他會覺得這是一件好事，那當然校長就

是覺得說，那…行政是不是應該去支援一下，就包含開幕那天，大部分行政

都有到場，然後大家就是有參與那個開幕的儀式，然後再來就是，校長就是

說那要不要就是週末的時候，有幾個行政人員去輪值，因為有學生要去排班

去導覽解說，那其實行政，我們也應該要有駐場人員，所以那時候校長在開

會的時候就有跟行政的主任們，就說你們各處室阿看看要不要排排看那個輪

值表，就是也去協助一下這件事情。（20120308 甄老師訪） 

 

    然而，請主任、行政人員提供支援、安排輪值，卻也引發了部分行政人員的

不滿和非議，認為日向團隊影響了他們的假期： 

 

這件事情後來就有組長來問我說，你們日向是什麼意思，為什麼我們要利用

週末去輪值，為了你們日向的活動要去輪值，我們假日不能休假，為什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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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是要去輪這樣子，然後我就說，我想問的是，就是…你們為什麼會覺得

是我們叫你去輪值啊。然後他就說，因為主任去開完會回來就說校長說，呃…

我們要全力支持日向團隊活動，所以我們要去排輪值，那大家來認領輪值的

時間。那我覺得如果我是行政，我會覺得很不爽啊，我覺得那是很合情，就

是我又不認同、我又不知道你在做什麼，說真的是這樣。我不知道你在日向

在搞什麼東西，我只知道我很常聽到你們日向在幹嘛，但是我根本不知道你

們的目的是什麼，然後我也不認同，我覺得做這些東西有什麼用，反正周圍

要開發就開發啊，那周圍的居民跟我有什麼關係，那他不認同這些東西，那

他不認同他就會覺得，他幹嘛要去做這些事情，尤其是犧牲假日耶！誰要啊，

然後那個是一次的例子啦，那一次是因為來問我那個組長跟我還不錯，就是

我們有一定的交情，我就有跟他解釋，我就說其實我們也只是希望就是，有

點像全民運動，就是如果你有空，你願意認同你就來，我們也，我們有什麼

立場跟你說你一定要來，叫你一定要來是你們主任。（20120308甄老師訪） 

 

    對於展覽這件事，「校長」、「主任」、「行政人員」、「團隊教師」在各自的角

色位置下有著不同的想法和負責事務，但認同度、責任歸屬莫衷一是，此外，「因

為校長當時講的是說，希望大家支持，他也沒有強迫，那當然每個主任就會覺得

說，既然校長都是講希望大家支持，那其實也會有個壓力在，往下壓的時候那些

下面的人就會不愉快」（20120308 甄老師訪），團隊成員增權賦能的展現、活動

的舉辦轉向成為一種對行政人員的負擔和壓力，已不是原本團隊教師認為的「三

方利多」。 

    而後，引發團隊教師與行政人員直接衝突的是一次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當時

團隊成員褚老師與基金會合作辦理公益活動，帶領學校學生透過公益洗車募得款

項，再以此筆經費進入偏鄉，進行關懷獨居老人的教育服務。此次活動，原本由

團隊成員鄭老師負責、做為校內外行政的聯繫窗口，但因鄭老師當時負責學校北

北基事宜，校長考量之下，委請秘書來負責此次活動校內外的聯繫及學生報名。

柯老師描述當時在報名處理和會後檢討的聯繫不佳： 

 

因為我們班有那麼多人要報名，可是我們班報名明單卻只有一張，所以我就

必須要再去找他（指秘書）拿，中間還有一些，譬如說這個活動到底是什麼

時候開始、時間是怎麼樣、比較細部的流程，然後什麼行前說明會阿什麼，

就是很多這種細部的東西都不太清楚，然後問秘書，秘書可能也還沒有弄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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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所以就一直在那種常常需要去問、去盯、去拿，所以就是常常要這樣

子。……那天辦的也都還不錯，中視還是哪一台也有來，隔週就馬上要開檢

討會，倒不是我們的檢討會，等於說把那天的小孩也找來、那個基金會簡單

辦一個感恩阿，就是簡單收一個 ending 這樣子，我們就是因為知道有這個

洗車的活動，所以有特別空下時間，我們去年不是要開始跑硫磺谷那些課程，

所以我們就壓了、等於那一週原來我們要選，後來知道有洗車、就換到下一

週，可是沒有人告訴我們下一週要開檢討會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就想說去跟

校長講說，我們想要強調的是說，從洗車活動前到洗車活動後，這個橫向的

溝通實在太差了。（20120223 柯老師訪） 

 

    活動結束後，柯老師與褚老師有感活動舉辦應該有更好的橫向溝通，於是前

往校長室表達想法，期望日後的活動在校內能有更好的聯繫管道和做法。團隊教

師認為，「我們不是要批評行政、我們也不是不懂得感恩，我們只是覺得說其實

可以再更好，有些點如果以後真的要做，因為有些活動你們認為不錯，你們不會

只想做一次」（20120517甄老師訪），欲藉由此次事件來談往後更多、更大活動的

舉辦，而秘書、活動組長也有各自的想法： 

 

秘書他對於學生活動這件事情他比較沒有經驗，後來是學生活動組組長出來、

就是比較有經驗的帶學生什麼的這樣，那每個人都有受到一點委屈就是，秘

書他覺得他已經很認真了、其實他是沒有什麼經驗可是他很認真了，然後他

又覺得我們去跟他去講說這個應該怎樣怎樣、那個應該怎樣怎樣，他就覺得

很不高興；然後學生活動組又會覺得說，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就是名字不是掛

在他頭上，可是跟學生活動有關係，所以他會覺得他出來其實也是吃力不討

好；然後我們只是覺得說這個活動可以更好。（20120517 甄老師訪） 

 

    無論是文物展或是服務學習活動，誰該負責、為誰而做、意義是什麼並不若

學校一般性事務，權責較不明確，也因此，在過程中每方有不同的出發點，也「各

有的委屈，可是把委屈說出來之後又是另外一個傷害，因為我在抱怨嘛！」

（20120517 甄老師訪）。而進校長室表達想法的事在校園中傳開後，柯老師收到

一位學校行政人員的信件，信中指出團隊教師們未思考行政人員在各項活動中付

出的辛勞，「他覺得他應該要勸我，他就說你們不能夠一直只是站在舞台上面當

那群享受掌聲的人，你們應該去想一想在下面替你們服務的那群行政人員有多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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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20120223 柯老師訪），此封信讓柯老師陷入一段低潮期，對團隊而言亦是

一個打擊： 

 

他（柯老師）整個能量跟他之前所做的一切等於被打入了谷底，所以我記得

那幾個禮拜他真的很痛苦，他的痛苦來自於說，理論上行政的人應該會很瞭

解我們當初的付出，我們其實真的是不求回報，理論上就任何一個人來講，

應該客觀的會是覺得應該是被肯定的，可是那封信會把我們、把我們否定了，

那個否定在於他覺得我們可能好大喜功之類的，他覺得我們可能因為個人的

私慾想要成名或什麼企圖心，而勞師動眾了整個行政的體系，那這些人本來

不需要做這些事情，可是這個人講話其實並不客觀，有一些人也許我們動用

他的假日時間他覺得不太舒服，可是我覺得學校還滿多人是肯定這個意義的。

（20120517 褚老師訪） 

 

    接收來自行政人員的反應後，團隊教師開始思索團隊活動、增權賦能策略的

轉向，決定朝向減低行政負荷的方向進行，以規模較小的少數班級活動、協同教

學為主。團隊教師想繼續做、做自己能做的事。 

 

目前來說，我們只能把它變成沒有那麼盛大。就我還是做，但是我就在班上

做，那我還是可能跟幾個很好的班級，我們兩個班、或三個班聯合起來做，

就規模不會是全校規模，那自然就不會引起太多的紛爭，但我還是要做，對。

（20120308 楊老師訪） 

 

    而讓團隊教師堅持繼續下去的動力，是來自對土地的情感及責任承擔，是來

自學生的認同和看到學生的成長，以及在團隊合作中的愉快經驗、成就感，縱使

無法獲得其他校內成員的認同和支持，還是想要繼續做、去嘗試。 

 

為什麼會持續想做下去，我覺得是一個很單純的理由，就是你不希望你的後

代子孫不了解這一塊的歷史，不了解這塊土地曾經長什麼樣子，所以你的歷

史其實是中斷的，你的地表景觀也是中斷的、是空白的，你不希望，你希望

你的小孩，你是看到的是一個豐厚的土地的故事，而不是空缺的，因為一旦

空缺，你很多東西的情感是換不回來的，那我很相信是，只要你認識土地的

故事，你就會被感動，你就會愛它。（20120307 褚老師訪） 

 

研：老師是什麼讓你們願意這樣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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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老師：什麼樣的那個喔…應該是說大家在團隊合作裡面，享受到快樂跟成

長，然後我們會覺得也看到學生的認同，我們覺得就算行政不支持，或是他

們不願意下來幫忙，ok啊，我們可以做我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這樣就好了，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我們後來方向就改成，我們其實可以設計一些協同教學課

程，我們可以做的，那你說你要辦一個比較大的活動或怎麼樣，其實只要是

我們做的來的，我們一定願意去做做看這樣子。（20120308甄老師訪） 

 

        上述為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歷程，從中可以見得，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

展現源自對社區文史保存的發想與責任的承擔，進而起身實踐，過程中團隊教師

不斷增加自身的能力與行動力量、發展實踐策略。在意識覺醒、團隊實踐階段，

團隊教師跨出教室走入社區進行文史工作，與團隊夥伴一同舉辦推廣活動和協同

教學，實際將社區文化保存、學生學習、校外推廣連結在一起。然而，當文物展、

服務學習、校內外推廣活動愈發盛大，需要更多學校人力、物力、時間的支援，

此時已經不是五位教師「自己做的事」。校長於中扮演著支持、人力調度的角色，

而主任、行政人員則提供實質的支援。但因文物展、推廣活動等並非在學校既有

課程或架構內進行，是偏向非常設性的活動，權責及職務的安排上也引起爭議和

反彈。團隊教師在接收到行政端的不滿反應後，決定將團隊活動轉向小班級的協

同教學，減低對行政造成的負荷。不難發現，在三階段歷程中，團隊教師具增權

賦能實踐的能動性，且其增權賦能的「展現型態」出現變化，從個人、教師團體

的實踐行動，到學校組織成員的協助及抗拒，目前轉向策略性的團隊小型教學活

動。 

貳、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途徑 

        歸納受訪教師對團隊發展、個別教學的敘述，可以得知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

主要途徑有四，分別是：課堂教學、成立團隊、撰寫競爭型計畫、進修研習，詳

分述如下。 

一、課堂教學：個別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 

    從團隊教師描述的課堂教學中可知，教師能依照自己對教學的想法和專業進

行發揮，在課堂教學上擁有極高的自主權與增權賦能展現空間。以五位受訪教師



100 

的課堂教學而論，教學是結合自己對知識的價值判斷、對學生學習的思考、適合

傳達的方式層層設計而來，是一件有趣、有意義的事，並非是依課本來「執行」

教學。每日的課堂教學即是個別教師增權賦能的發揮： 

 

應該說我如果只要教課本，只教課本，我當然可能也許我可以少很多事情，

但問題現實上，你就是，第一個就是你當一個老師，你一定有你主觀的意識，

所以你到底你覺得什麼應該還要教，或什麼東西適合教，你就是會有一些教

材的取捨，那當大家可能都覺得說，這個可能在這個現階段對他來講很重要

或什麼，要我就還是會給，我寧可多上，但是我可能有一些東西我就要後面

會趕一點或幹麻，我也覺得好像我應該要適時的給，譬如說有一些相關的史

實，可能要拿出來講一下，或者可能有一些文章，可能要談一下或者是什麼，

或者說可能因為哪個什麼演講或什麼聽到，覺得很好，就立刻覺得可以…因

為否則你可能以後就不見得有那個機會，或者你可能就停下來就不做了，對。

（20120308 柯老師訪） 

 

我的上課就也算是歷史的、有時候是地理的東西會加進來、有時候就會有一

些是商業的東西加進來、有時候還有科學的東西進來，因為我可能是看一些

科學的文章。那這些可能跟我自己的閱讀偏好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自己對

於閱讀方面我是喜歡看各種不同的東西，我認為，你要解決一件事情，或是

你的語文表達要能夠好、能夠清楚，這麼多不同的領域給你的不同觀念是很

重要的，所以如果我能夠在很短的教學課程時間內，讓學生清楚我讀文學並

不是只有讀文學，如果我還有很多足夠的背景知識，那我讀這個的樂趣，就

會比我單純讀文本來得有意思。（20120308 楊老師訪） 

 

每一個班（指報告或作業）我就可能不太一樣，我覺得學生的特質會影響他

呈現的東西，如果這個孩子已經不適合做這樣的呈現，我沒有理由千篇一律，

但還有一個就是，如果我要千篇一律的話，當然我想、希望他們增加某種能

力，比如說三年級了，那我就來個時事簡單的報告或分析，那個人就是這個

作業，因為我們不適合再出野外了嘛，所以就做這個，未來提升他們包括應

答、那個大考的能力，做一個連結，這可能就沒辦法就大家都一樣，因為已

經三年級了，但是如果二年級跟一年級就有很大的彈性，我就會給他們很大

的彈性。（20120517 褚老師訪） 

 

讓他們（學生）去看什麼叫做人工濕地，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其實是因為

這幾年台灣做的比較好，其實一直以來都有、人家有在設計人工濕地，做水

池淨化拉、涵養水份這樣子、然後生物多樣性的保存，我就覺得阿那應該可

以帶他們出去看看……我覺得自然組多一點那種人文關懷的部分，其實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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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比較好的，就是他們不會是這麼冷冰冰的，只跟你談道理、或是跟機

器共事這樣子，所以我就一直覺得說我應該要帶他們去看一看，走出這種水

泥牆阿，帶他們去大自然看一看。（20120517甄老師訪） 

 

像我擔任教務主任就沒有授課、沒有授課，可是我還會想說，我還要累積一

些資料，所以我還是會出出題目啊、段考題目啊，就是我在看書的時候，ㄟ

這個可以出題耶，那我就會很喜悅，就跟小孩子一樣，哇這好棒，你這個東

西，材料很好，我要一定要拿來當段考題目，就把它 KEY 下來，可是現況是

什麼？我根本又沒有學生，我也沒有任課班級，所以我下一次用到它的時候，

可能是很久，可是我會有那個開心，我會有那種快樂，就擔任老師的快樂，

就說，哇這個東西可以出題，那這也是很妙的地方啦，像我有時候出去玩、

出國去玩，我就發現有那種毛病，就是看到這個東西，ㄟ這個跟上課有關係

耶，我一定要把它拍下來，這個東西可以當教材，所以我做了任何的動作，

你會第一個聯想到，上課可以用，可以教給我的學生。（20120315 鄭老師訪） 

 

    此外，雖然目前高中課程是由中央單位來決定，規畫教育目標、課程內容、

教學時數以及升學考試方式，學校及教師擁有的是部分的、學校層級的自主。但

這樣的限制在變革高中自由的教學風氣、對教師教學的尊重下，教師可以在結構

與自主間找到增權賦能發揮的空間，意即致力於課堂內教學的轉型、課堂外學習

活動的舉辦。 

 

柯老師：我覺得因為學校能夠願意給你足夠的自由的那個發展，所以，有時

候體制內的學校的確就是它的確有一些問題，可是老師可以因為這個自由或

這個彈性，去做一點調整，或是去做一點改變，然後可以去讓這個比較沒有

那麼大…這個缺點可能也許做一點改變或做點不一樣的。 

研：老師，那你覺得受限的是什麼？ 

柯老師：考試吧、進度啊、篇章教材，就是我不見得這麼喜歡這些課文，或

不見得喜歡這麼樣的考試方式，可是你就會變成你不得不，一定要這樣做或

那樣做…對啊，譬如說好了，也還是有升學壓力，就是你分數上你還是要看，

那你要好你要談分數，你可能就是要有一定的考試的原則，你可能要去看一

下說它考的題型是什麼。然後你要要求他時間啊，有時候其實想一想你就會

覺得那是很斲傷學生心靈的一件事情，那但是要怎麼改呢？可能也許就是課

程上，你在上課的時候，你是不是就是只是一直我講你背下來，我講你背下

來？那也許就要去推說所以怎麼樣去理解這個東西？尤其是文科，大家都覺

得記憶背一背就好，可是有沒有辦法就是比較是理解式的去了解？或者是刺

激學生，可能也許那個答案我也不知道，可是學生願意去想，那或是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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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許沒有答案，但是他可能需要一點歸納的。（20120308 柯老師訪） 

 

二、形成團隊：一個更大的實踐空間 

    日向教師團隊成立的契機，在於社區土地利用及居民生活即將面臨改變之際，

褚老師決定踏入社區進行文史保存，並邀請有意願的教師一同加入。觀察團隊的

運作可以發現，團隊成員具有共同的願景，在合作過程中彼此學習、激盪，且隨

著成員間信賴和分享關係的建立，成為一個具社群感的團隊。團隊教師們在這樣

的過程中，有了更大的增權賦能實踐空間與集體的力量。 

（一）合作夥伴：共同的願景的建立 

    因為認同社區文史保存的意義，團隊成員分別在褚老師的邀約下加入。每位

教師懷抱的初衷和願意起身投入有些許差別，有來自教師在專業領域的研究和興

趣、或者身為校友的責任感、或是從課程和人的角度出發來認同團隊： 

  

我當初會加入的原因就是褚老師找我，她先做了啟動的動作，那我加入的原

因，其實還滿單純的，就是我本來就有在研究學校的校史，那有人邀集，那

我覺得這個想法不錯，我就是用傻勁（台語），笨笨的膽識，我就說，好，

就一起努力。（20120315 鄭老師訪） 

 

我一開始我是被褚老師感動，對，就是她跟那個鄭老師一起在做的時候，然

後因為我自己是念生物，就是對生態關懷這一塊其實我們也是就是一直都有，

然後她開始在做周圍的環境的一個記錄，文史的探討的時候，那那時候因為

我在職進修在念研究所，所以他那時候邀我一起，我就跟她說可能要等我唸

完研究所，所以我一念完研究所就躲不掉，因為她就說你唸完研究所那可以

來了（笑）。（20120308 甄老師訪） 

 

我自己是這邊學校畢業的，那看到旁邊這塊土地、這個社區逐漸消失，本來

我們能夠看到的，最好的夕陽，那樣的風光就這樣不見了，我其實很難過。

所以我覺得我有這樣的義務把這樣的東西，保存下來，所以後來就在褚老師

的邀請下就帶、就進去了。（20120308 楊老師訪） 

 

其實我比較不是說我很站在社區的角度我去做這個之初（社區化名）的事情，

我比較有點像是從課程，或者是我認同這一群人，所以我就是來做這個……

我沒有這麼，我覺得我沒有這麼土地到這種地步，可是我覺得我認同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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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20120308 柯老師訪） 

 

    不同的初衷，但相同的是自願、自發的行動，以及共同的目標「結合社區與

教學」、「成立社區文史館」的建立，而團隊成員對目標的認同和追尋是一股集體

增權賦能力量的滋生。 

（二）合作中創意和學習的產生：教學的火花 

    團隊的形成打破了教師孤立的工作型態，教學不再以個人為單位。另一方面，

在學校排課的彈性下，「就上了一個簽，就說我們日向團隊希望在禮拜五下午做

共同討論的時間，那希望學校不要給我們排課」（20120308 甄老師訪），也讓團

隊教師們能固定在每週五下午開會討論、交流想法。原本教師是個別在教室內實

踐自己的教學理想，但互動使自身塵封已久的教學意識和熱情被激發起，交流過

程中產生更多的火花。 

 

教學可以突破自己的單位，它不再是以自己為單位，就是我可以一起來做教

學，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不一樣。（20120515 鄭老師訪） 

 

我覺得是當老師會有一個教學理念，然後你會有你的熱情，所以也許每個老

師都有他的想法跟熱情，可是如果你沒有機會去跟別的老師接觸，其實你不

知道別人的熱情，然後就蹦不出火花，然後我們是經過一個這個案子，然後

就開始接觸，然後就發現其實好多老師都好有熱情，然後你會覺得心裡有一

種，就是被塵封已久那個東西就被激發起來。（20120308 甄老師訪） 

 

我們是固定禮拜五下午，我們就會在這邊（訪談地點）或是去找一個店，吃

吃喝喝，討論一下這樣子。我們就是用那個來聯繫感情，就固定的強迫自己，

強迫自己一定要開會、討論，然後我們一定要有一些產出，把它化成文字，

文字再彼此分享，那互相貢獻自己的長才。（20120315 鄭老師訪） 

 

    此外，團隊教師的專業領域分屬於地理、歷史、國文、生物，且不同學科專

業的教師對同樣的事件、同樣的景物會有不同的詮釋角度和觀察點，團隊有許多

教學的激盪和對話，並一同設計協同教學。團隊成員在團隊中也是學習者，在對

方身上學習彼此的專業知識、學科思維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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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田野現場發現每個人（團隊成員）看的角度不一樣，地理老師可能看到

地表景觀、河流阿還有一些景觀的變化，然後歷史老師可能在乎的是這個地

方主要的居民主體、或者是整個歷史的發展脈絡、或開墾的一個情況，可是

國文老師看到的可能不一樣，國文老師一進去那個渠流小徑，就覺得ㄟ這很

像暗戀桃花源的一個場景，「緣溪行，忘路之遠近」，然後就開始有一點靈感

出來了。然後生物老師看重的是什麼，裡面的那個綠綠的，是青還是苔、還

是癬，結果是藻類。意思就是說，每一個老師看到的東西不一樣，所以你就

在這個地方裡面，不同的討論、不同的觀察，然後就會激盪出不同的火花。

（20111222 日向團隊教師演講） 

 

可是你自己一個人做其實力量是有限的，那再結合的這些過程當中，結合了

歷史、地理、然後生物的，你慢慢發現其實你會學得更多，然後你也能夠看

得更廣。（20120308 楊老師訪） 

 

我會學習到你的價值、我也會學習到你的方式，我也會學習到你的學科在解

決問題的方式這樣子，可能是不同科目都不一樣。（20120517 褚老師訪） 

 

（三）好朋友團隊：夥伴關係的確立 

        一開始日向團隊的成立目標是進行社區文史保存及故事推廣，但隨著相處、

合作時間的增加，成員們的關係更加緊密，交流的範圍擴大至帶班的方法、彼此

教育理念的討論，也將自己的教學材料、檔案資料做分享。此外，褚老師認為，

團隊的 大價值是「教師內部底蘊能量的給予」（20120517 褚老師訪），成員們

不單純只是專業合作，而是好朋友、具有相互支持的力量，包含個別教師教學困

難點的訴說、情緒的抒發等， 

 

我覺得我們這幾個有一個好處真的是不計較，而且互相隨時可以補位，所以

我們後來從單純的只是想要為社區做事情，變成是很好的朋友，演變到其實

可能比我們在辦公室同領域的同事都來的更親，有很多辛苦的事情、學校的

事情就會馬上連結的、就是跟甄老師分享、或跟柯老師分享；或者是有什麼

資料，柯老師馬上說我弄好了，備審資料那個…給學生類似的檔案、類似的

檔案資料，你要不要拿去這樣；或者是像楊老師，他每次那個家長會、家長

座談會，他其實只要有資料，隔天家長會要講什麼、他都會跟我們分享他已

經做好了什麼樣的簡報檔，阿你要拿你就拿去、取你所需，再改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如果單純的以這個團隊，從日向的對土地的貢獻、到我們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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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然後到我們個人的教學心路那些困難點的抒發、到最後很多資源的

分享，我覺得這個團隊其實是很珍貴的。（20120517 褚老師訪） 

 

    由合作關係進入夥伴關係在於情感的建立，而團隊成員彼此「欣賞」、「不計

較」、「信任」和「包容」是團隊順利運作的關鍵，這也讓成員們能夠超越工作上

的專業合作，產生更緊密的連結： 

 

一開始大家彼此是信任的，就是你其實是欣賞彼此，欣賞對方，就覺得他有

那個熱情，然後有你隱藏的東西在他身上你看的到，然後再來就是你看到他

有一些表現，然後你信任他的能力，然後團隊能力的感情就起來了這樣，信

任也起來，合作模式就還一直都非常順利這樣……這個團隊，你不是覺得我

們這個團隊在一起就是要做事，我們這個團隊在一起其實是溫馨，然後覺得

可以談心，所以感情會變這麼好，而不是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而已。……

這個團隊不會因為我們工作的，就是那個計畫沒有了，而就停了，就是那個

是持續延續下去這樣子。（20120308 甄老師訪） 

 

        另一方面，團隊成員的彼此支持是讓彼此勇於前進的動力，從團隊增權賦能

歷程及團隊發展中可知，並非所有學校成員都認同團隊的文史保存和推廣，且當

舉辦的活動愈發盛大、校園中動員的人力增加，許多質疑的聲音也傳入。這樣的

反彈聲浪，對團隊成員而言是很大的打擊，但願意調整方向後繼續進行的原因，

除了對共同目標的堅持外，成員間的情感支持也是重要的力量。 

 

研：老師，那持續讓你想要繼續做下去的原因是？ 

柯老師：因為我覺得也是…那有一點就是因為你團隊的默契出來了，然後成

就感也有了，所以就會彼此，因為…我不知道他們有沒有跟你講，我們其實

有時候開會根本不是先談事情！ 

研：喔，有。 

柯老師：對！就是吃吃喝喝聊…然後聊啊，抱怨啊，講啊！然後而且我覺得

那個彼此支持的那個情感還蠻厚、濃厚的，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還蠻好的，

就是也不是只是為了任務開會，或者是只是為我們要做什麼，所以我們就在

一起、全部弄在一起，不是，那我覺得這樣很好啊！對，所以就好像你也你

真的也是交了一群朋友，然後志同道合做一點事情，然後可以有一點前進的

力量這樣子，大概比較像是這樣吧！（20120308 柯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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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合作所產生的教學「成就感」、「能量」也是團隊教師願意不斷進行團隊

活動的原因，這可以從同時參與日向團隊與自然科團隊的甄老師敘述中得知， 

 

其實兩邊這樣跑還蠻累的，後來就是中間會一直想說，到底做這些東西有沒

有幫助，然後要不要繼續做，但是我覺得我就是放不下，因為那種感覺其實

是你會有點上癮，就是你在跟團隊合作的時候，你其實裡面你可以去展現出

你平常在教學上面可能展現不出來的能力。（20120308 甄老師訪） 

 

三、撰寫競爭型計畫：實現夢想的方式 

    除了教師個別課堂教學的實踐、自身進入社區保存文史，當團隊教師期望在

課堂教學層級之外有更多教育理想的發揮、增權賦能實踐，如拍紀錄片、維持團

隊運作和活動舉辦，尋找資源及經費成為必須要做的事。以目前學校經費的給予

上，並無專款或多餘的經費可以讓學校、教師自由使用，也因此競爭型計畫的撰

寫成為團隊教師實踐理想的重要途徑。 

 

當你如果要把它（社區文史保存）做大，你就要去尋找很多的資源，那當然

如果嚴格來講經費會是一個問題，如果你要做大的時候，經費才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只是很單純的想要把它保留下來，那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困難，只要你

要心什麼都能做。（20120307 褚老師訪） 

 

我想要滿足、我在維持我團隊的運作、甚至我想要拍紀錄片，那我們是靠自

己撰寫計畫，我就不透過行政單位，我就撰寫計畫去投，它現在文建會有案

子、現在國科會有案子、或者現在教育局有案子我去投。（20120515 鄭老師

訪） 

 

這個計畫（日向團隊教師寫的計畫）會一直往下走，對，但是會最後會變成

什麼樣子，也要看我們的人力跟財力的問題。就是學校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

做這個，所以必須要寫很多競爭型的計畫，去跟文化局、去跟教育局、教育

部，看看能不能爭取到一些經費。（20120411 羅校長訪） 

 

        計畫的經費挹注一方面讓團隊教師「滿足夢想」（20120515 鄭老師訪），另

一方面也從中擴展教學的深度和廣度，可以做更多超越課堂教室層級的教學活動，

如購買影音圖書、軟硬體設備、校外協同教學活動。但相對的，教師也必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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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責任，像是執行計畫、撰寫期中和期末報告、接受審核等。競爭型計畫可

以說是一種「權力」、「責任」的同時授予，促使教師們從中增加更多「能力」，

發展特色課程與教學。 

 

做這個一方面是拓展教學的深度跟廣度、另一方面是達到另外一層比較深自

我實現的部分，所以我就覺得對我來講有競爭型計畫或沒競爭型計畫其實都

一樣，如果有這個機會其實只是把自己這個想法，透過這個計畫完成之後給

更多的人看到，說阿其實可以這樣做，不一定是只有死守原來教學這一塊，

當然教學這塊是重點沒有問題。可是透過競爭型計畫，可以讓教學變得更深、

更廣、更多元、更活潑，那就會達到更好的局面，所以我會參與競爭型計畫

應該也是跟這個有關。（20120517 楊老師訪） 

 

競爭型計畫事實上的這個參與是給老師很大的一個壓力，因為拿經費你一定

是期中要作成果展示、期末要寫成果的報告，你的結果要被評核說符不符合，

要不要改進，明年應該要怎麼改，很可能他也會告訴你說三年後我希望你交

什麼東西出來。（20120515 羅校長訪） 

 

    對團隊教師而言，撰寫競爭型計畫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於，必須透過一個個計

畫的申請，才能獲得經費援助，長久累積後達到團隊 終的目標「成立文史保存

館」，並維持文史保存館的正常運作。也因此，「計畫滾計畫」成為團隊教師必須

要做的事。 

 

其實我有一個最終目標，我要設立一個文物館嘛，我要達到文物館之前，我

知道時間很長，我可能要累積五年、六年、七年，我要建立口碑，那我需要

錢，我每一年在執行都需要錢，我就用計畫滾計畫，用 A計畫的錢，然後有

一個產出的成果，我現在有成果啦，我再去撰寫 B計畫，B計畫又撰寫 C計

畫，滾來滾去、滾來滾去。（20120315 鄭老師訪） 

 

研：團隊期望達到的目標或者理想是什麼？ 

柯老師：現在沒有什麼特別怎麼樣啊！現在真的…而且有的時候就是你真的

是有多少時間，有多少錢，有多少人力做多少事情，因為說實話，不可能說

教育局不可能會故意編一筆預算給你說這個就是你自己學校彈性運用，看你

們要什麼都可以，沒有啊！對啊，所以那這種東西都是額外，那你額外就是

變成你要看額外有辦法分配到多少錢，或者是你想到要做什麼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還剩多少錢，可以爭取到多少錢。（20120308 柯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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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修研習：自我成長的需求 

    進修研習是團隊教師提升教學知能、進行專業成長的一種方式，也是教師接

觸教育新資訊、制度及教學新方法的主要來源。參與進修研習對團隊教師而言是

重要的增權賦能途徑： 

 

就因為那個（研習）課，所以其實多了很多靈感，所以現在有時候在帶班用

了一些小的東西，其實就是用那時候上過的課，把它改編過，就是那個形式

把它改編到學生這邊！就會有一些東西被開啟，或者像其實以前我為什麼會

開始編作文講義，然後會希望有一個系列，就是因為之前聽了建中老師的演

講，就是我覺得研習這件事情對我來講是有趣的，如果我有時間的話，然後

我有覺得比較好的師資。（20120308 柯老師訪） 

 

    不過目前研習的品質良莠不齊，當許多研習的品質不佳、是為了要舉辦研習

而產生研習活動時，就削弱了教師參與的意願， 

         

我覺得提升老師專業，你倒不如給老師可以去進修的時間，給老師多一點空

間，給老師有…例如說我講，像研習這件事情對我們來說其實蠻重要的，但

是為什麼大部分的老師不願意去研習，因為研習有些會流，就是比較像是那

種…因為為了研習而辦個研習，而不是為了讓老師學到什麼而辦一個研習，

我覺得很多研習是你去，你花了時間你坐在那邊聽，然後你發現好失望，他

到底在講什麼，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這樣，第二個是研習品質本來就不是

很好，就是大家辦研習，只是為了辦研習。……像我們自己，每一科都有那

個輔導團，輔導團辦的研習就品質都還不錯，所以我們有那個共同時間，然

後大家可以去研習，所以像我們自己生物科的輔導團辦的那個研習時間，我

們幾乎都會去，因為我們覺得都還不錯，像課綱改變，有一些新的課程，其

實我們以前都沒有學過的，那他們就會請那個領域的專家的教授來上課，然

後我們就覺得，這樣的學習是好的，這樣子對我們來說，你知道我們那個生

物科輔導團研習每次都很多人，我聽其他科的那個，像地理科他們那個輔導

團的研習也是很多人。（20120308 甄老師訪） 

 

        此外，因為研習的內容和講者經常大同小異，同樣的內容相對較難引發參與

的興趣和意義。因此，當團隊教師擔任行政職務或進行優質化的研習申請，能夠

自己尋找講師時，教師致力邀請各個領域的講者、講述不同於過往的主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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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進修研習，才能使教師真正有所收穫。 

 

我自己那時候在做行政，或者到後來我那個、就是我那時候做了一年的優質

化，然後我自己找講師，我都希望找一些比較不一樣的，我就覺得○○市就

是一天到晚找一樣的東西，就是你大概都…說實話，有很多人你都大概知道

或聽過，或者你知道他其實講的不怎麼樣，雖然他文字寫的不錯或幹麻，就

是你大概已經都知道狀況是什麼了，很多其實都差不多，那你現在當然就會

希望說，就是介紹一點不同的。所以你知道我就真的把那個全人的老師找來，

但是那時候已經不在全人，對。 

我那時候因為優質化後來還幫忙做了一個建築的 case，所以就是也找了一

些不是、就不是純工科的，但就是找了一些有名，可是不常見的，我覺得我

心裡面就覺得蠻有收穫這樣，因為我每一場都要跟嘛，對啊，我那時候辦我

每一場都要跟，然後我就覺得真的是不一樣耶！然後就覺得蠻有趣的！也有

一些老師就覺得也還滿好的。（20120308 柯老師訪） 

 

        團隊教師表示參與研習的原因，並非只是為了達成法定的研習時數，而是自

覺應該要成長和進修，也因此，考量時間、自己的需求，有合適的研習就會去參

與；但法定的時數是一種基本要求，也有教師將研習視為達成時數任務、流於形

式的簽到。是故，同樣是參與研習但產生不同效果，可能是自我增能的追求，也

可能是對制度要求的虛應。 

 

到底為什麼要研習呢，你不是自覺到不足然後需要那個，可是不見得只淪於

政令宣導或是什麼。……我覺得研習時數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如果看到、我

時間 OK、我有需要我真的就會去，我不會真的一定要受限什麼，所以我以

前的研習時數很多，當然因為我這幾年，尤其像今年這個班，我這學期原來

報了一個後來也沒有辦法去。我覺得那個應該也是一種教師意識之一吧，你

自己覺察到你應該要成長、要進修、要幹嘛這樣子！（20120523 柯老師訪） 

     

我們環科班辦了很多研習、就是演講，其實是跟環境有關的，那就會有一些

人，上次我看到那個事情，我真的還覺得蠻難過，老師來就說，你們在裡面

演講、這一場演講在這裡，那他說有簽到表嗎？我說有，他就說那我簽一下

我就要走了，名義上他有參加這個研習，他有兩個小時的研習時數，但是他

從來不知道這個研習演講在講什麼，他連講者是誰都不知道，但是他簽個名

就走了，我們就可以登入他的研習時數，但是他並沒有研習到內容，他就變

成流於形式化，很可悲啊，我覺得老師做這樣的事情，你怎麼期待你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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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會怎麼樣。（20120308甄老師訪） 

 

我覺得研習的部分，應該是只能說是沒有辦法完全勉強老師，研習只是大家

有興趣的就可以去參與。（20120518 顧組長訪） 

 

        從上述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途徑可以得知，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主要途

徑在於課堂教學的轉型、形成團隊、撰寫競爭型計畫、參與進修研習，偏向一種

由教師的認同、意識做出發而起的實踐行動，並非由外在制度強制規範而被迫進

行。而分析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於個體的是在課堂教學中實踐教學理想，自覺、

自省不足而進行研習；於組織層面的是發揮團隊的集體力量，彼此增能、學習；

於政策制度下的是結合自身對教育的夢想、獲取經費支援。從團隊教師的增權賦

能途徑中，可以見得教師主體意識和行動力量的滋生，以下將深入探究增權賦能

對日向團隊教師的意涵，也是理解教師為何有上述增權賦能的展現型式、其行動

背後的信念為何。 

參、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 

    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行動，源自教師內在的教育信念與對教師工作的想法，

進而形成其增權賦能的實踐層面與意涵： 

 

你會發現每一個老師都是認真的，他們其實有自己的教學理念，我們沒有辦

法說你這樣子是錯的，因為其實這個東西本來就沒有對或錯，就是你以升學

為取向，跟以人格教育為取向，或是以什麼為取向，其實你都有你自己的教

學理念，我們會有我們的理念，然後我們想要怎麼去教學生，教出什麼樣的

學生，其實那都是算帶領學生往好的方向走，那只是你特別重視哪一塊，或

者是怎麼樣的差別而已。（20120308 甄老師訪） 

 

        每位教師對教育有著不同的理想和信念，某些教師可能特別重視升學、某些

教師可能特別重視人格教育、某些可能特別重視學習興趣……這些對教育的不同

想像，也導引出不同型態、樣貌的教師增權賦能實踐與意義，以下將歸納日向團

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分別由教師對教育的理想、對教師角色的定位、對社會

責任的承擔三個面向說明之，並分析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在地「轉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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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現對教育的想像：教一個人！ 

（一）對學生學習的想法 

    結合教師自身過去的教育經驗、對於教育專業認定，日向團隊教師對學習的

定義並非在課本知識的授予或是要求學生記憶，學習的範圍不能侷限於課本、教

師、教室、學校，而是一種結合學理知識、生活時事、社會議題、個體的主動思

考的歷程，教師認為這樣才是學習、才是教育， 

 

影響很大的就是我的高中國文老師，他不是導師，可是他就是常常會跟我

們…他就是反正就是常常會講，就是他講課岔出去有時候他就會讓我們想一

些事情，然後我們就會討論一些時事，然後討論一些文章或幹麻這樣子，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那個比較像是真的是在接受一些不同的教育，而不是只是就

是在上課那種，我自己也希望我在學校裡面…就是那個影響也許是這一部分，

而不是…我覺得也比較不是那個只是在課本上知識上面而已啊！對，但那個

可能也許相對來講，除了升學以外，有一部分可能也能也很重要吧！就是的

確有一些文章它其實是有一些實用性質的，或它的確有一些我們也想傳授的

一些道理這樣子，對。（20120308 柯老師訪） 

 

    對團隊教師而言，學習是一種長遠的累積，是比成績更重要的興趣培養、也

會在學生未來的人生中發酵。團隊教師認為需要將學習從短暫的成績到更長的軸

線上看，必須打破成績是唯一學習成果、用成績來衡量學生的思維。也因此，教

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除了知識的傳授、學生通過考試外，還有更多該教、該

學的： 

 

研：老師你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想法，或者是創意呢？ 

褚老師：不太安份的腦袋，沒有啦，其實…我覺得應該是說你很清楚這些對

小孩很好，對他未來的累積是很好的，對，有本書講說，生命其實是長期持

續的累積，然後我們，我一直覺得生命是一個累積，我從小累積的東西，我

覺得不管哪一種都在我的這三十歲到四十歲的人生裡面發酵出來，所以我也

相信這些東西丟給他們，有一天他們就會發酵出來、會釋放出來。（20120307

褚老師訪） 

 

有一群老師他們的想法是，你們就是要把你們的成績拉起來，他們在意的是

成績這一塊，跟符合學生的想法跟符合家長的期待，那我們會覺得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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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當然也很在意學生成績，只是我會覺得成績真的是短暫，那你要給學生

的東西是可以比較長遠的，例如說，我會跟學生講說，我要教你的不是生物

裡面的知識，因為知識的東西是，如果你有興趣你就會去做，所以我想做的

是我引發你的興趣跟我教你怎麼去讀書，我覺得這一塊我覺得會比較重要的，

那當你有興趣，你知道怎麼讀書，你就會去獲得很多知識，我給你很多知識，

然後你沒有興趣，你也不想讀書，就像耳邊風一樣過去就沒了。（20120308

甄老師訪） 

 

（二）教育目標的建構與行動 

        團隊教師對教育目標的界定是教一個人、教能力、教道德，教師表示，在教

學過程中，除了知識的傳授外，更盼望引導學生成為更成熟的人、能用不同的方

式去思考、解決問題。當團隊教師時常省視自己想成為怎麼樣的老師、想帶給學

生什麼，也就是一種對自身角色和對教育目標的自我定位，就能於每日教學、與

學生互動中，去實現心中的教育價值「教一個人」。 

 

我覺得我比較希望它可能不是只是教知識的部分吧！而是在教一個人吧！

你怎麼樣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人，然後就在這一個過渡時期我可能可以陪著

你，然後也許透過書本上的知識告訴你一些想法，也許透過一些互動的方式，

然後也許透過一些作業或什麼逼著你思考問題什麼，這是我用比較大的方式

去想高中這件事情。（20120308 柯老師訪） 

 

我覺得比較遠大的目標就是，我們常常會問自己說，你想當什麼樣的老師，

然後你想帶給學生什麼？那當然這一些就會包含說我們的教學模式的交流，

或者是說像帶班的交流。那每個人的想法是不太一樣的，那像我們就會覺得

說學生必須要有解決問題的能力，然後像褚老師她就，因為她看著她的小孩，

她就覺得說，學生要有會生活的能力，這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比考試

那個都重要，然後柯老師就會覺得人格的養成很重要，那楊老師也會覺得說，

就是你的那種倫理概念，或者是，就國文老師比較在意的是那些倫理啊，人

格啊，特質那些東西的品德，那個部分。（20120308 甄老師訪） 

 

我會覺得，就是高中階段應該要有一些基本的素養，啊這跟人格的形成有關

係，是我們期待二十一世紀或者是現在這種變動比較大的社會應該要有的那

些、要具備有那些的條件。（20120315 鄭老師訪） 

 

    「教一個人」是團隊教師對教育目標的想像，因此，教師期許學生能成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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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一個個公民，具備自己的公民意識、主動參與和關心社會，能在社會中盡

自己的本分、做問心無愧的事。而團隊教師實踐教育理想的方式，除了在個人教

學中融入社會議題外，亦與團隊成員帶領學生進入社區，引導學生思考自身於與

社區的關係、能夠為社區做什麼，也率領學生進行偏鄉服務學習，以上這些都是

日向團隊教師實踐教育理想、進行增權賦能實踐的具體做法。 

 

在講到都市計畫的時候，我就會去談都市計畫的一個變革，談我們之初（社

區化名）本來是一個洪患區，所以他永世不能翻身，但是後來因為洪患區，

就是堤防改、堤防修建了，所以他這裡沒有淹水的問題，所以就是在這種寸

土寸金的環境裡面這裡就被改，都市計畫裡面本來是一個低密度的開發區，

然後變成科學園區，那改變他的命運……我是有點主觀的，我自己在談完的

時候，我會希望說，也許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考，換一個思考的角度，就是所

謂的產，經濟的效益或產值，是不是單純的從這些錢跟收入來談，有沒有可

能從生物的量，生物多樣性來談，因為其實以沼澤區來講，他的產能，自然

的那樣的一個產能、生產的價值是高的，可是我們只從我們人類要的那個價

值去看，所以當然就會有這樣的不同的思維落差，於是我們改變了沼澤生態

變成科學園區。（20120307褚老師訪） 

 

某種程度上還是希望他們成為一個，以後也許不見得是精英吧，他至少可能

也許是中流砥柱吧，就是在社會各個地方他可能有他固定的生活，可是他可

能有他自己的公民意識、他可以關心這個社會在幹嘛，然後投票也是一件事

情阿，，所以只要我的課，我只要每次遇到投票附近，我倒不是鼓吹他要去

投什麼政黨或有什麼政治意象，可是我都會告訴他們去觀察一些政治語言，

我會找很舊的事情來講現在的事情、而且也不是只是特定的人物、我也會講

自己的經驗……好譬如說像文林苑的事情、或像前陣子從 MAKIYO 到什麼就

是一路有這種社會案件嗎，就會談阿，目的跟意義就是，以社會來講他應該

要有一些道德正義感吧，他對這個社會不是冷漠的、旁觀不理的吧，他不是

只是活在這個社會裡面，他可能要有參與感、是比較積極的、是比較正向主

動的。你可能也許一個人沒有辦法救的了什麼事情，但是至少在自己的本分

上面，很像功能論那種講法，每個人很像一個小螺絲釘，可是我不希望他只

是像螺絲釘一樣在那邊轉阿轉阿，他的主動參與跟反省還是重要的。

（20120523 柯老師訪） 

    

我希望他在不同的領域，至少，不一定要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但至少是，

你讓這個社會能夠更穩定的往下個階段邁進，只是這樣而已，就是你至少做

了什麼事情是對自己是無愧於心的，那其實你能夠做到這樣，到哪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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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7 楊老師訪） 

 

    總結而論，當教師認同並建構自己的教育目標、對學生學習的想法時，即能

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尋找各種機會、運用各種資源，進行自主的教育行動、不斷

的成長，這是一種教師自我增權賦能的過程。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在於

教師們致力實踐自己對教育的想像，教導學生成為「一個人」。 

二、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 

（一）人師與經師 

 

角色就有一點像我剛剛講的，就是我希望它不是只是教課本上的，這樣講好

像講的自己很偉大，可是實際上我的確覺得就是像我以前國文老師那樣子吧！

（20120308 柯老師訪） 

 

    對日向團隊教師而言，教師的角色與自己對教育目標的界定一脈相承，意即

教師不只是經師，更是一位人師。團隊教師表示，在資訊時代下，學生能從網路

或各種管道獲取大量的知識、見解，教師的角色隨即轉變，教師自覺自己應該超

越「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教導學生學會人際間的互動、如何在社會中生

活，這是學生來到學校受教育的核心價值。 

 

研：老師你怎麼看待自己教師的角色？ 

褚老師：教師的角色對我來說，以前可能叫傳道、授業、解惑，可是我覺得

現在對我來講傳道、授業、解惑很多孩子從網路會拿到知識，但我覺得教他

們怎麼跟人跟人互動、教他們怎麼生活，不一定是網路上可以做到的，尤其

是人際互動、人跟人之間的互動裡面的尊重跟倫理，我覺得他們沒有，他們

在他們獨自的世界、在他們電腦世界裡面是沒有的。……我覺得教他們人際

的互動、生活，從人跟人互動裡面學會尊重，這是我認為一個在教室裡面或

一個教師，他們願意來到學校受教育很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這絕對不是在

家裡面那種視訊就可以取代的。（20120517 褚老師訪） 

 

    而在學理知識上，團隊教師認為教師工作不是教導學生知識量，而是需要將

知識的邏輯線清楚教給學生。此部分是教師是透過課堂活動或作業等，來引導學

生從課本、各式來源的資訊中，學習知識的邏輯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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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年代最大的問題我發現不是知識，知識很多東西他們其實可以從網路上

手，不過在知識上面他們其實就是 copy、copy、copy，他們不扎實，他們

的東西是複製貼上所以是零散的、片斷的、沒有組織的。學校老師還要扮演

一個角色就是……在知識的這一塊也許我沒變法把廣給他，但是知識上的那

條邏輯線、屬於地理這個科學裡面的邏輯線，怎麼把這零散的、網路上的這

些資訊、或課本丟出來的這些資訊，串成屬於地理的這個邏輯，我覺得這是

我們要教他的。……任何一個科目都有他的邏輯，它有可能是社會邏輯、有

可能是人文邏輯、有可能是自然科學的邏輯，可是那個邏輯線應該是我們這

種專業科目老師應該能夠擁有的，就好像我們地理科裡面，有那麼多的地名、

有那麼多的很多的地形、地物，可是你怎麼用你那條線把他連起來，他其實

是不會變、應該說不會忘記，他可以用推理就可以瞭解、他走到哪裡很容易

可以連結，然後可以內化成自己的東西。（20120517 褚老師訪） 

 

我們做每件事情都有我們的目的，就是說我想他們要學會尊重別人、要學會

要體諒別人，要學會要規畫一個事情或者是怎麼樣，你把你腦袋的東西整理

成一個很有條理的東西，那其實都是訓練，所以我們就想說哪些事情可以來

訓練，因為你訓練不是說你要給我怎麼樣、你要給我怎麼樣，那怎麼可能。

所以我之前做了一個活動就是，就叫學生把課文的內容、很多頁喔，整理成

一張A4一面，把它呈現出來。……我就跟他們說，我們現在面臨的問題不是

說，你怎麼把一張變成很多張，那太簡單了，網路上google一下、複製貼上

就一堆，我現在要跟你講，這麼多的東西你怎麼把它精簡成一張，你的邏輯

是什麼、你用什麼方式來整理、你用什麼條件去篩選你想要的、你不想要的。

（20120517甄老師訪） 

 

（二）不一樣的老師：志業 

    日向團隊教師並不將「教師」視為一份工作，而是在自己喜歡的領域上、做

自己喜歡做的事。誠如柯老師所言，「我覺得那也是一種自我實現吧！」（20120523

柯老師訪），日向團隊教師將教育責任連結自我實現，也因此，教師是志業和熱

忱，而不是做「執行」的工作。 

 

對我來說它（教學）是一份令人討喜的工作，那我不一定把它當成是工作，

當成是傳受知識的熱忱。（20120517 楊老師訪） 

 

其實是我們以前、我自己有，那時候碰到社會科好幾個老師，都很不錯，一

個是地理的老師，那他一直跟我講一句話，就是他自己在上課就不斷重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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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句話說教育是良心事業，對啊，有些老師只是來把課程上完，那有些老師

是把他當成是良心的事業在上他我一定要把你教到好，那他這個話其實我覺

得，影響還蠻大的。（20120308 楊老師訪） 

         

        此外，團隊教師認為自己與一般人所想像的教師並不同。因為社會或制度對

教師的基本要求是將學生教好、將教師工作處理好，這樣就是好的老師。但對團

隊教師而言，自己的生活、對教育的想法，是與教師工作連結在一起的，它可能

不僅於課堂教學上施展，而是能在更多的機會、更廣的範圍進行發揮。 

 

我覺得應該講說跟一般人所想像的老師不太一樣…現實上當然也有很多老

師就是的確像一般人所想像的，沒有課就走了，他就是做好他自己覺得他應

該要做好的本分，他定期把作業改完給學生、他該上課的時候就上課，他也

不拖時間下課、該回答問題就回答問題，好就是這樣子，他可能在他的工作

跟他的生活是切割的非常清楚的，我覺得也沒有什麼絕對的不好，說實話你

問我我會不會有點嚮往這樣的生活有時候也會，可是我自己個性的點又是我

覺得我想要去追求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說我要完全成為像那樣子的

人，我覺得也沒有辦法，然後有時候它也不是絕對的好壞或者是是非。

（20120523 柯老師訪） 

 

我覺得科裡面的人之所以不要那麼做有他們的理由，他們如果能夠認真的把

一個老師扮好，我覺得他們就是成功的，只是說我們希望我們做更多元的一

個發展，可是我們今天說實在話，他今天不做這個東西他一個人其實也可以

把書教得很好阿，如果以我們地理科來講是這樣子。只是說如果我今天多幾

個人來做討論、腦力激盪，那當然我可能可以更有趣、或更多的點子。

（20120307 褚老師訪） 

 

（三）教學創新者 

    無論是個別教師的課堂教學、團隊的協同教學，團隊教師們嘗試突破傳統教

學方式，進行一種沒有固定範本、超越教科書、過去沒有試過的教學方法，「我

們都試圖的要做一些創新的教學模式，因為你要有創新，你才會有新的成長跟收

穫，要不然你就是非常的、安逸的在框框裡面這樣子」（20120308 甄老師訪）， 

 

我現在在嘗試讓學生做小組討論跟角色扮演，就是他們有一些辯論的那個議

題可以去做，我覺得有點困難、其實不是很成功，可是又覺得這一塊是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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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為為什麼讓學生去做角色扮演就是，你應該要讓他們去感同身受，為

什麼不同立場會講同的話，那我覺得現在是新聞的那個、新聞的就是我們的

媒體文化不是很成熟可是又影響很大，那像瘦肉精的議題，就是新聞怎麼講，

學生就會說，對啊對啊，怎麼可以這樣，他就會認同，但是如果你可以站在

不同的立場去想這件事情，你會發現有人一定是贊成，有人一定是反對，那

你如果是贊成的那一方，你可不可以去理解人家為什麼反對，你可不可以接

受他試圖要去表現他反對的那個意思這樣子，那如果你可以的話，你其實還

是可以堅持你的立場對不對，可是你必須要可以去聆聽別人想要說什麼，然

後你要去感同身受，我覺得那個對於現在學生是很欠缺的。（20120308 甄老

師訪） 

     

    團隊教師表示，進行創新的課程設計原因在於，自己想要教給學生的不只是

知識、讀書，或是成績的提升、順利升學和取得工作，而是一種對學習、生活、

社區、社會事務的主動思考和積極參與。 

 

我們自己受到傳統的教育模式，我們以前就這樣上來，就是念書念書，然後

不要問、不要想、不要管太多，念書，然後升學，然後考到一個好學校，考

到一個好科系，然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就這樣，那我們自己在這個框框

長大，可是…我們會覺得難到這樣子就夠了？好像總是要有些新的突破，然

後你要去嘗試對不對，可是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其實不太願意嘗試，因為嘗

試就會失敗，一定會失敗，不會你一嘗試就成功，那既然嘗試有可能失敗，

我其實在我框框裡面相對安全很多。（20120308 甄老師訪） 

 

    而當團隊教師突破自己過去習慣的教學模式，過程中教師和學生是一同在學

習、一同建構出新的教與學， 

 

就是說我其實教了那麼多年的書，我隨便上去屁兩句我也都可以完成一節課，

那其實我只要比學生厲害一點點我就可以，可是我們自己就會覺得說，我們

今年想要玩什麼新的花樣、每年有新的不同東西，所以像我們現在在講器官

移植，我就在想說台大之前不是爆發那個移植到愛滋器官，我就把那個東西

弄下來、然後讓他們去看一看，就跟他們說其實中間會有很多環節，那如果

你最後是錯誤，那代表你這些環節都出了問題……所以我就給學生看公視拍

的獨立特派員，然後就給他們看一些像榮總他們有拍攝一些影片這樣子，我

自己在學習、我自己也在學習，我也一直接收新的東西然後跟學生分享，我

覺得那個東西就很有趣。（20120517甄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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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有一個生物老師，他跟我說：「校長我以前覺得我生物教得很好，然後

我每年教到濕地的這一塊的時候，高三有濕地的課程。我就是這樣教、這樣

教、這樣教，因為，課本就是這樣寫的。我找到了參考資料是這樣子，我就

把這些東西介紹給學生，可是自從我參與了環科班這個社群，然後我們一起

去外頭看濕地，我們也在學校裡面經營了一個濕地。但是我現在教學不再像

我以前那樣教了，我的教學方式整個改變了。」……他改變了他的教學方式，

那，我認為他的能力絕對改變，他的能力的那個跳躍是他自己感受得出來，

因為學生給他回饋，而且表示學生非常喜歡這樣子的教學。他不再是一直去

回答那個「這一題大考會考，學測曾經考過」、「那這一題應該怎麼回答、你

要怎麼思考」等等等等，是跳脫那個部分，而是回到真實生活的裡面。

（20120411 羅校長訪） 

 

    團隊教師認為，唯有自己不斷學習、研發、有新的產出，才能深化學生學習，

才是有意義的教學。 

 

老師真的還是要不斷的做研究，你唯獨有只有一直產出新的東西、有新的菜、

這些菜是夠專業的，學生才會信服你，我有這個新體認。假設我對自己的教

學很有把握、我都不用帶課本、去就口沫橫飛阿，底下的人也是開心的上了

一節課，可是這樣子能夠維持多久，就是說這樣子快樂的氣氛能夠維持多久，

或是他們假設很認同你夠維持多久，能夠讓孩子難忘的還是做一些有意義的

事情，甚至是比較深化的學習，他會把那個記憶在腦海裡面。（20120515 鄭

老師訪） 

 

因為老師自己本身通過了這些計畫的執行的時候，他跳脫了他原先是不斷的

在教學生的這樣的角色而已，他也不斷的在學習，學習新的東西。（20120515

羅校長訪） 

 

（四）文化工作者 

        從團隊發展的歷程中可知，團隊成立初期教師致力社區文史工作的保存，記

錄社區居民生活的點滴和景像。而在房屋拆除、居民搬遷後，教師開始將社區故

事做推廣、進行協同教學，盼望喚醒更多人對社區公共議題的重視。不難發現，

這樣的過程中教師角色有了轉變，團隊教師是文化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 

 

我希望可以用不同的方式去傳達一塊土地的故事讓大家注意到，要不然那個

力量真的很微小，其實我在這邊做，我們關起門來在做，其實沒有人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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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沒有人知道之初到底是什麼東西，然後這個土地到底發生什麼故事，

拆還是拆，大家其實是無感的，對啊，只是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希望是，能傳

出多少力量就傳出去多少力量，也許他的力量還不至於發散到全○○市能夠

改變什麼都市計畫，但是最起碼這些孩子他可能有一點點是一個小種子這樣

子。（20120307 褚老師訪） 

 

    而除了教師本身的社區文史保存、文化推廣等實踐行動外，團隊教師亦引導

學生瞭解地方文史及土地計畫議題，帶領學生走出教室，參與學校圍牆外的社區

故事及景貌紀錄。教師關懷的教學內容不僅是知識的學習，亦含社區文史、公共

議題。 

    綜上所述，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在於其能夠脫離社會期望、規範所賦予

的教師角色，積極開展自我對教師角色的詮釋與實踐行動。團隊教師認為自己是

人師、是經師、是不一樣的老師、是創新教學者、是文化工作者，這些是由教師

自我認定的，而非達成外在所賦予的任務，於是團隊教師於每日的教學生活中，

積極增權賦能、實踐自己對教育工作及角色的界定。 

三、社會責任的承擔 

    面對社區土地的變遷，團隊教師思考「我們的責任到底是什麼，我們要思考

的是，難不成我們就任由這塊土地空白的過去」（20111222 日向團隊教師演講），

這是一種對於土地關懷、社會責任的承擔和發想，也開啟了後續的實踐行動。教

師們表示，社區文史的記錄和保存只是第一階段，未來希望能達成建立社區文史

館的目標。文史館的成立是與居民一同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這樣的目標「帶

了很大的使命在裡面，它可以提升一個區域的素養或者是層次」（20120515 鄭老

師訪），此時教師已將社區營造的責任視為己任。 

 

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我先分兩段，原先是我跟褚老師的時候，我們想要達

到的目標只是我有一本書出來，我有一片紀錄片出來，然後我跟這個社區的

連結、重新的建立。因為我有很宏大的目標啦，我們希望我們出來的成果，

可以達到建一個保存館。…它有文史館的這個理念，可能褚老師有講過，這

是終極的目標。可是我們都很清楚，要達到那個之前，時間好長啊，因為那

要花很多的錢，你也要有足夠的量，能夠維持一個場館的正常展出，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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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想法很單純，我做的這些努力，然後我蒐集的這些資料，它可以有更強

的宣傳力道，而且這些在在地的老伯伯啊、老人家啊，他們可以當免費的導

覽，還有做社區總體營造。理想真的很高，真的非常高。（20120315 鄭老師

訪） 

 

        此外，教師也是社會中的一份子，褚老師直言，若不當教師的話，會到不同

的地方，特別是偏鄉進行文史探查及社區營造，褚老師想用自己的專業來幫助一

個區域或一塊土地。從這樣的想法中可知，團隊教師除了致力於學校層級的教學

外，亦是社會中有意識、願意起身參與改變的公民， 

 

我比較想去一個地方，做類似文史工作的研究、做調查，然後可以幫助一塊

土地。我想像一個候鳥一樣的，是漂泊的，就是我可以進到很多地方，尤其

是偏鄉的地方，他們還在為經濟苦惱的時候，我們可以幫他們保留一些文史、

協助他們可能有一些點子、有一些想法就是去營造，做一點這種事情。

（20120307 褚老師訪） 

 

    另一方面，教師認為在教育中，教師必須主動承擔教導下一代的社會責任，

也就是從教學、與學生的互動中，形成行為價值的傳承與情感的支持，「我覺得

可能人類社會也是需要透過這樣，一串接一串不斷的支持跟聯繫、互動然後才能

夠這樣繼續維繫下去，那我覺得老師這件事情，在這樣的一個任務上面應該還滿

重要的」（20120523柯老師訪），教學中不乏情感的建立，「我很重視那個情感……

然後我覺得這種感覺帶下來還不錯，他們慢慢的變的比較良善」（20120307褚老

師訪）。此外，教師表示，教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學生思考自己在群體及

社會中的意涵是教學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我很有可能是受到文化教材的影響，所以我的確會在上相關課程的時候，我

會帶進很多那種社會脈絡來講，尤其像講孟子、或是最近像我們要講性善或

性惡這件事情……好，在孟子講性善的那個邏輯到底是什麼、我就會先把孟

子的性善帶出來、講那個邏輯…然後另外就是說，這個善或惡是怎麼來的，

從那個人性的掙扎、選擇，那你再去看這些社會的人，他為什麼會做這樣的

事情、他的選擇是什麼，那你自己以後你會怎樣表達你自己的意願跟選擇、

你會有怎樣的原則跟價值觀。（20120523 柯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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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臉書上看到民國 97 年的文章，那時候不是有楊惠如嗎，用信用那

個漏洞、賺了中國信託 100 多萬那個事情，她就洋洋得意，那篇文章的作者

就覺得這根本就是鑽漏洞、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上的人們是欠缺信任感跟安全

感，所以怎樣怎樣。我就決定我要給我的學生寫，我心裡面想說一定要讓他

們認真的看完，要認真看完就是要寫心得這樣。我心裡就希望他們心裡種植

下比較道德正義的那個部分，我就規定說，我要給你們一個額外的作業……

我實在覺得應該要扭轉一些怎麼樣的觀念。（20120308 柯老師訪） 

 

他們開始會去想一些社會的、群體的、大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好像還不錯。

可是那個部分到底是怎麼引導來的我也不確定。……我覺得以後這個社會就

是一代傳一代，我都跟他們（學生）講說你們就是中流砥柱，柱子倒了就是

沒了、柱子倒了社會就沒了這樣，我就靠你們了這樣，我故意會講這樣的話，

可是實際上是阿，你就去想說就是一代傳承一代，當有些價值或文化或者是

知識沒有了的時候、或有是不見了，不見了以後不就真的是柱子倒了，只是

說倒的是經濟的柱子、還是什麼柱子或是什麼樣的情況。（20120523 柯老師

訪） 

 

        教師在社會及教育中的責任，可以從柯老師對陳進興事件的描繪中見得，當

教師積極投入教導學生、增權賦能學生，就能降低學生成為社會邊緣人的機會，

也不致於造成社會的負擔。因此，團隊教師希望自己能在學生的高中階段，給予

學生一些正向的引導、陪伴其度過，讓學生迎向未來時，找到自己的方向、成為

一個更「好」的人： 

 

因為之前陳進興的這個事情，就是他不是講說、他就講說以前老師都不管他，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老師就是國文老師講說，你看所以社會上還花這麼大的

成本，一天到晚追他，然後追完以後，還要把他關到監獄裡面，你還是要養

他，養到他被槍殺的那一天，就是要花這麼多錢，然後你可能在他死之前可

能還是要給他一點教育吧！或者是要給他一點情緒的輔導或是什麼，就是你

還要有一些安置啊！那他就說那一些都是花我們的錢這樣，那何苦為什麼不

是在學校就有人好好的帶著他或幹麻…至少如果也許他沒有那麼嚴重，我們

可能也許就不用多花這麼多錢或幹麻，所以他就說那個其實成本是差異非常

大…他就講了很多這一類的事情，所以那時候就覺得說如果真的要當老師的

話，我覺得對我來講，真的成績有時候其實是比較其次的，當然在這個社會

成績還是很重要。 

你現在看到這些人（學生），你會覺得說對！因為他就只有一次的十七歲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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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歲，你如果沒有稍微給他一點什麼，或者是就是把他及時拉回來，就會

像陳進興的事情，或者說我就會覺得有一點可惜，因為他時間就過了嘛！他

的十七歲或十八歲就在你身上這樣子，跟著你走，一起走，那如果可以，當

然就是希望他愈來愈好啊！（20120308 柯老師訪） 

 

        綜合本節所述，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是一具有主體性的意識開展與實際

行動，教師積極實踐自身對教育的想像和對教師工作的定位，不斷進行自我增能。

從訪談資料中不難發現，團隊教師有著自己對學習的定義、或對教育目標、教師

角色的界定，這些是由教師所認同，而非是達成政策制定者或他者賦予的任務，

是以，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力量於每日教學生活、師生互動中展開。 

此外，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實踐具有「轉化」的意涵，其欲轉化的，於

「教學內容」是改變僵化的學習方式、單一來源的課本內容；於「教學方法」，

是打破知識的灌輸、多元引導方式的使用；於「教育目標」，是超越成績和升學

的公民培養；於「教師本身」的，是破除外在賦予的角色、對自我教師角色重新

定義；於「社區」的，是文史保存、社區營造的己任；於「社會」的，是教育責

任的主動承擔、將教育理想付諸實踐。此六個轉化層面，即是日向團隊教師增權

賦能的實踐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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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文化與制度因素 

        本節從日向團隊教師身處的學校及結構脈絡出發，歸納影響團隊教師增權賦

能展現的因素，探討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歷程為何會出現階段性的變化。茲將影

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分為「學校組織文化」與「制度」兩個層面，學校組織文

化層面因素可歸為四大類：學生學習與反應、教師文化與生涯、校長領導、行政

業務與行政人員反應；制度層面則從：升學文化與學生的轉變、經費政策的轉向、

學校課程結構、薪資與酬賞制度來討論。 

 

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力量來自對教育理想的追尋， 

 

當所有的人為了同一個目標在走的時候，那是絕對沒有問題的！（20120517

楊老師訪） 

 

我會覺得教師權能那個部分就是說，我們看我們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這個角

色特質、或者是說你跟其他人的連結，我們其實都是站在教育的角度去看，

只是說大家可能用不同的方向、不同的立場去看，就會有不一樣的結果。

（20120517 甄老師訪） 

 

經過這一些起起伏伏之後，我覺得我現在會比較希望真的去想清楚那我到底

接下來要走的路是什麼，然後我會希望它會要比較精緻跟有品質，而不要再

這樣混亂了，因為我覺得有點混亂。（20120523 柯老師訪） 

 

        邁步在實踐理想的道路上，學校成員們是否朝一致的方向昂首闊步？而路途

中，又是什麼影響團隊教師的步伐與方向？ 

 

壹、學校組織文化層面 

        在學校組織文化層面的影響因素上，可分為：「學生學習與反應」、「教師文

化與生涯」、「校長領導」、「行政業務與行政人員反應」四個部分，來探討其如何

影響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展現。 

一、學生學習與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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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日向團隊教師的敘說中可知，開啟教師成立團隊，進行社區文史保存以及

校外推廣、協同教學活動，是源自對社區責任的思考以及帶給學生多元學習的初

衷。而此種對社區及教育的使命感、熱忱，是日向團隊教師投入個人與團隊增權

賦能發展的關鍵因素。 

 

我們是自發性的，我覺得真的是很自發性的，因為是自發性的，所以沒有太

大的所慾所求，純粹只是覺得它（社區文史與教學）應該做、它可以做、所

以我們必須要做，那就是做多少算多少，那因為沒有所欲所求，所以你就不

會計較太多。（20120517 褚老師訪） 

 

像我們是以社區出發跟課程結合，對，本來是、就是規畫社區，然後是後來

發現是如果光是照顧社區，課程成果沒有顧到那也不行，所以就是從社區回

過來，因為學校就是在這個社區成長的，當這個社區沒落了，我們必須要有

基本的關心跟認知，可是當我對社區理解夠了，那我是不是能夠讓我的學生

也知道這個東西。（20120308 楊老師訪） 

 

        在學生學習方面，因為「這邊的學生的程度也是中上，所以我可能會講的更

難一點點，會跟其他學校比較起來更難一點點」（20120315 鄭老師訪），教師能

將教學心力投注於較深入或課本內容之外的學習，且「因為學生也還算穩定，所

以相對來說，考出來的狀況還穩定，所以你說真的因為升學率的績效責任壓力其

實還好」（20120523 柯老師訪），這成為日向團隊教師在進行固有課程以外的活

動時，較不會引發學生或家長反彈的原因之一。也因此，團隊教師有更大的空間，

在團隊教學、活動舉辦中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 

         

我們後來嘗試過協同教學，也覺得這樣子還蠻有趣的，然後學生的反應很好，

是因為我們本來不管你是什麼學科，你在意的就是你周遭的環境的人，就是

這一些，然後人事物，所以我們覺得，你歷史有歷史的角度，地理有地理的

角度，國文有國文的角度，生物有生物的角度，那如果我可以引導學生說，

你在看同一件事情，或是你到一個地方，但是你可以從不同的學科角度切入

的時候，你會有什麼不同的想法，那就會讓學生去做橫向連結，其實對於學

習來說是蠻有意義的。（20120308 甄老師訪） 

 

有時候給學生一些空間、有一些創意，但是你又可以達到你的目的，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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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滿好玩的，這其實就是我想要的阿、這就是動力，老師真的是很卑微，看

到學生長大你就覺得，哇好有意義喔，你就覺得你做的事情有意義，而且你

只要看到一個學生，就會覺得有那個意義在，所以看到學生不成才一定會氣

阿、一定會幹嘛，可是你就回過頭看說，也是有學生在成長、也是有學生學

習到東西，你就會覺得好啦，你沒有白費，因為你至少一個有拉了一個嘛，

但是不會只有一個，你一個拉了十個的話你賺了九個，賺很多，我們賺的是

這種東西，這就是動力。（20120517甄老師訪） 

 

    從日向團隊教師舉辦的校外教學活動或服務學習中，學生的正向學習反應、

給予教師的回饋，增強了團隊教師的教學成就感與內在動力， 

 

他們（學生）其實也會認同說，對，我們應該要對周圍環境的關懷。（20120308

甄老師訪） 

 

學生他會受感染，他的那個視野會不一樣，也就是他看問題的時候，我這樣

說好了，以文林苑這個來看，最簡單的層級是開始做政策的討論，為什麼要

拆阿、都市規畫、政府的承諾阿、公平正義阿，這個我覺得是一般人能夠講

得出來的、層級就到這邊，可是如果受日向的那個薰陶、或者是如果我們的

教學是更深化的話，他的層級應該會提升，他的層級應該會變成說……開始

做專業的技能、我引進專業的能力，我開始做這個 gps 的定位點，過去這個

地方的土地發展是什麼，我是用研究、而且很深度的研究來做的，我就不會

只是你講的都是別人知道的，可是我是要去產出別人不知道的、跟這塊土地

有關的過去，還有我可能能夠建議它的未來是什麼。（20120515 鄭老師訪） 

 

研：那學生的反應通常會是？ 

甄老師：還蠻好的，因為他們第一個是興奮，因為可以出去……在那個心得

部分就是覺得老師都很用心，大部分學生都是會感謝老師的用心，然後帶他

們去體驗不一樣的，他就說，因為陽明山其實很多學生都去過很多次，但是

他說從來沒有這一次這樣子的一個收穫跟感動，是不同的，跟你平常去那邊

走馬看花，然後泡泡溫泉、吃吃東西，那個是完全不一樣的感受這樣子，所

以我們就一定會收學生的那個（心得），我們就一本一本看，對，所以就是

這樣看一看之後就覺得其實還不錯。（20120308 甄老師訪） 

 

    學生的學習與反應，可以從文件記錄、以及研究者參加活動和學生的對話中

見得，下述為兩個例子，一個是以社區地物做為小論文主題的學生心得撰寫，一

個是學生向研究者簡介社團活動與社區時學生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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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這項競賽，曾讓同學誤解我們別有所求－學測加分，更讓導師質疑我們

可能荒廢功課而不予支持，其實我們只有一個小心願－想要讓這塊土地的歷

史得以保留，之初（社區）故事得以流傳。（20120307 學生小論文心得） 

 

在變革高中「開放參觀日」當天，各社團、特色班級學生皆有表演或介紹活

動。當研究者到地研社（褚老師帶領的社團，主要活動為學生地理實查、社

區探查）的推廣區時，即見社團學生們為參訪者一一導覽，解說社團地理實

查活動、社區故事。而在研究者聆聽社團學生們的導覽後，詢問一位學生，

為何會參與社團、開始接觸社區事務，他回答：「我是在新生訓練時被褚老

師感動，雖然我是三重人，但我覺得，我也可以為這裡（指社區）做一點事。」

（20120331 學校開放參觀日觀） 

 

    團隊教師表示，看見學生的成長、學生對教學活動的正向反應，使自己能夠

堅定地秉持所認定的教育信念，也在面對校內質疑團隊作為的聲音時，依舊願意

繼續嘗試， 

 

我覺得決定老師要不要繼續走，其實學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當他給你

的回應是好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做這些東西是有意義的，那他即使給我們是

不好的回應，我們其實也不會因此就不做，我們其實會想想看說，為什麼學

生覺得不好，我們是哪邊可以再改，那改了之後我們再來試試看這樣子。

（20120308 甄老師訪） 

 

研：老師是什麼讓你們願意這樣一直走下去？ 

甄老師：什麼樣的那個喔…應該是說大家在團隊合作裡面，享受到快樂跟成

長，然後我們會覺得也看到學生的認同，我們覺得就算行政不支持，或是他

們不願意下來幫忙，ok 啊，我們可以做我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這樣就好

了。（20120308 甄老師訪） 

 

        從上述的探討中可以見得，日向團隊教師對學習的思考以及教育熱忱，是支

持教師增權賦能實踐的內在動因。而學生的正向反應，也讓團隊教師更加堅定自

己在做對的事情、確認教學的意義。不難發現，在團隊活動的舉辦以及教學過程

中，教師的成就感和自我價值感是增長的，這也使團隊教師願意投入更多的心力

為學生的學習付出。而確認自身投入的意義與價值後，即使面對重重的限制或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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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教師依然有動力進行增權賦能的實踐與發展。 

二、教師文化與生涯 

        本部分依以下三點進行討論，第一點呈現變革高中教師的習性與文化、同儕

教師對日向團隊作為的評價，描繪其如何影響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此外，

也可以從教師習性及教師文化中見得，何以「改變」對多數教師而言具困難度。

第二點則說明日向團隊教師破除教師文化制約的方式， 後則聚焦於教師生涯階

段重心、時間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聯。 

（一）教師習性與文化 

1.不需合作的工作特性 

        團隊教師在訪談中提及，教師工作具有一獨特性，在於不需與他人合作，也

能「做好」教學這件事，意即教師工作呈現獨立自主的本位型態，教學的良窳與

交流之間並無一定的關係，也不是一定要做的事。只是透過合作關係，能夠產生

更多的創意和教學火花： 

 

老師的工作很特別阿，反正你就是做自己的事情，教好你的書，其實你不用

太去跟其他老師打交道，你也可以做好你自己的工作，那當然如果你跟其他

老師有一些合作上的關係，其實會有不一樣的火花出來這樣子。（20120308

甄老師訪） 

 

我覺得科裡面的人之所以不要那麼做有他們的理由，他們如果能夠認真的把

一個老師扮好，我覺得他們就是成功的，只是說我們的教育希望我們做更多

元的一個發展，可是我們今天說實在話，他今天不做這個東西他一個人其實

也可以把書教得很好阿，如果以我們地理科來講是這樣子。只是說如果我今

天多幾個人來做討論、腦力激盪，那當然我可能可以更有趣、或更多的點子。

（20120517 褚老師訪） 

 

        此外，不同教師對教育的想法有著差異的觀點，有以升學為目標、或以培養

公民為目標等，這些對教育的不同想像，也讓合作及對話相形之下更為困難。當

日向團隊的活動是以社區為主軸，能不能與其他教師形成共識或獲得認同，皆是

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實踐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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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每個老師有每個老師不同的信仰，就是我們當老師就是要，有些老師

會覺得說，我們當老師就是要讓學生，高中老師是讓學生進入好的大學、他

理想中的大學、他有興趣的科系，那這樣子他就會朝那個升學那一部分走，

對，因為大環境的關係讓很多老師不可避免，你不能空有理想，就說我們要

讓學生很有想法，但是他如果去考知識的考試，他會很慘，他很有想法，可

是他會很慘的，所以如果你回歸現實面來說，就是會回到升學這一塊，所以

那個東西就會…大家就會覺得其實…就像我提的，周邊環境、社區的變遷、

然後土地的利用的改變等等，其實對於學校裡面的人來說，是有點遙遠的，

你顧好你自己就好了，你高中的學生你就是好好念書，然後你念到一個還不

錯的學校，就這樣，所以有很多老師會，他可能也沒有機會聽我們在幹嘛，

或者是他也不想知道你在幹嘛。連褚老師都說她在他們自己社會科的教學研

究會，要跟大家分享那個記錄片，大家認同度都很低，所以我們在自己科就

會有點難推，不管是我們在自己科要推，或者是在學校要推，我覺得那個是

一個情感的經營，因為可能要營造一個情境，讓學生，讓大家有那個情感的

認同，引發大家一些情感出來，你才有辦法讓他去認同這件事情，那你沒有

足夠的時間去經營那個情感，就沒有辦法有機會讓他們認同，然後他們也不

知道我們在做什麼，所以大部分老師其實是不知道我們在做什麼。（20120308

甄老師訪） 

 

2.小道消息的耳語流傳 

        除了上述教師工作無需積極互動的特性之外，再加上多數教師活動範圍主要

在教室、科辦公室，只有參與大型會議或擔任行政人員有較多與他人互動的機會

外，大部分教師的互動偏向固定區域和固定對象。因此，教師常以「耳語」做為

接收訊息的主要媒介，小道消息在校園各處室、各科辦公室流動。當教師進行創

新教學或是推廣活動，都必須面對耳語的檢視， 

 

楊老師：變革高中很特別是小道消息非常多，很多人喜歡到處串門子，就會

到處有消息流竄，對。 

研：就是這邊出去講一點、那邊講一點？ 

楊老師：對對對，那就會慢慢就有一些東西就會拼湊出來，因為 A可能在甲

處室講其中的三分之一，他又到 B 處室講其中的三分之一，那你從這兩處的

只講的三分之一去兜起來，就會是全部的三分之二，你就知道是誰講的，就

會兜出來。 

研：所以…嗯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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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老師：其實這其實是，也是我覺得在推教學活動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何避免同仁在後面說三道四，就假設就我自己在典杏高中例子是，

本來他們是不怎麼希望會做很多大型的活動、或是影片欣賞或幹嘛，可是我

在那時候大概一個禮拜就是一節課，可是我有時候會拿兩個禮拜我會有兩節

課的時間，放影片，那放課程相關的影片，然後在那邊跟學生討論，那慢慢

他們其他老師也有壓力，他就會想辦法，跟上來，那當然你從教學競爭的觀

念來講，這個東西是對學校、對學生是有好處的，可是對老師來講，如果他

本來的計畫沒有要這麼多東西出來的時候，你等於增加他的教學負擔。

（20120308 楊老師訪） 

 

甄老師：早點下班啦！ 

周組長：人走了之後我才有靈感，早上我都在想說今天要做什麼。最糟糕的

是常常有幾個人在那邊嘰哩呱啦講八卦，我就在想這什麼八卦、什麼東西阿，

這種事情有什麼好講的，都在說別人、在說別人。（20120518 周組長訪） 

 

        再者，耳語間的訊息容易在傳遞過程中加入個人的主觀判斷，而忽略事件的

前因後果、或誇大事件的某些部分，也因此，耳語事件經常與實際情況有出入，

造成變質或扭曲，也形成校內人際衝突的導火線。就日向團隊教師的例子而論，

當校內是以口耳相傳方式來瞭解日向團隊作為的全貌，沒有實質面對面溝通、或

是資訊透明，都使得校內成員間產生猜忌、關係也出現嫌隙，不利於建立認同或

共同的目標。 

 

褚老師：（日向團隊做的事）比較像是勞民傷財，很多負面的語言不斷進來。 

研：怎麼接收到那個訊息的？ 

褚老師：耳語。……比如說在不同的活動裡面動員了不同的人、然後麻煩了

很多人，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他們會覺得我們的東西

是很有意義的，但很難講說，百分之一百的人會贊同你，就是那少數幾個，

但是他耳語再出去的時候，其實對我們來講就是一個傷害，然後就變成我們

常常在利用大家來實現我們的自己的夢想、或實現我們自己的企圖心、做我

們想做的事情，這變成就被汙名化了。理論上單純的應該是從我們這些人願

意付出、不計回報，幫土地、幫學校、為學生這個角度去出發，那麼你就會

肯定我們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但有一些人他其實他那個想法是偏了。我們其

實沒有多想，我們只是覺得如果學校覺得這是有意義的、他也願意有這樣一

個場合讓我們去宣導，讓更多人能夠認同這塊土地，以一個教師來講，學校

願意提供舞台、我們有現成的資源，有何不可？對不對，兩相結合那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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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事情阿，但後來就變成，有一些小小的汙名化了，所以從那個時候我

們就會有稍微調整一下。甚至還有人會認為說，我們從一開始辦感恩餐會、

到後面的溫博館事情、到出了書，他會覺得為什麼我們可以拿學校這麼多錢

來做這些事情，可是不是，我們這些錢都是我們個案申請的。（20120517 褚

老師訪） 

 

3.講求輩分的相處模式 

 

變革高中是一個很特別的學校，就是它的環境非常好，那離市區有點距離，

那也沒有離郊區，又不是真的純郊區，就是很偏僻的郊區，所以很多的老師

進來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在這邊等退休了！所以它的流動率其實是非常非常

低，那在非常低的時候等於你要有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那你可能進來、新

血進來之後，你可能前面大概有十個人，或二十個，可能已經服務十五年、

二十年以上的老師，那以中文系傳統的禮教來講，這都是前輩。（20120308

楊老師訪） 

 

        變革高中學校環境良好、教師異動性低，資深教師在教師組成中相對較多。

從受訪資料中可以歸結，「資歷」影響教師間的互動，教師相處十分重視年資、

輩分，當教師的年資較長、較為年長，資淺及年輕的教師是無法在公開場合違背

其意思，縱使心中不認同，也只能循其他管道來進行自己認為對的事， 

 

因為中文系是非常講輩分的，就是你比較早進來這個學校、你的年資長，你

就是要敬重他，不管他講的是對、還是錯，就是我們一般社會給的傳統架構，

要敬老尊賢，在中文系的架構當中，是更清楚的。（20120308 楊老師訪） 

 

（在自然科教學研究會）我就舉了很多的例子說，我們可以這樣做、可以這

樣做、可以這樣做。那當場老師就會覺得，新來的校長不清楚狀況這樣子。

可是，過了兩天就有老師來找我，自然老師。他跟我說：「校長我覺得你講

得非常有道理，我們沒有教好，但是我不相信我們的學生不喜歡。」那是一

個很有熱忱的老師。我說：「那你為什麼那一天我講，你都不支持我？」他

說：「我是資淺的老師，我很年輕，我才剛來沒幾年我不敢講話。」所以你

就知道老師的文化裡面，就是資深的老師說話的時候，那個年輕的老師是不

敢就是違反他的意思。可是他心裡面明明覺得說，不一定是這樣，所以他就

來找我。（20120411 羅校長訪） 

 

    日向團隊成員除了褚老師外，其他都是較為資淺且年輕的教師，因此，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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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輩分倫理的文化中，當想要推動新的教學方法或教材，需要一點一滴的進行，

「太急躁的話，你可能會傷害到那些老師，他會覺得你衝太快了！年輕人衝這麼

快不好，所以自然來講，你就會比較守」（20120308 楊老師訪），雖然與心中的

教學信念、理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還是需要謹慎小心避免影響到資深教師。團

隊教師表示，學生的成績、帶班的成效，是推動多元課程或教學活動時必需穩住

的基本盤，須要讓其他教師瞭解自己有能力做更多不一樣的嘗試。 

 

畢竟變革是一個比較資歷深的學校，所以教師的組成年資，我們相對比較資

淺。所以其實在推動一些教材上面，就會遇到一些困境，因為畢竟，資深老

師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那當然我們自己是剛進來，也不大可能去違背這

個方法，所以只能慢慢、一點一點、一點的轉換，那這個轉換過程中，當然

跟信念相比，就會有很大的差別。因為那邊（之前代課的學校）的話，基本

上，同事之間是比較自由。它的關係沒有那麼樣的緊張，我們所謂的緊張是

輩份之間的那種差距緊張。可是在這邊的話，就會有。那會有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就必須要小心，因為很可能一個不注意就會影響資深老師

的一些想法，那我們到未來，可能就更不好帶，所以這邊的文化是比較偏保

守的，所以你要推一些新的觀念，就除非你有本錢，否則你要推一些新的觀

念就相對比較困難了，那因此也在於這樣的關係之下，所以我自己很清楚，

如果我要在這邊，推一些比較新的教材，或是最新的教學方法，我勢必要在

辦學績效上、或是帶班績效上，要有不錯的表現，我才有那個能力去推更不

一樣的課程。（20120308 楊老師訪） 

 

4.不「突出」的中庸之道 

    資深的周組長在訪談初始即詢問研究者，「妳不覺得學校是一個很容易讓人

怠惰的地方嗎？」（20120518 周組長訪），具體表露學校工作環境的良好、以及

無需競爭的工作型態。周組長認為，學校教師工作和私人企業工作不同，企業界

的工作屬於分權負責、每位員工做的事務性質不同，因此較難被比較。但學校教

師的工作是做「一樣」的事，大家都在「教學」，是以當部分教師和別人不同、

多做了，就是「突出了」（20120518 周組長訪）。 

    校園中「不突出」是一種潛規則，當日向團隊教師打破了這種規則，堅持自

己的理念、朝自己覺得應該實行的方向去做，比如舉辦文史推廣活動、進行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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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推行地理實查等，這都使教師與其他教師不同、形成了差異的比較。

教師表示許多同儕教師並不是以欣賞或讚美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努力及投入，而

是會感到不快，或是以批評、非議的方式來傳遞不滿： 

 

剛開始來，我真的很用心在推地理實查，因為校長也知道我在推，所以校慶

的時候都還有辦一個地理實查展，比如說有他們做的很棒的作業，做一系列

的從自然的理念到人文理念、到人地關係、區域特色、到最後的一個小論文

的展覽。讓我教的話，如果兩年話就會做四個報告或美食報告之類的，然後

就辦一個展覽。那時候同仁還會說我，年紀這麼輕然後就愛表現、然後就怎

樣怎樣。其實在很多過程你就會發現，其實很多人不會就是讚賞你或欣賞你，

你的這些表現或是肯定你的投入，所以你要自己調整，當老師會有這樣的過

程。這個東西當然會哭、會難過，但哭完就算了，眼淚收起來。（20120307

褚老師訪） 

     

那你就會看到說，A活動是這一群，還有這群老師做的什麼東西放上去，Ｂ

活動也是這一群老師的什麼東西，也放上去，那有些老師就會覺得怪怪的，

心情上不愉快。或者是他本來也做了，可是他不想要這麼聲揚，把它…就是

聲張他做了什麼活動，那處室可能就是不知道，就不找他，那他也會有一種

比較的效應，所以這個在推的時候，也是還蠻麻煩的、還蠻麻煩的。（20120308

楊老師訪） 

 

    另一方面，當日向團隊教師與其他教師不同，進行超越課堂教學層級的增權

賦能展現、活動推廣，亦會使同儕教師產生壓力，這樣的壓力有可能成為其他教

師進步的動力，但也出現一種「你做太多影響到我，好像我不做事」的聲音和反

彈。當比較之下「突出了」，反彈的力量回到團隊教師，接收來自校內教師不愉

快的回應，團隊教師決定將行動策略轉向小班級的教學活動。 

 

做一種想像我現在坐在辦公室的畫面，假設現在穿流不息的人來找我討論某

一個作業怎麼寫，其實其他老師他會有壓力阿，可是這種壓力可能是進步的

動力。我舉例像社會科辦公室其實看起來好像除了我跟褚老師，其他老師也

沒有很關心之初（社區土地變化）這件事，事實上他有、事實上有，比如說

另外一個歷史老師他做作業，其中有一組就故意你去查一查什麼叫做之初，

還是會有感染，他也是會想知道你們現在在做什麼，阿只是他可能是不敢去

碰、或者是還沒準備好去碰。（20120515 鄭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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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老師：……推的人其實還是不多，還是只有你這一兩撮人，那因為你在做，

所以很多的行政人員只要有活動就會把你連結在一起，所以就會引起其他不

做活動的老師會覺得你就是怎麼樣做，你等於你做得太多影響了我們。我們

是不做事嘛，那你做事嘛，所以你做太多，我們就好像我們都不做事一樣，

就有那種聲音出來，那很自然的，有這種聲音你慢慢就會冷淡下來。也就是

有同儕在扯後腳，應該在每個學校都會有啦，這種狀況。 

研：老師那你們現在有想到什麼方法突破現狀嗎？ 

楊老師：目前來說，我們只能把它變成沒有那麼盛大。就我還是做，但是我

就在班上做，那我還是可能跟幾個很好的班級，我們兩個班、或三個班聯合

起來做，就規模不會是全校規模。那自然就不會引起太多的紛爭，但我還是

要做，對。 

研：就是減低紛爭的做？ 

楊老師：對，沒錯。但是因為學生之間他們的那個訊息流動非常非常快，他

聽到你這個班有這個活動，他就會去問其他班，會去跟他們老師抱怨說為什

麼？別的班有，我們班沒有？那其實也會是另外一種壓力，但這個壓力就會

小很多，因為就不是直接來自於同仁之間的言語上面的衝擊。（20120308 楊

老師訪） 

 

（二）破除教師文化的制約：教師增權賦能的開展 

        破除教師文化對自己的制約，教師增權賦能才有開展的可能性，以下將分析

日向團隊教師打破教師文化的作法，分別從「承認差異」、「心態的調整」、「團隊

的集體力量」說明之。 

1.承認差異：不一樣的老師 

 

我覺得我就是不太像一般的老師吧！（20120308柯老師訪） 

         

    當教師瞭解自己想要成為怎麼樣的老師，也承認自己和「大家認知中的教師」

有所差異，就能在教學上堅持走自己的路，以自己認定的教育理念來教學、做自

己認為對的事情。團隊教師認為自己不是一個盡基本本分、安分守己的教師，而

是勇於創新、願意付出以及願意接受學生回饋的教師。 

 

甄老師：……我可以當一個很安分守己的老師，我就把我的課上一上，然後

讓學生學到該學的、課本裡的知識，然後考試可以考好一點，安分守己的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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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基本本份，我們把這部分做好，好像就不枉費國家給我們那份薪水這樣。 

研：老師那你想要當一個怎樣的老師？ 

甄老師：我也不是很確定耶，我覺得…那個應該是說，如果你自己都可以認

同你教的東西，學生就會認同，學生可以感受，那有時候我就會覺的得說，

我們到底要帶給學生什麼，所以我覺得在當老師的過程當中，學生是可以給

我們回饋的對象，那我在當一個老師的過程，我至少要讓我自己是一個勇敢

的去創新，然後願意付出，然後再來就是願意接受學生的回饋跟改變，我覺

得改變應該是一件蠻重要的，包含創新也是你試圖要去改變這樣子。

（20120308甄老師訪） 

 

        這種「不一樣的教師」想法，讓教師確立自己對教育工作的投入，也將教學

視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學校場域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當教師以自我的定義來

看待教學工作，即產生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力量，這種力量具體展現於每日的教

學生活中。而教師也坦言，「要當老師，有很多種老師啦！」（20120517甄老師訪），

並非教師們都能認同彼此對教學的想法，但是就是朝自己認為「對」、「該作」的

方向前進。 

 

那我就會覺得說，這個就是道德良知的問題，的確有些老師是這一塊比較缺

乏，他就把老師當成一種工作、我有課我就來上、沒課我就走，然後我覺得

學生怎樣不干我的事，那我們就會比較把它當成一種生活的模式，這是我們

生活的環境、我們就在這邊做我們想做的事情、這是我們的環境這樣子，所

以我們的認知就不太一樣。（20120517 甄老師訪） 

 

應該是完全不同的走向，大部分（老師）就是課本來了就照課本上，可是我

們會想辦法再多額外的東西。（20120517 楊老師訪） 

 

我們上次自然科在討論這個創新教學跟傳統教學的時候，就是我們覺得環科

班這樣的教學模式是比較創新的模式，那有些老師就會不認同的地方他就會

覺得說，你就讓學生乖乖的升學，你就教他們做實驗，做什麼環境關懷什麼

的，其實那對他的升學是沒有幫助的，你不要再去搞這些東西，像我們帶學

生上山，然後去體驗，去感受自然的美，然後去享受那種原始的生活的辛苦，

或者是你脫離電子產品，然後當你靜下心看這些山，吹著這些山的風，然後

你會有什麼新的想法，我覺得那是完全不同的生活體驗，對我們來說，我們

覺得那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作法，那對於學生來說，那也是有別以往，就是他

可能一輩子不會有老師帶他去山上渡過四天三夜那種很艱辛的生活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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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但是很多老師就會覺得，你們這樣很危險，然後其實對學生升學有沒有

幫助，其實不要做，可是我們會覺得，為什麼不嘗試看看，因為我覺得也蠻

有趣的，我覺得如果以前我在高中的時候就有老師這樣帶我去，我一定會覺

得印象很深刻。（20120308 甄老師訪） 

 

2.心態的調整：放寬心 

        當團隊教師破除教師文化，勢必要面對稱許、批評或認同與否…等來自不同

立場的各種聲音，褚老師表示，「寬心」是團隊教師們必須學會的一項心理調整，

使自己能夠抗拒「不突出」的制約力量、堅持做「對」的事情。 

 

因為我相對於他們（團隊成員）我是真的比較老了、老了 10 歲，所以我已

經走過了很多，我相對的比較容易寬心，可是我覺得他們還在年輕的階段，

所以他們在寬心那個部分還要再加強一點點，要不然他們自己會很辛苦。

（20120517 褚老師訪） 

 

他（柯老師）覺得這件事情不要再擴大了，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根本不知道

是誰（寫 mail），以我來講，我覺得我已經夠成熟了，我這麼多年會再繼續

做下去，我其實已經看過太多了，所以即便我知道是誰，不會影響我要不要

再繼續做日向，可是柯老師會影響、柯老師會受影響、而且甄老師他們也會

受影響，以一個年輕的老師，當他滿懷著熱情、憧憬，突然被打了一巴掌時，

對他們來講是很沮喪的，那是沒有辦法得到大家的認同，反而是因為我們的

所作所為勞苦了大家。（20120517 褚老師訪） 

 

    也因此，當團隊教師面對校內成員的指責，認為團隊作為影響到其他校內成

員、沒有思考他人的辛苦付出時，確實讓團隊成員經歷一段低潮期，也作出團隊

活動方向及增權賦能行動策略的調整。在校園中，團隊的大型推廣活動是一種非

常設性的活動舉辦，在目前尚無確切的權責規劃、亦無相對應的職務設計之際，

心態的調整和對教育想法的堅持，是支持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實踐的內在動力。 

 

褚老師比較堅強一點，她覺得我要做什麼我就做……她喜歡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所以她覺得別人怎麼看她，她也可以不用很在意，一定會在意，只是說

她會告訴自己我沒有對不起誰就好了，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像柯老師

他其實是比較敏感，他很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非常在意，所以他在這件事

情他的傷受的比較深，那褚老師就覺得反正這樣也好，我大概知道你們的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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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那我們就知道我們接下來要怎麼做，阿難過一段時間。（20120517甄老

師訪） 

 

所以有時候你就會覺得說，到底有沒有那個意義在、要不要繼續做下去、到

底要怎樣，我現在比較說服我自己，就是從上次寒假期末到現在，我心裡面

就想說，以我的個性我如果不做，我覺得我一定會後悔，所以我不想做我後

悔的事情……我現在只能就是盡量不要那麼執著、或找個人講一講或什麼之

類的，其他的就是只能少看得那麼重就少看一點，但是該做的還是做。

（20120308 柯老師訪） 

 

3.團隊的集體力量 

        從變革高中教師文化的描繪中可知，學校資深教師眾多，因此無論是推動活

動或實施創新教學，若是結合數個班級或與志同道合的教師形成團隊一起進行，

是有益於教學的效果和正向的影響力。且「有社群他才會比較安全，他一個人想

要改變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很困難的」（20120515 羅校長訪），團隊的成立突破教

師孤立的工作型態，產生集體的力量、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因為這樣的環境來講，很自然，別的科系其實也是一樣，不只是國文科，別

的科也是一樣，就是資深老師比較多，所以如果說，我們要推動一些活動的

話，就除非是結合幾個志同道合的伙伴，否則你幾乎沒有力量，你只能在你

自己的班上做，那在自己班上做的那個效果就變得非常弱，那如果能夠結合

兩個、三個不同的班級，或不同屬性的班級，那個效果上就會變得很強，那

就會變成是一種正向的影響力，可能慢慢的學生就會這個課其實可以這樣上，

可以這樣上，可以有不同的方法、不同的思維，那等於它就會變成是一種主

動學習的過程，而不是被動的學習，那跟一般的高中，也因為這樣的關係所

以變革高中孩子的主動學習力量是還蠻不錯的。（20120308 楊老師訪） 

 

他們（團隊較師）可能不是只是處理一般性的事務，比如說分配這個社群裡

頭的工作而已，他們可能會去發想我們現在在做什麼，有沒有遇到什麼困難，

然後未來要怎麼去調整、以後我們想要做什麼，那為什麼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顯然是有個目標的，那那個目標又是什麼，那這個目標可能也會隨著我們在

運作的過程當中也不斷的去做調整……他們不只是合作而已，他們還在彼此

互相的學習，然後彼此互相的去支援，他們想要去在原先就有工作裡頭沒有

辦法達成的事情，他們去互相的去支持或者是去發展這樣子。（20120515 羅

校長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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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不難發現團隊成立後，成員間的交流互

動、合作，一方面增進個別教師的專業知能、產生教學的激盪，另一方面，也給

予彼此情感支持，以集體的力量來面對教學的困境、校內成員的質疑聲浪。 

 

團隊的價值在那個增權賦能的那個部分，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我

會給他高度肯定的部分，比如說我們人生裡面難免會遇到風浪、在教育的這

條路也一定會遇到風浪，那個風浪可能是學生給你的，可能是你的同儕教師、

或同領域的教師，可能不肯定你給你造成風浪，也有可能是行政給你的，也

有可能是校長跟不太肯定你這個人的所做所為或你提的計畫的時候，這個時

候我覺得你這個團隊，如果它是感情好的，它會成為你的支柱……我們旁邊

有一群人在關心你，你相對會有一些力量出來。（20120517 褚老師訪） 

 

（三）教師生涯的階段重心與時間 

        教師對自己教學生涯的規劃以及投入教學的時間分配，與個人生涯階段重心

有關，這是教師能否有時間進行增權賦能實踐的影響因素，誠如褚老師所言，「增

權賦能必須要有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給你，你有充分的餘力你再去發展，可

是當你時間就已經是一個最前提的東西，你沒有辦法改變、你就沒辦法」

（20120517 褚老師訪），以下將探討教師生涯重心、時間與增權賦能的關係。 

1.教師生涯階段重心 

    教師的身分不只是一位教師，亦是家庭中的成員，也在各自的生涯中有著該

階段 重要的事，日向團隊教師表示，教學精進或者增權賦能實踐可能不是每位

教師 優先的投入或發展重點， 

 

我現在就會覺得說別人也許在這現階段有別人人生裡面比較重要的事情嘛，

所以我現在比較可以…以前會覺得對啊！就是你會有一點失落，就是為什麼

推半天這樣，那現在就會覺得對啊！譬如說像科裡面有一個老師才剛生完小

孩，那她一定是以小孩為中心，你根本不可能再叫她怎麼樣，或者她可能她

人生這個階段就是這個事情或那個事情，或她自己有一些事情，只是你不知

道而已。（20120308 柯老師訪） 

 

可能有的老師會覺得，當我這個階段我需要家庭比較多，那他可能會先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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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放家庭，那可是過了四、五年他的時間出來了，他就會又有更新的活力在

教學的發展之上，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等於是配合了老師們的生涯規劃，

只是說剛好某個時間點有、有的時間點沒有。（20120308 楊老師訪） 

 

    而當教師並不是把全力放在教學或是學生身上，但卻也做了該做的教學本分，

在生涯不同的階段中投入自己的興趣發展、或是以家庭為重，這樣的安排與選擇

在是非之間不是那麼容易辨明，且配合著以年資和學歷為標準的薪資制度，教師

在教學上做多做少並沒有實質的影響，也就形成一種「良心事業」（20120517 甄

老師訪、20120308 楊老師訪）之說。從中可以見得，若欲期待整體教師增權賦

能，需要結合教師的興趣或設計更多喚醒教師內在動力的方式，並將教師生涯重

心列入思考。 

 

我覺得像國文科老師裡面，像有些老師他雖然看起來散散的，可是我相信他

們可能以前在他們年輕的時代，他們可能曾經很熱情、很積極的在做一些事

情，可是當然我覺得一定也是有些受到傷害，或者是說可能開始有了家庭、

有了小孩，他真的是累了，或是他真的是要疲於奔命、來來回回，到他中年

以後，他可能家庭有一定的發展、他的小朋友也開始上學什麼，這時候他也

覺得他要開始去追求他的樂趣或興趣，可能開始學書法、畫畫什麼，他不見

得所有時間百分之百全部都要放在學生或學校身上，所以我覺得那有時候真

的就是人的選擇。（20120523 柯老師訪） 

 

我現在有時候會覺得說，像有些老師去學書法、學畫畫，他們自己去精進的

那一塊，它可能不是在上課的時候特別被用到，它可能不是顯學、不是主流，

那你說難道它不是重要的價值或是重要的學問什麼，好像也不是。好如果假

設他真的是去照顧小孩或幹嘛，唉我只能說老師這個工作，因為過去習慣給

了很多彈性，可能我們真的是既得利益者，所以我們在反省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話可以解釋。（20120523 柯老師訪） 

 

        以日向團隊的狀況而論，團隊的運作方式是在個人生涯與團隊分工中取得大

致的平衡，透過成員間的彼此補位、不同生涯忙碌階段的交錯，來進行協同教學

和推廣活動等增權賦能展現。 

 

大家就盡量湊，這個盡量湊時間的話當然也會有家庭上面的一些折衝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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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爭執，那這些爭執就變成那這個時間內我可能就會先緩下來，那這個緩下

來變成說團隊形成了，大家就會互相 cover、互相幫忙，就縱使他現在不在，

我們還是會讓這個活動往下推下去，過了幾年，可能這個原本忙的老師時間

出來了，就換其他原本不忙的老師現在忙了，就又回過去又cover到這一塊。

（20120308 楊老師訪） 

 

因為像褚老師有小孩、她時間到了要當媽，她就只能把握在4點以前、小孩

子還沒下課之前，我們趕快把事情弄完，然後4點，她就說不好意思4點到了、

我要回去當媽了，我要去接小孩我要去幹嘛的，你在這樣的家庭壓力下，說

真的你怎麼可能顧得了別人的小孩子、不顧自己的小孩子。那我跟柯老師、

跟楊老師是因為我們都沒有小孩、我們沒有結婚我們沒有小孩，所以我們覺

得說，好你先去、那這些東西我們來收尾，我們可以這樣的，那褚老師也會

覺得說，那她有時間的時候她可以盡量多做，所以我們就是這樣的分工。

（20120517甄老師訪） 

 

2.時間：授課時間與自己的時間 

        變革高中教師們對「授課時間」與「自己的時間」有一定的區隔，意即教師

的主要工作與上班時間是「課堂」教學，也因此，當教師想要進行課堂教學以外

的教學活動、或執行競爭型計畫，勢必會使用授課以外的時間，此即是「自己的

時間」， 

 

就是要花時間、你真的要花時間，你不可能像上課上一上回來、然後下課就

走了，他（學生）要做一些實驗、他要弄出一些東西，當然他要花時間、我

們（教師）也是要花時間阿，你要幫他看、你要跟他講這個怎麼做、那個怎

麼做，要花「自己的時間」。（20120518 周組長訪） 

 

（競爭型計畫）是可以增加老師能力啦，可是我覺得多少老師願意阿，像我

們自己科內，我們自然科我們也是有環科班的案子，我們其實討論到一個非

常殘酷的問題就是，如果我們做這麼多事情，但是我們的課還是跟別人一樣

多，那我為什麼要做阿，我看別人很輕鬆耶，16 節課就 16 節課嘛，我們 16

節課之外的時間，我們能要打通知單什麼的阿、要統計、要聯繫、要問阿、

要去場勘什麼，那個都是要用我們自己額外的時間，可是我如果不做這些事

情的話，我是不是可以比較輕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品質、我不是一直在工

作上打轉。（20120517 甄老師訪） 

         

        此外，當教師們對教師工作的認定是「課堂」教學，許多課堂以外的活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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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就進入模糊的區域，是否每位教師都該參與、是否每位教師都願意投入

皆不易分明： 

 

其實他（教師）本質上是教學，有一些部分其實你說我們做這一些到底有沒

有意義？意義是有，可是你說在教學上面，有時候你其實也是在那個課程時

間以外或者什麼，那你說是不是這樣子就所以每個老師還是得要參與？每個

老師都還是要怎麼樣？我覺得就會有一點點那個比較沒有辦法說的很明白

或很清楚的地方這樣，那當然就是尊重，然後如果有機會，當然也是希望大

家一起來啊！（20120308 柯老師訪） 

 

        也因此，當日向團隊教師投入對教育理想的追尋、增權賦能實踐，是將自己

的生活與教學結合在一起，團隊教師坦言，確實縮短自己在其他生活面向的時間，

也有為難之處、必須的取捨： 

 

那你平常是一個老師的角色，你空餘的、空白的時間不多，那你又是一個有

家庭的人，你在這中間很難取捨。（20120517 褚老師訪） 

 

當你說都沒有時間做事的時候，可是學校課就是這麼多、那你還是要上完，

有的老師上完就累得半死，你叫他在多橋時間也是不太可能。對我來講，我

自己要求自己要做到某些東西、自我要求比較強，我希望做到某些目標，在

目標沒有到達之前，我會想辦法擠時間出來做，那某些東西就會犧牲掉，可

能家人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就會犧牲掉，那當然這是沒辦法的，因為其實你

只是犧牲自己，成就的是更多人，我覺得這樣的選擇是很值得的。（20120308

楊老師訪） 

 

你有 8個小時要給你的家庭，那剩下可能只剩 8個小時是睡眠的，你中間再

抽一點、抽一點、抽一點，會不夠，那如果你又有點貪心、你又想做一點不

一樣的，比如說你對於土地，你覺得要盡一份心力，你要從家裡抽一點時間，

從你的學校的、教學的本業抽一點時間，那、那個其實不夠的，那如果你還

要再多做，那你很多的時間都被切割了，你的深度就會一直在遞減。

（20120307 褚老師訪） 

 

比如說過年的時候，我記得 98 年農曆新年過年，我就回去了，她（褚老師）

還在這邊拍攝他們年夜飯、團圓的樣子，因為這是他們（社區居民）在這個

老家，最後一次的團圓，因為他們 4月 30 號就要被強制驅離，然後要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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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所以他們在 2月的時候的年夜飯，那是多感人的啊，那是褚老師她想

要達到夢想，她就留下來拍他們過年夜飯，可是你背後在想到、應該要想到

的是那她自己的家人呢。（20120315 鄭老師訪） 

 

        而當日向團隊教師選擇將「自己的時間」如空堂、寒暑假、放學後等時間的

重心放在土地保存、教學或是團隊活動，相對的需要面對來自家人的關切，當部

分成員的家人是持較不支持或不理解的態度，亦為日向團隊教師進行增權賦能實

踐所面臨的難題： 

 

他們（家人）會覺得說別的老師怎麼沒有做這麼多事、為什麼你這麼忙、為

什麼你的下班時間跟別人都不一樣、為什麼你可能什麼時間還要再去做什麼，

我說沒有辦法活動就是多，可是這東西你要跟家人分享也很困難，因為其實

他跟你就已經理念不合、就是觀念上不一樣，你再去敘述、再去說服其實我

覺得講不通、也就不太想講了。因為這種東西對於有家累的老師其實是比較

辛苦的，因為當你在、當你全心放在這一塊來講，你當然就會失掉某一些東

西。（20120308 楊老師訪） 

 

包括演戲（之前的國文科教學活動）到日向，其實他們（家人）都搞不清楚

我在幹嘛，他們就只會說，你可不可以當一個正常一點的老師、擁有正常寒

暑假的老師。他們會覺得為什麼你寒暑假要把自己搞那麼累，我後來有時候

就乾脆不太去解釋，或者有時候就弄一些他一定聽得懂的，譬如說開校務會

議阿幹嘛的，就故意講一下。（20120223 柯老師訪） 

 

    由上述對教師習性與文化的探討可知，教師不需合作的工作特性、耳語文化、

輩份倫理與不突出之道，會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開展，且形成校內只有少數教師

具增權賦能展現的現象。以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實踐而論，雖然還是受到同儕

教師的反應而調整團隊行事方向，但突破教師文化並非不可能，當團隊教師確認

自己想成為怎麼樣的教師，調整自己面對他人讚許或非議的心態、起而組成團隊，

即成為破除教師文化制約、開展教師增權賦能的契機。然而，教師投入教學與工

作的時間，並不是那麼容易區分或明確規定，當日向團隊教師將全心投入教育工

作，也有屬於自己的掙扎與必須的取捨。由此觀之，若期望教師增權賦能長久發

展，除了教師以內在動力、意義的追尋來維持外，需要有更多制度結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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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將於本節「結構制度層面」處詳細說明。 

三、校長領導 

        從日向團隊發展歷程中不難發現，校長的領導方式及推動的學校發展模式，

與日向團隊增權賦能的展現型態有關。且校長除了領導者的角色外，亦呈現人力

調度、資源分配者的角色特質，以下從兩任校長領導與團隊發展、校長角色與教

師增權賦能的關聯兩方面分述之。 

（一）兩任校長領導與日向團隊發展 

        2008 年日向團隊成立時變革高中校長為謝校長，而後在 2009 年，由羅校長

繼任，團隊發展歷經兩任校長。鄭老師表示，當時團隊進行的社區文史保存，與

謝校長的辦學理念「服務學習」能夠結合， 

 

謝校長他自己是投很多精神在童軍，童軍是日行一善甚至是做一些的服務活

動，所以他的辦學理念之一他很強調的是服務學習。服務學習的這一塊因為

我們 97 學年度，我跟褚老師同時在做田野、這是兩個老師在做田野，那我

們也把學生拉進來，所以當時候我們有共同教的一些班級，主要是以她為主

啦、她帶得一些班級受到感動然後就來幫忙，這個跟校長想的很像，服務學

習，也就是我透過動手操作我可能在做一些事情，比如說我們去蒐集古文物、

或是我畫展用畫筆的創作、舞展，我用舞劇的一個表現方式。這個其實都是

在為了一個特定的目的，可是這個可能對我升學完全沒有幫助、對我的學業

成績的表現沒有幫助，可是他有一個公益的目的、參加服務學習，那他（校

長）非常的支持，這個是一個部分。再來是那個成果是很驚人的，我說的那

個成果指的是一連串的活動，讓校長他覺得他看到的能量是很足夠的，即使

只有兩位老師而已，它的渲染力很強、甚至它最後的產出品滿豐碩的。

（20120515 鄭老師訪） 

 

        團隊的公益目標與謝校長的理念一致，謝校長十分支持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

賦能實踐，並協助兩位老師申請文化局專案、獲得經費援助；而在校內能夠自由

運用的經費部分，也盡可能地提供，來支持團隊的文史保存活動： 

 

他（謝校長）是覺得說，我的鄉下老家也是長這樣，然後我們自己的鄉下老

家也是長這樣，我們都沒有能力為自己的家鄉做什麼，可是眼前的這一塊已

經沒有了、我們如果現在不做就沒有了，所以，當下他的理念跟我的理念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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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可以契合的，所以才短短的，他用最短的時間就可以跟市政府那些資源

連結上，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如果以這一塊來講，你會看到一個校長，他

肯定你的理念、他跟你的想法是契合的，最後他用行動來幫助你。其實還有

一個難聽的、還有一個不好的點，他為了幫助我們，讓學校很多的錢出現一

點點漏洞、就是很多錢砸進來，所以有一點小小的、那當下有一點小小的危

機，因為雖然他幫我們出 30 萬，可是其實還要再多 10 萬自備款，那 10 萬

他是這邊東砸一點、西砸一點，然後當時候好像有參加比賽，又弄了一些錢，

所以當時學校財務有點危機，可是如果別人只看到他外面把學校的帳弄得…

可是我就不會這樣看，我就會覺得我其實很感恩。……他走的時候、他已經

走了喔，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推服務學習還是什麼，他就一直打電話回來跟那

個宋主任（化名）說，請褚老師去報這些、有很多活動她可以去報比賽，當

然他希望我們除了做之外、讓別人也看到，然後也有一點點名氣來做加持，

他後面都還在交代這件事情。（20120517 褚老師訪） 

 

        一年後，日向團隊加入三位新成員，並將團隊發展目標定調為推廣。此時適

逢校長交接，由羅校長繼任變革高中校長，教師表示，「兩個校長都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們很多的活動都是在這兩個校長」（20120517 褚老師訪），在羅校長支持

下，團隊教師開始進行全校性的教學，團隊的社區文史教學成為校本課程， 

 

我記得是 98 年開始，然後去談了…就跟學校談，然後說那是不是可以有一

堂週會課，然後就來 run，或者是說我們可以開始帶。（20120308 柯老師訪） 

 

當然校長支持是很重要的、教務處在背後推動，我只要做很多的置入性行銷、

其實慢慢久了它（校本課程）就會自然而然變成是這樣子。（20120515 鄭老

師訪） 

 

它（變革高中）就慢慢的它回到跟社區之間的關係變成是一個文化保留的地

方，那當然雖然就是少數老師在做的，但是，我們把這少數老師所做的努力，

努力的把它轉化成學校的課程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的校本課程裡面有兩堂

課就是每個進來變革的學生都要上兩堂這樣子的課程，就叫做「之初」。……

我們這個計畫會一直往下走，但是會最後會變成什麼樣子，也要看我們的人

力跟財力的問題。就是學校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做這個，所以必須要寫很多

競爭型的計畫，去跟文化局、去跟教育局、教育部，看看能不能爭取到一些

經費。（20120411 羅校長訪） 

 

    不過羅校長對經費的策略與謝校長不同，認為教師需要自己申請校外經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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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活動，因此爾後，日向團隊教師投入學校高中優質化計畫的申請，做為團隊

增權賦能的途徑、實踐理想的經費來源， 

 

我記得我第一年要推地理實察，很多學校是沒有經費的，可是校長就直接跟

我講，老師已經這麼認真想要辦了，我們一定會幫你找經費，這句話有沒有

「就甘心」（臺語）。然後後來第二年我又辦了，而且我記得我那一年辦去花

蓮，本來是只有一車經費、一車我們要自己想辦法，校長又幫我們想第二車

經費的辦法，而且我是人在路上，本來在想那些車資到底要怎麼辦，是要跟

廠商贊助還是怎樣，然後校長就打電話來說，我們已經幫你找到家長會的資

源了，我在路上了，理論上我們要去就應該要有錢了，可是那一次突然跟我

們講沒有錢，然後校長就幫我們找到辦法，後來這幾年其實都是他們、校長

都支持我們去辦地理實察。那後來到羅校長的時候，我不知道他的想法是什

麼，但是他來的時候他就直接就跟我們講說：「你們要辦活動基本上要自己

申請」，那時候也可能剛好也有優質化計畫的那個、競爭型的計畫，那當然

我們就自己申請。（20120517 褚老師訪） 

 

學校校長就希望我們（日向團隊）去寫優質化，所以第一年優質化就開始寫

了，然後所以就是陸續就是配著優質化。（20120223 柯老師訪） 

 

校長的策略是希望能夠結合老師的力量、行政跟老師的力量去撰寫競爭型計

畫，那撰寫競爭型計畫，除了有人之外、也要有理念，那他就已經先看到日

向的例子。（20120515 鄭老師訪） 

 

        除了對競爭型計畫的重視外，羅校長著重帶動校內教師團隊的成立，並將學

校發展的主力聚焦於尚未有團隊的學科，一年年的推動下，目前校內除了日向團

隊外，亦有自然科團隊、資訊科團隊，以及美術與英文科合作的團隊，羅校長表

示，「領導的過程就是變成說，我可能必須要一小塊、一小塊的去鬆動他們」

（20120411 羅校長訪），校長以團隊或社群運作帶動校內教師專業成長、學校特

色課程發展， 

 

他（羅校長）自己是自然科學，所以他重視科學這一塊，他希望變革高中是

人文跟藝術很強，一直以來我的人文跟藝術非常的強、最弱的是科學，所以

他也希望把它補起來、人文藝術科學，把科技的這一塊補起來，所以他喊要

提倡科學的口號。……他也號召了自然科裡面的年輕老師，以社群的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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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20120515 鄭老師訪） 

 

目前我給我自己的目標，一年都可以組織成一群老師。我來（任職）之前有

日向，我繼續扶持他們，我來之後有環科班，現在、後來有資訊，然後今年

我們有一個課，是美術跟英文老師的合作。……這些老師們就一群一群的老

師都在發展，我認為，只要他們透過合作、透過對話、能夠有設計課程的能

力，他就會去設計他的教學、他就會去發展他的評量，那這樣子的課程，才

叫做真正所謂培養學生能力的課程。一個老師只要有參與這樣的社群，他就

是一直在專業成長，不管他上過多少研習的課程或什麼的。因為我覺得，合

作的過程真的彼此就是教學相長。（20120411 羅校長訪） 

 

        從上述可知，羅校長的領導理念、推動學校發展的策略，影響變革高中校內

目前教師增權賦能的型態，是以「撰寫競爭型計畫」、「組成團隊」、與「多元課

程」方式呈現。而就日向團隊發展而論，在謝校長時期，謝校長協助團隊教師申

請文化局專案，並以校內經費支援，給予兩位團隊教師社區文史工作的助益。而

在羅校長繼任後，在其支持下，團隊教師能夠進行全校性的教學活動，團隊的協

同教學成為變革高中校本課程，不難發現，校長的支持是教師增權賦能發展的重

要助力。另一方面，因應兩任校長經費策略的轉變，日向團隊教師目前以撰寫競

爭型計畫做為團隊活動的經費來源，而校內各科團隊教師也以此型態發展。 

（二）校長角色 

        觀察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歷程可以得知，校長在學校整體發展、團

隊增權賦能展現的人力及經費支援上，具有關鍵的影響力。歸納校長領導作為及

其扮演的角色，大致有以下三點特色： 

1.校長是學校發展方向的確立者與帶動者 

 

他其實是非常有遠見的校長，他已經看到別人還沒看到的前方，因為他也知

道十二年國教接下來整個因應的方式，這些特色班級才能讓變革高中闖出一

條跟別人不一樣的路，而且收到比較優的學生。我覺得這是一個遠見啦，再

來就是他在配合上面的制度跟計畫，他當做是一個試辦的點，他也希望透過

這樣的一個試辦去活絡整個變革高中的教師團隊。（20120517 褚老師訪）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少子化的社會現象，變革高中如何避免招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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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班、產生超額教師，成為羅校長關切的重點，亦為其身處位置的責任。羅校長

期望變革高中能成為一個有品質的學校，有專業的教師、多元的課程設計： 

 

我跟老師們說，重點是腳還是長在學生的身上，他會用腳來決定他要不要投

你這一票，對，那如果他願意投你這一票，他願意排到你這個隊伍來的時候，

你的隊伍排得很長很長很長你就不用擔心了，那他為什麼願意來這邊排隊，

就他為什麼願意來買 iPad 或者 iPhone，對不對！因為這個產品好啊！那這

個產品好就是它第一個它品牌有經營出來嘛！然後它不斷的創新嘛，然後它

永遠讓你覺得哇物超所值這樣子，那我們能不能經營這樣的學校，那如果我

們要經營這樣的學校的時候，那前提是什麼，你的課程要好、你的教學要好、

你的學校經營的理念要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如果你都跟別人一樣，你都

跟其他學校沒有什麼兩樣那為什麼這些人要被你吸引來呢，所以你的差異化

也要出來，所以我們要經營的是一個我們有我們的教育理念，然候我們對我

們自己的課程很有信心，我們對老師的教學我們的專業度是夠的，那再來是

我們的差異化是什麼，你跟那別人那裡不一樣，為什麼要選擇變革不選擇新

興（高中化名），為什麼要選擇變革不選擇萊文（高中化名），或者是華農（高

中化名）……所以你這些東西都要去把它思考出來，好那思考出來之後，往

下走也許我們就不是那個在變革當中第一波就倒下去的，對所以你不斷的跟

老師講這些事情、不斷不斷的講，總是剛開始有 1個聽進去了，後來有 10

個人聽進去，我現在認為我們學校可能有百分之 20 的老師都聽進去了，對，

那如果有百分之 20 我就很滿意了，因為一個組織要發生變革，我一直相信

百分之 20 就夠了，就夠經營就會經營那個品牌了。（20120515 羅校長訪） 

 

        不難發現，校長比其他學校成員更快感受到政策、教育情境的變動，且亦積

極回應教育行政單位的改革要求，然而，在校長積極建立學校願景或推動校內改

革上，校長的步伐速度較其他成員來的快，這一方面能夠引領教師突破既有的習

性，進行增權賦能發展，但另一方面，在校內各科處於世代交替之際、特色課程

與師資尚未規畫完全時，也使教師們覺得疲累，是一體兩面的情況， 

 

校長是很有想法的人、然後他的眼光滿遠大的，就是有些事情他會看的比較

遠！而且他大部分都會先在校務會議或大型會議前先把訊息傳達給老師們，

不會說突然事情到了才趕快說，就是有一些訊息他會提早、或是藉由一些會

議的部分，先跟大家、或是讓大家有心理準備或是知道未來可能會有這樣的

發展趨勢。（20120518 顧組長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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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老師會覺得校長走太快，但我知道校長的確永遠都是走在最前面的人，

可能一般老師走了兩年、他已經再多跳兩年了，所以後面會趕得很辛苦。畢

竟學校這幾年各科又在世代交替，所以你在世代交替的情況之下、你各科科

裡面還沒有穩住陣腳，然後你就推這麼多的活動其實會很辛苦。（20120517

楊老師訪） 

 

資訊班玩了一年就不玩了、玩不下去了，所以他（羅校長）現在又要搞一個

什麼全球班，反正就是，我就覺得說他想得太快、衝得太快了，可是你都沒

有想好實質上怎麼做，阿師資呢，你不能叫我們說你今年先玩喔、明年再想

辦法，我們（環科班）每年都在找新的老師進來，我覺得我們環科班這麼多

老師在撐都撐不了，更不用說資訊班，他們才資訊科老師在撐耶，怎麼可能

撐得起來，撐不起來啦，我們都覺得快不行了，我們只要有一個人不撐了、

就可能要，對阿，而且其實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風氣，就是說我們是一群團隊，

只要我一個不做，那大家就會覺得，我也累了、我也不想做，他也說他累了、

不想做，那大家都不想做了。（20120517 甄老師訪） 

 

        此外，由於羅校長十分重視競爭型計畫所帶來的效益，是校長「借力使力」

（20120515 羅校長訪）的一種學校發展策略，意即向外部單位進行經費申請，

來改變學校內部的教學環境或教學風氣。在校長的大力推動下，目前競爭型計畫

已經成為變革高中教師增權賦能、專業發展及經費取得的重要方式， 

 

現任的校長他剛好是比較熱衷、比較熱衷（競爭型計畫），那個羅校長他比

較熱衷，他只要有小的機會他都不會放過那一種。（20120315 鄭老師訪） 

 

校長：目前撰寫計畫大概是我們非常、非常仰賴的，因為從撰寫計畫每年進

學校的經費，我想 6、7百萬大概跑不掉，因為高中優質化應該就有差不多

3百萬，然後高瞻計畫也差不多 3百多萬，那當然還有些小計畫 40 萬、20

萬、10 萬這種我們也都不會放過啊！對所以目前撰寫計畫部分對變革來說

是很重要的一個資源取得的方式，但不是每個學校都有辦法這樣做！ 

研：嗯，真的！ 

校長：對，所以這是我們有一群不同社群的老師，他們有被激發出來就是願

意多做一點點事情。（20120515 羅校長訪） 

 

目前對學校來說以高中、高職來說的話競爭型計畫就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

個...嗯除了上級機關、教育主管機關給我們的固定的經費之外，那學校想

要好，那這競爭型的計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來源。那當然這件事情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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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是很重要的，應該說是借力使力吧喔！如果說學校很想要改變、很想要

進步，那正好又有這樣的競爭型計畫，那你又正好又發現有一群人他們是可

以來做這件事情的，那就把這些東西結合起來，而且這群人所做的事情跟學

校未來的發展跟課程發展，跟整個社會上對學校的一些期望，整個合併起來

他又是一個系統性的思考來說，他是一致的。（20120515 羅校長訪） 

 

        羅校長對競爭型計畫的重視是促使教師投入的契機，但是誠如教師所言，「要

看你是哪一種老師，你都不甩他們就影響不大（笑），你想甩他們你就很容易被

影響阿」（20120517 褚老師訪），鼓勵教師申請競爭型計畫，是需要有意願的教

師承接才有發展的可能性，也因此，目前變革高中校內撰寫競爭型計畫還是少數、

某幾群教師。 

    而大力推動競爭型計畫申請，確實帶來校園的進步、教師的發展，但在沒有

全校性的共同願景和參與下，團隊教師表示，學校發展的品質、速度與教師自我

實現之間，並非處於平衡或理想的狀態，某種程度也成為少數參與計畫的教師其

壓力的來源。 

 

當然他們一定會告訴你非常非常累，很累很累，然後常常碰到校長都會講同

樣這些事情這樣子，對，那你一定要同理他，可是呢，當他們在看到成果的

時候，他們其實那個自我實現的那種榮譽感，或者滿足感啊其實你也看得出

來。（20120515 羅校長訪） 

 

就是以羅校長來講就是他很在意這些補助計畫阿什麼的，我承認我知道他的

苦處啦！我覺得現在當校長就是，講白一點就是沒錢，可是你又要做很多事

情、你同時要兼顧你自己的業績跟學校的業績。你要怎麼樣在十二年國教裡

面有一個招牌，我承認啦這件事情真的是壓力很大，另外一個就是校長自己

的業績，就是他遴選的問題嘛。你 4年連任，你 6、7、8年的時候，你勢必

要找下一個嘛，除非你是要在這個學校退休，那你自己的聲望或是你自己累

積的人脈，講得很白都是需要經營的阿。……我覺得學校因為這樣有沒有一

些進步有、有沒有一些設備的改進有，可是就像瓦城國中（化名）一樣，會

不會都是我們要的，還有我們要的速度、然後質跟量的部分，有時候其實搭

配的可能不是很好，我沒有完全否定啦，對我來講。（20120523 柯老師訪） 

 

只是我就反省到說，因為我覺得，真的不是所有老師都有辦法在每個時間點

上面盡力衝刺到這種所謂的最佳、最好的狀態，呈現那個量的效能，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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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不是真的只看量，也有可能甚至連質都不見得有辦法那麼快看的到，

但就不好嗎？我覺得不見得，但是現在真的會讓我們覺得，我越來越覺得有

那個壓力。（20120523 柯老師訪） 

 

2.校長是資源的分配者與決策者 

        在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校長成為校外資源的接洽者、取得者，校內資源

的分配者，團隊教師表示此為一種「權力分享」的過程，意即權力分享是資源的

分享，由校長為校內不同團隊或教師的增權賦能發展做出資源分配， 

 

校長其實在過去的確是權力的擁有者，他決定了很多事情，但是到現在的環

境來講，校長比較像是一個資源的分配者，你如何說服校長讓他給你多一點

資源，變成是說你要在課程設計上要有一套很不錯的說辭，讓他知道說我可

以幫你要到更多資源，因為校長分配資源的時候，他也只能從外面拿到這麼

多東西進來，那它進來之後他就要有一個先後取捨，我要先給誰，我等於是

分享了這個取得資源的力量，而不是我參與了這個權力的過程，對我來講，

我沒有那個能力去跟企業阿、跟長官阿多要一點錢，可是我能做到的是我透

過這個活動，讓校長知道說我可以從什麼地方拿到資源來幫助這個活動做的

更好、更完整，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權力的分享過程，因為我沒能力可是透過

他幫我拿到、那他分配，如果學校裡面都有五、六個東西不同的計畫都很有

發展潛力，那我可能我做校長的我就會從不同的領域裡拿到不同的經費來協

助這個計畫的滋長。（20120308 楊老師訪） 

 

老師們也會覺得說我現在需要什麼、需要什麼、需要什麼，可是我必須要告

訴他說目前沒有那麼多的經費，你不能什麼都要，因為你這邊什麼都要別人

就會什麼都沒有了，對那所以這些平衡就還是要去達成。（20120515 羅校長

訪） 

 

        而校長資源分配與支持對教師發展教學、增權賦能實踐的影響，可以從以下

論述中得知， 

 

校長其實影響還滿大的，因為校長支不知支持你的案子、然後能不能有錢的

著落，他如果很支持他會想辦法幫你，那他如果不支持就不一定了。可是其

實辦很多活動你沒有經費是辦不了的，對阿，那我們其實做了很多的活動，

如果我今天是走文化、本土鄉土，那當然不用錢太多，反正我就是去做田野

工作或是什麼，可是如果我今天走教育路線，我如果要帶學生出去體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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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真的要錢，要不然一台車資實在太貴了，如果一天的車資是 8000 塊、一

個班級是 35 個人，那光車資他就要負擔將近 250 塊，那在加上吃的話呢，

你叫學生一天出去就付個 300、500 塊，就負擔有點高，對阿，所以我覺得

經費其實校長支不支持你會是一個問題。（20120517 褚老師訪） 

 

        此外，在經費部分，變革高中是以「競爭」型態的計畫申請，作為教師增權

賦能主要方式，校長的資源分配、決策角色相形之下更為重要。團隊教師表示，

校長欲推行的理念或發展重點，若與自己的想法或撰寫的計畫結合，則能順利在

校內通過、進行校外計畫的申請，反之則不然。 

 

我覺得校長其實對某些要做事的人影響很大，也就是說校長肯不肯定你的計

畫、校長支不支持你的理念、校長現在想要推的東西跟你的想要推的東西有

沒有 match 在一起，攸關你下面要推的是不是能夠成功，我覺得是，除非學

校真的很多錢，你想要申請就是什麼，或學校真的很多計畫案，你就申請就

會過，如果學校就只有這塊餅、然後錢是要這樣分配的話，那每一個人勢必

能夠分的有限，那這些錢要給誰，我覺得其實跟校長或行政所要推的會是有

相關性的。（20120517 褚老師訪） 

 

        校長的經費分配會產生學校成員間關係的轉變，當前任校長將校內外經費主

要投注於支援日向團隊運作時，學校成員有不同的反應，「有一些不知道、有一

些不同意、有一些覺得我們就是在幫學校、幫行政做事情；或者是還有人覺得我

們是不是拿了學校的經費、就是錢都在我們這；那當然不用講說那他可能是行政，

他覺得我們找他們麻煩」（20120223 柯老師訪），而後羅校長將重心移轉到校內

尚未發展的團隊或社群，期望學校有更多的教師投入專業發展時，校內成員彼此

間也對資源分配上有所耳語。在校內外資源是競爭的型態下，校長對資源的分配

方式、有無良好的協調，則成為影響日向團隊教師與校內教師們投入增權賦能發

展的因素， 

 

我們今年要提，他（校長）居然跟我說他想要給英文科去提、英文跟美術吧，

他要讓他們去提，讓他們成立一間多媒體的教室。……因為它是競爭型的，

他也不想學校打學校，而且他想發展這一塊的時候、他就不會想讓你去提。

當然其實我覺得資源分配是很重要的，就是說如果國文科有老師願意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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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國文科提，數學科老師要提，那數學科老師來做，那的確經費就是這麼多

的情況下，我們是一個競爭型，我們當然就是校內先做好協調再提出去，你

如何做好資源的分配，而不是說因為我是校長我要推這件事情，所以他們就

去做、阿你就不用做，我覺得不是這樣的方式，那這樣的方式其實我想做的

東西還更多、可是他這樣子，我就什麼東西我都不想做，我就教好我的書就

好，而且因為其實現在當導師也沒那麼多的力氣去做其他的事情。（20120517

甄老師訪） 

 

3.校長是行政人力的調度者與協調者 

        當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層面不僅於課堂教學，亦擴及至學校、社區、

社會，意即舉辦大型推廣活動、帶領學生進行校外學習等，校長在行政人力的調

度角色隨即顯現。舉例而言，從日向團隊「文物展」、「洗車活動」的舉辦中，校

長即從決策位置做出資源接洽、校內人力運用，動員行政人員一同協助，一方面

支持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另一方面也增加變革高中的能見度， 

 

像溫博館那個展覽，校長覺得溫博館那個展覽非常棒，那其實第一個就是，

剛好人家溫博館要借我們那個場地，第二個是又可以讓英資班去做導覽，然

後第三個是人家會看到變革高中做了什麼事情，然後那件事情有上報這樣子，

那當然對於一個學校，對於一個校長來說，他會覺得這是一件好事，那當然

校長就是覺得說，那…行政是不是應該去支援一下，就包含開幕那天，大部

分行政都有到場，然後大家就是有參與那個開幕的儀式，然後再來就是，校

長就是說那要不要就是週末的時候，有幾個行政人員去輪值，因為有學生要

去排班去導覽解說，那其實行政，我們也應該要有駐場人員，所以那時候校

長在開會的時候就有跟行政的主任們，就說你們各處室阿看看要不要排排看

那個輪值表，就是也去協助一下這件事情。（20120308 甄老師訪） 

 

處理這個（洗車活動）的過程裡面，這個事情那時候校長考量到說，我們學

校原來要接北北基的第二年，所以後來他就不敢讓教務主任（團隊成員鄭老

師）碰這個事情，因為原來是教務主任接、等於行政窗口是教務主任……（主

任）要接北北基，所以沒有讓教務主任接，校長就把這個事情（洗車活動的

處理）丟給秘書、請秘書來做。（20120223 柯老師訪） 

 

        然而，非常設性活動的支援、教師超越課堂層級的增權賦能展現，皆產生行

政人員業務的增加，當中會有教師教學與行政作業兩方立場上的衝突，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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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在動員行政端支援教師時，其平衡與協調兩者的作法與角色顯得格外重要，

會影響到團隊教師與行政人員的關係， 

 

校長居然叫褚老師去行政會議裡面說要辦特展請大家幫忙，我會覺得我如果

是一個校長，我支持這件事情，其實是我會來說我們很支持老師們辦這樣的

活動，那我們行政應該也要給予支持，那我們有空的人來輪班、那你來輪班

你就可以補休，如果是我我會講這樣的話，我會這樣做啦，也許是我的立場

我希望他這樣做，但是也許校長的考量是，也許他希望是由老師們來提，他

一直都很強調的是，任何事情都是老師們想做、而不是他逼老師們做，但是

我覺得好像不是這樣。……也是有行政跑來跟我說，很兇……他就問我說，

ㄟ你們日向團隊是怎樣啦，為什麼你們自己決定去辦一個特展就算了，那你

們就自己去弄阿，那現在還要我們去輪班，搞什麼我為什麼週末要去輪班、

週末我就要休息為什麼我要去輪班，什麼什麼的，就抱怨了一堆，我說拜託，

我們哪有叫你來輪班阿，我們哪有那個權力叫你們去輪班，我們也不敢阿，

然後他就說，那褚老師在行政會議的時候跑進來講，那我們敢當面說不或怎

麼樣嗎？校長就是也在場，那我們也只能默默的說喔好。（20120517甄老師

訪） 

 

因為行政有行政的思維，行政的思維當然就是標準化，然後不要有其他的麻

煩，不要違法、然後我們很好處理這樣子，可是老師的思維是教學很重要啊，

然後學生的需求，不要怕麻煩就是往前走啊這樣子，所以這兩邊一定有衝突，

對，那當他發生的時候，就是如果要以教學這邊為主的時候，對，那校長可

能就是兩邊都要去做一點點平衡這樣，讓他們能夠理解。（20120515 羅校長

訪） 

 

        綜上所述，兩任校長對團隊活動的支持，給予校內經費的挹注或鼓勵教師申

請計畫，有助於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團隊教師能有更多的經費、行政

人力協助等資源來進行教學活動和文史推廣。而羅校長領導方針的確立，帶動了

學校發展與教師專業成長，但在推動校內教師團隊專業發展、均衡校內各科教師

們不同的發展需求上，需要有更細緻的作法與察覺教師的反應，才能維持校內教

師們投入的意願與其增權賦能的持續發展。此外，校長在動員行政力量、支持團

隊教師活動、增加變革高中能見度的同時，需要建立行政人員與教師間的共識或

共同目標，當雙方缺乏一致的目標、合作信賴氛圍，即產生日向團隊教師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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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間不良的互動關係，不利於彼此增權賦能的展現。 

四、行政業務與行政人員的反應 

        當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層級不僅於課堂教學，而擴及至校內大型教

學活動、學生校外學習或社區文史推廣，這些都是校園中非常設性的活動、工作

的權責劃分尚不明確。除了團隊教師本身的投入外，大型活動亦需要行政人力的

動員和業務協助，這形成了行政業務量與教師增權賦能展現間的拉鋸， 

 

我們就會覺得這樣子的衝突，就是我們是站在不同立場，因為如果假設我今

天是行政，老師們要發展他自己的東西，然後要…讓教育更好、教學品質更

好，可能大部分人一開始都會覺得是贊成，那工作量很大的時候你就覺得負

荷不來，就會覺得你們怎麼又要、又要幹嘛這樣子，所以時間一久，會有一

點點聲音。（20120308 甄老師訪） 

 

        前述曾提及一位行政人員以信件表達對團隊的建言，是影響日向團隊教師增

權賦能轉向舉辦小型活動的主要原因，而以下將由行政業務、教師增權賦能的轉

向兩個層面，來深入探討行政業務、行政人員反應與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關

聯。 

（一）行政業務：原有的與增加的業務 

        以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展現而論，如進行協同教學、校內外推廣活動、

申請競爭型計畫等，行政資源的支持是其增權賦能發展的助力。從訪談中可以得

知，行政端提供的支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行政系統的校內、外連結，如公文

往返、會議場所借用、開會通知聯繫、資料申請等；再者是各項大型活動時行政

人力的支援，像是校外文物展的駐場服務人員、校內大型教學活動的協助行政單

位；第三，則是當團隊教師申請、執行競爭型計畫時，需要行政端的計畫整合和

傳遞、進行經費核銷等， 

 

行政的資源一定要，因為畢竟我是要、我做的是一個很正向的事情，那我要

有一些的公文，或者是學校的經費的支持，甚至你只是哪怕你是做一個會議

場所，你只要借我一個會議場所，但是因為我跟柯老師我們統統都有行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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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所以有時候是這樣子，不瞞你說，是簽呈我都寫好了，我只是提供給

教學組長，請他幫我蓋章，或提供給主任，請他幫我蓋章，我就可能就是到

哪一個地方去申請一個資料，我去要一個福衛影像，要那個衛星照相，或者

是我要做一個正式的開會通知，透過行政系統搭這個線就出去了，這是一種、

一種的這個跟行政的關係，第二種是需要人力，因為畢竟我要這個大型的活

動，我不可能只靠團隊五個老師，我們都會做、都會親自下去做，可是是不

夠的，我可能需要的是要二十個工作人員，這時候就是要尋求人力的資源，

那行政單位的部分，它有機器，它的是統治機器，那它能透過統治機器，我

可能叫得到的就是成年人，因為如果是學生的話，我們自己有自己帶班的學

生，學生都會來支持，那我可能是需要假日的時候有服務人員，那我透過行

政系統的力量得到服務人員，那最後一個層次是錢，錢這個就是很直接，那

也很重要，因為我剛剛提到，多少錢做多少事嘛，錢的這一塊一定是行政的

力量去幫忙協助，可能我們是撰寫計畫，我們計畫去參賽，去參加比賽、會

得獎，會有獎金，我們撰寫計畫去申請競爭型，比如說優質化計畫，我們的

日向的這個東西就是夾在裡面，去爭取日向自己需要發展的這個資金，啊這

個也是要透過行政資源，它可能只是做一個資源的統整，或者是做一些資訊

的傳遞就對了。（20120315 鄭老師訪） 

 

        身兼教務主任的團隊成員鄭老師表示，在行政端接收到的訊息較新、較快，

也因此，當自己是團隊成員亦是行政角色時，有新的資訊、計畫徵求、教學工具

等，都可以立即與團隊成員分享。且當團隊教師進行協同教學時，課務上的處理、

安排也是教務主任能提供的協助。 

 

我自己在教務主任的位子也是，我現發現有一個工具很不錯、或是有什麼東

西、有一個經費不錯，我也會跟褚老師提一下，跟我們團隊夥伴提一下說，

ㄟ我們說不定可以，人家已經開發很資訊的科技，我們可以運用人家的這個

工具，那我把這個訊息，我們不一定馬上要採用，可是我把這個訊息告訴你，

那現在我的角色，我的角色就是行政，我同時是團隊，我同時也是行政角色，

可是我做這樣的事情，我就是把團隊教師跟行政的關係ㄟ拉近一點，我是可

以提供資源的，提供資源有兩個，一個是支持的支，一個沒有捲舌，一個…，

兩種統統可以提供，或者是在課務方面，我要去協同教學，課、課程、調課、

代課、排課，統統可以提供支援。（20120315 鄭老師訪） 

 

        行政資源對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助益，亦是自然科教學團隊成員兼實研組長

於訪談中提及的，周組長表示，「行政的力量很大」（20120518 周組長訪），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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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教室或場地的使用、行政資源及訊息的傳遞，都需要團隊中有成員在行政位

置支持團隊運作，也因此，雖然教學年資已近 20 年，依校內行政輪替並不需要

擔任行政職，但周組長自願於今年擔任實研組組長一職，於行政端協助團隊事務、

校內競爭型計畫的整合， 

 

去年的實驗研究組組長是公民老師、今年換成化學老師，這個化學老師他自

己就是環科班的團隊，那他的感受就會很深就是，一定要有人、行政要有人

是支援社群運作的，比如說我自己是教務主任，我一定就是支持日向，對阿

這是沒問題的，我在行政作業上我都會幫忙扛起來。那環科班他們也會看到

相同的事情，那怎麼樣來做，他們有討論、或者是半推半就啦，那我如果有

一位出來當組長的話，他是不是就變成窗口，所以我就有一個二十年、教學

資歷二十年很資深的組長，他就是化學老師，這個就是背後的支援、還是要

有人在支援。（20120515 鄭老師訪） 

 

        上述是行政支援對教師增權賦能的助益，然而，觀察學校行政的運作，可以

發現行政人員的工作職掌、業務有其固定配置，大多是處理學校常設性的活動，

只是由不同的校內成員在不同的年度進行輪替，擔任行政職。這樣的工作分配方

式，讓團隊活動所帶來的業務成為身處行政「位置」人員眼中的負擔，因為活動

衝擊既有的工作分配方式、產生業務的增加。當教師增權賦能的型態朝向大型教

學活動、推廣，由校長力量支持且動員的人力，已經超越日向團隊教師五人、投

入的時間有時也不僅於上班時段， 

 

後來在做推廣跟協同教學的時候，動員了很多人，其實推廣的那個部分，尤

其是辦那個叫做天堂不撤守，天堂不撤守就需要很多教官或什麼來支援、還

有一些那個學務處的人來支援，那這時候就越動人越多，從這些時候就一直

不是我們單純的做的事情。（20120517 褚老師訪） 

 

如果辦這樣子（學生偏鄉服務學習）的東西，學務處是不是就應該要，他們

會覺自己如果不出來做就會被講話，因為這跟學生活動有關係嘛，學生活動

組、學務處他們就會覺得他們應該要來支援，這部分又會牽扯到學生跟老師

出去，所以教務處可能也會支援，那家長會也是支援的，那校長又會覺得說

這是一個滿好的機會。（20120517 甄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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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一定要透過行政經手嗎？ 

柯老師：錢阿、廠商阿，有些還是一定要走行政。甚至這個（社區明信片）

啦，這個印刷廠弄到最後我們自己去找，等於真的就是會計錢的程序蓋完這

樣子，那已經是盡量降到很低，當然我承認因為我們很拖稿、一直再拖著拖

著，我們這幾個每個身上都一堆債、我們都是很忙的人，我承認我們常常會

DELAY 很久，我承認真的很造成麻煩。（20120223 柯老師訪） 

 

        行政人員對處理團隊事務的看法，部分可以從團隊成員柯老師尚未進入團隊、

擔任教學組長一職時，協助褚老師及鄭老師處理公文中見得，  

 

我98年才真的去弄日向的東西，剛下行政才開始，可是97年我有沒有接觸，

有，就是幫忙鄭老師他們發公文幹嘛的，我那時候真的不知道他們在幹嘛。

那時候我有點搞不清楚狀況、有點憤怒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也不太清楚像是

土地權狀、土地的什麼這些東西要跟誰要，所以他們可能就是憑著網路上的

職掌分析，然後你就要去跟誰阿誰阿。但是總是會有錯的時候，所以就會被

退回來阿或幹嘛，但是你其實就會搞不清楚狀況，然後對方有時候也會打電

話來罵，然後你就會覺得我為什麼要弄這個東西。你就不太懂啦，但是因為

我又會覺得我相信他們兩個，就會有一種矛盾的情緒，它是多出來的事情，

但是你又會覺得好像他們在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所以還是做，只有時

候還是會點抱怨或什麼。（20120223 柯老師訪） 

 

    對於團隊事務的不瞭解、原本繁重的工作量，都是引起行政人員不愉快反應

的原因。 

        在校內行政職務結構尚未對非常設性的活動有相對應的專職人員，且行政人

員們大多不是教師團隊的成員，而是「被」動員來支援，對大部分行政人員來說，

處理活動的業務即是額外的事。且因為變革高中是一所中大型學校，活動的舉辦、

研究案的往來也較頻繁，行政人員承擔的業務原本就處於繁重的狀態下，再加上

協助團隊行政事務的處理，對部分行政人員而言，工作業務已超過其預設的負荷

量。 

 

褚老師：……其實我們學校的，我們學校算是一個大學校，然後活動很多，

然後每一個行政人員負擔其實還蠻沉重的，他們常常其實假日都沒有休息，

都在這裡辦活動，所以如果你的活動一但再加進來，其實，你其實是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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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同仁來講，我們其實有點不捨他們那麼勞累。光研習他們…那個學務處

跟教務處常常都要輪流，活動還蠻多的。 

研：大學校。 

褚老師：大學校，然後校長接的案子又很多。（20120307褚老師訪） 

 

我覺得有可能是工作份量多到會讓別人（指行政人員）會覺得很害怕。

（20120517 甄老師訪） 

 

我自己那時候（做教學組長時）也很想…我尤其第二年，因為第二年就比較

知道一些事情，很想再去做一點什麼改變，可是你其實頂多只有一些些小細

節可以做的更好，然後你就已經開始很累了，然後你真的還要再去做什麼新

的活動或新的改變，沒有辦法！真的！（20120308 柯老師訪） 

 

        不過相對的，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展現如社區文史保存、推廣活動等，也為

變革高中帶來正面的評價與影響力，日向團隊的教學、課程設計與推廣，皆成為

變革高中的特色，「其實包含日向的事情，我們學校行政出去講，尤其是校長，

出去講就會說我們學校有一群很熱心的老師喔，他們真的是怎樣怎樣、奉獻自己

的時間、奉獻什麼、做得好棒喔」（20120517 甄老師訪），行政人員因其職務需

求，某些程度上也透過日向團隊教師的教學或活動來增加變革高中的能見度。此

外，當行政端需要教師支援時，如專案比賽的投稿、學校的參訪導覽或特色簡介

等，也會請日向團隊教師來協助，但對團隊教師而言，這些亦是額外的任務，有

時也會產生教學時間的分化， 

 

畢竟太多的太多的支援會讓我們分化掉，三不五時要因應要評鑑、要幹嘛、

要比賽、沒有比賽了，要投專案出去沒有東西，專案比賽、哪裡有專案去比

賽，好日向、日向寫，永遠在那邊寫這些東西。（20120517 楊老師訪） 

 

衝突的地方就是其實大家（團隊教師與行政）都會很累啊，然後還有主客，

我們有好幾次有討論類似的問題啊，主體跟客體會搞不清楚，因為我，剛剛

你有提到說相得益彰，沒有錯啊，比如說我這邊，日向團隊做的很風光，假

設啦做的很風光，直接幫助的是學校，學校的聲譽或是社區關係突然之間改

善了，或者是我們因為這個成果，我去得了很多的獎，什麼服務學習特優，

什麼優等、什麼什麼第一名、什麼…，哇得了很多的獎項，那其實是集光環

於一身，可是它就會有滾動式的那種壓力的來源，也就是我做學校簡介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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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或是我做學校特色報告的時候，哇我一定要靠…我一定會介紹日向，或

是人家會指定我要看日向，所以就會有任務，這邊，這邊是行政，這邊是團

隊老師就會有一個任務，啊你來幫忙做簡報，比如外國學生，或是這個來賓、

貴賓來參訪，他們就帶然後看日向，可是帶他看日向的時候，就要有人解說

嘛，那就找團隊的老師，就會增加負擔，這就是衝突、這就是衝突。因為它

不在我預期當中，可是另外一方面，這是相反，兩邊的例子，我用了均衡報

導，均衡的概念。這邊辦一個展覽，假日的時候，我需要人力，那要跟這邊

求助，可是這邊行政的人他會認為，ㄟ那是你的事啊，你自己做這個計畫，

你幹嘛拉我去啊？（20120315 鄭老師訪） 

 

        此種團隊教師與行政人員彼此任務的增加，對團隊教師而言，基於結合自己

想做的事，就無太多的不滿。但對身處行政位置的人員來說，「認同」、「業務忙

碌狀況」就成為是否願意支持團隊增權賦能展現的關鍵因素。而當行政人員對活

動無一定的瞭解或認同感，但在壓力及位置下必須一次次的協助，部分行政人員

對此有些許不滿，在口耳相傳下，校內呈現質疑團隊作為的聲音。 

 

大家會認同這個是好的，有意義的，對學生也好、對教育也好、對學校的風

氣的建立什麼都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做一些事情是有可能會…讓他們工作量

增加的時候，其實大家一開始可能會認同你們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當你做這

些事情會增加他很多工作量的時候，那有一些聲音就會出來，他們就會覺得

你們是不是太、太過於自由，太過於彈性，然後就是做你們想做的事情，完

全沒有考慮其他人的感受，那當然校長你想一定是贊成，但是其實真正配合

的部分，就是真正配合我們做一些，譬如說我們要帶學生出去，那我們就必

須要，就是要那個雇那個遊覽車，然後我們其實在做這些案子的時候，我們

也有一些經費的，就是我們會去寫一些計畫、申請一些經費，那你那些經費

就是要執行，然後要核銷，所以這邊就會牽扯到總務處，那當然就也會增加

他原本的工作量，所以真正做事情配合我們的其實不是校長，而是其他行政，

那其實有一點點聲音起來也是其他行政，那校長其實不太清楚說，有什麼樣

的聲音，他會覺得說那大家好像看起來都做的很好。（20120308 甄老師訪） 

 

（二）教師增權賦能的轉向：小型活動 

    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從成員個人投入的社區文史保存、教學，進入

到更大範圍的全校性活動與校外推廣，活動的規模愈發盛大，過程中許多行政人

員被動員來支援。但是在活動的舉辦和聯繫上，校內並沒有良善的溝通、共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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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信賴關係的建立，甄老師表示，「我其實因為我進變革前四年都在做行政，

所以其實認識了一些行政的人，那有一些人我們就有建立一些比較信任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傳達上面的問題」（20120308 甄老師訪），即產生了行政人

員對支援團隊活動的抗拒， 

 

因為校長當時講的是說，希望大家支持，他也沒有強迫，那當然每個主任就

會覺得說，既然校長都是講希望大家支持，那其實也會有個壓力在，往下壓

的時候那些下面的人就會不愉快，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對我們

來說，是一個蠻大的衝擊，因為我其實是首當其衝，有人就直接來質問我，

所以我就蠻清楚說，到底是怎麼了，然後我也問他說，你們行政端到底怎麼

想這件事情，然後他也有跟我講，然後我就會覺得好吧！那…我們可能以後

要做什麼事情，我們就收斂一下，就我們不要去假設大家應該是像表面一樣

說是支持的，而私底下可能不是那麼的那個，因為我覺得大家都不想當壞人，

那當你今天你，大家都覺得對，這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做這件事情就是要花

我自己的力氣跟時間的時候，其實大家心裡是不願意的，但是這件事情沒有

人要講，那不講的時候表面又說支持，私底下又很多的耳語，就不是很愉快

這樣子。（20120308甄老師訪） 

 

    行政人員的不滿反應是透過耳語、正面表態或信件來傳達，雖然團隊教師認

為自己也在付出，「如果假設我們只是一味站在舞台上享受掌聲的話，這些事情

我們永遠不用做的這麼困難」（20120223 柯老師訪），已盡量減低行政的負荷，

但「你說我們沒有麻煩到人家，我承認有」（20120223 柯老師訪），以下是團隊

教師對自己做的事、行政人員反應的描繪， 

 

他（寄信的行政人員）說他今天寄這封信的原因是，他自認為他是一個可以

跟我講的上話的朋友、在學校裡面，所以他覺得他應該要勸我，他就說你們

不能夠一直只是站在舞台上面當那群享受掌聲的人，你們應該去想一想在下

面替你們服務的那群行政人員有多辛苦。……我可以某種程度上一點點理解

說信裡的話，但是我覺得我不能同意，因為我們是跟著在做的人，包括那時

候譬如校長幫我們接了一個 case 去溫博館展覽，那也不是我們接的，可是

校長就是接回來了，就是要做嘛，那也就做阿、包括佈展阿、我們也就是去

那邊去弄阿、去擦阿、去掃阿，也沒有說特別找行政人員。但是要輪值嘛、

因為要有人在那邊，六日的確還是要花到一點行政人員的時間，我知道那時

候在協調上有兩個處室有點狀況，譬如說鄭老師他講的方式不太一樣、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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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人就覺得不太高興，那你做你們的就好啦，你為什麼要弄到我們的假期、

有的人是這樣想嘛；像別的處室它可能又有一種講法，如果做了就可以怎樣

怎樣，就會有點不一樣的處理方式，結果導致下面的人都有一些不同的反應

這樣，好的不好的都有。（20120223 柯老師訪） 

 

我自己以前也是行政出來的，我怎麼不會知道說做行政有多辛苦，很多事情、

公文我也是自己寫自己跑，我就是因為更知道所以以前那時候我…以前就是

那個鄭老師嘛，因為鄭老師做會長的那一年他沒有行政職嘛、就是會長，所

以他們那時候開始做日向的時候也要發一些公文嘛，那他就是拜託我發，他

會先把 word 檔打好，請我寫在公文系統然後發這樣子。我的做法就更直接

了，如果是校內，因為我們有一個 copy 的那個檔，所以我就是直接把它用

公文的形式都打好了、印出來就可以直接上簽了、只要蓋章就可以上簽了，

如果真的需要 key 的，我就會做好一樣的就讓他貼、就複製貼上就好了。

（20120223 柯老師訪） 

 

        在接收行政人員的反應後，團隊教師表示還是會繼續做、做自己能做的事，

意即必須改變團隊活動的方向與行動策略，減低對行政人員造成的負荷。此時教

師增權賦能的行動策略有了轉變，改以小規模、不需太多經費申請的活動為主，  

 

到後來我們的想法就是，我們還可以繼續做、但是我們就做不用太多錢的工

作，例如說像我們帶學生出去、我們可以讓他刷悠遊卡阿、公車可以到的地

方就讓他刷悠遊卡阿，就叫公車進來這樣子，那我們就不用包遊覽車、因為

遊覽車一個人付的價錢會比較高、那我們可能就也不要走遠、不要那麼大、

野心不要那麼大，就做近的就好。所以到最後我們就覺得說，有一些事情就

會，你就還是得跟現實去做一個協調、你要去改變，要不然如果我們硬要這

麼做、但是沒有被支持或怎樣的話，大家當然不會當著你的面跟你講，所以

我們會覺得那件事情其實是一個很…不是這件事情的本身很嚴重，阿我覺得

大家其實也是忍到了一個極限啦。（20120517 甄老師訪） 

 

我覺得他們（行政）的想法就是你們如果不要搞這些東西，我們為什麼要承

受那個，我們就不會去承受那個壓力，所以就會有些聲音，那有一些聲音當

然就是，可能傳來傳去之後就是在有一些人還沒有認同，或是他還沒有認日

向這個團隊、或是這個工作內容的時候，他就聽到那些負面的聲音，他一開

始就會先對這件事情先有個負評，那他有負評他就越不會想要知道你們在幹

嘛，所以那個就會有比較負面的東西就會出來，那我們有時候要推什麼東西，

就變成說你看人家臉色，你就會覺得說他好像也不是很願意要做，後來我們

就覺得，好像也很難，但是因為我們後來發展協同教學這一塊的時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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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覺得說，沒關係，就算我們不做一些牽扯行政的事情，我們也可以做做

協同教學，協同教學就是老師願意、學生願意，就可以做了，我們不用牽扯

到行政。（20120308甄老師訪） 

 

        團隊教師在描述這段轉變歷程時，可以見得心情十分複雜：「我不知道怎麼

形容後面那種，也有點失落、也有點無奈，可是呢其實好像也有點鬆口氣，因為

就變成假設以後低調過日子其實也還不錯」、「不知道耶，這到底是一種無奈還是

另外一種機會，不知道耶」（20120523柯老師訪）， 

 

因為一路這樣下來，我覺得大家是一個處於一個比較受傷的狀態，就是覺得

說我們就是很認真的想做好事情、我們也沒有要功勞，對阿，因為老師真的

其實沒有什麼叫做功勞耶，也就是說你今天你做得很好、你教書教得很棒、

學生很愛你，但是實質上沒有什麼，那個都是我們自己感受上面而已，就是

說我們對自己的良心過得去或怎麼樣，你也可以當一個擺爛的老師，你擺爛、

學生不喜歡你、你落得輕鬆阿，反正學生都不會來找你，也是有這樣的老師。

你薪水照領，然後學生愛上你的課、不上你的課都反正你也覺得沒差，因為

你不在意他們，他們如果不聽考很爛你就把他當掉，就這樣而已阿。

（20120517甄老師訪） 

 

        縱然已決定將團隊活動轉向小規模活動，但團隊教師心中還是有掙扎，「因

為太大的會勞師動眾，會讓很多人都很累，那做小的話它效果不大」（20120307

褚老師訪），教師想拍第二期的紀錄片、想申請更多經費儲存社區古文物、想辦

音樂會，但又擔心造成行政人員的過度負荷，而這也成為教師增權賦能展現型態

轉向後的為難， 

 

我們害怕，就是讓很多人負擔太沉重，對，為了一塊土地，為了一塊土地你

可以全校都動員，那如果大家，因為大家畢竟都還是有家庭的，還有他原本

的工作，所以有時候還是會過度負擔，那我們這個時候就要評估，因為譬如

說不能一廂情願的認為說，大家都可以投注這麼多，所以這是還在評估的階

段。（20120307 褚老師訪） 

 

那我們今年算是把很多的活動推廣暫時告一個段落，因為我們本來想說在暑

假的時候就要進田野現場，再做第二期的訪談，再做第二期的拍攝，到時候

會一併的再做一個整理，那其實還有很多的困難點就是如果以文史的工作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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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我們現在手上有很多的老照片，有很多的老的文物，可是我們沒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保養的空間跟一個方式，然後如果要再去文化局申請，那文化局

申請一定又是很大的費用，可能幾十萬採購，那幾十萬一定要透過學校行政，

那時候勢必又要做大，這個就是真的很為難。（20120517 褚老師訪） 

 

        總結而論，當日向團隊的發展從社區文史保存朝向推廣階段，希望喚起更多

人對社區議題的關注和共鳴時，此種以大型教學、校外推廣活動的增權賦能行動，

帶來人力的需求及行政業務的增加，並不同於過往行之有年的學校活動，權責與

事務分配不明確。因此對處於行政位置的校內成員來說，在原本繁重的業務及未

認同團隊活動的情況下，一次次被動員協助使部分成員感到不滿，並向團隊教師

表態、提出建議。而從日向團隊教師的角度，教師認為自己是從為社區、學校與

學生學習付出的立場出發，自己也在過程中投入大量心力。但團隊教師的想法與

出發點，在校內不良的溝通及耳語播散下很難被接收，也出現反彈的聲浪和負向

的人際關係。接收來自成員們的聲音後，團隊教師做出增權賦能策略的調整，以

小型的教學活動為主，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目前處於想做事，但也擔心造成

他人過度負荷的兩難情境中。 

貳、制度層面 

 

我覺得那個「額外」會是我們今天再推任何一個、教師專業社群或任何一個

東西的致命傷，額外，所以體制、或者是制度或是排課一定要做調整。……

所有都是在那個框架裡面，你在這個制度裡面，你真的你的時間、空間就是

有這種侷限性，時間、空間、金錢有這種侷限性，你要再多，你要多活動、

你要多錢，你要多時間阿、你要多你的體力阿，有點難。（20120517 褚老師

訪） 

 

        當教師工作被定義為完成課堂教學、把書教好，其他課堂教學以外的可能，

如成立教師團隊、進行文史保存與校外服務學習等增權賦能展現，就成為教師自

己額外的投入及付出。且在時間、課程、經費與薪資等制度結構的框架下，超越

課堂層級的教師增權賦能實踐，成為大部分教師及學校成員眼中的非必需，是一

種「額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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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前有數理實驗班，那個有先用成績挑選，讓他們（學生）做一些專題

研究、就是做一些像科展這樣的東西、讓他們去做這些獨立研究這樣，後來

停下來了，因為有一些老師他其實不想做這個多餘的事、這是另外的事阿。

（20120518 周組長訪） 

 

        以下探討影響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制度因素，分別從：「升學文化與大

環境下學生的轉變」、「經費政策的轉向」、「課程結構」、「薪資與酬賞制度」，此

四部分說明之。 

一、升學文化與大環境下學生的轉變 

 

對我們來講我們必須需要碰到學生、家長這一塊。……如果這個學校的氛圍

或是這個學校的組織它的授課模式夠穩定的時候，家長會支持三年，可是家

長的基本前提是，我的孩子送到這邊來我要他上好的學校，我要他上穩定的

大學、我不要他上亂七八糟的學校，你如果是中間學校，我就希望你有中間

學校的本質、那個質要出來，所以免不然的我們一定會遇到升學壓力。

（20120517 楊老師訪） 

 

      變革高中是一所升學表現佳的學校，大部分的學生、家長對升學有一定的要

求與期待，考試成績的重要性存在於學校、教師、學生、家長等學校成員心中。

對日向團隊教師來說，「我們也是認同學生要升學啊，他要到好的學校，然後要

念到自己想要的科系」、「我們自己當然也很在意學生成績，只是我會覺得成績真

的是短暫，那你要給學生的東西是可以比較長遠的」（20120308 甄老師訪），意

即在通過考試、知識的教導之外，也給予學生更長遠的學習內容、多元的學習經

驗。 

 

你可能會覺得我做這麼多，我的孩子成績會不好，我們的孩子成績都還不錯，

我的班級成績都不錯。（20120307褚老師訪） 

 

        對日向團隊教師而言，實踐自己對教學的想法與學生學習成效是兼顧的。當

學生的學習成績維持在一定的水平、活動前使用學習單與家長溝通，學生及家長

會更加信任團隊教師的多元教學、支持各種團隊活動。而教師也因此有了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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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實踐自己想要做的事。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師增權賦能多面向的發揮，因

為在學生成績、學習表現基本盤的穩固下，並不會對團隊教師產生很大的衝突，

某種程度而言，成績亦是教師證明其多元教學意義與效果的一種方式。 

 

有的家長還是會擔心說，那考試成績怎麼辦？那這時候如果你給他一個比較

簡單的話，就是我們基本上的目標都會到達該有的水準目標，他其實就比較

不會害怕，在這裡的，他如果有些單子、單據讓他知道說，我的目的，教學

目標是什麼？我的目的是什麼？然後我要達到什麼成效？簡單寫，那其實他

們會接受，當然他們也希望看到一些比較不一樣的老師。……當家長的信任

度越來越大的時候，我要做活動的力量就會越來越大、我就不會被綁手綁腳。

（20120308 楊老師訪） 

 

因為我們算是社區型高中，家長在選擇學校的時候會看學校的升學率好不好，

所以說當我知道我的東西是對學生是有幫助的，可是家長還是會 care 成績

要有東西出來。所以等於我在推這個過程當中，我必須先給家長曉得的是，

我的這些活動它的背後目標都在增進學生能力，讓他的考試成績能夠往上衝，

所以我一定要讓考試成績要衝出來，否則我就失掉我做這個東西的意義了，

等於因為現在還有大型考試，所以我等於必須透過這種大型考試成績上面的

提升，去證明這個東西是有效的。（20120308 楊老師訪） 

 

        而在教導學生上，教師開始面對新的教育情境，因為入學政策與制度的轉變，

學生程度落差加劇，這讓原本習慣教導均質學生的高中教師們，不知如何進行教

學，此為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實踐的新挑戰， 

 

我們今年高一他是用北北基進來的，我們先不要談十二年國教我們先談北北

基，北北基當時候不是它政策出了錯嗎？阿所以就會讓很多人低分高就嗎，

那我們的孩子就是低分高就進來的、很多阿，所以跟我們平常教的那一群孩

子的能力是有很大的落差，那這個落差會讓一個班級從可能這麼高的到這麼

低的，那這麼大的 range 的落差，那你想想看，我今天到底要教難的還是要

教簡單的，我教難的，這些人聽不懂，我教簡單的，上面人覺得很無聊，所

以對一個老師來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那個負擔就是，你不知道到底要怎樣

教。……我覺得未來那個整個班級屬性的落差太大的時候，其實你在教書上

面會是一個很難發揮的，尤其是以知識傳遞那一塊，如果你今天是很多元的

教學那當然沒有問題，可是再怎麼多元他還是會面臨到，以高中來講會有知

識深度的差異，未來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大家其實都剉咧等（臺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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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個 range 很大，就是學生的能力程度落差。那未來十二年國教不是每一

個人就是、可能就是學區社區型的嗎，那這種社區型的怎麼辦，他一定就是

這麼大的 range 落差，那你教學怎麼辦，如果你地理還可以玩一玩，那英文

跟數學呢，我覺得制度其實影響很大耶，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20120517

褚老師訪） 

 

        也因此，增能的需求是團隊教師在談到十二年國教時不斷提及的部分，面對

升學制度的變化，日向團隊教師沒有以不變應萬變，只是決策者是否聽見了教師

增能的訴求，給予其所需要的學習與支援， 

 

我們也在等，什麼時候會是比較確定明確的東西，然後我們也是帶了第一屆

學生，103 年帶第一屆學生，我們再來看，看說遇到什麼問題，那討論改善，

慢慢調吧！所以其實對於我們這批年輕的老師來說，或者是有一些是就是在

中間的老師，他面臨的改變，就是那個挑戰，其實是蠻大的，那我也覺得你

教改要變，你師資培育也要改，從來都沒有人教我們，怎麼引導學生學習動

機，我說真的。（20120308 甄老師訪） 

 

我覺得未來可能整個教育體制在引導學生在思考的那個部分，可能可以設計

很多的課程也好、或者是教老師也好，我們這一塊其實是要增加的、增權賦

能。我覺得我們在引導學生上面我們其實很多被打敗了，我們很想要學一塊

就是我們怎麼跟孩子溝通，我們用了這個方式不行、用了那個方式不行、用

了這個方式還是不行，有什麼方式是可以的，當然不會是百分之一百可以，

可是如果我現在只有三種方式，可不可以告訴我第四種、第五種、第六種，

我願意去試阿、我去 try，但是我還想要知道還有沒有其他更多種，讓我們

可以幫助孩子，我需要增這個權、賦這個能，趕快。（20120517 褚老師訪） 

 

        除了學生程度落差的問題外，身兼導師的團隊教師亦面對著學生輔導需求的

增加，「現在隱性的疾病、顯性的疾病，甚至是親子關係，或是個人人際關係的

問題，他們統統都可能成為高關懷的學生」（20120315 鄭老師訪），也因此，當

團隊教師的導師班級上皆有需要處理的個案學生問題，「我們這幾個，最近進輔

導室的時間跟上課的時間一樣多」（20120523 柯老師訪），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實

踐的優先面向、發展重點，也隨之變動。 

 

每一個班級都遇到這種高難度的問題，不是我們個人就能夠解決的問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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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扯到很多包括心理醫生專業層次或者是很多家庭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是我

們真的需要增權賦能，我們教師其實還遇到很多問題，一個是制度面的改變，

一個是整個大的社會環境的改變，它讓孩子的特質跟我們小時候那樣的特質

是完全不同的。而且現在的家庭常常是沒有太健康，所謂沒有太健康當然我

們不能說是百分之一百，可是至少有 3分之 1到 2分之 1它不是那麼健康，

第一個父母可能小時候的受挫能力不太高，所以他其實也會家裡面有點暴力，

或者是他單親，然後呢就有可能是忙碌，這幾個弄一弄，小孩子不是在一個

正常的家庭裡面長大，所以他很多的東西其實是沒有辦法被正常給予、合理

教養，所以這些孩子對我們來講會是一個很大的、很棘手的一個挑戰。……

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的病態，當然不一定要用字這麼重啦，可是這對我們來

講、對很多老師來講，尤其是第一線的導師，慢慢的都會遇到這個高難度的

挑戰。（20120517 褚老師訪） 

         

        上述是教師身處的教學環境變化，面對著學生輔導需求的增加、學生程度落

差的教學調整，也不難理解為何團隊教師會有所感慨，「其實現在當導師也沒那

麼多的力氣去做其他的事情」（20120517 甄老師訪），「體力」、「支援」與「時間」

是教師進行增權賦能實踐的必須要件。 

二、經費政策的轉向：競爭型計畫 

        由訪談中可見教育經費政策的轉向，改以競爭型態的計畫撰寫，作為補助型

經費的分配方式。而當變革高中將競爭型計畫視為加速學校發展、教師增權賦能

的契機，隨即影響校內教師與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型態，是以撰寫計畫

為主要的增權賦能途徑之一。 

（一）經費政策的變化 

    學校教育經費是在固定的標準、公式下計算並核予，用來維持學校的基本開

銷，但近年來，除了一般性、基本經費的部分外，教育經費政策轉向使用競爭型

的計畫釋出專案性經費，讓願意投入的學校來競爭，獲得額外的經費。 

 

過去公立學校來說的話，那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給公立學校的經費的算法，

可能是按照班級數，學生的人數或這個學校的規模大小，那所有的學校在同

樣的一個標準之下核予經費，那在這些經費到達學校之後，所有的學校可能

能做的事情都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只有這麼多經費嘛！對！但是事實上經費

一直呈現在不足的狀況，那經費不足的情況之下，如果學校就是篳路藍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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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經營還是可以維持下去，對！但是當學校有些想法，想要更好一點，我

們想要有教學的設備，或者教學的環境的變化這些，那我們就會發現說原來

的這些經費是沒有辦法滿足的，對！那就現況經費的部分，不夠的部分確實

就是這樣子。（20120515 羅校長訪） 

 

教育資源的確變多，但是它變多的地方，不是在校內變多，是在中央跟外部

資源，這個要主動去爭取，所以你不去爭取，對於學校來說，它就是不會增

加，你的總的經費不會增加，所以你有夢想要完成，就是靠撰寫計畫。

（20120315 鄭老師訪） 

 

        這種教育趨勢、以新自由主義為出發的經費補助模式，對想要發展特色的學

校與想要實踐夢想的校內成員是很好的機會，但另一方面，也讓學校成員們處於

一個必須不斷撰寫計畫的環境中： 

 

因為就是整個教育的趨勢吧！或者是說整個社會的變革，那我們發現說社會

上對於學校的功能有了更高的要求，我們常常聽到，很多人談到學校所教育

出來的人，可能並不符合現在社會上所需要的人，那這樣子的東西於是有很

多新的議題一直進到學校裡面來，好新興的一些議題或者是重大的議題，然

後他都會要求學校要融入這些議題去做教學，然後去發展課程、發展教案、

發展學生的學習的成果這些東西，那這些東西也許它剛開始的時候會給一些

補助，如果你願意這樣做我就給你一些補助，對！……另外一部分是教育政

策的改變，那當教育政策改變，那社會上對於教育的產生出來的成果，可能

要求又會更高一點，好我們希望學生要有競爭力，然後我們希望老師的教學

改變，應該要實施探究式的教學等等，好或者我們希望科學教育可以更落實

紮根等等，於是就有些單位覺得說ㄟ好像從學校來做，也是比較容易看到成

果的……當他們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又想那我應該要找哪些學校呢？好那

我們就來寫競爭型的計畫，我的主題很簡單就是新興式的科技、新興的議題、

探究式的教學喔跟科技有關的教學，那你學校想做什麼你告訴我，他可能也

不知道他要什麼，但是他希望培育這樣的人才，希望學校的現場發生改變，

於是他就丟這樣議題出來，那我們就開始想嗯我要不要這個錢，我有沒有老

師願意做，那再來就是我做了這件事情之後對學校整體我想要完成的那樣子

的目標，能不能有幫助，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批人來，然後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們也有一個夢想想要去完成，那我們就來爭取這個計畫。（20120515 羅校

長訪） 

 

其實很久了，其實一直都有一些特殊的計畫案、你可以去申請、然後你就有

特別的錢，但是最近這幾年是比較明顯，像這個優質化好像是 95 年還是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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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時候出來的，這個經費也很多阿、現在你如果需要多一點的東西就去參

加這些計畫。（20120518 周組長訪） 

 

（二）經費政策進到變革高中後的質變 

    上述是經費政策的轉變，當政策期望學校透過補助型經費，來發展學校特色

課程與教學、提升教育品質，這樣的立意進到爭取的學校內，即產生不同的分工

方式與影響。 

1.分工方式：教師撰寫、行政支援 

    以變革高中而論，羅校長十分重視競爭型計畫帶來的效益，校長認為競爭型

計畫是「磁鐵」，能讓學校具備發展力，吸引好的資源與學生， 

 

我覺得現在這些競爭性的計畫就好像是這塊具有磁性的磁鐵，很強大的磁力，

然後把學校一個裡頭磁區可能排得亂七八糟的學校，並沒有固定的方向去把

它導成同一個方向，那如果裡頭磁區導向同一個方向，N級跟 X級清楚了之

後，它具有磁性了它就可以，它的磁力先就會分佈出來，它影響的範圍，周

圍的好的資源會進來，好的學生就是學生會被你吸引進來，品牌會被你吸引

進來、會建立起來，所有的東西就慢慢可以建構起來了，所以我會認為競爭

型的計畫就我來說，可以借力使力，是一個外部來的一個很重要的力量，那

我也用外頭的競爭型的這個計畫來鼓勵學校的老師說，你想不想要爭取。

（20120515 羅校長訪） 

 

    因此當校長的理念在於以競爭型計畫的挹注發展學校特色課程，並結合教師

對教學的理想進行增權賦能展現。這樣的領導理念、教師對教學的想法，皆反映

在變革高中競爭型計畫的分工方式上，計畫由教師撰寫、行政支援。 

 

（優質化）校長是希望要做，然後我們剛好有一個，我們剛好這個團隊剛好

就是有一個主題，那那時候大家想了很多東西，看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方向出來，因為別的學校是行政人員寫，寫了之後再去推廣，那我們學校是，

我們自己有很多小型的子計畫，但是這個計畫都是各自跟各自的機關要錢，

比如說各自跟企業募贊助募來的，那剛好，透過高中優質化把這些東西整合

起來，變成了一個優質化的專案，所以我們有十八個子計畫，那這十八個子

計畫跟過去做法又不一樣，就是老師們自己想出來，我要透過這些錢我要做

什麼，所以很快就獲得評審的那個青睞，就撥了款下來，那撥款下來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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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陸陸續續就做，做完以後呢，我知道目前第二期是我們有計畫要整併，

就是某些計畫的錢的那個成果有到達，所以整合起來，變成幾樣，然後再往

上推。（20120308 楊老師訪） 

 

        就負責競爭型計畫業務的周組長觀察，大部分申請競爭型計畫的學校是行政

人員撰寫計畫內容，以全校性活動或購買學校設備為主， 

 

其實大部分的學校，那些計畫經費都是行政去寫的、去爭取的，整個計畫內

容很多都是行政寫的，像我們學校是老師自己提的很少，其實大部分學校都

是行政在寫。做行政的看到說想要做點什麼工程那他就就寫，希望有一筆錢，

什麼錢，買桌子、椅子、櫃子阿，他就去寫、大部分學校是行政做的。（20120518

周組長訪） 

 

    因此雖然同樣是申請競爭型計畫，但各校有不同的分工方式，當計畫皆為教

師撰寫時，只有撰寫的教師清楚計畫內容和目的、活動的受益人數也較少；若計

畫為行政人員提出，則會是以全校性的方向著手、但教師可能不願意配合。是以，

教師和行政人員一同籌劃、撰寫競爭型計畫會是比較好的分工方式，以增權賦能

觀點視之，學校成員需要一同合作、一同增權賦能， 

 

有的學校行政寫就是，是行政想要做、老師可能不想做，大部分老師就會想

說你幹嘛突然叫我們做這個事、這要幹嘛，就會有一些中間就連接不好、不

知道在做什麼的那個情況。我們老師寫的話，其實就是那幾個老師知道要做

什麼、然後其他老師不知道、有可能不知道。所以行政寫的話，會比較…我

覺得照顧到的人比較多，雖然我們不知道現在這個是在幹嘛，但是活動大部

分是全校性的，老師寫的話，就是那幾個老師知道為什麼要做這個事，但是

活動通常就是受益的人數比較少，因為老師寫、老師比較不可能寫一個全校

都可以怎樣怎樣的，如果全校學生是有可能啦，如果全校老師都知道你要做

什麼那個很少、很少，所以這個老師提的是全校老師都要一起做的、都願意

一起做的，那個更難。可是我覺得也要一些是老師自己提的，他想要做什麼

你讓他能夠做到，也要有一些是行政提的，因為他比較知道全校的情況，整

個學校現在學生、老師缺什麼，他也比較有力量去動員到全體的老師或學

生。……都要有、都要有，全都是行政提的那個也不好，全都是老師也不可

能，不會那麼多老師都有這麼多想法、沒有那麼多想法。（20120518 周組長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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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要做的事情很可憐、他很像夾心餅乾，因為沒有實質上的權力，你說像…

也許站在行政端它要推什麼活動比較容易推，但是它沒有學生可以推、因為

跟學生不熟，所以其實最好的模式應該是行政籌畫、找老師一起來規畫，規

畫之後老師會有自己教的一群學生、如果你不是只有找一個老師而是找很多

個老師，這很多個老師就可以去拉他的學生過來、其實老師拉學生是最快的，

行政拉不動學生的、推都推不動。（20120517甄老師訪） 

 

        當一同增權賦能的前提沒有時，「爭取」競爭型計畫來改善學校設備或進行

發展，成為變革高中教師單方面的「責任」，也影響行政位置成員與教師的互動

關係，以下是團隊成員甄老師的經驗， 

 

那時候之前的總務主任就來問我，就說為什麼我們學校裡種植物都不會活阿，

我就問說你有澆水嗎，他說沒有耶、沒有人力去澆水，那我就說就裝自動灑

水系統，你就定時讓它去灑水，這樣不是省時省力……那時候他們跟我說你

可以去那個什麼綠化校園、他們好像不知道什麼單位在推綠化校園的專案，

他就說你那個可以去申請那個計畫、然後你就寫一個計畫、趕快弄一弄，你

先上那個網站去瞭解那個計畫要什麼東西、要寫什麼東西、然後期限是怎麼

樣、趕快去弄一弄，應該至少有個10、20萬可以用，就這樣跟我講。那你說

我要不要做，算了，你們那個植物去枯死算了，為什麼這件事情到最後落到

我頭上，那到最後植物不活，又是我要擔起來、那為什麼我要去擔這個責任

阿。我覺得植物要不要活、學校要不要綠化，怎麼會是老師來做，我們是協

助啦，我們真的是可以協助、我們沒有說不願意做，因為我覺得校園人人都

有那個責任，可是你就說這個事情就交給你了、你去弄……學校要有什麼設

備、要有什麼經費，這應該不會是老師要去煩惱的事情，只是我們會覺得如

果爭取到這筆經費，我早期想到的是，我只要爭取到這筆經費、我可以買進

一批設備，我想用我就可以用得很高興。（20120517甄老師訪） 

 

2. 學校發展 v.s.行政業務的增加與教師教學的分化 

 

老師已經不再只是單純教學者的身分，就是整個的生態在轉變、因為教育資

源的有限性、還有教育部甚至是國家政府的政策它是希望用競爭型的計畫來

幫助學校提升，它講美其名是提升、另外當然就是競爭，這個也是很實際上

的，老師已經沒有辦法安於只是做教學者、他有時候必須要做一些的規劃者、

甚至是你要拿出夢想來，你的夢想在哪裡，把教學跟行政作業結合再一起。

我個人很大膽的研判這是未來的趨勢，負擔一定是加重的，只是每一所學校

去調出不一樣、有的人把加重的那個負擔行政單位他把它吸納起來，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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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就直接跑到老師身上，可能變成是會有很多短命的小計畫、就是好累好

累就收手。（20120515 鄭老師訪） 

 

    競爭型計畫的挹注確實為變革高中帶來發展與進步，然而目前校內並無直接

負責競爭型計畫業務的行政人員，縱使有實研組的設置，但實研組的職掌較偏向

校外計畫資訊傳遞、校內計畫整合。也因此，當越來越多的計畫進入變革高中，

可是無專職人員處理計畫業務、或成為聯繫的窗口，計畫的執行成為教師在教學

之外、行政人員在原本職務之外多負責的事。舉例而言，教師若要舉辦週末校外

教學活動，教師必須自行與校外單位聯繫，並到各處室尋求協助，如詢問遊覽車、

申請經費、學生保險…等；而行政人員則負責處理相關的計畫業務，如訂遊覽車、

核銷經費，業務範圍亦增加。 

    此外，在變革高中競爭型計畫的分工方式下，從處於支援位置的行政人員角

度來說，會認為競爭型計畫是校內部分教師「額外且自己」想做的事， 

 

我知道是說教育局補助的經費不是那麼多，所以變成是你寫計畫，它是額外、

又另外一筆的補助款來做，比如說像我們學校目前比如說高瞻計畫好了，他

是跟資訊方面相關有關，那就變成他們跟資訊相關的，他們新增的設備、或

是一些教材的研發，他就可以用那筆錢，就不會用到學校的、比如說教育局

撥來的那個款項，像我們有寫優質化的計畫，那就可能像自然科有辦一些比

如說觀測或是什麼的活動，他就等於是用額外的經費，就是用那筆計畫的經

費去處理。因為現在的補助的經費沒那麼多，那他們就可以用計畫的經費，

去處理他們想要研發的課程或是什麼的部分。（20120518 顧組長訪） 

 

        也因此，行政人員認為，與自己負責業務有關的計畫內教學活動，即是屬於

自己的職掌範圍，但若不是計畫內的項目或教學活動，就與自己較為無關。這從

甄老師舉辦校外教學活動的過程中，可見這種明確的分工方式與支援角度， 

   

那時候我是跟總務處說，還不確定會不會用學校計畫的錢，那你可不可以先

幫我問問遊覽車這樣，他就說，如果不是用學校計畫的錢，我為什麼要幫你

問阿，這樣不是增加我的負擔，當然我知道他是開玩笑的講，但是我其實沒

有生氣或怎樣，我就說唉呀麻煩你一下，你跟他比較熟、幫我問一下什麼這

樣子，我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去講，可是我覺得如果我們是心比較細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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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因此而受傷，就是會覺得說我們就只是請你幫個忙，有必要分的這麼清

楚嗎，我們也只是帶學生出去，我又不是要自己出去玩，叫你幫我問遊覽

車。……你可以做啦，別人要不要支持你是別人的事，就是我們雖然會覺得

說這是一件好事，可是這件好事會讓我負擔加重，而且我又沒有得到實質上

的回報的話，我為什麼要做。例如說這個錢如果是計畫裡面的錢，那我說我

要請購什麼、這是計畫裡面的錢，他們會認定上這是他們的工作、因為是學

校的計畫，因為要核銷、要請購，你們理所當然就是要做，可是今天如果不

是學校計畫的經費，我們辦學生活動、是學生自費，他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

們自己要去掌握、我們自己去問遊覽車、自己去接洽，反正都不用透過他們，

不需要、他們也不想你透過他。（20120517甄老師訪） 

 

        對行政人員而言，競爭型計畫產生業務的增加，而就投入撰寫與執行的團隊

教師而言，雖然計畫是結合自己教學理想的增權賦能實踐，但也產生更多的工作

負擔、教學時間的分化。 

 

整個層面來講，會讓我覺得說有些競爭型計畫在學校的行政層級來講，的確

可以為學校帶來很多經費的挹注，可是在教學層面來講，就會分裂成兩塊。

（20120517 楊老師訪） 

 

在變革高中這（競爭型計畫）是很重要的，至於其他學校的話我不敢講，但

是似乎已經變成是走向了，因為現在各個學校的經費真的很有限，那學校想

要發展出一些特色、或是想要得到額外的補助，通通都要走這條路。那這是

有一點教育在走畸形化的地方，它可能會訓練兩種人才，一種是很會撰寫計

畫，計畫的一般操作他們都會叫做 PDCA，P 就計畫嘛、D去做、C我要檢核、

A就是重新出現新的方案出來，所以我們頭腦裡面每次都在想說是否兼顧，

那我們有執行力啦、我們有自主管理的能力啦、我有沒有產出的能力啦，通

通是在做這些事情、那會出現這樣的人才喔，很厲害，那第二種的部分是，

他會出現一種怪異的現像就是，我沒有辦法很專心的只做教學者，這個會影

響學校裡面的老師的生態，變革就非常明顯。（20120515 鄭老師訪） 

 

        且因為競爭型計畫具「額外」的性質，並非校內所有成員皆願意進行，這也

形成變革高中少部分教師團隊積極參與，其他教師觀望的現象，呈現一種不均衡

的教師增權賦能發展樣態。 

 

我們有一群不同社群的老師，他們有被激發出來就是願意多做一點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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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5 羅校長訪） 

 

對大多數的高中老師來講，是寧可不碰這個競爭型計畫，寧願是把時間放在

教學重心，因為畢竟在高中升大學這個部分、還有很明確升大學這個條件在

這其中，所以對於高中老師來講，他覺得他唯一能夠確保他的工作順利、或

說他的教學是很平順的情況，就是把教學工作弄得很清楚就可以，至於競爭

型計畫能夠不做就不做。（20120517 楊老師訪） 

 

3. 「額外」與「必須」的矛盾 

        當變革高中以競爭型計畫挹注做為學校發展的經費來源，從中增加學校的能

見度或優質化，「像這些研究計畫、這些專案等等，可能跟錢有關、跟知名度有

關跟這個學校的，那也跟校長種種這樣掛在一起，如果是這類的就必須比較被需

要看到一些績效責任」（20120523 柯老師訪），部分學校成員產生必須做的壓力，

如以高中優質化計畫為例， 

 

優質化就是繼續寫啦、學校希望繼續寫。……因為鄭老師就勸說如果拿掉的

話，就比較不容易申請到錢，因為這是一個大的、等於是一個大的，他把他

寫成日向教學什麼什麼中心，等於有一部分的錢也挹注圖書館的資源還是什

麼的，我沒有很確定全部到底是怎麼分配的，因為我後來就不去開那個會了，

然後所以就變成好像會影響到其他人，就等於我們這個大的case不放進去，

就變成有點空，就變成其他計畫當然也有，可是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整合

型的，所以變成你應該做三年啦、應該要有成果，所以更是應該好像要有一

個總結性的、看起來比較大的、比較完整的這樣子，所以後來還是放了。

（20120523 柯老師訪） 

         

        也因此，原本日向團隊教師們欲退出變革高中第二期優質化計畫，但身為教

務主任的鄭老師表示，若要在競爭的評比中勝出，需要與他校有不同的內容，而

日向團隊計畫中的社會、社區責任即是變革高中與他校 不同的特色，如不將日

向團隊計畫內容放入，會影響學校整體計畫的順利申請，於是鄭老師請託褚老師

繼續申請， 

 

這一次的優質計畫，我們要做第一期程的第三年，優質化三年為一期，那我

要準備進入第三年，101 年學年度對我來說是第三年我要去申請，那本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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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計畫要停了、優質計畫啦，它本體的運作繼續嘛，可是優質計畫他就不申

請，可是我會拜託褚老師繼續再留一年，從教務處的立場它很關鍵，因為日

向計畫對於我爭取高中優質化它是加很多分數的，因為這是我學校的特色、

還有這是其他學校沒有的，競爭型計畫就是要評比嘛，每一個學校的優質計

化拿出來評比的時候，我要勝過別人我可能要用日向，除了我自己的執行力

之外，那我還要加一點點我跟別人不同的，就我的社會責任比較強、我發展

的成果比較豐碩，那我就是要用日向的部分，因為我們都非常清楚，日向可

能假設是一個大水缸、是很大的一個缸，可是我在優質計畫裡面我只取了它

一瓢，其中的這一瓢是優質計畫，可是我的這一瓢水，我在撰寫計畫成果的

時候，我就是把水缸納進去了，所有寫計畫都是這樣子，我可能優質化幫助

日向的只有這一瓢水，可是我給他成果的時候是給它一缸的水，就是效益很

大，所以我拜託褚老師再留一下。（20120515 鄭老師訪） 

 

        從上可知，競爭型計畫校外評比競爭型態、對學校發展的重要性，已讓競爭

型計畫在變革高中內部產生質變，競爭型計畫是「必須」的，已不是原本教師單

純達成夢想及增權賦能的途徑、行政人員的從旁支援協助，而是成為彼此需要合

作、必須一起做的事情。而教師一方面在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有更多資源進行

增權賦能實踐，但另一方面，亦承擔學校發展的責任，競爭型計劃可以說是同時

授予教師更多的權、責。對日向團隊教師來說，當部分行政人員認為團隊活動增

加了其工作的負荷、反彈的聲音不斷出現，但因績效壓力希望團隊繼續申請優質

化計畫，對團隊教師而言，是處於一個該如何繼續的矛盾、難解困境中。 

 

要不要推什麼課程、或要不要推什麼東西，我覺得可以推阿、可以做阿，但

是到底有多大的共識，我剛剛已經講了，國文科我們也是做得很辛苦，日向

我們有沒有在做，我們做阿，可是如果不是所有人都覺得 OK，甚至連行政

自己都有人覺得我們不 OK，那我們到底算什麼，我覺得有時候也是很為難

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又希望我們要繼續做、結果你們行政裡面又有人覺得我

們不怎麼樣的時候、或者是很怎麼樣的時候，到底要怎麼做下去？（20120523

柯老師訪） 

 

我覺得老師跟行政之間的信任感現在是非常薄弱的情況之下，現在是非常非

常的薄弱。……我就看到你虛情假意在演戲，說很好阿，可是是真的嗎？

（20120523 柯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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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課程結構 

        目前高中課程有固定的結構，如授課時數、課程內容與考試進度等。因此當

日向團隊教師開始進行校外協同教學或執行競爭型計畫等增權賦能實踐時，就會

出現實施資源的衝突，包括 基本的教師人力、實施時間與教學進度， 

 

高中的部分，你被約束住了，約束住的是你可能要有基本的授課鐘點、你可

能是導師啊。……你有一個本務啦，像我們都很清楚，團隊的老師都很清楚，

我們會提醒自己，什麼是我的本務，到底發展特色、做計畫是本務，還是教

書啊？教書是本務，啊會不會被耽誤？會，會被耽誤，因為我想要執行計畫，

那我一定要有基本的班底，我可能利用我上課的學生來做、做這個計畫，可

是我做這個計畫的時候，原來的進度就會被 delay 了，甚至學生家長也會問

說，啊你幹嘛去做這個啊？為什麼別班不用，啊我們班上要去硫磺谷、去校

外教學，為什麼？（20120315 鄭老師訪） 

 

        觀察現行的高中課程綱要內容與結構，講求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一定的內

容，因此進度成為影響教師教學、增權賦能實踐的重要因素，也是團隊教師在進

行課堂教學延伸或校外教學活動時較大的限制。 

 

我們有進度壓力，這是最大的盲點，我們有進度壓力、大學教授其實是沒有

的，他要怎麼上、甚至於這本教科書他只講一章、剩下的學生自修，或者我

開三本教科書，我只講其中一本，剩下兩本要自修，但是高中生不可能，縱

使是在前三志願學校，你還是要講完一本吧，你開給他三本，你還是要講完

一本吧，所以我們有進度壓力限制，這是我們在操作競爭型計畫、特別是大

學教授在指導或是協助的競爭型計畫，這是我們操作上會遇到、絕對會遇到

的問題。（20120517 楊老師訪） 

 

其實不是每次都可以這麼做的，有時候還是要上課的、會上不完。（20120307

褚老師訪） 

 

明明就沒有那麼多時間上阿，就算考試領導教學好了，我就是沒有那麼多時

間上這麼多東西，我為什麼要考這麼多的東西、或我為什麼要上這麼多的東

西，你課綱的這個檢討的事情…這個壓力不是應該也要反推到課綱那個部分

嗎？然後課綱要再反省然後再下來，它不是應該要有一個循環嘛，可是就沒

有阿，我們好像跟課綱就是，課綱ㄆㄧㄚ下來，我們就得要吃下來這樣子。

（20120223 柯老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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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目前排課及節數的分配是分科制，且連課的時間不多，在進行大型協

同教學活動時，團隊教師要釋出自己的課程、或自己導師班的課，並與願意釋出

課的教師合作，才有較長且連貫的時間可以發揮，但是在原有的課程進度上，需

要以趕課或補課方式完成： 

 

那個風聲（校外協同教學）傳出去之後，別班的學生就說，為什麼他們有，

我們也要，對，可是因為像我們自己導師班我們可以調時間，例如說我把班

會調到那個一個下午，或是有什麼課就調下午，然後這整個下午你就可以帶

出去，然後或者是我們就犧牲我自己的課，然後就帶學生出，我們再趕課或

再補課這樣子，可是對於其他班，如果課程上，就是課表上面比較沒有辦法

去動，或者是老師導師不太願意釋出一些課程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那個執

行面就會比較困難，所以其實我們也只有侷限我們自己的導師班，那英資班

是因為導師蠻認同的，然後又剛好柯老師跟褚老師，他們自己釋放自己的課，

然後就剛好就這樣出去。（20120308 甄老師訪） 

 

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做到說，譬如說全校就空出那一堂課，讓我們去做

這種教學，大家都沒有課業壓力阿，全校就是那個時間點，然後我們就是每

一個班的班會，兩個、三個班可能五趟就好了，三個班都空出一堂課跟班會，

或者是空出哪一個下午的半天，就是我們去校外教學，那我們不要拿我們自

己的課來校外教學。（20120517 褚老師訪） 

 

        也因此，在教師們面臨現實的課程時間、進度考量下，多數教師投入教室教

學外的活動意願並不高。而日向團隊教師此種超越教室層級的教師增權賦能實踐，

其存在的意義就會被認為非必需，因為它並非「份內」。以下是大學教授對團隊

協同教學的建議，當中即呈現此種額外與份內的二分： 

 

我單純的從吳教授（化名）他們當天提的，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把我

的教學的這一套○○○（指團隊協同教學），我對應每一個、各科課綱裡面

所提出來的教學目標，我會讓所有人都相信，我們其實是課程裡面的學習，

不叫做課外、額外的東西，那個東西就會變成有一些人他會願意加入，他可

以融入在課程裡面。可是現在大家都覺得他是額外的，所以很多老師就不需

要做額外的事情，我只要把我的課教好就好了，可是你如果知道這是份內的，

那是一個體制內的、課綱裡面要的教學目標，可是你又可以用這種比較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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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來教，那其實是好的。……如果今天針對教授他們的提議，我們真的

可以很多再繼續做下去，它會是讓我們這個團隊裡面更顯出「教育的價值」，

而不是「額外付出的價值」，阿這是我們往這個方向走，可是卡在我們現在

時間很少，所以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就會有點為難。（20120517 褚老師

訪） 

 

四、齊一的薪資與酬賞制度 

 

因為大部分老師不參與，等於是你同樣的領這麼多薪水、你還多做這麼多的

事情，當然會希望教育制度如果能夠譬如說結合教師評鑑或什麼的、給予這

方面的肯定，或許會吸引更多的老師願意投入，可是當前提沒有的時候，大

家都是憑著熱血去參與，那就會變成說永遠就是那些人在做，那這個東西到

最後回到校園氛圍就會變成是，其他老師會覺得永遠都是你們在做阿、你們

拿那個光環就好了阿、我不需要阿，很自然的就是你要把那種讓整體教育品

質往上提升的氛圍就越來越少、就越來越淡。（20120517 楊老師訪） 

 

    目前教師薪資的計算方式是以年資、學歷作為給薪標準，並非隨工作表現或

教學投入而升降，也缺乏「獎優汰劣」功能，這使教師工作具有「不同工卻同酬」

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呈現校園中「能者多勞」的情形，少數教師以熱情和理想

積極付出、增權賦能，投入計畫撰寫、校內外活動的舉辦，其他教師則鮮少參與，

將工作重心放在課堂教學。 

 

當然我今天寫計畫去爭取經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我會覺得、某種程度上

面我們也會覺得比較開心就是，我們自己努力去爭取到那比經費，可是我覺

得如果我們的鐘點時數跟別人是一樣多的情況下，然後我們做這件事情錢也

不是落到你口袋、你一毛錢都不能拿，因為如果你不是有實質上的東西，譬

如說你要帶學生出去、你要辦活動、你要聘遊覽車，那個錢也不會落到你口

袋，或者是說你沒有用到那筆錢，其實整筆就要繳回去，他是有一定的核銷

程序，所以我覺得久而久之會磨掉老師的熱情，就是我們在那個時間的消耗

下，你其實做不久。（20120517甄老師訪） 

 

        在變革高中裡尤其以參與競爭型計畫 為明顯，競爭型計畫是一種補助性質

的經費來源與工作，目前校內尚未有常設性的職務分配，亦缺乏酬賞機制等配套

措施，如減課、記功嘉獎，自然被多數的教師視為一種額外的任務、以及外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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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不好做啦，你不能只變那個經費的模式阿，那也許你可以仿造國外就是、他

們有一些是研究型的教師，他們其實是課可以比較少，你有接計畫、你的課

會比較少、你可以比較focus在這一塊，我覺得這也很合情合理，那如果你

沒接計畫課你的課就比較多，可是其實整體的教育制度來說，他就是沒有辦

法養那麼多老師、所以就是現有的那麼多老師裡面你要上那麼多課的情況下，

你再去做額外的事情、我覺得可以撐幾年阿？……我覺得這一塊如果沒有一

些實質上面的配套、做不起來啦，我真的覺得要從根本去解決，像說他們做

協助行政有減課、4堂或是怎樣，我覺得那個額度他們不敢隨便亂給、在學

校裡面不可能隨便亂給，譬如說你接一個計畫、接兩個計畫，你接一個小計

畫、接一個大計畫，請問我要怎麼去評估你減一堂還減兩堂，我用錢來評估

嗎？我用成果報告書的厚度來評估嗎？我用什麼來評估。（20120517甄老師

訪） 

 

    當團隊教師以及校內部分教師開始以競爭型計畫作為實踐教學理想、增權賦

能的途徑時，教師投入的心力與時間，超越一般定義的教師工作範疇。支持教師

們願意投入與付出的原因，是對教育意義的追尋、自我實現的信念，以及成長的

喜悅： 

 

其實學校經費其實愈來愈少，那你愈來愈少的情況下，老師們如果你要去擴

充你的設備，你就必須要去申請各式各樣的計畫，對，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子

對於大部分老師來說很辛苦，因為我其實，我的課要上，然後我又要花時間

可能我要去開會、去跟外面交涉，然後我們可能又要想說，我們要買哪些設

備，我要去實際上執行那些計畫，然後可能要定期交報告，然後最後還有一

個成果報告，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要很安逸的話，其實我也不想做

這些事，好累，真的很累，那你一定要有甜頭你才會覺得這些累是值得的，

所以我就說一定要去享受那個過程，你才會覺得值得，然後你才會做，要不

然這麼辛苦誰要。（20120308 甄老師訪） 

 

因為你一旦投進去的話，你的時間可能真的全部投進去了，像我上次我記得

我有講到，我們環科班老師把學生帶去蓮花池四天，他的四天就全部在那裡

了，那這個東西你要去跟誰算，沒有人會給你加班費啊，對啊！也沒有會給

你鐘點費，那就是你要願意！所以能不能夠不計較這些，為什麼他都在家他

都不用出來，那我要做這麼多事，可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你有些理想，你想

要去自我實現，你也想幫學生，對你覺得這些事情充滿了意義，所以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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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這件事情，就是對老師來講這是有意義的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20120515 羅校長訪） 

 

        不過在現行的制度條件下，撰寫與執行計畫容易疲憊，教師原有的熱情也有

燃燒殆盡的時候， 

 

周組長：（參與優質化計畫）現在大部分老師都已經累了、不想再做了。 

研：可是它不是三年才結束嗎？ 

周組長：是阿，但是人已經累了。（20120518 周組長訪） 

 

其實我都覺得我快沒力了，我其實同時嘎兩個案子在做，我覺得兩個案子對

我來說都很重，所以其實做起來會覺得、就會覺得說什麼時候可以休息，那

我覺得那不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心態，因為你在做事情的時候一直想說什麼時

候可以結束、什麼時候可以休息，那就代表其實你沒有那麼enjoy在裡面，

那我們想要的是，我們可不可以很enjoy這些事情，我們不是只要enjoy最後

的結果。（20120517甄老師訪） 

 

        總而言之，環境與制度結構有其變與不變，改變的是經費分配模式、學生入

學制度、學生輔導的需求，不變的是升學文化、學校課程結構、教師鐘點與薪資

制度。面對經費的改變，團隊教師以申請競爭型計畫來實踐教學理想；面對學生

的改變，教師產生增能的需求；而面對課程結構的不變，團隊教師以合作、補課

的方式來進行固有課程外的協同教學；面對薪資結構的不變，則以自我實現和教

育意義的追尋做為內在動力。不難發現，團隊教師能在結構中夠找到增權賦能的

發揮空間，亦積極突破結構性的限制。但是若期望團隊教師增權賦能長久「發展」，

則需要體制的一同變革、給予教師更多的支援條件。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在學

生來源的轉變、進度的壓力、齊一的酬賞制度等現實的狀況下，課堂教學層級之

外的增權賦能實踐為何成為多數教師眼中「額外的事」，少數教師投入並以「信

念」、「熱忱」做為維持動力的來源。 

        綜合本節所述，政策制度上如競爭型計畫的推動、入學制度的改變、課程與

薪資結構，學校內部如校長領導與決策、同儕教師的反應、行政業務的增加、學

生的回饋等，這些都是影響教師增權賦能展現與發展的因素，當中的阻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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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二分，但需要教育決策者、學校成員們一同增權賦能，才能發揮增權賦能的

實質力量，進一步提升教育品質與轉化教育意義。此外，教師增權賦能的內在動

力與熱忱，沒有環境結構的調整與制度化無法維持長久；而外在的教師增權賦能

要求或契機，亦需要更多喚醒教師內在意識與動力的方式、從教師身處的教育情

境結構來思考與調整，才不致獲得教師採虛應或以不變應萬變的回應。 

        茲將本研究的發現以圖 4-1 呈現，並於下一節中進行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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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團隊教師

增權賦能

變革高中 

教師權能的脈絡分析 

權：來自「學校自由風氣」與「法定教師權利」的加乘

能：具基本專業知能，但發展、回應各有巧妙不同 

增權賦能：少數教師的實踐 
團隊教師增權賦能

的三階段歷程 

意                團                  策 

識                隊                  略 

覺                實                  性 

醒                踐                  的 

                                          運 

                                          作 

學生學習 

校長領導 

行政業務 

同儕教師的反應 

實踐途徑  意涵 

課堂教學：個別教師的每日實踐 

形成團隊：一個更大的實踐空間 

撰寫競爭型計畫：達成夢想的方式 

研習進修：自我成長的需求 

實現對教育的想像：教一個人 

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 

社會責任的承擔 

制度結構 

（影響） 

（影響） 

（影響） 

（影響） 

圖 4-1  研究發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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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上述三節之研究發現與文獻對話，進行綜合討論及分析。 

壹、變革高中教師增權賦能的脈絡分析 

一、教師權能有不對等的現象，少數教師具增權賦能展現 

    本研究發現，在《教師法》對教師權利的賦予和校內自由開放的風氣下，變

革高中教師具備各項法定權利的行使力量，教師在教學上有很大的自主空間，亦

積極對校務提出看法。受訪的學校成員皆表示，教師並不缺乏權力，且權力並非

由校長或行政人員所掌控。學校成員對教師權力的定義偏向教師擁有的權利與其

行使力量。在教師能力部份，成員們對教師能力的論述大致是其教學專業的展現。

變革高中教師多半通過競爭激烈的甄試而後進入學校任教，因此，教師大多具有

一定的專業知能，但在能力的展現或增加上，教師會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呈現觀

望等待、拒絕改變或積極增權賦能三種不同的樣態。在教師權、能的展現上，因

校園中缺乏權能相輔的機制設置，部分教師有權能不對等的展現，教師以專業自

主權來維護自己的教學，但可以不需要提升專業能力。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內在、

外在權與能的相應增長，以變革高中目前的教師增權賦能現況而論，教師增權賦

能依舊是少數教師的具體實踐。 

    誠如 Johnson（1990）所言，教師「增權」的前提是教師致力於教育工作，

願意接受改變、具有創造力、能與他人合作，如此教師增權賦能才有益於學生的

學習、學校的變革。若是教師以自我的利益做出發、未具備和權力相輔的能力，

則應對教師權力有所規範及限制。此與本研究的發現一致，增權或維護教師權利

並不能產生教師能力的相應提升，須要有更細緻的作法來喚醒教師的增權賦能行

動、權能相應的展現。此外，Johnson 指出教師對權力的不同反應，如被授予

（allowed to）、願意接受（willing to）、準備好取得（ready to）等會產生不同的

增權賦能效果，此可以連結研究場育中教師們對增權賦能的態度，具有拒絕、觀

望、積極回應的不同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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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組織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聯 

    本研究聚焦於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家長會四個學校組織對教師增權賦

能的影響，研究發現變革高中校內的教師會及教評會，偏向保障教師的基本權益，

但在提升教師能力、鼓勵教師專業發展上，並無太實質的功能。而課發會主要在

教師生存權、工作權的確立之下，發展學校選修課課程地圖，結合教師專業來設

計彈性多元的課程。在家長會部分，變革高中家長會並不特別強調學校的升學功

能，在教師多元的教學活動上，會給予經費及人力的支援，家長會與教師的合作

關係是教師增權賦能展現的一大助益。 

    上述研究發現可以對應過往的數篇實徵研究，在教師會部分，許如菁（2001）

研究教師會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聯，其研究指出，教師會主要在於擴張教師權力

版圖，但在專業成長上較欠缺，此同於本研究發現。在教評會部分，黃乃熒（2002）

以一所國中教評會為例，探究學校的權力生態，其研究指出教評會能夠增進教師

的專業素質、學校效能與學校本位的管理，但未能促進學習型組織的產生。而本

研究中教評會並無法發揮實質的評鑑功能，亦較無提升教師專業或產生學習型組

織的目標。在課發會部分，陳君武（2006）研究學校課發會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

聯，研究顯示課發會能提升教師參與決策，以及自我效能、專業自主和影響力，

而在本研究中，課發會現階段主要目標在於選修課程的時數分配，而後為學校特

色課程的發展，或許下個階段中，課發會的運作能夠促進變革高中教師增權賦能

的展現。在家長會部分，洪孟華（2003）歸納影響國小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之一

在於家長，其干預、教養方式與重視升學的態度，讓教師增權賦能受到限制，與

此研究發現呈現差異，因本研究場域在高中，家長對教師的教學大多持尊重、信

任教師專業的態度，教師的多元教學和活動設計亦受到家長會大力支持，是增權

賦能發展的助力而非限制。從過往研究與本研究中可以得知，學校組織須要重新

思考組織的運作方式及目標設定，建構階段性的任務、增加實質的作為，才有助

於教師增權賦能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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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與內涵 

一、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歷程與實踐 

    本研究發現，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意識覺醒」、

「團隊實踐」與「策略性的運作」。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始於教師對社區環境即將

面臨變化的有感而發與實踐行動，教師以團隊合作方式深入社區進行文史工作，

也連結社區文史與學生學習、校外推廣，然而當團隊活動的規模愈發盛大、動員

的人力增多時，此種非常設性的活動支援即引發行政人員的抗拒，團隊轉向以小

型活動為主的策略行動。從上述可以得知，教師增權賦能是源自教師主體意識的

開展、自我增能，而學校自由的氛圍、排課的彈性、校長的支持、行政的協助，

有利於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而學校成員們不支持的反應、負向的人際互動

關係、制式且僵化的職務分配型態，則使團隊教師以策略性的小型活動來繼續進

行增權賦能實踐。 

    研究者歸納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途徑有四，在於「個人的課堂教學」、「形

成團隊，產生團隊成員實踐空間的連結」、「以撰寫競爭型計畫來達成教育理想」

及「參與進修研習來自我成長」，這些是源自教師內在意識而起的行動，而非是

對於制度或規定的虛應了事，也因此，團隊教師能從日常生活中找到增權賦能實

踐的可能，課堂教學、師生互動、研習、執行計畫都是增權賦能的實踐行動。教

師增權賦能的意涵，在於教師能夠脫離執行者的角色，具備自己對學生學習、教

育目標、教師角色、社會責任的定義與意識，積極開展自己的能力與自主性。日

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是成員們具主體性的展現，實踐層面不僅於教室，更擴及至

學校、社區、社會。 

    此外，因日向團隊的成立、運作是教師自發性的活動，團隊的目標隨著團隊

發展、個別教師的生涯重點、擁有的資源而變動，呈現階段性的增權賦能展現樣

貌。透過團隊合作、彼此學習及激盪，教師也在培植自身的能力與能量，提供彼

此情感支持、完成自己無法單獨完成的事。此與國內研究發現呈現差異，因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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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聚焦於教師會、課發會等執行特定目標取向的組織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聯

（許如菁，2001；陳君武，2006），研究發現這些常設性的組織在達成既定目標，

如抗衡校長權力、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完成後，原本的功能隨即弱化、組織結構也

呈現鬆散的結果並不相同。由此對比中可知，教師增權賦能社群，其意義具有

Bruner（1996）所指的「使能社群」（enabling community）概念，透過成員彼此

分享、協助、陪伴，使成員們更有能力。本研究的日向團隊具有使能社群的概念，

是一種學習型的團隊，而非達成任務形式的目標，當中亦有著溫馨陪伴與相互支

援的情誼建立（范信賢、陳思玎，2007）。 

    由上述的探討不難發現，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展現是一種超越教室、學

校層級的增權賦能實踐，其增權賦能兼具制度的與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展現型態，

是教師個體內在意識的開展、對執行角色的解構，亦不乏外在政策制度的權力下

放、學校組織環境的支持條件，兩者並非如 Melenyzer（1990）研究中的二元分

立，而是偏向交會制度的與批判的增權賦能概念（Neimi, 1999；洪孟華，2003）。

本研究發現，制度的與批判的教師增權賦能兩者並不截然二分，且唯有教師具備

外在制度賦予的權利與教師內在的專業能力、主體意識，教師才具有增權賦能的

實踐力量。 

二、教師增權賦能具有「轉化」的意涵 

    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實踐具有轉化的意涵，分別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教育目標、教師角色、社區及社會六個層面進行轉化。在「教學內容」部份，教

師不以課本內容做為單一價值來源、融入自身的判斷設計合適的教學材料；於「教

學方法」而言，是打破知識的灌輸、多元引導和問答方式的使用；於「教育目標」，

是超越成績和升學的公民培養；於「教師本身」的，是成立教師團隊、破除外在

賦予的角色、對教師角色的自我定義；於「社區」的，是文史保存、社區營造的

己任；於「社會」的，是社會責任的主動承擔、將教育理想付諸實踐。如同方永

泉（2012）所言，各種層面的轉化彼此交織而形成教師工作的具體圖像，是教師

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實踐內容。而研究者認為，此六個轉化層面是教師增權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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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實踐層面，亦呈現脈絡性的「轉化」意義。 

    研究者不完全從批判教育學的觀點來定義轉化型知識份子，或使用 Giroux

（1988）的轉化型知識份子標準來檢核臺灣教師，而是期望能從場域脈絡中尋找

在地教師所呈顯的轉化力量與意涵。本研究發現教師的轉化分為六個層面，並非

從轉化社會結構、霸權、特定意識型態等做出發，研究中團隊教師期望帶給學生

多元的思考觀點，形成自己的意識和判斷，能主動關心與參與社會活動，成為一

位公民。此外，轉化型知識份子並非停留於學者指出的論述層面（許誌庭，2002），

而是具體的實踐，本研究的團隊教師在其所處情境脈絡中，具備轉化型知識份子

的特質、轉化的力量與行動策略。 

參、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與結構制度因素 

一、學校組織因素 

    本研究發現，影響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因素，分別是「學生學

習」、「教師習性與文化」、「校長領導」、「行政業務及行政人員的反應」。當中學

生的正向反應和成長是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 大動力來源，團隊教師從學生的回

應中，確認自己在做有意義、有價值的事，能對學生產生正向的影響和改變。這

種信念與成就感，使教師在面對組織環境或制度的不利因素時，能夠以內在動力

支持、繼續進行增權賦能實踐。此研究結果部分可以連結教師認同（teacher’s 

identity）與教育改革的研究，教師的認同、信念、承諾，影響其面對改革的態度

和做法（Day, 2002），本研究發現，增權賦能的展現植基於教師重視、認同的教

育價值，並依循其信念進行增權賦能行動。 

    在教師習性與文化部分，變革高中教師文化具有不須合作的工作特性、小道

消息的耳語流傳、講求輩份的相處模式、不突出的中庸之道四種特性，與

Hargreaves（1990）的研究約略相同，教師有教室自主、忠於同事、平凡的規範

三種特徵。然而，突破教師習性或文化的制約、進行增權賦能實踐並非不可能，

當日向團隊教師調整自己面對各種聲音的心態、確認自己想要成為怎麼樣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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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團隊，以個人信念的確立和團隊的集體力量打破校園中的潛規則，即具備增

權賦能開展的力量。 

    在校長領導部分，團隊發展歷經兩任校長，兩任校長開放的態度、分散式的

領導方式有助於校內教師增權賦能的產生，而校長給予日向團隊教師的經費及人

力支援，有助於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此外，現任校長積極推動團隊的成立、

結合教師理想申請競爭型計畫的領導作為，影響目前變革高中教師增權賦能呈現

團隊、競爭型計畫、多元課程設計的展現型態。再者，如同王麗雲、潘慧玲（2002）

所指出的校長促進教師增權賦能之策略，變革高中校長確實創造支持性的環境、

鼓勵社群發展與爭取經費、連結校外單位與資源，來支持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

但是在教育經費的有限性下，校長如何平衡校內不同教師社群的經費分配、達成

學校 適發展；在教師教學發展與行政業務之間，如何形塑行政與教師間的合作

與共識，此種細微的成員間人際互動和觀感，亦是影響教師增權賦能展現的重要

因素。 

    在行政業務上，因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展現，是超越課堂教學層級的大

型教學或推廣活動舉辦，此類活動需要行政人員的支援，但因活動並非在學校原

有的工作分配架構下進行，是非常設性的且職務、權責劃分不明確。在校內未有

良善的溝通或信賴關係的建立下，對部分行政人員而言，支援與協助團隊活動，

是原本工作之外的額外付出，超越了其原本預設的工作負荷量，因此部分行政人

員有了不愉快的反應、向團隊教師傳達不滿。在接受行政端的訊息以及校內質疑

的聲音後，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行動策略轉向小型活動。在組織業務、執掌未有

彈性的設置下，日向團隊教師的處境有些類似 Barner（1994）所提出的權、能不

對等現象，教師有能力、有意願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受限於僵化的組織結構或

制度，而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像是「籠中鷹」（caged eagles）。 

    Hargreaves（1997）指出，學校中需要信任的關係與合作的文化才能產生教

育的重建與革新，學校的願景應是學校成員共同建構的。此可以回應變革高中目

前呈顯的問題，因為變革高中的學校願景、發展方向並非由成員們共同形塑或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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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建構而成，且行政與教師間的信任、合作關係尚未建立，因此無法產生更根本

的學校轉化或改變。若盼望發揮更多、更大增權賦能的力量，需要由學校成員們

一同增權賦能，建立學校發展的共識。 

二、結構制度因素 

1.教學環境日趨複雜，競爭型計畫成為教師實踐理想的途徑 

    在入學政策及制度的轉變下，進入變革高中的學生程度落差加劇，這是團隊

教師增權賦能的新挑戰。因為教師過去習慣教導較為均質的學生，面對學生程度

落差的加大，教師有著增能的訴求。另一方面，特殊疾病的學生增多、學生輔導

問題亦增加，這皆使教師產生結合輔導支援的需求，教師面對新的教育情境問題。

黎萬紅與盧乃桂（2002）研究顯示，臺灣在新的教育改革中強調權力下放，然而

對教師的考核和監察、家長參與的介入，使教師處於更複雜的工作情境中，教師

的脆弱性與日俱增。本研究發現，教師確實處於一個新的、複雜的工作情境中，

但複雜並非來自於考核、家長，而是學生來源和問題的轉變，團隊教師並非呈現

脆弱性，而是積極尋求支援、增能與學習的主動性。 

    再者，教育政策轉向以競爭型計畫來提供補助性的經費，許添明、何宣甫

（2008）指出，學校經費的補助方式有「一般性補助」與「專案性補助」兩種，

一般性補助是用來維持學校的基本開銷，具有固定的計算公式；而專案性補助則

是要求學校以專案計畫來爭取額外的經費。其研究指出，現今教育經費呈現一般

性補助不足，卻存在許多專案性的補助。本研究亦有相同的發現，變革高中一般

性經費補助有限，教師需要透過競爭型計畫的經費挹注作為達成夢想、增權賦能

實踐的途徑，亦須同時承擔執行計畫及學校發展的責任。競爭型計畫對教師增權

賦能是一體兩面的影響。在無配套的獎勵或減課措施、尚無專職人員負責競爭型

計畫的業務時，產生了教師教學的分化、工作負擔的加重，行政人員業務亦增加。

此外，本研究與王瑞賢（1999）的研究結果不同，其研究指出學校呈現行政人員

和教師二元分立的結構關係，教師負責教學、關注與教學有關的行政事務，行政

人員負責規劃整體學校的發展。在變革高中校內，當學校將競爭型計畫作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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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 大挹注、教師專業成長的助力時，行政人員與少數教師呈現必須合作、

一同達成學校發展的新型態。 

2.結構性限制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聯 

    日向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實踐，受到入學制度、經費政策、課程結構、薪資

制度等結構性的影響，但團隊教師透過合作、信念的支持，能在結構中找到增權

賦能發揮的空間，如同陳美玉（1996）提及的，理解結構限制的同時，也看到改

變的可能性、希望與努力的方向。 

    此外，從訪談中可以得知，教育制度與政策具有矛盾性，期盼學校發展特色、

教師進行創新教學、增權賦能實踐，但又對教學進度、內容、考試方式與課程時

數有極大的掌控。固定的課程與考試進度、制式的課程結構，是團隊教師進行增

權賦能實踐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此種結構性的限制，亦減低多數教師進行超越

教室層級的增權賦能實踐或改變教學型態的動機。Sahlberg（2007）指出，芬蘭

教育具有彈性的標準、教師具高度的專業知能，教師能自行訂定課程目標、學習

內容、評估學習結果的方式，偏向一種由下而上的專業主義、增權賦能實踐，此

可以對應場域中呈顯的現象，臺灣的教育制度及課程決定具有「由上而下的權力

賦予」思維模式。 

    再者，本研究發現教師增權賦能的力量來自於教師內在意識的開展，面對組

織或制度結構的有利或不利因素，是教師增權賦能展現型式上的變化，未使團隊

教師停止增權賦能實踐。誠如顧瑜君（2002）所言，教師動力的來源是內在的能

量，外來的動力不會持久，內發的動力才有可能不停轉化、衍伸。然而本研究亦

發現，在教師增權賦能的長久「發展」上，需要制度、組織結構的調整，以及支

援情境的提供，亦必須包含學校成員、政策制定者的一同增權賦能。唯有個人內

在意識、外在環境兩者共同運作，教師增權賦能才能具體實踐且長遠發展，真正

有益於學生學習、學校與教育的變革。 

    綜合本結的討論，並連結自 1995 年來臺灣本土的教師增權賦能論述，可以

見得在臺灣教育民主化、自由化的發展下，縱然制度、組織文化中尚有結構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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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研究場域中，教師已開始具有增權賦能的支援條件與情境。當中不乏由上

而下的教育政策推動、經費資源的挹注、教師權利的賦予、權力下放；以及學校

層級的自主及自由風氣、校長具有理念的領導作為；亦有著教師個人內在教育意

識的覺醒、主體性的實踐、團隊成員相伴的集體力量。日向團隊教師是在此種新

的教育情境中，走出其增權賦能之道，且持續邁步。教師增權賦能是教師與脈絡

互動、不斷發展的歷程，需要更長時間來觀察臺灣教師增權賦能的展演，從而辨

識前行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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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茲將第四章研究發現與討論結果，於本章作歸納整理、形成結論，並根據結

論，提出相關建議與對後續研究的展望。本章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則對教

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單位、學校教師、後續研究四方面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融合教師專業主義及批判教育學對教師增權賦能的論述，以變革高中

日向教師團隊為主要研究參與者，探究教師增權賦能於教學現場的實踐，並分析

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因素。本節依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作出結論，分別從團隊

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與意涵、影響增權賦能的學校組織文化及制度因素來說明

之。 

壹、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源自於教師內在意識，外在制度及環境的轉

變是增權賦能開展的契機 

    本研究發現，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是一種主體意識的開展和實踐

行動，教師以自己的方式定義學習、教育目標、教師角色，這種對教育的想像、

教師角色的定位導引出其增權賦能的實踐型態與層面，是一種超越教室層級的增

權賦能展現，是在更多的機會、更廣的範圍，如學校、社區及社會中發揮。日向

團隊教師以個別的課堂教學、團隊的集體活動、撰寫競爭型計畫、參與研習進修

作為增權賦能的實踐途徑，不斷的自我增能。不難發現，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並

非是達成制度的要求或執行教學，而是教師對教育意義的追尋和自我成長的意願，

教育工作對教師而言具有成就感，也確認自己是在做有意義的事。外在環境的改

變或制度的要求，如權力的下放、權利的賦予、社區土地的變化、競爭型計畫的

設置、進修研習的規定，對教師而言是開展更多增權賦能實踐的契機。 

    此外，自發性的團隊成立，亦提供成員們一種集體的力量。團隊教師們具有

共同的願景，從合作中激盪創意、產生教學的火花，團隊的型態使教師增權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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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大的實踐空間、能做更多個人無法完成的事。成員間的專業交流、教學經驗

分享，以及彼此的情感支持、生涯忙碌階段的互相補位，參與團隊是一種自身力

量的培植、也擴大影響的範圍。 

貳、教師增權賦能具有在地脈絡的「轉化」意涵 

    本研究發現，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實踐具有轉化的意涵，團隊教師是依據

自己身處的學校與社區環境、學生的學習、自我對教育的定義和理想，從教學內

容、教學方法、教育目標、教師角色、社區及社會六個層面進行轉化，在「教學

內容」部分，教師不以課本做為單一價值來源，是依自身的判斷設計與選擇教學

內容、再構教學材料；於「教學方法」而言，是改變單向灌輸知識的教學法，採

用多元的引導和問答方式；於「教育目標」方面，是超越成績和升學目標的公民

培養；於「教師本身」的，是投入團隊活動、破除外在賦予的角色，對教師角色

具備自己的定義；於「社區」的，是文史保存及社區營造的己任；於「社會」的，

是社會責任的主動承擔、將教育理想付諸實踐。團隊教師具有轉化型知識份子的

特質，以及轉化的力量與策略，呈現在地的轉化意涵。 

參、教師增權賦能的發展受學校行政所影響，呈現階段性的變化 

    團隊教師的增權賦能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意識覺醒」、「團隊實踐」、「策

略性的運作」。在第一階段中，兩位團隊教師自發性地承擔社區文史保存的責任，

深入社區進行文史蒐集，亦透過前任校長的支援，獲得校內與文化局經費的挹注，

來進行社區故事的紀錄；而第二階段為團隊實踐，三位新成員加入，團隊以協同

教學和推廣活動為主要目標。然而，大型的教學活動與校外推廣等超越課堂層級

的團隊增權賦能實踐，皆需要行政端的支援與協助，對行政人員而言，團隊成員

的增權賦能展現、舉辦的活動增加了其原有的業務量，因此部分行政人員對支援

感到不滿。接收來自行政人員的反應，團隊轉向第三階段的增權賦能展現，以策

略性的小型活動為主，採減低行政人員負擔的方式進行。 

    由上述可以得知，日向團隊教師增權賦能的展現主要受到校長領導及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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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反應所影響，而呈現階段性的變化。在校長領導部分，兩任校長非集權的領

導風格、對教師權能展現的支持，皆有助於教師增權賦能的開展。其不同之處在

於校長對校內、外經費的取得及運用方式，前任校長以校內經費挹注團隊發展，

現任校長則推動教師申請競爭型計畫，以計畫的經費挹注作為教師實踐教育理想、

增權賦能的途徑，並藉此達成學校的革新。自此，團隊教師開始以競爭型計畫的

撰寫、經費的支援來進行增權賦能實踐。在行政業務與行政人員的反應上，因團

隊教師的增權賦能展現、各式活動的舉辦衝擊校內原有的職務分配方式與工作量，

再加上行政人員對團隊活動無一定的瞭解或認同，次次被動員支援團隊活動，使

部分行政人員產生不愉快的反應，經過成員們的口耳相傳，校內呈現質疑團隊作

為的聲音。團隊發展目前處於想做事，但又擔心造成行政過度負荷的難解情境中，

此種負向的人際互動關係，以及缺乏學校成員一同增權賦能、建立共識的型態，

對教師增權賦能產生負向的影響。 

肆、教師增權賦能需要更多結構制度的一同變革 

    教師是體系結構中的一環，教育制度、社會氣氛、資源、課程內容、學校行

政、同儕教師、學生，這些都是教師所面對的教育情境，教師是在這些教育情境

中思考和進行增權賦能實踐行動。本研究中，日向團隊教師能夠在結構與自主間

找到增權賦能發揮的空間，結合團隊合作、內在動力、各式資源作為實踐的力量。

但是，當中亦有著結構性的限制阻礙其增權賦能展現，像是現行的課程規劃、進

度壓力、齊一的薪資及獎懲制度、僵化的學校行政職務設置；此外，團隊教師也

處於一個新的教育情境中，如學生來源轉變、輔導需求增加、教育經費補助方式

採競爭型態等。上述的轉變與不變、依舊欠缺彈性的制度及學校結構，無法支持

教師增權賦能的長久「發展」，亦讓多數教師將增權賦能實踐視為額外的事。制

度結構、學校內外環境的支援與合作是教師增權賦能發展的重要條件，教師增權

賦能除了教師內在意識的開展和實踐行動外，亦需要更多制度結構的一同變革，

才能發揮更大的增權賦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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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發現與上述結論，茲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行政單位、學

校教師及後續研究四個面向，提出以下建議。 

壹、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為競爭型計畫製訂配套措施 

    以目前的經費補助方式而論，競爭型計畫成為學校發展的重要挹注。在執行

過程中，研究場域教師產生教學的分化、工作負擔的增加，行政業務亦加重，此

並不利於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要鼓勵教師、學校投入計畫的爭取，應該要有適

當的配套措施，如增加研究型教師的設置和規劃，酌予減課或加給；或以組織再

造方式，在實研組下設置一位專職人員，負責校內、外競爭型計畫業務的處理與

聯繫，減輕計畫產生的教學分化與行政業務負荷，以更完善的分工方式，來促進

學校的多元發展與學生的學習。 

二、給予學校更多自主的課程設計空間及時數 

    從研究中可以得知，團隊教師增權賦能實踐受限於制式的教學進度、課程時

數、課程結構、考試方式，若要進行課程內容之外的協同教學，教師必須釋出自

己的課程時間，透過補課、調課、與導師合作方式來進行，並在後續的教學中補

齊落後的進度。這種結構性的限制，一部分是多數教師不願意進行課堂教學以外

增權賦能實踐的原因。在政策制定上，應適度下放更多權力，解除師資調配問題、

研發排課模式，給予學校及教師更彈性的課程規劃與目標設置。 

三、提供多元、符合教師需求的專業成長課程 

    研究發現研習進修是教師增權賦能的重要途徑之一，其與教師增能的需求與

專業成長息息相關。但因目前舉辦的研習常流於形式意義、研習品質參差不齊，

削弱了教師參與的意願，不利教師增權賦能。教育主管機關應妥善設計研習課程，

規劃多元、多樣的專業成長課程。在專業成長課程的設計上，應減少制式或雷同

的講題與講者，從教師的需求作出發，將教師面臨的教育情境改變、教學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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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專業成長或研習課程中。 

四、精緻化教師評鑑 

    本研究發現，目前場域中的教師考績辦法或教師評鑑，皆缺乏明確的教師專

業成長策略、外部人員的參與考核，來獎校內勵願意付出的教師、給予表現尚待

改善的教師協助與輔導，此無助於教師增權賦能的開展、教學的改善。教師評鑑

必須兼顧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策略，教育單位需重新訂定評鑑的政策與制度，

如配合教師的年資、學歷、專業進修及表現等，實施證照、教師分級，或設置輔

導教師、引入外在專家諮詢等。另外，亦需協助教師由下而上的專業發展，讓教

師參與教師評鑑的制定、納入教師自我評鑑，重視教師的自主性與多樣性，能用

評鑑的結果規劃自己的專業成長目標。 

貳、對學校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建立學校成員的共同願景，將校務資訊透明化 

    本研究發現，變革高中的學校願景或發展方向並非由學校成員所共同建構，

這可以從競爭型計畫的執行、團隊活動的舉辦中見得，因學校成員缺乏一致的目

標和對推行事務的認同，因此無法給予教師增權賦能實踐真誠的支持與行政協助。

或許可以採用團隊或科目代表參與會議的方式，一同討論學校的願景、資源與經

費的分配方式。亦透過學校網頁、mail 或資訊平台的建立，將學校各式會議的內

容與決定、經費資訊等公布週知，讓學校成員能夠清楚瞭解學校目前的發展現況

與未來規劃、經費流向。 

二、營造行政人員與教師的合作信賴關係 

    因目前變革高中的教學活動、競爭型計畫的撰寫偏向教師主導、行政支援，

此種合作關係尚缺乏交流的平台和完善的溝通過程，因而導致行政人員與教師間

的緊張、衝突關係，不利彼此增權賦能。學校需要改變以行政為支援的分工模式，

以討論會議等促進教師與行政的共同合作、建立共同的目標，營造交流、認同與

關懷的合作文化與信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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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教師間的溝通與交流 

    變革高中的教師文化，具有不須合作的工作特性、小道消息的耳語流傳、講

求輩份的相處模式、不突出的中庸之道四種特性。學校應營造學習型組織的氣氛，

增加交流的機會和管道，如讀書會的實施、經驗分享活動。此外，亦可改變以科

目為單位的教師辦公室安排，轉成以擔任同年級導師或在相同班級任教的不同科

目老師於同一間辦公室，促進彼此的互動。而在同科教師的交流上，需要落實領

域研習時間的專業對話、討論教學實務。若能形塑交流、分享的教師文化，有助

於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 

四、落實校內組織的功能 

    本研究發現校內組織如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的運作，目前偏向保障與維

護教師的權利，且多半流於例行性的形式作業，較缺乏實質意義、尚未發揮促進

教師專業的功能。學校組織除了維護教師合法的權益外，應進一步思考如何發揮

組織的其他功能，例如：設定組織目標與階段工作、進行主題式的對話及研討等

等，來促進學校成員增權賦能的發展、凝聚共識與力量。 

參、對學校教師的建議 

一、增權賦能是權力、能力、責任的共同增加 

    目前校園中缺乏教師權能相輔機制的設計，部分教師具有權能不對等的展現。

教師需要瞭解，完整的增權賦能意涵應該是「權」、「能」、「責」兼具，進行自我

省思。若未能充分發展專業知能、對教育工作具有責任感，一味的增權或保障教

師權力只會適得其反，教師權利的提升也失去了意義。教師應認清權能的本質，

不只停留於權力的增進，亦積極提升專業能力、承擔責任。 

二、從個人單打獨鬥走向團隊合作 

    本研究發現，團隊合作有助於教師增權賦能，能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亦可

以提供彼此情感的支持、產生集體的力量。集結一個能夠共同討論、分享的團體

有其必要性，不但產生教學想法及創意的激盪，也發展信任、親密、關懷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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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彼此支援打氣，團隊的夥伴關係是教師增權賦能實踐的重要力量。因此，教師

需要從過往單打獨鬥的狀態，轉為團隊合作的模式。 

三、落實專業成長 

    教師可以結合自己的興趣、生涯階段重心來進行專業成長，教師應根據個人

的需求規畫階段性的成長目標，在各階段中轉換不同的進修方式、學習內容和重

點。且需要形塑自己對教學的想像或願景，喚醒自我成長的內在動力。也可以積

極參與教師協會與研討會等，連結理論與教學實務，讓自己的權能不斷提升、專

業成長。 

肆、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基於本研究時間、資源、人力等條件的限制，研究者對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

的內容提出建議如下。 

一、在研究範圍上，可以加入不同性質、階段的學校 

    本研究以臺灣北部地區一所公立高中為研究場域，然而目前高中階段各校差

異性大且尚未均質，包括學生來源、學校規模、教師組成等都有其獨特性。未來

的研究可以思考環境脈絡對教師增權賦能的影響，在地區上挑選不同縣市的學校；

在學校的性質上，選取國中小或是私立學校，皆可以獲得更多元的教師增權賦能

實踐圖像。 

二、在研究參與者上，可以增加學生、家長以及不同類型教師的意見 

    未來研究參與者的選取，可以考慮增加學生及家長，從學生和家長的角度來

思考教師增權賦能的意涵。另一方面，亦可關注不同組成或運作性質的教師團隊，

他們的組成、背景、參與動機、角色分配皆有可能影響教師增權賦能的實踐型態。

研究參與者的增加或不同類型的選取，能對教師增權賦能實踐有更多元的理解和

分析角度。 

三、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增加參與觀察、進行教室觀察 

    本研究以訪談和文件分析來追溯團隊發展歷程，並以訪談做為 主要的資料



198 

蒐集來源。研究者參與團隊討論、推廣活動等的次數較少，且未進行教師課堂教

學觀察。因此，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考慮增加參與觀察法的使用，來獲得更豐

富的資料。 

四、在研究內容上，可以關注教師在學校事務的參與及決策程度、權力關係 

    本研究聚焦於教師個人教學及團隊活動上的增權賦能展現，未深入探究教師

參與學校事務的增權賦能展現。未來的研究面向，可以將研究焦點置於教師如何

參與學校事務和決策程度等，探討學校各類委員會的決策過程、由誰參與，以及

當中的權力關係，從而指出教師參與學校決策的現行模式、可以修改之處，或是

建立理想的教師參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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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1994 年至 2011 年臺灣教育改革事紀 

時間 教改事紀 政策及訴求重點 

1994.02 將「師範教育法」修正名稱為「師資

培育法」並公布全文 

1.師資培育多元化。 

2.公費自費並行。 

3.加強教育實習。 

4.強調師資證照制度。 

5.加強在職進修。 

1994.04 四一○民間教改大遊行 1.落實小班小校。 

2.廣設高中大學。 

3.推動教育現代化。 

4.制定教育基本法。 

1994.09 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修訂教育法令與檢討教育行政體制

2.改革中小學教育。 

3.普及幼兒教育與發展身心障礙教

育。 

4.促進技職教育的多元化與精緻化。

5.改革高等教育。 

6.實施多元入學方案。 

7.推動民間興學。 

8.建立終身學習社會。 

1995.08 「教師法」公布實施 1.明訂教師聘任辦法。 

2.說明教師權利與義務。 

3.鼓勵教師進修與研究。 

4.將教師組織分為三級。 

1996.12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1.教育鬆綁。 

2.帶好每位學生。 

3.暢通升學管道。 

4.提昇教育品質。 

5.建立終身學習社會。 

1997.04 成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發展

專案小組」 

將課程修訂分為6個階段進行

（1997.04-1998.04） 

1997.07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教

育改革總體計畫綱要」 

提出三十項教改計畫 

1998.05 教育部制訂「教育改革行動方案」 1.健全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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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改事紀 政策及訴求重點 

2.普及幼稚教育。 

3.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 

4.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化與精緻化。 

5.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 

6.推動終身教育及資訊網路教育。 

7.推動家庭教育。 

8.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9.強化原住民學生教育。 

10.暢通升學管道。 

11.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 

12.充實教育經費與加強教育研究。 

1998.09 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

課程總綱綱要」 

1.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 

2.學習領域取代分科教學。 

3.學習節數取代固定節數。 

4.英語教學的實施。 

5.發展學校本課程。 

1999.02 成立「全國教師會」 以增進全國教師之專業知能、提昇教

育品質、改善教育環境、保障教師之

生活及加強國際教師組織連繫為宗

旨。 

1999.02 「國民教育法」修正公布 1.教科書審定及選用。 

2.校長遴聘辦法。 

3.校務會議法制化。 

1999.06 「教育基本法」公布實施 1.人民為教育主體。 

2.提示教育實施原則。 

3.保障教育經費來源。 

4.規範中央及地方教育權責。 

5.鼓勵私人興學。 

6.強調教師專業自主及學生學習權。

2000.12 「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公布實施 確保教育經費的穩定性 

2001.08 九年一貫課程正式實施 1.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2.發展「課程綱要」，課程鬆綁。 

3.擬訂基本能力，發展學力指標。 

4.強調課程統整、協同教學。 

5.增加彈性、自主，發展學校特色。

6.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2001 高中職及技專院校實施多元入學方案 四技二專與二技聯考由統一入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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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改事紀 政策及訴求重點 

與「考招分離」 驗取代，全面實施考招分離多元入學

方案。 

2001 國中實施基本學力測驗 廢除聯考制度 

2002.06 「終身學習法」公布實施 提倡終身學習 

2002.09 928 教師大遊行 1.還我納稅權、悲憤被抹黑。 

2.脫離工具化、實踐我尊嚴。 

3.團結組工會、勞資要協商。 

2002 大學實施「多元入學方案」 將入學方案分為兩大類，1.甄選入學

制：包含推薦甄選與申請入學；2.考

試分發入學制度。 

2004.06 「性別平等教育法」公布實施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建立性別

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2004.07 辦理大學校務評鑑 委由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理，總

共完成76所大學校院評鑑。 

2004.08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總綱」

頒布 

1.普通高中課程設計應與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銜接。 

2.普通高中教育功能之一在為大學教

育奠定基礎，課程設計除重視學生生

涯發展外，並應注意銜接大學基礎教

育課程。 

3.學校應開設選修科目，以因應學生

的個別差異與發展。學校每學期開設

選修科目之學分數，以各學期規定選

修學分數的一點五倍為原則，以供學

生選讀。 

2005.05 成立「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1.保障學生學習權益，提升以學生為

主體的優質教育。 

2.增進家長教育權及家長參與教育權

之知能發展。 

3. 推展親師合作及愛的教育。 

2006 教育部公布「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計畫」並於 95 學年度起實施 

1.因應教師法修正，教師評鑑將納入

正式條文中並全面實施，先以試辦方

式鼓勵學校教師參加。 

2.需經各校校務會議通過才得以提出

試辦計畫，且須由教師自願參加。 

2007.10 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 1.實施延後分流。  

2.實施課程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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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改事紀 政策及訴求重點 

3.橫向統整落實學生主體。  

4.減少必修科目總學分數。  

5.減少必修學分數者於選修科目予以

保障。  

6.強化學校專業自主，激勵非升學類

科教師表現。  

7.強化選修激勵學校發展特色，紮根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8.強化選修配套機制。 

2011.05 成立「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以團結全國教師暨其他教育人員，維

護學生受教權益，保障教育勞動者權

益、改善教育環境、提昇教育品質及

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為宗旨。 

2011.09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公

布並於民國 103 年起實施 

1.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

素養。 

2.強化國民基本能力，以厚植國家經

濟競爭力。 

3.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以實現社會公

平與正義。 

4.充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均衡區域

與城鄉教育發展。 

5.落實中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輔導，

引導多元適性升學或就業。 

6.有效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引導國中

正常教學與五育均衡發展。 

7.強化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機制，

以確保國中學生基本素質。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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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訪談大綱 1 

教師訪談大綱 1 

一、研究參與者與學校基本資料 

1.教師的學歷、經歷、於本校任教的年資 

2.現任職務、是否擔任過行政人員、參與教師組織（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 

3.學校文化與特色、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二、訪談題綱 

（一）教育、教學及教師角色 

1.您從事教育工作的動機為何？ 

2.您對於高中學校教育的想法是什麼？目前的教育工作環境如何？ 

3.您對自己教師身分的期許是什麼？ 

 

（二）教育改革、社會脈絡 

1.您認為社會大眾、教育當局對於教師的期待為何？ 

2.教育改革及社會風氣下，對您的角色、責任、權力及能力的影響為何？ 

 

（三）學校結構及組織 

1.校長、行政人員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為何？學生、家長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為

何？您如何與他們互動？多元參與對您的影響是？ 

2.對於學校組織（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的想法？實際運作的成效為何？您

參與與否的考量是？ 

 

（四）教師教學團隊 

1.教師團隊成立的原因？運作的方式？ 

2.參與教師團隊對您的影響？實際的助力或限制為何？ 

3.您如何看待目前教學團隊的運作？ 

4.教學團隊實施的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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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師訪談大綱 2 

教師訪談大綱 2 

（一）教育環境的轉變 

1.推動競爭型計畫對學校、教師產生的影響為何？ 

2.大學教授研究案進入校園，對學校及教師產生的改變是什麼？ 

 

（二）學校組織 

1.任教以來，對歷屆校長領導所形塑的學校氛圍感受為何？如何看待此任校長的

領導方式、事項的推動？ 

2.各科教學研究會的運作方式？成效如何？ 

3.學校中各科教師團隊的成立契機及運作方式為何？  

4.對於研習時數、授課鐘點、績效責任等結構制度的想法？期待的改變為何？ 

5.教師在學校中，擁有的實質權力為何？（如何參與、共享、做決策）校長擁有

的權力為何？ 

 

（三）教師增權賦能 

1.您如何看待教師工作、角色的特質？與社會的聯結為何？ 

2.教學中著重的部分為何？ 

3.影響您教學設計的主要因素及考量為何？ 

4.個人及團隊的增權、增能方式？  

5.教學團隊、個人參與哪些研究案及計畫？投入研究案或撰寫計畫的原因為何？

參與後造成的改變為何？ 

6.日向團隊課程如何成為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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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校長訪談大綱 

校長訪談大綱 

一、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1.學歷、經歷、於本校的年資 

2.學校文化與特色、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二、訪談題綱 

（一）學校教育 

1.您對於高中教育的想法是什麼？應該達成什麼目標？  

2.校長領導的方式及理念為何？您認為學校中行政的角色為何？教師的角色為

何？家長的角色為何？互動關係是？ 

 

（二）教育走向 

1.高中教育經費的轉變是？何以轉向實行補助型或競爭型計畫？ 

2.校長您如何因應這樣的教育走向？就您的觀察，實施競爭型計畫的效果如何?

老師、行政的反應各是什麼？ 

3.教師專業發展、增能與「行政業務」的關聯？ 

4.學校如何因應教育改革（課綱的改變、十二年國教、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推行？ 

 

（三）學校環境與組織 

1.您認為目前的學校工作環境如何？（結構制度、經費）資源的取得方式？（社

區、企業、撰寫計畫、合作夥伴？） 

2. 對於學校組織（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家長會）的想法？ 

 

（四）教師增權賦能 

1.您對教師角色的想法？ 

2.您對校長角色的想法？與教師增權賦能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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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行政人員訪談大綱 

行政人員訪談大綱 

一、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1.學歷、經歷、於本校的年資 

2.學校文化與特色 

3.是否參與教師組織（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 

 

二、訪談題綱 

（一）學校教育 

1.您對於高中教育的想法是什麼？ 

2.您認為目前的學校工作環境如何？學校資源的取得方式是什麼？ 

3.對於學校組織（教師會、教評會、課發會、家長會）的想法？實際運作的成效

為何？ 

4.任教以來，對歷屆校長領導所形塑的學校氛圍感受為何？如何看待此任校長的

領導方式、推動的事項？ 

 

（二）教育走向 

1.高中教育經費的轉變為何？實行補助型或競爭型計畫型的影響？ 

2.就您的觀察，學校中實施競爭型計畫的效果如何？校長、老師、行政的反應各

是什麼？ 

3.教師專業發展、增能與「行政業務」的關聯？ 

4.學校如何因應教育改革（課綱的改變、十二年國教、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推行？  

 

（三）教師增權賦能 

1.您對教師角色的想法？ 

2.您對行政角色的想法？與教師增權賦能間的關係是？ 

3.您對於教師「權力」與「能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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