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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支點：一所高中特色課程發展中教師領導之探究 

 

摘要 

 

    面臨十二年國教的改革浪潮之下，台灣的各級學校都需要做出適度的改變來

因應這些挑戰。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如何藉由特色課程發散教師領導影響力來觸

發學校組織成員的改變，系統思考作為課程內容之外，亦是提供學校另一種思考

取徑，以適應世界局勢的變遷並創造高競爭優勢的策略。本研究採個案研究試圖

描繪教師領導發揮作用的過程，並輔以訪談、參與觀察及文件分析，以期能夠詳

細記錄下教師服務領導發散影響力之過程。 

    根據個案研究的分析與發現，歸結出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壹、教學年資與專業領導賦予教師領導之正當性 

貳、教師領導需內部條件支持 

參、分享促進頻繁地交流與情感凝聚的支持 

肆、教師領導在特色課程影響力觸發教室內外的改變 

伍、特色課程中教師領導影響力發散尚待解決人員面、結構面、技術面的障礙與

挑戰 

 

關鍵字：教師領導、特色課程、系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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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lcrum of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n Teacher Leadership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 school featured curriculum 

 

 

Abstract 

 

Taiwanese schools are facing a changing education landscape. The education 

extend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from nine years to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pose 

challenges to schools in Taiwan.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how the teachers in this 

study demonstrate leadership during development of featured curriculum. Systems 

thinking not only part of featured curriculum, but also provides school another path to 

adapt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to create high competitive strategies. This study 

applies case study as a research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how teacher 

leadership works in real-world sett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uld offer a better 

explanation to how teacher leadership functions with the focus on effectiveness 

divergent through curriculum in senior high school. Date is from semi-structure 

interview,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major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legitimacy of teacher leadership comes from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2. Teacher leaders need school support to exert influence. 

3. Through sharing sessions, teacher leaders trigger frequent interaction and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4. Teacher Leadership trigger chang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5. The challenges of teacher leadership include structure, technical, and personal aspects 

of difficulties. 

. 

Keywords: Teacher Leadership, featured curriculum, System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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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以「一所高中特色課程發展中教師領導之探究」為題，進行探究。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前言，說明本研究進行的起點與契機；第二節敘明

研究背景與動機，俾供瞭解教師領導與稻禾高中特色課程發展的脈絡；第三節

則基於研究動機發展研究目的及擬定研究問題；最後為本研究重要之名詞釋義。 

第一節 前言－故事的開始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年國教）為近年最受矚目的教育改革，將

現有九年義務教育年限延長至十二年，後三年採非強迫自願就學，自 2014 年（民

國 103 年）正式實施。延長三年國民教育，無疑是臺灣中等教育改造的大工程，

面對積習已久的高中職入學考試引導國中教學問題尋求解決之道，涉及層面含

括國高中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評量、高中職入學方式。 

    不論是報章媒體、十二年國教說明會或是雙北地區教育局市民服務熱線，

都可見到國中生家長與教師仍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入學制度，以及會考與基測在

準備上的差異，少聚焦於十二年國教核心理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

才、多元進路、以及優質銜接，引領教學正常化、學生五育均衡，臺北市教育

局認知到入學制度固然重要，但為裝備學生二十一世紀所需核心能力，需將更

大的力度放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並期待學校能在「課程發展」上有

所突破，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丁亞雯，2012）。 

    臺北市據此發展校長專業領導、教學知能的精進以及資源整合三大策略， 

在校長專業領導方面，透過增能工作坊，如高中特色課程工作坊、校長觀課暨

教師走察工作坊，讓校長得以由傳統行政領導的角色增進對課程與教學領導的

理解，進而帶領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同

時，在教師教學方面，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為導向」。前者鼓勵教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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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強調學生的主體性、帶領學生進行思考、對教材的活用以及引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後者則強調教學設計須考量「學生在這個課程可以獲得的知識、能力，

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果能以何種方式進行檢視」，有別於將過去以教師為中心的課

堂轉為讓學生從課堂旁觀者成為參與者（丁亞雯，2012）。為使十二年國教課程

發展與教師教學得以順利推行，資源的整合與挹注，除了開設增能工作坊外，

尚有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補助方案」及臺北市教育局主持「課程與教學領先計

畫」之競爭型計畫，鼓勵高中發展校本特色課程，其政策內涵與特色課程相關

如下： 

一、教育部優質化補助方案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咸信各地區學生資質天賦皆呈常態分布狀況，若能依學

生住所就近創造優質學習環境，必能使學生在地發展茁壯；但是在升學競爭的

不當壓力下，國人傳統對於少數高中的追求依然炙烈，究其原因，實為各地讓

社會大眾信賴的高中數量不足之故。因此，優質化以各區域高中應普遍優質多

元發展為前提，投入資源、建立機制，以促發各高中團隊持續精進能量，為我

國創造更多優質學校，使所有具備潛力的學生皆能欣然就近入學，進而穩健推

動十二年國民教育（高中優質化總召學校資訊網，2012）。 

    95 年優質化試辦一年後，自 96 學年度起共分 3 個期程辦理，1 個期程為 3

年，3 個期程各有該期程的主要任務目標。第一期程目標為基礎發展，其概念是

在補足各校的軟硬體設備，強健學校基本體質，用以培養未來改革創新的能量。

因此，該期程重視各校基礎硬體與軟體的加強，除了子計畫所欲發展的課程、

教師社群外，許多經費是用在設備的採購上，如：圖書採購、電腦設備更新等；

第二期程的目標重點為焦點創新，根據第一期程的基礎來進行學校的創新活

動，凝聚校內共識，讓校本特色、課程發展方向更加聚焦，各校總結第一期程

辦理三年來的經驗，選定各校要聚焦的方向，擬定相關的計畫與課程。換言之，

第二期程強調經營學校重點項目，提出子計畫作為其焦點創新計劃的執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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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利用第一期程所建立的基礎，發展各校所欲推行的重點項目；第三期程重

點為特色領航，配合十二年國教，重點為開發各校的特色課程，帶動區域高中

教育品質之提升，各校可結合其歷史文化、地理位置等相關優勢，來發展其以

校為本的特色課程。第二期程子計畫尚可包含補救教學、獎學金等與子計畫無

關的子計畫項目，但第三期程的規劃則必須完全以特色課程為主。換句話說，

無論是在計畫書的撰寫，或者經費補助上的差異，都可以發現優質化計畫範圍

越發限縮的現象。 

    此外，優質化計畫原先的辦理原則中有：「審定符合區位考量且具有發展潛

力之學校，藉由適切之措施引導其全面優質化。」意即選定的學校不包含任何

已具備優質化特徵的學校，因此明星高中不能參與優質化計畫。然而從第三期

程開始，明星高中經過審核後，可以直接跳過第一、二期程，直接加入第三期

程的計畫。並且在預算編列上，由於直接跳過前面的階段，相較於其他執行滿

六年的學校執行第三期程拿到的經費為 500 萬，直接加入第三期程的明星高中

可拿到的經費為 1000 萬（教育部，2012）。由上述內容可知，明星高中也需特

色課程的發展，而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重點在促進各高中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與教學乃是一大重點。 

二、臺北市 102 年度至 106 年度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為因應十二年國教推動與培養臺北市學生六大核心能力（品格力、知識力、

閱讀力、思考力、創造力與移動力）的需要，臺北市教育局擬訂臺北市高中職

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以促發高中職課程的發展。該計畫的目標有三：促發高

中職團隊精進能量，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效能、激勵高中職課程與教學之研發，

營造探究的學習環境以及深化學生多元學習和適性發展，穩健推動 12 年國民基

本教育。 

    計畫內容中敘及「發展全校性校本課程（必修或必選）；校長實踐課程與教

學領導，並能實施走察及觀課，積極帶領學校發展為學習社群；教學研究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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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社群活絡專業研討，促進學生學習以及學校持續精進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

教與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2）。領先計畫使用校本課程而非使用特色

課程，來鼓勵高中端能形成團隊，創新教學，進而帶動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適

性多元的學習。  

    筆者於上學期選修教育行政新興議題，該課程曾邀請臺北市中正高中簡菲

莉校長至課堂分享中正高中如何在課程與教學上進行創新與調整，也於 103 年

度下學期參與數次臺北市中正高中「送課程到國中」增能研習計畫，該校物理

教師陳華傑於重慶國中提及中正高中學生統計資料也顯示在近年來學生傾向於

一、三類組，二類組的學生人數有減少趨勢，可以預見的是二類組的弱化，甚

至是類組消失的可能，這對課程與教學的發展都將成為極大的困境。基於此，

中正高中自三年前開始的改變並發展策略：學生學習再定義、教師教學再定位、

學校課程再定向、校園文化再創新等來因應十二年國教帶來的契機與挑戰。 除

了中正高中，全國還有許多動能良好的高中也透過特色課程的發展逐漸進行改

變，筆者的研究場域－稻禾高中亦是（稻禾高中發展特色課程之脈絡詳見第三

章－個案教師所在學校背景描寫）。 

     初次見到千頌伊（化名）老師是在師大，回憶起那天，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在遇見她本人前，就曾聽聞老師在校內以全英文教授高中生系統思考、設計思

考及批判思考課程，不論在臺北市或是台灣，這樣的特色課程並不多見。我向

老師提出觀課的請求，即使這樣的舉動似乎有點唐突，出乎意料的，千頌伊老

師大方地為我打開教室的大門並歡迎我的加入。這一連串的故事與我的高中經

驗大相逕庭，對高中生活鮮明的記憶更偏向 Tyack 與 Cuban（1995: 85）所述的：

「以教師掌控的機械世界，封閉且學生依循著如同固有的文法般的學校規則周

而復始運作著」，高中學習三年教科書中零碎的知識、從成績到整潔、秩序間的

競爭。然而，習慣競爭的感覺與競爭力並不是同一件事；而批判思考則是在進

入大學後從理論與實務中才逐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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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觀課前，我很感謝千頌伊老師提前一小時和我見面，讓我有機會了解課

程背景及規畫，一同教授這門課的沈家宜老師首先為我解說上週內容，期間路

過的老師也駐足看看我們在做什麼，接著我就發現他們也一同出現在課堂上。 

    我急切的想知道這種帶給我全新感受的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從這個過程

中，千頌伊老師又獲得了什麼？ 

    千頌伊老師笑著說：「我希望我們的學生能夠兼備國際視野及人文關懷。當

他們上完課程，他們會曉得如何去『解讀這個世界』，具有批判能力，能夠過濾

資訊，不再那麼人云亦云。課程規劃以分組方式進行，希望他們能夠合作、經

由討論、互助，產生集體智慧。帶給我很大的震撼是新加坡參訪的經驗，我體

認到，我想帶給學生的英文不只是溝通語言，更是獲取知識的語言。我希望他

們能夠站在比較高的層次去跟其他人競爭。」 

    現代化與全球化使得人與人之間互動網絡也更加頻繁與緊密，因此，人們

在所處的社會中會面臨許多競合的關係，而個人也需要更廣泛的能力，才足以

應付現實生活中的複雜問題。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Power 是一個很隱晦的字，Morgenthau（1950）做出四種解釋：個人或是國

家追求的目標（power as a goal）、影響力的度量（measurement of influences）、

政治鬥爭下的結果（results）、一種宰制（domination），其意涵接近目前國際上

更常使用的「競爭力」一詞。隨著我們對競爭力的了解隨著世界從「地域國家」

（territorial state）發展到「貿易國家」（trading state），而後到虛擬國家（virtual 

state），至今仍在變化，可以確定的是，到了虛擬國家階段，資訊和許多生產的

因素都是流動的（Pastor, 2000）。Blackmore（2014）也對 power 一詞提出相似

的觀點，她認為現今的全球化競爭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一個虛構的世界以

及一種歷史和物質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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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想到國家競爭力時，可能第一個映入腦海的是「硬」（hard）的角度，

像是軍事、人口、經濟（例如：國民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貿

易、疆界和天然資源，這些變數的長處是可以被測量，且被全球視為具有勢力

的指標；與之相對的則是「軟實力」（soft power），軟實力指涉一國以其制度上

的、文化上的、政策上的優越性或道德性，展現其吸引力（Nye, 2004）。教育也

被視為軟實力的一種表現（Sahlberg, 2013）。不過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民族主義

與時俱增的高漲以及國際間的各種規範，使得發揮硬實力的成本越來越大，相

較之下，軟實力日益重要，成為進一步塑造、強化了國家強權形象一種途徑。 

在今日，芬蘭在經濟、教育項目都在國際舞台有著令人炫目的表現，地理

位置十足邊陲、沒有大量天然資源，加上遭遇蘇聯解體、芬蘭銀行體系經濟危

機所引發的嚴峻經濟衰退以及歐盟的整合等國際形勢的轉變，依靠著知識的累

積與發展重新讓國家復興，直至今日，芬蘭在知識經濟發展上有著出眾絕倫的

表現（在 2013 年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全球排名第三）

（Sahlberg, 2013）。 

在全球教育發展運動中，許多教育系統紛紛將注意力從標準化知識內容紛

紛轉往彈性、冒險、創意及處理問題的特質，採取合作式學習以及應用社群網

絡與溝通科技（Sahlberg, 2013: 227）。在亞洲，中國幾座大城市如上海、香港推

行「以校為基礎的教育綱要」成為首要教育目標。2001 年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

布了《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文件中指出學校除可開設傳統的獨立學科外，

更可用單元、跨學科、專題設計或開設新綜合學科等不同方式整合學習內容，

編訂校本課程。在上海也有《普通中小學課程理念》賦予學校課程自主權，重

視校長、教師課程意識的培養，並鼓勵教師成為課程建設的參與者（上海市教

育委員會主辦，2003）；新加坡則採取了「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教育政

策（Hairon & Dimmock, 2012），讓創意與創新擁有更多發揮空間。在台灣，自

教育部（2008）「補助國中小活化空間利用暨發展特色學校計畫」、教育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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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暨發展特學校計畫」、高中職優質化、

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等，都曾敘及有關「特色課程」一詞，且在 101 學年度

全國高中校長會議，教育部陳益興次長認為：「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須具有平

等、正義、特色、適性四個向度的教育視野」（謝念慈，2013）。由上述可知，

全世界教育當局都希望採取更具動態的教育綱要，導入更聰明的責任制並強化

教育領導，依此創造具生產力的學習來迎接知識經濟的需求。 

與課程有著最直接相關的莫過於教師，1980 年代，出現中央集權管控的鬆

綁，學校本位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成為第一波教育改革浪潮，自此

開啟教師在學校文化改革越來越舉足輕重的角色（吳迅榮，2009）。許多學者都

曾提出教師領導的發揮能帶動學生學習及提升其效能（Crowther, Ferguson & 

Hann, 2009; Harris & Muijs, 2005），而 Lingard et al.（2003）書中揭示教師被界

定為推動學校組織再造以及學生學習的領航者。因此，可得知教師影響力的發

揮與被賦予的責任，不再限於課堂教學的範疇。Ng (2006) 也提到教師領導大都

透過卓越課堂教學或管理職能而被學校管理階層、同儕及社會所認同。由此可

知，學校效能和學生學習成效上的良窳與教師領導的角色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在台灣，教育改革同樣兼受外部環境與內部期待的影響，台灣也加入各國

在教改紛紛對從工業時代遺留下來的包袱，訴求制度標準化、一致化與不斷重

複訓練的管理主義進行檢討與反思以因應學校組織與外在環境的快速變化。在

國內，社會解嚴後的民主化過程也體現在教育之中。1994 年由民間發起的四一

○教改運動，訴求「結構的改變與自主精神」，由下而上滲透，重突破升學主義、

管理主義的桎梏（黃武雄，2003）。自此，教師會獲得法源依據、教師自主權升

高，觸及教師更加積極參與校務，進而改變了學校領導校長傳統權威的氛圍，

使之不得不重新審視其他新的做法，以回應教師、家長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現行有關於教師領導的實證性研究大多著墨教室層級，以教師個體在班級

中的領導風格、態度、技巧等變項作為研究主題，關注「教」與「學」，卻未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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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教師教室外的影響力發揮（陳佩英，2009）。然，據上述提及近年來各項教

育計畫及政策的觀察，教師領導有逐漸受到重視之趨勢，惟其理論、程序仍具

有高度模糊性。簡言之，教師領導仍為一未經充分探索之研究領域。 

Fullen 曾進一步探究實踐中的變革之確實意義為何？可能會發生在教師、

學校、學區許多層級之中，但他以教室或教師作為範例，因為此層級與教學及

學習最為接近，即使將分析聚焦在教室創新的最簡單層級，教育的變革仍不是

一個單一的實體（a single entity），創新是多面向的，且至少會有三個構成要素：

使用新的或修正的教材之可能性（課程教材或技術等教學資源）、使用新的教學

方法之可能性（意即新的教學策略或活動）、信念改變的可能性（例如教育學的

假定，以及新政策或方案背後所包含的理論）（林曜聖、簡宏江、李永烈譯，2010）。 

   綜上述所言，可得知教育與國家競爭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教師所引

領的改變則為教育改革的起始，學校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依據為塑造未來生

活的民眾而設計的。今日教育工作者傳授的技術、知性、態度和品質，在將來

都是創造力、競合力的主要來源，不只是針對學校內的學習，還是針對更長遠

的學習文化發揮影響（Senge, 2002）。希冀透過教師領導在特色課程中的具體實

踐探究教師作為領導者的定位、與他人互動模式以及所處情境，以期提供我國

作為教師領導實證研究與規劃高中特色課程之參考，從而引發真正地由下而上

的改變。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探究教師作為領導者的定位、與他人互動模式以及所處情境。 

 二、了解教師領導在特色課程發展與執行中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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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據結果分析，作為教師領導實證研究之參考。 

 

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進一步探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教師領導影響力的來源為何？ 

 二、教師領導影響力發散的支持條件為何？ 

 三、教師領導如何運用在特色課程的發展與執行？ 

 四、在特色課程中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揮程度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節將本研究中「教師領導」、「系統思考」及「特色課程」等構念的意義具

體界定之，以利本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發現之說明與瞭解。 

 

壹、教師領導 

    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為分佈式領導中的其中一範疇，係指教師參與

並分享學校的領導影響力，跨越傳統上只侷限於教室教學的角色，將學校領導重

心從校長一人轉移至眾多教師身上的領導方式。本研究將教師領導定義為教師具

備熱忱與專業知識，善用溝通與領導技巧，不論在教室內、外，角色受到認同且

能夠影響他人，進而帶動教育實務的進步。 

 

貳、系統思考 

  本研究定義「系統思考」是一種思考曲徑－觀察事件環狀因果關係的思考過

程，擴大思考範圍，促進瞭解事件、行為模式、系統以及心智模式四種層次之間

相互關係的思考方式；亦即在面對複雜問題或事件時，應對問題或事件作整體考

量，而非針對片段的個別事件，從而看見問題背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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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色課程 

    在教育名詞中，學校特色、學校本位等時常與特色課程交互使用，易造成概

念上的混淆。遍尋相關計畫書與文獻，幾乎未發現清楚定義區辨「特色課程」、「校

本課程」以及「校本特色課程」之區別，細究政策計畫書，學校特色指涉學校教

育某方面形成特色，為局部特色，並未擴及學校工作的各個方面。至於特色課程

與學校特色關係而言，是以學校特色為基礎，發展特色課程，以提升學校效能及

教育品質，是以特色課程可視為學校特色發展下之產物（引自徐新雅，2013）。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臺北市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因應十二年國教就近入學、

適性發展等目標，皆在高中課程上進行改變，惟優質化補助方案使用「學校特色」、

「特色課程」，領先計畫則以「發展全校性校本課程」作為推動概念， 但兩者在

政策推動目標上並無區別，皆具有學校以創新思維，考量學校歷史脈絡、內外部

優勢條件、願景目標及社會需求，以學生為主體，突顯學校的差異以及辦學特色，

為全體學生所規劃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之課程內容或實施方式的特點。本研究定

義文中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為凝聚學校願景與教師共識，在學校特有的

特色下，規劃有別於它校的課程，且課程具有整體性、延續性，反應社會正義以

及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特點，為行文之方便，以下敘及僅以特色課程作為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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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教師領導的發展、意涵與相關研究 

學校領導者的工作，不應和一名官僚組織者的職務畫上等號。領導可以出自組織

中任何職位（楊振富譯，2002）。 

 

壹、教師領導的發展脈絡 

過去學校領導研究焦點多著重在校長領導，對教師領導少有著墨，因此許多

學者仍將其視為學校領導新興議題的範疇。事實上，教師領導可追溯至一百年前

Dewey 提出民主學校的主張，這願景揭示教師和學生彼此是夥伴關係（賴志峰，

2009）。 

1980 年代全球教育改革運動（Global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GERM）

迎來了教育競爭與責任制度，公部門服務開始消除強烈中央管制色彩，在這波教

育改革浪潮中，學校和教師除開始爭取學生與資源，同時也為教育結果負起責任，

換言之，此時教育服務取決於表現，產生結果導向的教育改革（Sahlberg, 2013）。 

結果導向的教育改革概念首先於英美國家興起，1990 年代奉行對外效能

（interface school effectiveness），為回應社會公眾對教育改革的要求、營造公共關

係及建立自主管理機制，教師在此階段經歷自主專業期（autonomous professional 

age）與夥伴專業期（collegial professional age）（陳佩英，2009）。此時期的教育改

革方向，一方面讓人關注教育結果，指學生及學校成績表現；另一方面也接受唯

有校方、教師設立明確且高表現標準，才能夠將教育品質提升至應有水準，此時

教師兼被賦予、要求具備專業自主能力能應用於教學。夥伴關係則是與其他教師

合作共同研發、分享教學實務，以回應專業成長與教育改革之要求。 

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學術資本主義，所有的因素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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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策略，先進國家的勞動力市場轉變，專事生產的勞動人

口驟減，知識經濟產業的跳躍性成長加大經濟上的鴻溝。各國深知教育同時兼有

益於公共和私人利益，以及喚起國家公民意識和凝聚內在價值之效，教育代表的

「軟實力」已成為今日面對國際競爭重要的籌碼（Blackmore, 2014）。 

學校教育的未來被期望更創新的思考方式，即在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

力。在此趨勢下，教師被鼓勵進行專業學習和在課程與教學上進行實驗性的改變，

希望首先改變教師的做法進而改變學生的學習，同時，也被交付推動學校組織再

造的領航者責任（Lingard, B.；Hayes, D.；Miles, M.＆Christie, P., 2003；Blackmore, 

2014）。 

     教師領導理論雖源自於西方， 但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國家，教師領

導的觀念早已深植在亞洲思維之中。新加坡、香港與我國同為以華人為主體的社

會以及都曾名列於亞洲四小龍中，擁有相似的經濟發展背景，根據 2014－2015 世

界經濟論壇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顯示，新加坡、香港分別在

全球競爭力排名中獲得第二名與第七名，台灣則排在第十四名，從國際指標評比

可得知新加坡、香港現今的競爭力明顯優於我國（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

究與資訊中心，2014），Day 總結過去 20 年的觀察提出，世界各國政府無不積

極干預學校生活，以改善學校系統，從而希望提升效能，改善在世界經濟發展的

排名（引自彭新強、蔡愛玲，2012：18）。 

    新加坡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自 1965 年脫離英國獨立

後，以驚人成長的速度從第三世界國家晉升至已開發國家之列，深知國土面積有

限且缺乏天然資源，唯有人力資源才是國家立足世界的唯一辦法。強調教育是新

加坡國家發展的核心且新加坡的教育奠定於三個重心：教師招募與培訓、發展優

秀的學校領導人才、適才適所的安排。進一步地說，有優秀的教師才能有優秀的

教育（林子斌，2011），而這一切奠基於 1997 年的（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TSLN「思考型的學校，學習型的國家」）政策，從課程的開發與創新、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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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學自主權以及提高教師能力三方面希冀能達到更廣泛的學習效果，直至今日

學生學習表現在國際評比更獲得卓越的表現（2012 年 PISA 閱讀項目獲得第四名；

數學項目獲得第二名；科學項目獲得第三名；問題解決項目則與韓國並列第一）

（OECD,2012；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2014）。而 TIMSS 也於 2011 年四年級

數學取得全球排名第一、八年級數學全球排名第二的成績（TIMSS, 2011）。 

    再者，2012 年 5 月新加坡教育部長王瑞杰（Heng Swee Keat）於第六屆教師

研討會議指出 21 世紀教師專業持續成長有其急迫性，基於此新加坡遂推動教師專

業成長模式（Teacher Growth Model），旨在鼓勵教師學習不間斷，成為以學生為中

心的專業人士。其中教師專業成長模式也具體描繪出 21 世紀新加坡教師的圖像，

涵蓋以下五項指標：（一）品德優良的教育家：能自我掌握，具備教師應有的道德

操守；（二）能力勝任的專業人士：具備相當程度之專業素養，能因應不同學生之

需要，因材施教，學生能全人學習；（三）通力合作的學習者：能與同儕及專家學

者協力合作，達成專業學習之共同目標；（四）變革型的領導者：能激勵同儕，革

新教學，對學生學習及成長有相當的助益；（五）社區的建構者：熟悉地方與全球

的議題，與家長及社區人士合作，創造出具包容性及教育意義的環境（國家教育

研究院，無日期）。由此可知，教師的教學品質提升除了具備相當程度的專業素養

外，成為具有通力合作的學習者、變革型的領導者也是發展的主軸之一。 

    同樣於 PISA、TIMSS 國際評比取得前五名的香港，在 2000 年後改變以往教

育局「無所不管」的模式，改採「民主治校」的哲學，在學校行政手冊《何謂校

本管理》中的第（3）項便指出，「校本管理設有機制，讓所有與學校教育事務有

關的主要夥伴共同參與與決策」（引自彭新強、蔡愛玲，2012：24），強調各層面

參與的校本管理，使得學校領導層，特別是校長必須回應這種範式的轉變的教育

思維去更新領導才能，同時掌握教學領導（Instruction leadership）、課程領導

（Curriculum leadership）、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等，才能帶領學校持續

發展（吳迅榮，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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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指出，學校下放更多權責做出決策已成國際趨勢(OECD, 2004)，這也回應

了前述自西方國家到亞洲國家均出現教師參與學校領導、教師角色日趨重要的趨

勢；OECD（2007）的報告提到，有更大自主權去選擇課本、決定課程內容及提供

教與學的學校，學生有較出色表現的傾向。依循自 1980 年代教育改革脈絡，可歸

納出三要點： 

（一）教師在推動學校改革的角色日益重要，打破傳統重視行政領導和科層體

制領導的本質，以賦權和去中心化為主要理念，強調權力分享，並以教師領導者

來帶動學校革新，提升教育品質。（二）教師兼被賦予及要求具備專業自主能力，

教師領導的本質乃經由教師的專業發展來提升教學品質，進而帶動學生的學習、

學校變革和改善學校的目的。（三）持續夥伴專業發展，由教師同儕間相互影響和

共同分享與合作，進一步帶動教師教育理念的革新，增進教師專業發展。 

 在台灣，因應十二年國教政策之推展，透過設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課務發展

工作圈，建構教務行政溝通平臺，發展校際合作與支持系統，提升學校課程規畫

與運作之效能，落實課程改革成效（教育部，2011）。 因個案學校屬臺北市高中，

故以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工作圈為例進行說明。高中課程發展工作圈於 100 學

年度成立，第一年與基隆市及新北市共同建置及修訂北北基十二年國教相關制度

面的問題，至 101 學年度將名稱改為「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組織架構設有課

程發展組、課程教學組、教務小組，課程發展組負責巨觀的課程發展，透過大學

端教授協助課程審查；課程教學組主要關注於教室的、微觀的，教師在課程發展

之後教室內的實施；教務小組則針對實務工作的法規進行討論，不論國高中皆以

課程與教學做為改革的主軸，只是高中特別重視特色發展，而國中則強調活化教

學。現行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的運作，有 15 校參與其中，由教育局

中教科核撥經費給負責學校並給予高度自主權，藉由組織分工辦理工作坊、增能

課程，如：安排課程領導相關的工作坊以因應 107 課綱、十二年國教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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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特色課程博覽會，讓教師彼此分享開設課程的經驗等，使校際間彼此刺激、

交流，共同完成對臺北市高中教育有意義的事。 

此外，工作圈也於 101 下半學年度辦理高中人才庫推薦計畫說明會，由當初高

中輔導團解構再重構之概念，過往輔導團與後來發展的人才庫、跨校社群都兼有

跨校、關注教學精進的共通點，不同之處在於人才庫、跨校社群取代過往輔導團

由上而下指派的性質，取消減課與額外津貼，兩者在自發性上有相當大的歧異。

運作模式上，考量人才庫內的教師不乏有具備豐厚教學經驗的教師或明星教師，

通常他們都已經能夠獨當一面，外務也較為繁忙，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參加社群

或工作圈的活動，教育局提出了兩種合作方式，第一，邀請參與人才庫之教師做

為未來人才庫舉辦研習時的推薦講師；第二，則是加入跨校社群，利用社群的方

式來達到傳承的效果，令人驚喜的是，在政策推行前，已有自行運作半年的跨校

社群進行經驗分享，顯示台北市已出現教師開始主動成立跨校社群，藉由社群共

備的方式，協助彼此共同成長。不論是政策由上而下藉教師引領課程與教學之變

革亦或是教師群擔負領導角色上感知與行動表現之由下而上的力量，都可感受到

教師在新一波教育改革的重要性，雙管齊下在台灣教育現場中孕育蔓延開來。 

 

貳、教師領導的相關理論 

    隨著領導理論的不斷演進，對領導的討論也早由非實證的英雄論、時代論進

入實證研究的階段，1980 後更是出現了許多新興領導理論，使得領導理論日益豐

富，呈現百家爭鳴的盛況（黃宗顯，2008）。由於理論性架構上在持續發展中，因

此，教師領導應包含哪些構面、教師領導實施的程序性以及如何與學生學習成效

進行連結等問題，至今仍未有定論。然，不同學者對其的界定與描述可發現教師

領導奠基於其他領導理論上。Harris 與 Muijs（2005）認為教師領導的主要理論架

構是分佈式領導，合作是教師領導的核心，它的前提是學校權力的重新分配；教

師領導與學習領導共同關注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與教師領導相關的概念包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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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領導（curriculum leadership）、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及學習領導

（leadership for learning）等等，從學習領導的界定來看，其內含包含了課程、教

學與學習等面向，是統攝課程領導、教學領導概念之上位名稱，林明地（2013）

指出學習領導影響力的重點關注在學習的議題之上，而學習領導者包含校長、縣

市輔導團教師、學校教師等（陳佩英、潘慧玲，2013；鄭淑惠、陳文彥，2013）。

研究者認為教師領導理論可以就分佈式領導、學習領導兩面向加以闡述。 

一、分佈式領導 （Distributed Leadership） 

     分佈式領導，又譯為分散式領導，概念源於 1950 年代晚期，當時 Gibb 在《社

會心理學手冊》（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一書中，即論及領導採用分佈式

領導的可能性（引自吳百祿，2010）。但分佈式領導的具體概念直至 1990 年代才

受到教育界更多關注與支持，當時分佈式領導略區分為兩大論述：一方認為分佈

式領導指涉領導的概念超越一個個體，是多位領導者的行為；另一方則認為分佈

式領導是一種更整體的（holistic）的領導形式，代表著整個組織的品質，而非個

別的屬性（Gronn, 2002;；Spillane, 2005），揭示領導權力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

非一人所獨佔且確認組織表現是超越個人貢獻。Elmore（2000）將分佈式領導概

念與學校表現和教學改善相連結，以美國學校本位改革運動作為指引，強調個體

的專業知識，藉由工作協調，達成改善教學和學校表現的共同目標。 

    從上述學者對分佈式領導之定義可描繪出其領導特質，本研究欲採黃宗顯等

（2008）對分佈式領導之定義，書中將分佈式領導定義為一種透過共同參與，肯

定個人專業知識，而非科層權威，不斷賦權增能；強調信任、合作；允許有多位

領導者和在主要領導者授權下，領導者與追隨者隨情境不同轉換領導角色的一種

領導實踐；也將組織結構調整成更為扁平的分佈，以取代分層結構，具有強調團

體勝過個人，注重多位領導人者的整體觀點、跨越傳統組織角色的任務、責任和

權力範圍。 

    綜合歸納分佈式領導的特徵可歸類為以下五項：（一）多元領導，學校多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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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改變教學過程中的引導與動員；（二）共同參與決定，領導任務由一人轉變為

複數領導人互動而完成的；（三）成果與責任分享，模糊了領導者與跟隨者的界線，

使得群體之中每個參與者皆有成為領導者的可能，共享結果與責任；（四）增權賦

能，以賦權和去中心化為兩大主要理念；（五）相互依賴，彼此間存有相互影響、

共同分享及合作之關係。 

    藉由去中心化的領導觀點，領導概念的轉變，不再視校長為學校唯一領導者，

學校所有成員同時具有參與決定以及肩負學校領導的責任，主張放棄個人角色取

向的領導觀念（individual role-based notions of leadership），而轉型為組織和任務取

向的領導概念（organizational and task-oriented conception of leadership）（Spillane & 

Seashore, 2002）。使不同角色在不同的情境、社會脈絡下進行領導者與追隨著的互

動，並達成集體目標（Spillane, Halverson, & Dianond, 2004）。 

二、學習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 

    受到分佈式領導概念的興起，主張領導權不一定繫於校長或行政人員。奠基

於分散性領導的學習領導，國外學者舉凡C.K. Glickman（2002）所著《領導學習，

如何協助教師成功》（Leadership for Learning：How to help Teachers succeed）、

MacBeath與N. Dempster （2009）《連結學習與領導：實務的原理》（Connecting 

Leadership and Learning: Principles for Practice）認為可以促進學生學習和學校進步

的領導都是學習領導，學習領導的特徵包含學校所有成員皆應負有領導責任，成

員之間相互依賴，成員共同享有決策權並參與執行各項事務，最後可以互相分享

經驗和成就。蘇格蘭更以皇家督學處（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Education, 

HMIE）的報告書《學習領導：變遷時代中領導的挑戰》（Leadership for Learning: 

The Challenges of Leading in a Time of Change）依據教育視導的結果對所管轄之教

育機構的領導情形進行回顧與前瞻（單文經，2013）。 

    國內學者方面，吳清山和林天祐（2012）認為學習領導是指學校領導者發揮

其專業力及運用其影響力，以增進教師有效教學和學生有效學習的過程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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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地（2013）也提及相似的概念，認為學習領導旨在強化領導與學習的連結和

影響。若置於更長遠的脈絡，論語當中也早已提及：「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學習的道路上，只要有心學習，一定有可以當

作效仿學習的對象，從他人身上學習優點，並把他人的缺失作為自己內省和改正

的借鑑，學習應該秉持著「無常師」、「無焉不學」的精神，任何人都可能成為

學習的領導者。 

    學習領導主要在強化領導與學習的連結與影響，「教」與「學」的改善得以持

續。林明地（2013）歸結學習領導的重要內涵涵括：（一）全員承諾於真實教與學、

（二）塑造利於教與學的環境、（三）對學習領導持續對話產生共識行為、（四）

提高領導密度，以及（五）檢視學習成果共同承擔責任。 

    從教師領導的組成構面可看出與分佈式領導、學習領導皆顯示與傳統科層領

導在層級、目的、方式、關係、氣氛、溝通都存在著的根本性差異，如謝文全（2012）

提到科層領導的特徵是層級節制、上下階層嚴明，由少數人壟斷所有權力，而教

師領導訴求正式領導與非正式領導並存，以下即為科層領導與教師領導進行清楚

之比較： 

表 2-1 科層領導與教師領導之比較 

 科層領導 教師領導 

層級 明顯（金字塔式） 不明顯（扁平式） 

目的 效率 效能 

方式 管理 自治 

關係 服從 和諧 

氣氛 支配 共享 

溝通 單向 多向 

表格整理自（劉宏鈺，2005：55-68；謝文全，2013：122-125。） 

有別於領導歸屬於處於較高位階、被指派擁有正式權力與權威地位的個人，

逐漸轉化為分擔的、組織的、分佈式的、平行共有的。從組織脈絡的角度出發去

解釋領導：「這是一個社會影響的過程，個人或群體有目的的去影響其他個人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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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在一個組織或群體建立活動與關係。領導被視為教師與行政人員的潛在能

力。」（York-Barr & Duke, 2004: 262）。 

 

參、探究教師領導的面向 

一、教師領導者的定義 

教師領導的概念仍尚未明確、統一定義，因此，教師領導應包含哪些構面、

教師領導實施的程序性以及如何與學生學習成效進行連結等問題，至今仍未有定

論，綜觀各學者提出的看法，目前對教師領導提出共同的解釋是教師領導的範疇

已超越教室層級之外。但，我們仍可就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教師領導所進行的研究、

定義歸納出一些共通性。 

表 2-2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教師領導定義彙整表 

作者 年代 定義 

Lieberman, 

Saxl, & Miles 

1988 當教師成為領導者，透過這個新的角色，他們會帶來強而有力的

教學、組織以及教學技巧，這些教師同時認為他們能夠透過教學

夥伴，發展能力以促進學習。 

Katzenmeyer 

& Moller 

2001 教師作為領導者，領導範疇不只是在教室，而是教室外的整個學

校，影響其他教師改進教育實踐，幫助教師以不同方式看待自己、

角色和專業。 

York-Barr & 

Duke 

2004 教師領導是個別或集體影響同僚、校長及其他學校成員，致力於

改善教學，其目標在改善學生學習。 

蔡進雄 2005 教師領導是教師對學生、學校行政人員、同儕、家長及社區等產

生積極正面之影響力的歷程。 

Hammerness 

et al. 

2005 教師領導的發展首要建立在教師個人知識及態度的全面更新，在

知識上，對不同年齡及環境中成長的學生需求要有全面的認識。 

吳清山、林天

佑 

2008 教師領導是教師在教室內外所從事的領導工作。 

吳百祿 2010 教師領導是一種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目標在促進學生、學校行

政人員、教師同儕、家長、社區以及校園文化產生積極正向的變

革，並達成學校改善的最終目的。 

張德銳 2010 教師依其正式職位或以非正式的方式，在教室內，特別是超越教

室之外，貢獻於既是學習者也是領導者的社群，影響他人一同改

進教育實務，進而提昇學生學習的歷程。 

 



20 

 

就教師領導的定義來說，可得知教師領導的定位： 

 （一）教師領導是影響力的發揮 

      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來源可能是教學或是其他教育專業能力，進而使他人願

意追隨。 

 （二）教師領導的對象是多元的 

      教師領導可能影響不僅僅侷限在教室範疇內的學生，同事、校長、行政人

員、家長皆有可能深受教師領導影響。 

 （三）教師領導並非必須建立在正式階層的角色 

      教師也可能透過在組織建立關係，打破壁壘，並集結資源的努力，使得影

響力在學校發酵，進而產生跟隨者。  

      Danielson(2007)就教師領導的形式來說，一般可分為正式教師領導、非正式

教師領導： 

（一） 正式教師領導 

      如主任、組長、學科領域召集人，這些教師領導者的權力、影響力來自於

他們的位置。這些正式教師領導者管理課程計畫、促進教師團體學習、舉辦工作

坊以及提供其他資源，同時也可能評價其他教師。 

（二） 非正式教師領導 

與正式教師領導者不同的是，他們的影響力是來自學校中其他成員對其專

業知識與實務經驗的尊敬，而非職權所賦予的權威。 

Danielson（2007）便指出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不僅僅來自於所處的位子，也可

能發生於非正式教師領導中，但不論是正式與非正式，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揮都

脫離不了具備教學或其他教育專業能力，而 York-Barr 與 Duke（2004）也於研究

中表示，大多文獻談到關於扮演教師領導者的人選時，通常認為教師領導者具有

重要的教學經驗，且被認為是一個優秀的教師，能受到其他夥伴的尊重，由此可

知，擔任教師領導者的教師本身必須比其他教師更能夠展現高水準的教學表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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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知識、技能，進而將積極正向的影響力範疇擴及教室內與教室外之學生、行

政人員、同儕、家長及社區。 

二、教師領導者的具體實踐 

    教師領導者的具體實踐也同時關乎教師在學校領導中扮演的角色，以下臚列

學者對教師研究的發現，並進行分析與歸納： 

表 2-3 教師領導者的具體實踐 

作者 年代 教師領導者的具體實現 

Katzenmeyer 

& Moller 

2001 1. 對學生與其他教師的領導：擔任促進者、指導者、督

導者、訓練者、課程專家等角色，來領導組織團體。 

2. 對業務性任務的領導：擔任部門領導者、行動研究者、

任務成員確保學校組織目標的達成。 

3. 透過決策或參與的領導：擔任學校改進團隊的成員、

委員會成員、合作任務推動者。 

Harris 2002 1. 擔任中間人的角色（the brokering role）：教師領導者

藉由個別教室現場的實踐，帶動學校改進。 

2. 擔任參與領導的角色（participative leadership）：教師

領導者能幫助教師個別發展以及協同合作。透過協同

合作形成學校改進的力量。 

3. 擔任知識提供者的角色（the meditating role）：教師領

導者能提供專門的知識以及額外的資源。 

4. 營造密切的關係的角色（forging close relationships）：

教師領導者透過相互學習，增進與同僚間的密切關

係，同時研究者認為此最為重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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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on & 

Killion 

2007 1. 資源提供者（resource provider）：教師領導者將教學資

源分享給同儕教師。 

2. 教學專家（instructional specialist）：教師領導者協助同

儕教師實施有效的教學策略。 

3. 課程的專家（curriculum specialist）：能理解課程標準，

並使用課程計劃與評估方式確保課程實施狀況。 

4. 教室支援者（classroom supporter）：進入班級協助其他

教師實驗新的概念，經常提供教學示範、協同教學，

以及給予回饋。 

5. 學習促進者（learning facilitator）：提供教師專業學習

的機會，當教師持續學習，較能聚焦直接改善學生學

習的技巧與方法；當教師領導者促進社群學習，則可

打破教師孤島文化。 

6. 督導教師（mentor）：成為其他教師效仿的對象，亦能

協助新進教師適應學校，給予各種忠告、教學、課程

的意見。 

7. 學校領導者（school leader）：教師領導者擔任學校委

員會成員，擁有促進學校進步的主動權。 

8. 資料指導者（data coach）：教師領導者促使同儕教師

能夠分析並使用資料來強化分析。 

9. 改變的促進者（catalyst for change ）：教師領導者並不

因現狀而感到滿足，藉由不斷尋求更好的實踐方式，

引發改變。 

10. 學習者（learner）：教師領導者最重要的角色便是成為

學習者，並將所學具體實踐。 

Danielson 2007 1.正式領導角色：教師領導者的權力、影響力來自於他們

的位置。這些正式教師領導者管理課程計畫、促進教師

團體學習、舉辦工作坊以及提供其他資源，同時也可能

評價其他教師。 

2.非正式領導角色：非正式領導者的角色往往出現於自發

性的領導，主動指出問題或發起新的計畫，影響力是來

自學校中其他成員對其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的尊敬，而

非職權所賦予的權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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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歸納分析專家學者對教師領導者的角色以及其具體實踐，可發現具有

高度相似性，可歸類為六大類：（一）教學知能專家、（二）課程知能專家、（三）

專業發展的促進者、（四）學校層級的決策者、（五）關係溝通的協調者及（六）

資源提供統整者（Katzenmeyer & Moller, 2001；Day & Harris, 2003；Danielson, 

2007；Harrison & Killion, 2007）。 

    然而仔細檢視仍可發現有些細微之異同，Katzenmeyer & Moller（2001）對教

師領導的描繪仍多處於正式領導所帶來的影響，而Harris（2002）與Danielson（2007）

將教師領導者發揮影響力的觸角延伸至非正式領導的角色上，同時 Harris(2002)更

提出教師領導者發揮影響力的過程，最重要的就是透過相互學習，增進與同僚間

的密切關係。因此，教師領導者發揮影響力的範疇不再只是侷限於教師跟教師之

間，更擴及到學生的學習。 

    香港教育統籌會（2000: 127）對於教師的轉變有以下論述：隨著社會不斷轉

變，學生的學習需要亦有所變更。今天，每個人都需要有更高的自我建構知識和

迅速地掌握新的概念和技能的能力。在這個新的環境下，我們亦須要有更高的品

德與文化修養及對社會的承擔，才能迎接不斷湧現的新挑戰即享受更高質素的生

活。所以校長、教師在教育上所擔當的角色，亦有以下的轉變： 

一、從知識的傳授者轉變為學生建構知識的啟發者 

二、從課程的推行者轉變為校本課程發展的參與者 

三、從政策的執行者轉變為改革的主導和貢獻者 

    由此可見，現今的教學已不能照本宣科，反之，教師要終身學習，提升專業

水準，才能因應學生的需要編寫課程，並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啟發學生。 

 

肆、教師領導的發揮和限制 

一、教師領導為學校領導的一種可能性 

    Harris（2003）指出儘管分佈式領導蘊含許多障礙，仍有些證據表明它可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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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能性，前提是學校的支持機制形成學校內部條件。具體做法包括：（一）預留

時間做規劃與討論，如課程、全校性計劃、研究小組等；（二）持續專業發展的機

會；（三）建立教師能力與自信，促進教師間彼此學習，教師們獲得的正向回饋。 

    Caldwell（2008）認為學校要能持續有效的發展，需領導者的才能和四種學校

資本：知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財政資本（Financial 

capital）以及靈性資本（Spirtual capital）創建及擴展。知識資本指涉學校內校長、

教師以及行政人員的知識和技能；社會資本則指學校與其他社區所構成的網絡；

財政資本是指能支持學校運作的財務資源；靈性資本，對於某些宗教學校來說是

以其本身的宗教信仰為基礎而提出的信念支持，而沒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學校則是

他們提出有關生命和學習上的價值。 

    領導者有策略地規劃學校與時俱進的發展進程，並讓教師有適當專業成長機

會進而累積知識資本並得以發揮；與家長和社區建立良好關係、相互支援、學習，

形成相近的價值觀，讓家長及社區對學校產生歸屬感及信賴感，形成網絡關係是

發展社會、靈性資本的基礎；同時，學校財政資本的檢視除審視學校發展計畫預

算之規劃、支出是否符合預算，還須關注學校的財務分配是否能反映學生的學習

成效、教育需要的優先順序。 

    研究者認為 Caldwell 為今日的教師領導者做出更廣泛的解釋，除了對教育要

有堅定的信念、激動人心的願景，熱忱以及投入的態度，同時在工作範疇當中發

揮所需要的領導才能，使學校資本不斷累積，學校才能更臻完善地發展，進而把

學校願景變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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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教師領導與學校資本關係圖 

資料來源：Caldwell (2008)。 

    Caldwell 為如何創建和累積四種學校資本提出可行的達成途徑，詳細內容整理

如下表： 

表 2-4 四種學校資本具體內容整理 

知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1. 教師具備與時俱進的教學技能和學

科知識。 

2. 經由觀察其他卓越表現學校的有效

實踐，並掌握其理念加以實施。 

3. 能獲取並分享專家的知識。 

4. 優秀專業的做法會獲得認可與獎勵 

5. 推行能反映教師專業發展的計畫。 

6. 必要時，向外尋求專業人才。 

7. 與外校、組織、機構形成網絡，共

享知識、資源以及一同解決問題。 

8. 擁有足夠的資金進行專業發展。 

9. 提供機會讓參與者得以在自己的專

業實踐創新。 

10.形成不責怪他人的文化並接受創新

有可能帶來失敗的後果。 

1. 學校願景、目標、政策、計畫與家

長、社區其他重要利害相關人一致。 

2. 家長、社區成員積極且廣泛地參與

學校推行的教育計畫。 

3. 家長及社區成員有機會參與學校監

管與決策。 

4. 家長及社區成員對學校有歸屬感，

在適當的時候能為學校領航和共同

承擔充滿挑戰的環境。 

5. 從各區各界人士籌集經費。 

6. 與社區互動，並有義務為社區做出

貢獻。 

7. 在社區網絡獲取、分享知識與資源。 

8. 與社區建立協作關係，相互提供支

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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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本（Financial capital） 靈性資本（Spirtual capital） 

1. 學校營運經費來自公帑、學費、社

區捐獻及募捐。 

2. 學校運作根據已訂定的學校發展計

畫進行。 

3. 學校有完善而前瞻性的多年發展計

畫。 

4. 學校財務的分配能反映學生學習、

以證據為本的實踐及教育需要的優

先順序。 

5. 學校實際支出與預算相符合，並具

有資金彈性運用的可能性。 

6. 建立適當的會計程序以監控財務支

出。 

1. 秉持學校價值和信念的教師和學生

都應給予認可與嘉獎。 

2. 學校和社區成員價值、信念及態度

一致。 

3. 學校的價值與信念已融入其辦學理

念、願景、政策和課程中。 

4. 學校的刊物和通訊清晰地表達其信

念和價值。 

5. 學校和社區關係利害人建立高度互

信互重的關係。 

6. 學校的價值和信念可在教師及學生

身上體現出來。 

7. 家長和社區成員主動地宣傳學校的

價值與信念。 

8. 學校的價值和信念在所有情況下都

可以持續發展。 

資料來源：Caldwell, B. (2008). New alignments to sec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s. 

Keynote speech at the Hong Kong School Principals’ Conference 2008, May 29,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p.55-60. 

 

    Harris 提供教師領導支持學校領導發揮的可能性，而 Caldwell 提出的作法更觸

及到學校領導與學校發展之議題，提出知識資本、財政資本、靈性資本及社會資

本，因此，教師領導在學校領導發揮影響力的可能途徑更擴及除知識資本外的面

向。 

    Law（2011）根據香港教師領導的發展，給予提出更實質性的建議： 

（一）學校管理應具備提供教師發展的平台，使新進教師和有經驗教師得以在學

校中實施創新和政策推動。 

（二）學校管理應具備宏觀的視野，加強學習成效和擴大學習環境，讓教師增能，

進而帶給學校改變與創新。 

（三）中層管理人員（主任、課程領導）應接受培訓及專業發展，在主持會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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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參與者充份對話，創造不同學習機會。 

（四）教師們也應該接受訓練，提高研究能力、自身專業能力與學習增進學生學

習效能的方法。 

（五）教師接受領導的訓練，帶領其他教師進行專業發展。 

（六）教師專業發展應帶給教師角色重新定位與轉換新的思維。 

（七）發展課程與教學的革新，教師具被批判能力，扁平化組織有助於學校改革。 

（八）教師領導的理論與實踐須從校本課程開始。 

二、教師領導實施的障礙 

 （一）對教師個人的挑戰 

    即使以教師為主導的變革被視為改造學校的動力，然而變革的開始以及變革

持續性對於現場教師仍具有挑戰性。教師領導可能會面臨的困境，例如：教師緊

湊的課表、教學負荷重、學校繁重的行政工作、政府給予績效壓力、家長及社會

期待（蔡進雄，2004；莊勝利，2005；陳佩英，2008）。有限時間加重了教師的

壓力，使得教師領導多僅發生於教室和學生層面。 

  （二）對傳統領導的挑戰 

 Harris（2003）認為教師領導的實施有其蘊含的障礙存在，包含： 

1.英雄模式強化了領導由上而下的特質，領導就等同於身份、權威和地位。

而由上而下的領導加強個人而非集體的前提，在各國紛紛採用問責制，領導擁有

權力同時相對也承擔責任，分佈式領導使得問責制變得模糊。 

2.分佈式領導的挑戰在於如何分配責任與權力以及由誰來進行分配，分佈式

領導也不等同於由代表團進行領導。 

 

伍、教師領導相關研究 

    與生俱來領導者的概念映入眼簾的是強大（powerful）、持久（enduring）的意

象，包含父親、總統、執行長等。教育領域也歡迎這種以非凡人物行使領導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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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行動，使得學校系統達到良好的效果，這種觀念導致了學校管理主義分層結

構的產生，尋找合適的人選填補正式角色（上層領導），如校長、學區行政人員、

管理者，期待富有遠見的代理人揮舞正式權力帶來的良好效果。傳統途徑的領導

固然有可能帶來顯著的改變，但是這種變化也容易因為領導的更迭產生崩解

（Gopland, 2003）。採取傳統階層領導的模式也易忽略訴諸於學校文化因而造成政

策與實際執行上的落差，改進學校的重要工作必須由集體完成並訴諸於學校文

化。更重要的是，掌握學校領導角色根本性的重組，意即更少地依賴個體，而是

將領導建立在專家的基地，而非等級的權力，藉由相互作用的個人所形成的網絡

對比單一領導的總和，使結果並非只是劃分整齊的個人努力相加，而是該建構體

的延伸。 

    教師領導概念來自快速的教育文化變革（Silva, Gimbert & Nolan, 2000），許

多教育舉措如學校本位管理、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改革、組織學習與改變均為教

育改革的重點，為落實這些理念，教師的角色也起了很大的轉變。研究者以「教

師領導」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參閱中、英文期刊的題目與摘要後，擇取與本研究

較具相關且對研究者具有啟示之研究進行回顧，由於篇幅過長，研究者將教師領

導相關研究整理成表，置於附錄一。關於台灣教師領導相關實證研究，研究者在

搜尋資料庫後將研究主題與所採用之研究取向、方法歸納於表 2-5、表 2-6 中，其

中絕大多數是碩士論文。 

一、在研究主題方面 

    國內教師領導除少數介紹理論的論文外（周彥君，2013；簡杏娟，2013；陳

維貞，2013；于沛霖，2012；廖雀，2009；陳淑君，2010），多數實證研究仍侷限

於教室層級，以教師個體在班級中的領導風格、態度、技巧等作為研究主題之變

項，探討教師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班級經營與氣氛，其他研究多著重在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教師工作滿意度等表列之教室內層面上，並未擴及教師間、學校組

織教師領導之展現，與本研究探討的教師領導旨趣頗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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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國內目前以教師領導為研究的主題仍多以量化為主，主要以問卷調查法進行

資料蒐集，並分析一至兩個變項，得出其關聯性。國外研究成果質性、量化皆有，

質性研究方法方面有參與觀察、政策分析、訪談及個案研究。 

    然而量化研究訴求是超然不帶感情（detached），較難捕捉到內在心理層面、

人際互動層面的細節處，為更能夠理解領導者發揮影響力的複雜過程，研究者採

用質性研究取向的研究方法沉浸（immersed）在稻禾高中裡，從而了解台灣教師

領導之實踐（楊孟麗、謝水南譯，2013）。 

    關於台灣教師領導相關實證研究，研究者搜尋資料庫後發現以碩士論文占絕

大多數，且 92％係採量化取向進行研究，並將搜尋結果歸納於下表中： 

表 2-5 國內教師領導相關研究主題 

研究面向 關鍵字 

班級經營 教師領導風格、班級經營效能、班級氣氛、師生衝突因應策略 

課程與教學 教師教學效能、學生學業成就、創新教學 

心理認知 學生人際關係、學生學習滿意度、教師工作滿意度、學習適應、

學生疏離感、學校適應、學生學習動機 

專業成長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終生學習 

行政管理 學校組織創新氣氛、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學術樂觀、學校效

能、校長課程領導、學校文化關係、學校組織變革、校長授權領

導、家長參與 

理論探討 教師領導內涵探究、指標建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6 國內教師領導相關研究採用之方法 

取向 數量 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 115 問卷調查 

質性研究 6 深度訪談、個案研究 

混合研究 1 問卷調答、深度訪談 

理論研究（指標建構） 2 理論研究、文獻探討、德懷術、問卷調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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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討論，可以發現國內對於教師領導相關實證研究的主題多以教師個

體在班級中的領導風格、態度、技巧等作為研究主題之變項，探討教師領導影響

範圍於教室內層面上，並未擴及教師間、學校組織教師領導之展現。在研究方法

上，則以量化研究居多，然而量化研究對於領導力要如何發揮作用、為何某些領

導行為能夠發揮影響力以及哪些人受到教師領導之影響的解釋仍然不足，但面對

要以創新為要的教育改革，引進和發展教師領導質性取向之實證研究，將有助於

我們理解和找出新的教師領導發展途徑，同時進一步落實教育改革之重任。 

 

陸、小結 

    1980 年代以前，人們都假定教育系統所提供的教育是恰當的，因此，政府只

需擴大就學名額，便可為社會提供更充足的人才、增加生產力，達到社會發展之

效。但隨著全球化的開展，出現了許多新興產業，迫使舊式工業面臨取代與轉型

的危機，產生了新的社會要求。於是，自 1980 年代開始，世界各國相繼進行大規

模的教育改革，要求學校在課程與教學上進行大幅的修訂，造成教學環境急遽的

改變，各國政府相信，競爭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期望藉由自由市場的競爭與

家長選擇權去推動教育改革（彭新強、蔡愛玲，2012）。 

Blackmore（2014）表示教師是教育的中心、領導者，學校教育的未來被期望

能提高教育的目的性、發展個性化、深化學習能力以及發展批判思考。在法語中，

“animateur”指的是倡導者、推動者。從 animer 字根有賦予生命、生氣的意涵，一

位倡導者會為新的思想方法、觀察方式以及創造聚焦和能量的互動方式「帶來生

命」，從這個意義出發，教師的領導力就是，進行專業學習和在課程與教學上進行

實驗性的改變，改變教師的做法進而改變學生的學習，並在學校組織再造中創造

新的生機和活力，致使談話交流和行動變得越來越具有建設性，領導者與組織成

員各自看到了可能的未來的一部份，藉由深度匯談、探詢的過程，一起塑造共同

的願景，把生命「吹入」組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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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發展學習型學校相關概念及研究 

壹、成為學習型組織之必要 

1963 年 11 月 22 日在達拉斯遭刺殺的美國總統 J. F. Kennedy，原本預計公開

演說的演講稿中提及「領導、學習兩者互不可少。」（Leadership and learning are 

indispensable to each other.）清楚點出領導與學習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單文經，

2013）。 

Senge 認為每個人都是天生的學習者，也很有可能成為出色組織，而組織的治

理也與外部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近年來，知識經濟全球化、市場競爭、人

口出生率下降、政治版圖重組、生態環境變遷及後工業時代去中心化組織型態等，

為因應外部環境的挑戰，組織內部唯一長久的優勢便是建立能適應不斷變動的現

實的學習能力（郭進隆、齊若蘭譯，2013）。 

在歐美國家，除了Senge 等人的學習型組織實際案例外，更多的企業、政府

機構、學校、非營利組織也參與其中，甚至也適用於跨國或跨區合作的方案

（Longworth, 1999）。而在國內，除了原已略有推展的學習型企業外，在教育領

域，前教育部長林清江更訂定民國87年為「終身學習年」，同時公布「邁向學習

社會白皮書」之後，自此更出現了學習型家庭、社區、矯正機構、公務機構、醫

院、學校、警察機關等方案。 

 一、學習型組織之定義 

     Roth（1999）認為，學習型組織的評量重點在於：結果資訊的蒐集，並進一

步與過去的結果比較。組織尚需開放討論這些結果的意義、蒐集的方法，以及對

組織的啟示。因此，評量的過程是組織成員共同參與的過程，同時評量的結果需

開放給參與者共同討論，使組織成員能夠運用評量結果改進、修正過去的經驗，

並賦予評量結果具有指引未來方向的積極意義。 

     Leithwood與Aitken（1995）所定義的學習型組織為「一群人追求共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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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體承擔的心志，經常地審視目標的價值，修改使之有意義，不斷發展兼含效

率、效能的方法達成他們共有的目標。」 

Senge 在第五項修練一書中為學習型組織下了一個定義，即「成員不斷突破

自己的能力上限，創造真心嚮往的結果，培養全新、前瞻而開闊的思考方式，進

而實現共有抱負，以及持續不斷的共同學習。」（郭進隆、齊若蘭譯，2013：3）。 

     Roth 的觀點只著墨於組織的績效改進，並依據評量結果設定組織未來目

標，卻未觸及組織願景的建立，與Leithwood與Aitken和Senge兩者有根本性的差

異。Leithwood與Aitken和Senge在界定學習型組織在某些程度上更具有相似度，但

Senge的看法更為強調唯有個人學習才能進而帶動整個組織的學習以及願景是不

會更動的。 

    本研究採Senge之定義，並歸結學習型組織為一個精於獲取、轉換、運用與創

造知識的組織。學習型組織能運用策略使學習、生活及工作相結合，且學習活動

會持續不斷地發生於個人、團隊、組織、甚至於與組織互動的社群中；學習能導

致知識、信念與行為的改變，並使成員的潛能不斷獲得發展，進而強化組織創新、

不斷成長及具備開創未來的能力，以實現組織與組織成員真心嚮往的共同願景。 

二、學習型組織特徵、傳統組織與學習型組織的區別 

    學習型組織是隱含一種精神與文化的組織，這也意味著若組織能展現出學習

型組織所具備的行為表徵，則可稱之為學習型組織。以下即進一步探究學習型組

織所具備的特徵，以對學習型組織的實質意涵達成更明確的瞭解。 

    Galbraith與LawlerⅢ（1993）指出學習型組織具下列特色： 

（一）組織設計會隨著組織策略和環境而改變 

（二）不斷將組織資源運用於發展技巧和知識，並與全體組織成員共享 

（三）組織更趨扁平化與行動敏捷 

（四）組織擅長於整合許多任務團隊 

（五）組織與環境中其他組織形成密切的網路聯結，可互相分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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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學習的過程和組織整體皆能符合績效要求 

（七）領導者需負責確立並與組織成員溝通清晰的組織遠景 

（八）成員除了被期待做好工作外，還需思考改善工作方式且持續學習 

    Tobin（1993）認為學習型組織具有下列特點： 

（一）以開放的態度迎接新觀念，鼓勵並提供學習與創新機會之文化 

（二）具明確的組織整體願景及目標，並對組織目標的達成有廣泛共識 

瞭解成員工作對組織的貢獻。 

    Tobin 亦進一步就傳統型組織與學習型組織加以比較： 

表 2-7 傳統型組織與學習型組織之比較 

 傳統型組織 學習型組織 

基本環境 基本環境、穩定、可預測 

區域性、本土性、僵固的文

化、只有競爭 

快速變遷、不可預測、全球性、

彈性的文化 

經營方式 依循過去的經驗判斷 

程序導向 

依當下發生的情況判斷 

市場導向 

經營優勢 標準化、低成本、注重效率 適應顧客的獨特需求 

注重創造力 

組織成員特質 遵循慣例、服從命令、避免

風險、持續一貫、遵守程序、

避免衝突 

因應例外、解決問題、改善措施、

不規避風險、富創造力、與他人

合作、自衝突中學習 

資料來源：Tobin, D. R. (1993). Re-educating the Corporation: Foundations for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V.T.: Oliver Wight. pp.3-13. 

 

    Watkins與Marsick（1993）更進一步歸納以七個C來說明學習型組織的特徵與

要素（引自周芸薇，2000）： 

1. 持續不斷的學習（continuous）：透過特續學習才能夠不斷地精進 

2. 親密合作的關係（collaborative）：以加強成員間的支持能力 

3. 彼此聯繫的網路（connected）：增進成員的互動關係 

4. 集體共享的觀念（collective）：以結合成組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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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新發展的精神（creative）：以促進改良與發展 

6. 系統存取的方法（captured & codified）：善用科技能力與方法 

7. 建立能力的目的（capacitybuilding）：形成組織與成員繼續學習的能力。 

    以不同學者對學習型組織之定義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在內容上雖略有不同，

但其共通點皆表明學習型組織是一種因應組織變革的理想概念，同時也是一種策

略的運用，同時，從Galbraith與LawlerⅢ（1993）、Tobin（1993）、Watkins與Marsick

（1993）提出學習型組織的特徵與要素，可歸結學習型組織有以下四個共通點：

學習型組織有利成員個人、團體的績效提升，有助於凝聚組織成員向心力，能快

速做出反應以及偵測變革，以及組織出現瑕疵時能進行及時修正。 

    隨著網路的連結，使溝通技術及全球商業網絡形成更複雜的經濟及社會環

境，同時，知識工作的增加，使組織內的工作及組織成員的社會互動亦趨複雜（李

芝靜，2008）。事實上，今日的組織就像個複雜、需要不斷調適的社會體系，只

有組織中成員透過持續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將學習的結果遷移到工作上，透視出

複雜的情境，才能使正確的決策較易達成。 

 三、學習型組織與系統思考、設計思考 

    系統思考與學習型組織的重點就在於穿透細節中的複雜，將其組合成一整體

的故事，以說明問題的起因，以及找到持久、有效的解決辦法。Senge 認為每個人

都是天生的學習者，要發展成未來出色組織需能設法讓各階層人員全心投入，當

組織成員持續擴張其能力，去創造成員真正期望的結果，擴張的思考從而開始被

孕育（郭進隆、齊若蘭譯，2013）。 

    在《第五項修練》中揭示許多有助於個人及組織進步的思考工具，包含五項

修練的內涵、十一個法則外，另外還提到「反應遲緩的調節環路」、「捨本逐末」、

「目標侵蝕」、「惡性競爭」、「富者愈富」、「共同悲劇」、「飲酖止渴」、「成長與投

資不足」等基模，他們亦是「系統思考」修練的一部分。千頌伊和沈家宜老師在

發展課程的過程中，除了在教學上使用全英文教學外，為轉化使之適用於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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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課程內容參酌過往參與工作坊之經驗、對學生學習、程度的瞭解加以修改，

放入系統思考以及設計思考基礎知識與可應用的法則，以下針對課程內容加以闡

述：Senge 揭示只有透過個人學習，組織才能學習。雖然個人學習並不保證整個組

織也在學習，但是沒有個人學習，組織學習無從開始。意即當組織成員持續擴張

能力，去完成組織成員的共同願景，新的擴張思考就開始被孕育，如同河與河岸

的關係，當組織成員不斷地將現況拉向願景，那所謂的現實的困難就會相對應的

改變，河水漲一點，河岸就退一點。而這種學習是一種相互依賴、循環式的學習

模式，精熟五項修練則是成為學習型組織的先決條件。五項修練包含： 

（一）五項修練與十一個法則 

 1.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 

一種思維方式，提供思考問題的一項取徑，同時也是所有修練的基礎，為一種

見樹又見林，兼含宏觀和更細部的型態檢視資訊的能力。希望藉由五種取向的發展

達到激發熱望、開展反思性交流與理解複雜事物三種能力，其中「系統思維」是所

有修煉的基礎，所以它被稱為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 

 2.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 

    超越（mastery）一詞，除帶有獲取對人或物支配或控制的意涵外，同時也可

表達精通和熟練的程度。自我超越即個人發展願景，追求卓越、突破極限及終身

學習的過程。故自我超越的過程是學習不斷釐清、能不斷擴展及加深真正的心之

所向，個人學習是組織學習的首要之務。 

 3.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 

個人、組織內在認知，深植於觀點與行為假設中，進而影響我們對周遭事物

的觀感，我們對行為的假設、推論、成見、印象都源於心智模式。心智模式的修

練要從省視自己開始，把對他人好奇的探詢（inquiry）和自己想法的宣揚（advocacy）

相結合，在有效地表達自己想法的同時，也開放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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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 

     不同於領導者個人的信念或是發表的願景聲明，而是藉由組織成員深度分享

共同目標、價值觀、使命感，勾勒出共同追求的未來藍圖，為組織中所有成員共

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共同願景促進組織成員休戚與共的歸屬感，影響組織所有

活動，進而接近、達成目標。 

 5.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團隊學習的修練要從深度匯談（dialogue）開始，組織成員「懸掛」（即暫時

忘掉）假設和成見，進入共同思考的過程。希臘文 dialogos 是指意義、思想在一群

人之間自由地流動，使集體得以實現個人無法完成的洞悉和領悟。組織成員藉由

共同學習的過程、一起思考試圖找出集體潛在智慧，使得組織效益呈現加乘效果。 

    在五項修練中，系統思考為所有修練之基礎，它整合其他修練為一個實踐的

體系，沒有系統的觀點，就容易忽略各項修練之間的連結。比如，缺乏系統思考

的願景只能描繪關於未來的美麗圖像，卻無法深刻理解從現實走到未來的過程

中，我們必須把握的各種影響力，然而，系統思考還要兼含開發自我超越，激發

個人動機，並持續地學習和理解自身的行動；心智模式，開闊視野以發現自己看

待世界的方法侷限性的必要過程；共同願景，以促進長期性目標的承諾；團隊學

習，超越個人視角，發揮集體效益。 

 透過不斷的修練，才能夠使個人、組織從線性思考、推論階梯的世界轉換成

系統觀察、行動者。在五種取向的修練中，欲進一步解析動態系統（dynamic 

system），十一項經驗的法則可以協助檢視： 

（1）今日的問題源自昨日的解決之道（Today’s problems come from yesterday’s 

‘solutions’.） 

現在針對問題的解決措施或決策，往往只處理了表面的現象，卻產生了其他

的結果在日後顯現出來，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是把問題從系統的一部分轉移

到另一部份的解決方案，當事者卻未察覺，因為在系統中解決第一個問題者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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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新問題者經常不是同一人。 

（2）愈用力推，系統反彈力量愈大（皮球效應）（The harder you push, the harder the 

system pushes back.） 

原本立意良好的措施介入後，引起系統的反應，產生的結果抵銷了介入行動帶

來的好處。不論是越來越富攻擊性的介入行動還是對自然本能採取更為壓抑的行

為，這類勉強的努力都會造就更加疲憊不堪的後果，堅守努力工作將克服一切障

礙，殊不知因為無法看清問題的癥結，貿然的行動反而無形中幫助製造障礙。 

（3）情況變糟之前會先變好（Behavior will grow better before it grows worse.） 

短期的利益和長期的損害之間的時間間隔，造成的損害的延遲反應。 

（4）顯而易見的解往往無效（The easy way out usually leads back in.） 

我們都對使用熟悉的方法解決問題感到放心，總是堅持我們最了解的辦法，然

而更多的時候解決的辦法並非熟悉的辦法，即使再努力，也無法改變深層的問題。 

（5）解決之道可能比問題更糟（The cure can be worse than disease.） 

使用非系統性的解決辦法，會帶來長期的、更具潛在危害性的後果，即對該方

法的需求越來越大，致使削弱問題解決的能力。 

（6）欲速則不達（Faster is slower.） 

幾乎所有的自然系統，從生態系統到人類組織，都有固定的最佳成長速度以

平衡生存時帶來的風險。最佳成長速度可能比最快成長速度慢上許多，但就長期

來看，更快可能導致更慢，甚至完全停止。 

（7）因與果在時空上並不緊密相連（Cause and effect are not closely related in time 

and space.） 

「因」是指系統中造成那些症狀的相互作用：「果」是指顯現出來的表面症狀。

我們習慣性認為問題與解決辦法不遠，如果生產線出了問題，我們就在生產部門

找原因；如果銷售達不到目標，我們就需要其他的促銷活動。現實中複雜系統的

特性與我們思考現實的主流方法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距，消除這種差距的首要

 



38 

 

之務，就是放棄因和果在時空上緊密相連的觀念。 

（8）魔鬼藏在細節裡（尋找小而有效的高效槓桿解）（Small changes can produce big 

results.） 

尋找小而有效的高效槓桿解（high leverage），即找到最省力、又能產生持久、

可觀的改進的變革方法。學會觀察事件背後的結構模式，而不僅是事件本身。 

（9）魚與熊掌可以兼得（You can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but not all at once.） 

    許多看上去非此即彼的選擇，那都是因為我們處於固定的點去考慮問題。 

（10）不可分割的整體性（Dividing an elephant in half does not produce two small 

elephants.） 

生命系統具有完整性，其特性必須依賴於整體，組織機構亦同。 

（11）沒有絕對的內外（不怨天尤人）（There is no blame.）。 

我們遇到問題時，總是忍不住要去責怪他人：競爭對手、市場、媒體、市場

的波動和政府部門等。但系統思考告訴我們，分立他人並不存在，我們都是系統

之不可分割的部份。 

現代組織，舉凡企業、學校及其他非營利機構，往往面臨同業或異業間的競

爭、產品或服務品質的挑戰、生產技術的創新、勞動力結構及其價值觀的改變，

面對多變複雜的內、外環境，組織唯有瞭解自己的優勢與弱點，洞察外在的機會

與威脅，方能找到生存與發展的契機（李芝靜，2008）。而系統思考則提供一種思

考的取徑，藉由組織成員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並

時常進行系統思考，藉由產生「創造高競爭優勢的策略」，使組織具有特色與獨特

能力，並能創造資源的附加價值，從而在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適應環境變遷的

策略」，Senge 提及有一個普遍存在於企業經營中的現象，即企業經營的越成功，

遭逢巨大環境改變時失敗亦更嚴重，Senge 將產生此現象的主要原因歸咎於企業

往往耽於過往的成功，無法快速因應改變之故（郭進隆、齊若蘭譯，2010）。同時，

Senge 於麻省理工學院接受專訪也表示，學校雖與企業成立宗旨不同，但亦應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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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組織一樣建構學習型組織，以因應環境的變化，同時，心智模式的改變也有助

於學校教師創新，達成變革（Newcomb, 2003）。 

（二）設計思考與黃金圈 

今日學習者的成長與科技一樣日新月異，於此同時，機構、系統也須不斷進

步，以符合學習者的需求。隨著以「學習者為中心」、「個人化教學」的概念興起，

教學現場均在尋求重新塑造課程以提供裝備 21 世紀所需的能力，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以人為中心、強調合作、樂觀的、實驗性的特點，成為發展可行策略的

思考取徑（IDEO, 2013）。 

設計思考本身就是一種發想（ inspiration ）、構思（ ideaton ）與執行

（implementation）三大探索的過程，因此設計思考其實是代表一種對實驗的開放

精神，透過洞見（insight）、觀察（observation）、同理心（empathy）及對說故事的

熱愛，對異質性成員合作的需求，以及用手思考，強調原型實作的直覺－它是用

簡潔純熟的技巧去建造、製作和溝通複雜構想有體系的做事方法。而設計思考的

成功，必須找出重要的限制，並建立評估架構，同時滿足可行性（feasibility），即

應用上的可行性、存續性（viability），永續模式中的一部分，與需求性（desirability），

對使用者有價值，能感動人心的三大準則考驗。 

Brown 提及設計思考中有幾項關鍵的元素：跨領域整合，由不同類型異質性

人才有機組合而成、熱愛觀察，從洞見、觀察與同理心中看見需求與創新、擴散

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和聚斂性思考（covergent thinking），交錯的腦力激盪

與實驗態度，擁抱各種新奇的發想，經由聚斂的過程篩出好的點子。用手思考原

型製作，並進行修正，多嘗試、多修改，即設計思考的過程從發想到構思與執行

並非線性的路徑，而是來來回回不斷地交互影響，利用滾動式的修正汲取經驗，

進而更接近成功（吳莉君譯，2010）。 

不論多大的問題、多少量的時間、多微薄預算，設計思考相信新的、更好的

事情是可能的，而且你可以讓它發生，教育也需要這種正向思考的樂觀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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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考具體帶來的效益如圖 2-2，包含提高協作、可發展適合個人課堂、學校及

學區的解決方案、帶來更具創意的信心、擺脫現有的困境以及產出更有趣的想法

等（IDEO, 2013）。 

 

圖 2-2 What will Design Thinking get me? 

資料來源：IDEO（2013）。Design Thinking for Educators. pp.10. 

 

1. 擴散性思考與聚斂性思考的訓練－黃金圈（golden circle） 

Simon Sinek曾分別於書中及TED演講中論及「偉大領導者如何激勵行為（Start 

With Why: How Great Leaders Inspire Everyone to Take Action）」，說明一切都源自於

人為激勵的「為什麼（why）」黃金圈法則（圖 2-3），並從而擴散影響力。 

多數企業、機構以及多數人的溝通模式都是敘及我們做了什麼，接著說明與

他者相異之處或是優於他人之處，我們期待購買、投資或是某種支持的行為發生

（what-how），然而這並不激勵人心，Simon Sinek 綜觀蘋果公司、萊特兄弟、馬丁

路德金之所以振奮人心源自於他們處理資訊的方式是由（why-how-what），以蘋果

電腦為例（如圖 2-3），why（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我們相信都在挑戰現狀、我們

相信用不同的角度思考），how（我們挑戰現狀的方式，是使我們的產品有美好的

設計，簡易使用而且對使用者友善），what（我們只是恰巧做了很棒的電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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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吸引人們的是你的「為什麼」而非你「做了什麼」。 

事實上人們會做出這種決策行為源於生物學結構，人腦與黃金圈的結構不謀

而合，最外圍的大腦皮層負責所有的理性、分析的想法及語言（what），中間兩個

部分組成腦的邊緣為掌管情感的中樞，同時也負責人類所有的行為、決策，而它

沒有語言的空間，意即當我們由外向內溝通時，人們可以理解很多複雜的資訊量，

像是特色、好處、事實與數字，但這並不能驅動行為。反之，當由內向外溝通時，

就像是正對著掌控行為的中樞溝通，因此，在進行決策時，即使知道事實與細節

是什麼，但就是「感覺」不對勁，正因為掌管決策的部分並不掌管語言，所以人

們只能歸納出我不知道，我就是感覺不對勁（Sinek，2009）。 

千頌伊、沈家宜兩位老師利用設計思考發想課程，也將設計思考放入特色課

程之中，以 Lativ、Starbucks、TOMS 為案例進行討論，讓學生試著從文章、廣告

透過洞見、觀察、同理心，與小組成員中進行擴散、聚斂的思考討論。同時黃金

圈這項思考工具也成為小組提出課程產出－大稻埕紀錄片的工具之一。 

 

 

圖 2-3 黃金圈（Golden circle） 

資料來源：Sinek, S. (2009). How great leaders inspire action. 

 

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活動主力由工業製造轉變為知識創意和服務遞送，創新

就成了企業生存的策略，同時，創新也不僅僅侷限於引進新的實體產品，還包含

引介新的流程、服務、娛樂模式、互動，以及溝通合作的方法，而這些也恰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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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謂以人為中心的工作。今日，世界上許多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如蘋果公

司、TOMS 等皆採用不再只是徵召設計師將已經發展成熟的想法包裝得更有吸引

力，而是在產品、服務專案構思過程的一開始，就要求設計師提出具有創意的想

法。作為一種思考過程，從企業流程的最終端上溯到權力運作的中樞，設計思考

重新定義為一種做事的理念與系統方法。國內外也有許多將設計思考應用於教育

現場中的實例： 

2.國內外設計思考案例 

（1）台灣大學不一樣思考社 

設計思考的核心，在於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設計思考的理論，多被運用在

商業模式與社會創新的設計領域上，在教育上的運用相對較少。史丹佛設計學院

（Stanford institute of Design），激發臺灣大學「不一樣思考社」的創立，兩者相同

之處皆由學校課程、學生團體出發，針對問題設計出解決方案。d. light 和 Embrace

兩家公司的創辦人都是在史丹佛設計學院修課的學生，透過「極端需求設計」 

（Design for Extreme Affordability）的課程，試著組成團隊至開發中國家進行田野

調查，更為當地的社會問題設計專案。例如：d. light 致力於改善無供電地區的照

明、Embrace 積極解決偏遠地區早產兒夭折率高的問題。上述兩個例子除了運用設

計思考外，更同時兼顧了當地資源匱乏的需求。透過案例，可以瞭解到設計思考

所具備的核心價值不僅是「需求」，更是將創新思維化為具體的行動力。台大的「不

一樣思考社」則是在與史丹佛設計學院合作的設計思考工作坊中，向 d. 

school 的教練學了設計思考後，由幾位同學共同創立的社團，而其成立的

目的是希望能將設計思考的理念在台灣實踐（社企流，無日期）。  

（2）eShift 計畫  

2012 年，Springside Chestnut Hill（SCH）學院舉辦了第一屆 eShift 計畫，讓

高中生在為期十天的工作坊中透過設計思考來提升企業領導力（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這計畫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前來參與，且透過團隊的高度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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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各個企業和企業家身歷其境的體驗，來達到設計思考的目的。在工作坊接近

尾聲時，每位參與的學生都能有機會運用所學去發展、改善自己的產品設計、服

務或是商業模式概念。透過工作坊，學員體會到同理心（empathy）的重要性，並

瞭解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如何培養同理心，進而將同理心的概念融合進解決方案

中（MISC，無日期）。 

（3）美國紐葉樺學校 

美國紐葉樺學校（The Nueva School）主要組成的學生為智商一百二十以上的

孩子，但是學校不以學科能力為導向，而是強調動手做和關懷及運用設計思考的

理念和方法來設計課程。透過「創新實驗室」（iLab），由五位全職老師帶領每週兩

小時的「工程專題」（Engineering Project），結合最新科技和手做課程，每半年完成

一件「影響真實世界」的作品。iLab 也主動出擊，和各科老師合作，將設計思考

的步驟，置入早已大量專題化的課程中。紐葉樺將原本只屬於設計界、大學及研

究所的課程和概念，轉化成中小學教室中可以不斷重複的六階段：深層研究、聚

焦、產生想法、決定、做出模型、合作與分享（親子天下，2014）。 

    設計思考與系統思考皆是提供組織邁向學習型組織的一種思考取徑，如同

Brown 於書中所形容「教企業捕魚的方法」（許莉君譯，2010）。「更創新」是在瞬

息萬變的環境中保持競爭力的關鍵，利用設計思考看見更多的需求。設計思考帶

來的創新並非腦海中出現的靈光一閃，也非水龍頭般一轉就開，一轉就關。突破

性的構想到實施亦如系統思考同樣也需忍受時間的滯延，組織再造的過程中，如

果缺乏承諾與整合性的作法，照舊的文化很可能就會抹滅掉孵化中的構想與努力。 

（三）批判思考 

    批判思考為一複雜的認知歷程，此一歷程涉及思考者的知識、意向及技巧與

所在情境的互動，建立一套有效及合理的判斷標準，對陳述或問題加以澄清與評

估，最終做成決策及解決問題。而批判思考又可分為「批判思考的技巧(skills)」

與「批判思考的意向(dispositions)」兩概念。批判思考技巧指涉辨認假設、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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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解釋及評鑑等高層次認知技巧；而批判思考意向即批判思考精神，包含實

行批判思考的意願、傾向、承諾與態度，具體展現在系統性與分析力(systematicity 

and analyticity)、開放心胸與同理心(openness and empathy)、智識好奇心(intellectual 

inquisitiveness)及整體與反省思考(holistic and reflective thinking)等四個因素上（葉

碧玲、葉玉珠，2001）。 

從課程與教學的觀點出發，Ross 和 Hannay (1986)指出教學過程中的批判對話

能幫助學習者檢驗個人行動所持有之觀點及他們從學校課程所學習之知識。Ford 

(1999)提到批判反思是一種自我解構的歷程，能促使學習者對過去經驗給予意識性

詮釋與瞭解（引自簡梅瑩，2010）。從上述學者的觀點可知，批判思考的學習能促

使學習者對學習內容進行思考、知識建構，並進一步發展深層、全面性內在觀照

之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能力。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新媒體的出現，二十一世紀學生所需能力及國內 107

教綱都期待學校的未來效能是教學者能透過課程規劃與教學互動的過程中，培養

學生能敏銳地察覺問題、鑑別資訊的真偽和品質、養成獨立思辨及反省的能力，

面對各種論述進行客觀地分析、推理、評價，使所學的知識及經驗能經過理性的

思辨轉化成有用的智慧，而這些學習的能力，與批判思考有相當高程度的密切關

係。 

    頌伊老師多年前曾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常紹如教授合作，從批判思考

出發培養高中生英語辯論能力，當時的研究成果經過頌伊老師在教學現場中不斷

實驗與修正至 2014 年暑假家宜老師的加入，兩位授課教師將批判思考的教材轉化

成適合特色課程高一學生使用之教材。 

 

貳、學習型學校之必要 

    自十七世紀開始，世界是由零碎的片段和零件組成的概念就根深蒂固深植於

人們的思考，十八世紀的腓特列大帝、工業革命都以標準化、一致化、不斷重複

 



45 

 

的訓練，獲得具有時代標誌性的成功，而教育工作也深受「管控」的影響。裝配

線式的學校固然大規模增加了教育的產量，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這種制度將

學生畫分為聰明和愚笨兩種，同時也使得學習成為以教師為中心（楊振富譯，

2002）。 

許多人常誤以為有教就有學，然而這很顯然就是走上系統思考經常提到的推

論階梯，誤以為老師教授某些知識，學生就能學習到那些知識。或許學習者可能

因技能課程的加強教導而習得那些技能，但像文化性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

批判性的知識，有教無學反而是常態。因為學校制度化的教育，仍以套裝知識為

主，並為著重在經驗的印證，舉例來說：知道某個國家有哪些物產、有哪些城市、

哪些河流對學習者來說仍不足以成為其知識，唯有當其有能夠讓學習者融入的故

事，進而與之經驗印證相連結。經驗印證的過程必須伴隨批判，意即驚覺經驗的

衝突，人的主體經驗不僅是侷限於吸納或遵循客體經驗，有時還須雙向地修正經

驗，修正客體經驗以同化於主體經驗中，或修正主體經驗去調適客體經驗。正是

這過程從不斷地經驗批判，進而建立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黃武雄，2003 ）。 

系統思考的修練就是致力於把相互依存的系統理論概念化，有系統並不表示

就一定是「科學化的」。隨著經濟理性主義的興起、教育市場化的出現，政府期望

透過新的運作模式，例如：課程架構重組、決策權轉移（校本管理）、訂定指標和

家長選擇權，增加學校的問責性，進而提升效能，接踵而至的改革在教育生態環

境起了急遽變化，要求教師在學科知識裝備、教學技巧的大幅提升、決策能力的

培養，教師必須不斷地進行有效能的學習，才能不被淘汰（彭新強、蔡愛玲，2012）。

然而，若教師只進行個別學習，未必能有機地整合，轉化為整個組織的成果，甚

至可能互相排斥抵銷，使組織的效能更低。故如何順利進行組織學習，已然成為

學校在新世紀所面對的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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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色課程發展模式與限制 

 一、特色課程發展模式 

    研究課程的文獻中常以中央性（或稱「集權式」）（Centralization）與委託性（或

稱「分權式」）（Decentralization）的課程發展作為對立的課程概念。傳統中央性課

程發展，課程決策權力集中在中央，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課程發展模式，採用此種

模式的立意是確保學校間的公平性、統一性和標準化，此外，這種設計多是由專

家發展，教育品質能獲得一定程度的認同，同時也有人認為由中央主力發展課程

可節省不少時間與資源，因此亦有不少教師認同由上而下的課程發展模式（楊思

賢，2009）。 

    然而，這種集權式方式也有其短處，李子建（2002）提出中央集權式的課程

發展模式往往忽略了學校多樣化的需要、忽視教師對中央課程的認同感以及高估

課程實施的程度，多數時候只是反映了政治的決定與權力的意向。 

    近年越來越多課程專家提倡教師要多參與課程決策與審議，成為課程研究的

主體，全方位且主動地介入教學過程（引自彭新強，蔡愛玲，2012）。首先，要自

覺地研究新課程的理念和課程理論發展的宏觀趨勢，優化自身的課程理論素養，

並且要不斷地把所學到的教學理論應用在教學實踐中，並根據環境、對象、內容

而改變教學策略。其次，教師有責任對教科書加以剪裁，對自己的教學活動，包

括教材、方法的選擇進行分析、研究、反思、改善，並能不斷地汲取他人的教學

經驗，依據實際情況著眼而做出富有針對性的設計。耑此，在新的課程與教學模

式裡，教師要成為「課程製作者」、「課程規畫者」、「課程領袖」等，Blackmore（2014）

也將教師的角色定位成「研究者、知識的建設者」（teacher as researchers, knowledge 

builder.）。 

     綜觀台灣的教育改革，課程的革新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指出傳統各科教學活動分立、欠缺協調與統整，導致學生承受零散的課程內容、

經驗無法統整，進而於總諮議報告書（1996）提出課程改革的改進策略，期望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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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學校課程發展，重視課程整體性。我國國民中小學也於 2000 年 8 月正式推行九

年一貫，可視之為全國中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起點。 

     林佩璇（2001）表示真正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需注意以下四個基本概念： 

（一）課程的發展必須配合學生在特定學校及社區環境下的需要，因此，位處於不

同區域、學生成員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及文化脈絡的學校應各具特色。 

     （二）學校應被視為課程發展中心而非外在機構的課程實驗場所，意即學校應享有

專業自主去研發適合自己學校和學生需要的課程，不再只是負責試驗和執行

官方或研究機構帶動的課程創新。 

     （三）真正的校本課程應尊重教師的課程決策自主權，此亦為成功課程發展的基礎。 

     （四）教師需形成學習型團體，換言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一結合群力的過程，

由中央下放課程權力到前線教師身上，重視和信任教師為一專業團隊，使教

師完善其專業化發展。 

    課程模式（curriculum model）是課程設計的實際運作狀況的縮影，或是理想

運作狀況的呈現。常見的課程設計模式有三種，即「目標模式」（objectives model）、

「歷程模式」（process model）及「情境模式」（situation model）（黃光雄、蔡清田，

2009）。依研究者就教師共同備課、課堂參與觀察之結果，教師在稻禾高中英文

科系統思考特色課程較接近情境模式的課程設計。 

    情境模式課程設計的基本假定是以個別學校及其教師作為課程發展的焦

點，亦即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乃是促進學校

改變的最有效方法。情境模式與當代社會文化分析密不可分，支持此種課程模式

的學者 Lawton、Bridges 主張，課程是社會文化素材的選定，包含人類知識、語

言、科技、工具、價值，並將此種社會文化的要素具體呈現於下一代的思考體系

當中（黃光雄、蔡清田，2009）。 

 二、特色課程發揮的限制 

  （一）特色課程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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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次訪談千頌伊老師時，她曾提及：「有很多老師對特色課程的定義就是

開設考試科目以外的課程，因此你會聽到很多像是看電影學英文、如何讀懂英文

報紙…」在「特色課程」教育政策的風潮下能看到「量」提升，然「質」的把關

至今卻鮮少被觸及，「教育」一詞的內容和形式反而變得更為狹隘（鄭以萱，2010）。 

  （二）教師與學生心境之調整 

    Blackmore（2014）提及 21 世紀的學習者、知識型工作者，經由教育的訓練，

應使其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分析（analysis）、創意（creativity）、創新

（innovation）、團隊合作（teamwork）、數位及情緒素養（digital and emotional 

literacy）、跨文化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以及良好的溝通能力（good 

communication），意即 21 世紀的學生和教師皆需要裝載面對未知的能力以適應不

曾有過的挑戰外，對教師而言，改革使教師工作富有挑戰性，如能夠教導能力混

合的班級、懂得跨科的資料、能進行不同類型的評估方式等；對學生而言，有標

準評分的統一考試以方便排名與重視個別差異、讓學生在不同範疇和能力上得到

認同的多元化評核模式，對教師和學生而言皆須更細緻處理，以維持教師之客觀

性（彭新強、蔡愛玲，2012）。 

  （三）升學考試的桎梏 

    因為沒有升學壓力，國小教師的確比國中教師有更大的課程與教學轉化空

間，如果考試領導教學的情形沒有改變，在國中階段進行任何的課程轉化，仍有

一定的困難與限制。對教師而言，長期受到學科中心課程觀與保守的學校文化影

響，在師生關係和課程與教學型態方面存有既定的「規範」與「標準」，又以「教

學時間不足，無法教完課本內容」和「害怕學生能力不足，致使學生課業壓力大」

兩方面的擔憂尤甚。同樣地，對已習於以教科書為中心的學習的國中、高中學生

而言，學生抱持的課程觀是將教科書等同課程。因此，有些學生認為議題融入屬

於課外知識，而質疑議題教學的必要性（劉美慧、陳幸苡，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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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系統思考國內外相關研究 

依據研究者目前收集到關於系統思考國內外的文獻，依照類別可區分成兩面

向，分別為系統思考課程與教學以及系統思考對組織運作的影響，惟篇幅過長，

研究者將資料彙整於附錄二。在課程與教學相關研究方面，研究者嘗試以訓練學

生思考技能為主軸來進行設計，以提升學習者對於知識的吸取和思考分析之能

力，不同於單向授予的教學方式，學生被要求參與課程的進行，而學生的回饋成

為教師調整教學進度的依據和學習成效的判斷來源（陳可恭，2002；歐陽鍾玲、

何瑜，2013；Orit Ben-Zvi Assaraf & Nir Orion, 2005；Orit Ben-Zvi Assaraf & Nir Orion, 

2010；Woei Hung, 2008；Leah Greden Mathews, 2008；Matthew D. Lammi, 2011）。 

    依據國內外系統思考課程研究結果，對稻禾高中（化名）的啟示為： 

一、系統思考能夠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的發展，而學生能經由系統思考開發、建

構自己的系統思維模式和記憶的學習模式。 

二、學生個體認知能力與探究式學習課程參與知識整合活動成為系統思考的主要

兩個因素。 

三、發展系統思維技能需要時間使學生內化概念，並逐漸體現出他們的實踐思維

和推理模式，盡量讓學生有時間、有機會思考，不要馬上給予答案。 

四、系統思考有助於探討多個相互關聯的變量。 

五、思考技能的訓練，必須要有程序及有計劃的擬定訓練課程，教師在設計課程

中如果可以搭學習的鷹架、連結的引線，將有助於概念的連結，之後亦可推

展至其他單元的學習或是跨科學習。 

六、學生對於思考技能的學習存在一定的程度差異，連結技能與先備知識的穩固

與否有直接關聯，過程中可能遭遇對於分析主題感到有難度、不知從什麼方向

去分析以及思考的完整程度，採用分組討論和教師引導的方式進行，鼓勵提出

自己的觀點、同學互相分享，有助於改善前述之情形，同時透過集體探詢的過

程，有益於學習新知與思考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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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目前參與觀課的情形，研究者僅能觀察出稻禾高中系統思考特色課程有

助於探討多個相互關聯的變量、教師在課程設計上有學習的鷹架、連結的引線，

以及以小組學習的方式給予進行討論、思考。以學生學習成效的面向上來說，以

目前參與觀課十一次的紀錄和學生於臉書上的作業、自身回饋可發現確有達到概

念的連結之效以及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的發展，然更多的證據仍需等待後續的追

蹤。 

    而系統思考對組織運作的影響，根據（張湘芬，無日期；傅清雪，2005；劉

坤俊、林秀珍，2005）等人，都以個案說明學校中成員如何發展個人學習、組織

學習、凝聚共同願景、改變心智模式的策略以及系統思考導入學校的組織架構，

深化學校的學習型文化，進而建構學習型學校。上述的個案提供了兩點重要啟示： 

一、邁向學習型組織，最重要的不只是設計學習活動，鼓勵大家共同參與而已，

更重要的是掌握「學什麼」以及「如何學」。組織成員才是學習型組織的主

體，如果只是忙於活動的辦理，而忽略組織成員在觀念上、學習上的改變，

則失了學習型組織的原先立意。 

二、知行合一的行動力以及在行動中的反思能力，組織學習中空談是沒有任何幫

助的，更重要的是落實想法和計畫，同時改變心智模式，思考能多做什麼取

代不能做什麼以及培養行動中的反思能力。 

 

我現在是高三的導師，班上的情形就是人在心不在，有些學生在外補習，所

以都到學校來補眠，有些學生則是在課堂上看自己的書、準備考試，也不管

台上在上什麼，但我曾經有嘗試在班上帶千頌伊老師的活動，結果大家都不

睡了，而且非常專注地上完課，我相信這是有效的，而且我們就是一個大的

系統，從我們討論課程開始就可能無形地影響周圍的老師、學生，那學生也

會影響學生……。（訪 20150408T3）。 

 

    在稻禾高中進行共同備課時，沈家宜及許煙雨老師曾提及學習系統思考對於

自身及希望帶給他人的影響，許煙雨老師非系統特色課程授課教師，但時常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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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的共備以及調開有課的時間參與課程，上述即為煙雨老師提及從特色課程

中受益並將其運用到自身課堂的情形。 

 

伍、小結 

    在許多國中，學校中教學傾向基於學科的優越地位，教師的作用便是以某種

方式傳授特定領域的知識。雖然這種教學目的的取徑有其一定的地位，然而這種

教育模式卻不足以回應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國際競爭日趨嚴峻、人類社會發展愈

趨複雜，以及知識半衰期不斷縮短的世界。教育所代表的國家軟實力應順應社會

變遷的脈動，因此，學習的挑戰應透過教育體系試著創建更具動態課程設計、將

焦點放在發展更符合這世代的能力。 

    OECD 在「素養界定與選擇」（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DeSeCo）定義「競爭力」一詞即為具有涵蓋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的理解能

力並在群體生活中展現合宜的互動，有效地解決問題，展現多元交融、隨機調節

的各項能力。近年來成為各國用以衡量學力指標的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測驗是基於問題解決的背景

脈絡下，藉由閱讀的驅動學生更廣闊的能力，包含分析、理性溝通等符合這個世

代、未來社會所需處理大量資訊的能力。由上述國際教育趨勢觀之，教育的變革

開始重視學生在校內外所獲得知識的應用能力評估，而不僅是重視知識，還需發

展實際運用的取向。 

   Frost（2010）以婚禮蛋糕嘗試傳達創新的挑戰需要「多層次的學習」的理念，

創新需要所有成員一同投入學習-學生、教師、學校，而後才能起到系統學習之效。

學校作為一個組織和教育系統的運作，鏈結層次之間的關鍵組成即為「領導」。而

教師因應課程的決定全由中央轉移至學校，學校教師從被動者轉換為主動研究

者，從進修研習者，轉換成教師專業發展者，以及從知識的傳授者轉換成能力的

引發展（徐超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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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伴隨實務而來，並且必須在實務中求發展，教育始終是一項「進展中的

工作」（a work in process），實務工作者從自身的實務經驗出發，研究自己的教學

實務，建構教學與課程知識，加以實施以落實課程與教學上的改革，進而達到課

將學校優質化、教育改革的成功。 

 



5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教師領導如何藉由特色課程過程中發揮影響力，需對於

人事時地物詳加描寫，並能進行長期深入實地觀察，從行為脈絡梳理研究對象的

行為意義。因此研究者在 103 學年度第一學期特色課程的田野、課程共同備課的

討論過程蒐集研究資料，檢視教師領導的專業發展之產出以及影響力的發揮。本

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參與觀察法、訪談法之質性研究範疇。在研究實施過程中，

研究者謹遵研究倫理，務必使本研究具有正當性。 

    本章節主要在敘明本研究設計之構想與實施過程，分為五個部分，依序分別

為研究取徑、研究實施、資料處理、研究倫理，茲於各小節做詳細說明。 

第一節 研究取徑 

壹、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一、方法論－建構主義 

    Ritchie 與 Lewis（藍毓仁譯，2008）提出並沒有一個公認的質性研究方法，研

究者視其對社會本質的信念、關於社會本質可以得知什麼（本體論）、知識的性質，

如何得到這些知識（知識論）、研究的目的和目標、研究參與者的特質以及研究者

本身的立場與環境等均會影響研究進行方式。不同方法論的研究方法背後都有特

定的哲學假設，當研究者使其哲學起點與研究方法一致，將有助於從事研究，同

時更有可能產生品質較好的研究成果。因此，透過對研究者方法論的探究，將有

助於研究者掌握研究結果的概括性與應用性，並探究其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先釐

清本研究的方法論。 

在日常生活中，人類瞭解其周遭世界的意義，他們賦予世界意義，也根據這

些意義產生互動行為。假如人類將某種情況定義為「真實」，那麼，這種情況所造

成的結果也就是會是「真實」的（Jorgensen, 1989；王昭正、朱瑞淵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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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科學中至今呈現多元典範並立的樣貌，並不像 Kuhn（1970）對自然科

學典範的描述，典範的轉移具有替代性。筆者持循環式建構主義研究（circle of 

constructively inquiry），認為真相並無絕對，所有知識均與情境脈絡相互連結；研

究者透過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形成理論解釋以及回到經驗的循環步驟中，瞭解

人們符號的建構與詮釋的經驗（潘慧玲，2003）。 

    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反對有一固定之實體，實體的捕捉須經由個人的

心理建構（constructions），意即建構主義並不是去創造意義，而是賦予意義（Crotty, 

1998）。雖說有些建構是某些人或某些文化所共享，但因每一個體亦有其歧異之建

構，故建構具有在地性（local）、特地性（specific）的本質（潘慧玲，2003）。而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實處於一相互影響的互動狀態，價值觀會滲入

資料，研究結果的發現也隨著研究過程逐漸被建構出來。從上述可知，研究者透

過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形成理論解釋以及回到經驗的循環步驟，過程中研究者

與被研究者需要不斷地進行辯證地互動與對話，再以詮釋學方法分析，以傳達盡

可能真實的建構。 

    如前所述，本研究旨在瞭解稻禾高中教師領導如何藉由特色課程過程中發揮

影響力，研究者希望透過實際的參與，從而能夠在稻禾高中特色課程的脈絡之下，

藉由教師的具體實踐以及與其他同科之英文教師、學生和學校行政的互動關係中

建構出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真實。 

 二、研究方法－個案研究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以千頌伊和沈家宜老師為主的教師領導者影響力發揮過

程，研究者必須發展出圈內人的觀點（insider view/perspective）對教師領導進行詮

釋，進而採用個案研究作為研究策略。個案研究是一種實證研究，在不脫離現實

生活環境的情況下研究當前正在進行的現象，可用於研究者為增進對個人、組織、

機構、社會的瞭解及保留現實生活中有意義的特徵（Yin, 2003）。欲藉由個案研究

解釋現實生活中各種因素之間所存在的關聯之用途，以解釋教師領導者經由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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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實施過程之影響力發揮。為能建構研究結果之真實，舉凡文獻、檔案紀錄、

訪談、直接觀察、參與性觀察和實物證據皆為個案研究常見的證據來源，而本研

究則採用文件分析、參與觀察法及訪談法，希望經由實際參與觀察來瞭解教師影

響力發揮的實際情形，並透過個別訪談來深入了解教師規劃系統思考特色課程的

脈絡，因此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並進一步使用「文件分析」、「參與觀察法」

與「訪談法」進行資料的蒐集。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將於田野中梳理研究場域之脈絡以及進行觀

察與訪談的研討，故以下分別就研究對象選取原因、個案教師所在學校及研究對

象之資訊進行說明： 

 

壹、研究對象選取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作為研究取徑，主要目的在了解教師領導如何藉由英文科

系統思考特色課程發揮影響力。主要研究對象千頌伊老師及沈家宜老師皆是非常

專業的教師，前言所述為本研究開始的契機之一。經過相處後，發現兩位老師不

但兼含教學與研究的能力，也十分具有前瞻性、善於擁抱改變。研究者曾於碩士

班時修習「教育組織變革」、「教育行政領導」以及「教育行政新興議題研究」等

課程，課程中皆傳達出學校教育的未來被期望更創新的思考方式，即在培養學生

「學會學習」的能力，在此趨勢下，教師被賦予推動學校組織再造的領航者責任，

藉由進行專業學習和在課程與教學上進行實驗性的改變，除以全英語教授系統思

考課程在台灣高中課程中十分少見，具有其特殊性外，研究者能預期經由稻禾高

中系統特色課程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教師領導的樣貌、影響力的發揮，造成組織變

革，此為本研究開始的契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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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個案教師所在學校背景描寫 

    Law（2011）提及教師領導發展與學校領導間的關係，學校管理應具備提供教

師發展的平台，使新進教師和有經驗教師得以在學校中實施創新和政策推動。因

此確有必要對教師領導者所處的學校進行更深入的了解。 

    稻禾高中位於臺北市西區，於日據時期成立，是一所已有百年歷史的中型完

全中學，全校共有 66 個班，含國中部學困班 1 班，高中部 36 班，高中部教師 87

人，高中部學生 1396 人，國中部教師 61 人，國中部學生人數 1039 人，師生比約

為 1 比 16。走進稻禾高中校園，面對校門口的大樓上高掛著「稻禾 for every hero」

與學校願景「優質、創意、適性」，以及第二期程優質化目標，培養稻埕學子成為

社會國際中的 pioneers、leaders 及 thinkers，將學校永續推展至 Second to none 相契

合。 

    程又青校長（化名）提到稻禾高中於民國 85 年經歷學校制度的改變成綜合高

中，高一、高二的跑班選修課是由教師另外開課，因此在還沒有發展特色課程前，

學校教師已經有設計課程的習慣。而英文科系統思考特色課程的發展歸因於有動

能的老師以及有相關專長的教授指導，同時課程欲培養的能力與學校願景相符合。 

    校長回憶頌伊老師曾和她分享的改變前後的感受，以前的頌伊老師很認真的

教，但學生學習效果未必好，於是，她嘗試新的方法，從考試的結果來看，她所

教授的班級成績超越其他班級，而且教師與學生都更享受學習的過程。校長認為

正因為像頌伊老師這樣有動能之教師，才致使改變的發生，而教師動能來源則來

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外研習、有相關專長的教授指導，透過增能讓老師專業成長、

激發出使命感，找出更符合學生學習的設計，而新加坡三所菁英學校的參訪則是

給予兩位授課教師規畫特色課程的靈感。 

    稻禾高中自 2009 年來積極轉型與創新，分別體現於以下幾個面向： 

一、就近入學率從 23.68％上升至 32.74％。 

二、學生的入學成績普遍提升，這五年來入學成績最低 PR 值由 88 提升到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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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方面，國際行腳課程、菁英學生培訓獲得 2010 年臺北市優質學校學

生學習獎。 

四、課程發展方面，設有學校跑班選修課程 60 門、開發新課程 14 門，以及高效

率學習、英語資優以及數理資優課程獲得 2012 年臺北市優質學校領導獎。 

五、英文教學團隊分別於 2009 年、2011 年獲得臺北市教學卓越獎及教育部「未來

想像與創意人才」計畫。 

    從稻禾高中近年發展可得知，雖為擁有百年歷史之學校，但同時也是尋求不

斷突破與創新的組織，在英語課程發展亦獲得多方肯定，成為學校發展特色之重

點項目。此外，學生進行系統思考課程過程中，教務主任、創發處、圖書館主任

皆有到課堂提供協助，與千頌伊、沈家宜老師互動過程中也曾聽她們提及上課借

用的大講堂（圖書館）、教具皆由學校負責，校長時常傾聽她們提出的想法並與予

鼓勵、支持，這些對她們來說都是非常大的動力。從上述觀察中，可以見得學校

領導在學校發展、學生學習上的企圖心，提供支持、鼓勵創新使得教師得以從教

室的改變，最終讓學校文化產生改變，讓稻禾高中能以新的面貌使學生皆能成為

學習的 heroes。 

 

參、個案教師背景描寫 

一、關於千頌伊老師 

    頌伊老師擁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學士學位，自師大畢業後便分發至稻

禾國中（化名），分別服務國中部 5 年、高中部 18 年，迄今教學已有 23 年的資歷，

除教學外，同時也擔任稻禾高中英文科召集人、99-101 年度臺北市英文科輔導團

教師、英聽試行委員，也曾獲得臺北市第十一屆 SPECIAL 教師獎的肯定，是位擁

有豐富經歷的專業教師。頌伊老師回憶使她真正成為一位教師的起點是在教學的

第一年，初任教師的她面對班上學生學習成就落差大，甚至每堂下課都要到教室

去「坐鎮」以防班上有霸凌的行為出現，但經過三年後，班上出現北聯的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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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本令人比較擔心的學生也都有各自不錯的發展，那一刻，對頌伊老師來說

是莫大的鼓舞，她發現成為一位老師不只是傳授知識，對學生其他方面的影響也

非常深遠。 

    在教學生涯中曾經有過兩次轉折點，教學生涯的前五年，頌伊老師複製過往

學習經驗，以文法翻譯（grammar translation）作為教學主要基調，但開始教授高

中課程後，發現這種學習方式隨著課程內容的加深以及學習分量的加重，引發不

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學習成效也很差，於是她開始設計活動，在特色課程之

前，她形容她的課程總是「亂亂的」，學生可以離開位置進行討論，之後會討論看

有什麼比較好的答案，學生在她的課堂上總是很「忙碌」，使用簡報進行口頭報告、

拍攝 MV、演戲，為了兼顧活動和課本的進度，從那時候開始就開始思考如何讓學

生學習的更有效率，這算是頌伊老師教學的第一個轉折點。 

    第二點轉折點發生在接觸學習共同體之後，她發現想法多元的人不只她一

個，她開始有了知音，開始看到學生有不一樣的產出、不同的成長，她忽然覺得

教學好有趣，但這個有趣是經過二十一年的教學生活才感受到的，在此之前，只

要她嘗試新的東西，她就會感到忐忑不安，因為這種「不一樣」，會間接造成其他

同事的壓力。 

    促成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共同開設特色課程的原因是 2014 年 5 月的新加坡參

訪之旅，他們發現新加坡的學生邏輯性非常的強，因為他們從小就被教導一些思

考工具，以一個地球村的角度來說，台灣的孩子也應該有相同的學習機會，去裝

備這些工具。此外，她們同時也向新加坡取經大講堂、小講堂的作法作為稻禾發

展特色課程的參考。 

    更深層的原因源於教學輔導教師受訓以及未來人才培育計畫，這些感受都是

在師大教師養成的過程中未曾接觸的，前者的專業教學評鑑、一雙善意的眼睛以

及如何去輔導夥伴老師加上後者教授系統思考的工具，如五項修練、系統思考的

基模等，還有描繪十年、二十年後台灣的狀況，學習試著用 SWOTs 分析學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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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啟發頌伊老師對教育新的想像，同時也讓頌伊老師更能夠站在行政觀點

思考，從而學習以搭橋梁的方式溝通行政與教師之間。 

二、關於沈家宜老師 

    家宜老師在就讀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期間修習了教育學程，之後在大安高工

完成實習。家宜老師在述及大安高工實習時說：「妳知道嗎？學生很信任你、願意

真誠地和妳分享生活的點滴，同時我發現原來教師這工作我還滿容易上手的…」

她說那是驅使她想成為一位教師的一段重要時光。然而，家宜老師深知要考上臺

北市的英文老師並非易事，因此選擇先到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育研究所進修，取得英語教學（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碩士學位，回國後分別在三所高中代課，至 2012 年 9 月才成為稻禾高

中的英文老師，並於 2013 年和頌伊老師同時獲得臺北市第 14 屆行動研究徵文大

賽佳作。 

    家宜老師認為自身的個性比較隨興、自由，對學生學習容忍空間跟彈性非常

大，除了跟本身個性有關外，也可能與從小都在很自由的環境下成長與接受教育，

她記得她在中山女中當時的老師上課風格就不是「教條式」的，老師會補充很多

不同的資料、知道學生特質是什麼、對讀什麼感興趣，同時也能設計出符合大考

趨勢的課程與教材，那對她日後教學生涯有相當大的影響。 

    在美國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是改變家宜老師的重要時刻，從中她學習到美國在

設計課程以及評分標準的嚴謹，以前她總以為熱情是最重要的，但經過留學後，

她認為熱情之外，還需要更有組織、邏輯的去架構課程。 

    2012 年進入稻禾高中，學校指派頌伊老師作為輔導教師帶領她盡快熟悉環

境，兩人也擁有同時擔任高三導師以及一起到新加坡參訪經歷。在新加坡參訪期

間即被告知接下來要與頌伊老師一起擔任高一導師，頌伊老師大方提出共同開設

特色課程的構想，另一方面的考量是，兩班皆屬英文特色班，希望他們於高二時

能夠合為一個班級，這樣的決定除了對其他社會組學生來說較為公平，因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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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校資源就不容易被瓜分掉，對於將來接手的老師來說，也更能夠掌握學生的

學習進度。學校資源有限，需要考慮對其他老師最省力，同時對學生學習最有幫

助的做法。 

 

肆、觀察場域 

    研究者以稻禾高中英文科頌伊老師、家宜老師共同開設的特色課程為研究場

域，千頌伊老師與沈家宜老師在 2014 年暑假提交特色課程申請時已大致安排學期

中的上課內容，課堂主講人以輪流形式，上課用簡報、教材彼此協調、分配，通

常由千頌伊老師利用週末時間準備大致的架構，並於每星期三的下午兩點開始針

對星期五上課內容做更細緻的討論，過程約一至兩個小時，通常共同備課的地點

為稻禾高中的導師辦公室，因此討論過程中，時常會有其他教師經過，有時候駐

足、有時甚至加入討論。此外，課程規劃時引進大學端的外部資源－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林子斌老師於 2014 年 11 月 7 日進行系統思考活動，千頌伊及沈家宜老師

曾到師大與子斌老師進行課程討論。而上課地點則視當週內容及教師評估結果決

定，以圖書館（大講堂）、原班級教室（小講堂）為主。 

    研究者也透過兩位教師加入班級網路社群（臉書）之中，經由此管道可以看

到學生於課前預習、課後回饋之情形，同時，與兩位老師互為好友的關係，可看

到老師與同事間網路上的互動，網路平台亦成為研究者觀察場域及收集資料的來

源。 

 

伍、訪談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探究稻禾高中（化名）教師領導如何藉由特色課程發揮影響

力，研究者除了透過參與觀察教師於特色課程發展與執行中的領導模式及影響力

的發揮之外，亦希望經由訪談深入地瞭解相關參與者的價值理念和想法。據參與

觀察的結果，本研究訪談對象含 2 位特色課程授課教師、稻禾高中校長、教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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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圖書館主任等 3 位行政人員，3 位英文科教師，以及從參與課程的兩個班級當

中各挑選一組，共 8 位學生，計有 16 位受訪者。 

  基於研究倫理，所有受訪者均已匿名呈現，研究者亦模糊處理其基本資料，

若訪談內容涉及身分等之敏感性詞彙，為確保受訪對象之個人隱私，亦將進行模

糊處理或以其他替代方式做處理。此外，為區辨受訪者身分之差異，以利研究者

後續資料處理與分析之方便性，研究者將依據訪談對象不同的身分，而給予不同

的代碼作為區別，詳細受訪者代碼與訪談資料詳見下表 3-1 所示。其中千頌伊、沈

家宜兩位老師於 2014 年 11 月 26 日之訪談，是為對個案教師背景有更詳盡瞭解。 

 

表 3-1 受訪對象資料表 

受訪對象 代碼 訪談時間 訪談長度 訪談地點 

千頌伊 T1 2014/11/26 48 分鐘 校史室 

2015/04/08 28 分鐘 專任辦公室 

沈家宜 T2 2014/11/26 49 分鐘 校史室 

2015/03/20 46 分鐘 圖書館 

程又青 P1 2015/04/08 40 分鐘 校長室 

宋智孝 D1 2015/04/23 24 分鐘 教務處 

金元 D2 2015/03/20 20 分鐘 圖書館 

許煙雨 T3 2015/04/08 23 分鐘 圖書館 

車恩尚 T4 2015/04/08 14 分鐘 圖書館 

李寶娜 T5 2015/04/08 28 分鐘 圖書館 

劉在石 S1 2015/03/27 14 分鐘 圖書館 

金鐘國 S2 2015/03/27 15 分鐘 圖書館 

姜 Gary S3 2015/03/27 14 分鐘 圖書館 

李光洙 S4 2015/03/27 16 分鐘 圖書館 

金嘆 S5 2015/03/20 17 分鐘 圖書館 

崔英道 S6 2015/03/20 15 分鐘 圖書館 

尹燦榮 S7 2015/03/20 15 分鐘 圖書館 

劉 Rachel S8 2015/03/20 13 分鐘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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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的方法 

壹、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法（documentary research）是以現成的文件記載資料作為分析對象的

研究方法，有些研究方法的著作認為文件分析法應包含於文獻分析法之內，然而

兩者在蒐集材料的對象上仍有所區別。文獻分析法資料蒐集的範圍較廣，文件分

析法資料蒐集的範圍則侷限於官方文件或物件，如信件、日記等「一手資料（primary 

data）」，文獻分析法蒐集的資料則多屬「二手資料（secondary data）」 (翁福元，

2007)。2014 年 9 月至 2015 年 6 月研究者將持續利用國家圖書館、各大資料庫蒐

集與閱讀教育報告書、期刊論文、專書、相關實證研究及碩博士論文，以強化本

研究的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並同時掌握最新教育政策之發展。此外，研究者也會

向稻禾高中教師領導者索取特色課程相關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增加研究者對該課

程的瞭解以及加入參與特色課程班級的網路社群（facebook）蒐集學生的回饋作為

分析材料。 

藉由蒐羅這些資料，除與現有文獻相互對照外，更希望能進一步調查資料所

透露之深層意義，作為研究教師領導影響力於特色課程發展軌跡。 

 

貳、參與觀察 

    就實證主義的觀點而言，參與觀察法更常被認為是一種在探索性及描述性科

學研究的初期相當有用的工具，由參與觀察法所導出的屬性描述，常被用來建立

檢驗、歸納及假設等概念，這些概念經進一步檢驗後，可以用來建立解釋性的理

論，同時也可以理解為對人類日常生活的直接參與，為非參與者的觀點中晦澀不

明的現象提供了深入其中的策略（Jorgensen, 1989；王昭正、朱瑞淵譯，2000）。此

外，為了解稻禾高中教師領導如何藉由特色課程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在閱讀相關

文獻後，取得對教師領導定義、相關理論以及發揮的途徑等重要概念的瞭解，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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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研究問題，並保持開放性，進入現場後，再持續從共備、觀課、參與活動

及半結構式訪談取得研究的資料，以建立研究之可靠性（dependable）與有效性

（truthworthy）。 

    研究者嘗試從稻禾高中頌伊老師、家宜老師發展特色課程的過程中，來瞭解

教師領導於學校內的發展與影響力發揮之情形，研究者自稻禾高中學期開始之

際，便參與教師們共同備課以及於課堂活動中提供協助，以圈內人角色長時間在

現場進行觀察，融入於稻禾高中和課程當中，除與授課研究對象教師們有頻繁接

觸之外，和參與課堂的學生、同科其他英文教師亦有一定的熟悉程度，皆不會因

為研究者涉入而造成互動不自然。同時，研究者也經由現場參與的方式，瞭解教

師影響力發揮的實際樣態，並隨時記錄重要發現。此外，本研究恪遵社會研究之

倫理原則，研究者在獲得授課教師之同意才進入研究場域，並徵得教師同意於課

堂上拍照及共同備課時進行錄音與紀錄。 

 

參、訪談 

    Kvale 分別提出「礦工隱喻」（miner metaphor）以及「旅行者隱喻」（traveler 

metaphor）兩種深入訪談的立場，前者認為知識就像被埋藏住的金屬，而訪談者則

是挖掘的礦工，知識是「被給予的」；而旅行者隱喻這個模式中，則認為知識不是

被給予，而是「被創造」、「協商」出來的（引自藍毓仁，2008）。筆者將遵循「旅

行者隱喻」模式，成為與受訪者一起遊歷的旅行者，而受訪者的故事隨著旅行者

的詮釋發展出意義，在資料和意義的發展上，扮演不只是傳輸的管線，而是從訪

談當中建構出知識。 

    為檢驗研究者經由觀察所得印象資料之正確性，以及補足課堂參與觀察未能

得到的資訊，包含受訪者心中的想法或對教師領導、教師在英文科系統思考特色

課程的感受。本研究係針對台北市稻禾高中（化名）特色課程相關人員進行半結

構式訪談，使訪談能圍繞研究之問題，不致偏離問題主軸。訪問對象包括：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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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其他英文科教師、行政人員及課程參與學生等，預期藉由系統思考特色課

程建立的動機，所遭遇的困難，了解教師領導為建構一個能學習、有回應、有行

動的「學習型組織」的成果予以瞭解。採用訪談最大的助益在於可以獲得豐富的

資料，並且深入地瞭解相關參與者的價值理念和想法，進行分析並提出解釋性的

證據。 

    此外，為確保訪談品質，將採取面對面的訪談形式，使得雙方都能專注地投

入在訪談過程之中，而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也會注意訪談之彈性、互動性。本研

究訪談過程遵循研究倫理，事先徵得受訪者之同意，並簽署訪談同意書後才正式

開始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研究者並於訪談同時為提到之訪談重點做簡易的筆

記，以彌補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的選擇性過濾，而導致紀錄結果產生偏誤。訪談

結束後，研究者遂繕打逐字稿，整理訪談的重點與脈絡，以保持資料的結構性與

完整性。 

第四節 研究架構、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為系統循環過程，框中為稻禾高中場域，教師領導藉由特色

課程發揮影響力，受影響對象其他英文科教師、參與課程之學生、其他科教師與

行政人員，受影響力同時，亦形成教師領導內部支持條件（分析詳見第四章）。此

外，外校為其英文科教師舉辦研習，邀訪頌伊老師分享於稻禾高中發展及實施特

色課程之經驗，因此教師領導影響力更擴及至稻禾高中之外。作為本研究資料處

理及分析之架構，探討教師領導如何藉由特色課程發散影響力。本研究之研究架

構如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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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貳、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究稻禾高中（化名）教師領導如何藉由特色課程發揮影響力，

研究對象除教師領導者外，也兼含受影響力而一同參與授課、備課、觀課之同科

教師、行政人員以及參與課程學生。依高中學期規劃，課程期程自 2014 年 9 月至

2015 年 1 月，自 2015 年 1 月起進行訪談直到資料飽和以達到研究目的。 

 

參、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之限制 

    個案研究之取徑，以人作為研究資料蒐集之工具易受到研究情境、研究者情

感、知覺、經驗等個人因素的影響，使得研究結果有其詮釋的限制。另外，本研

究之研究方法包含文件分析、參與觀察及訪談。然而，個案教師領導運作型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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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共同備課、授課外，尚有領域時間教學觀摩、私下討論等方式，研究者礙於

研究時間之限制，無法長時間且逐一投入研究現場參與研究參與者之活動，同時，

研究過程中，可能會遭遇學校活動（段考、校外教學、學校例行活動）而影響課

堂資料蒐集、觀察教師時間安排、受訪者訪談時間安排困難，此亦為資料蒐集上

之限制。訪談部分包括研究者本身專業性、時間限制及訪談環境等因素也皆可能

影響資料蒐集的完整性。 

二、研究推論之限制 

    本研究採質性個案研究方式，僅以臺北市稻禾高中英文科特色課程作為教師

領導如何從中發揮影響力之研究對象，又本研究之資料來源有其脈絡的獨特性，

在研究結果推論上，較無法推論至其他學校情境中。再者，受限於人力、物力、

時間，訪談對象只邀請十六位學校相關人員進行會談，而無法邀集更多其它利害

關係人，訪談結果可能無法充分展現個案的資訊。然而，探析教師領導如何藉由

特色課程發揮影響力的過程，主要的目的是在瞭解領導影響力發揮帶來的變革與

意義，是故本研究關注的重點在於個案的深描，而非研究結果的整體推論。 

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程序含三階段、四步驟，三階段包括進入研究場域前之準備階

段、進入場域後的資料蒐集階段以及研究完成階段，而四步驟則由三階段中再細

分而成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對象、進入現場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資料、撰寫與

完成論文，三階段、四步驟之內容詳細說明如下： 

 

壹、準備階段 

    研究者在準備階段已確定好研究主題與研究對象，以便後續研究能有效進

行，避免毫無頭緒及缺乏研究意識。故進入研究場域前之準備階段包含選定研究

主題與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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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對象 

    研究者在研究所碩士一年級曾修習「教育組織與變革」、「教育行政領導」以

及「教育行政新興議題研究」等課程，對於教師領導及特色課程發展產生了興趣，

又於碩二時，曾聽指導教授提及稻禾高中教師發展英文科特色課程的情形，在一

次因緣際會下，能有機會見到千頌伊老師，千頌伊老師當時大方為我打開教室的

大門，並邀請我加入課堂，幾次下來的經驗讓我亟欲探究特色課程的個案，因此，

與指導教授進行論文初步想法的討論，最後決定以稻禾高中英文科系統思考特色

課程作為為研究場域，來探究教師領導如何藉由特色課程發揮影響力。 

    在進入研究場域前，研究者必須先對教師領導、課程發展、系統思考及設計

思考具有一定的理解，因此閱讀及彙整相關研究資料與文獻為研究的首要任務；

同時，研究者也持續進行參與觀察，並將觀察到的現象做詳細記錄，回頭閱讀更

多的文獻，以釐清研究概念與架構。 

 

貳、研究階段 

一、進入現場蒐集資料 

    研究者在進入現場前，已徵得個案研究教師的同意。在資料蒐集上，透過稻

禾高中於網路平台所建置的學校網頁、網路臉書社群，取得學校、特色課程發展

概況之相關文件、檔案以及研究利害相關人的反饋，作為文件分析之依據。其次，

參與特色課程共同備課、觀課和個案教師特色課程的校內、外分享，觀察個案教

師領導影響力發揮的過程，並同時於 2014 年 11 月 24 日與千頌伊老師、沈家宜老

師進行初步的訪談，為了收集深入且多元的資料並詳盡地回答研究問題，於 103

學年度第二學期依據研究問題，選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豐富資訊之受訪對

象，含授課兩位教師以及同科英文教師、行政人員（校長、教務、圖書館主任）

和參與課程之學生，計有 16 人，透過不同立場的看法進行互相驗證，以獲取更多

研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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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理與分析資料 

     研究者開始著手將蒐集的資料，如觀察筆記、訪談逐字稿及相關文件資料

等，待蒐集的資料豐實、足夠，即進行分析、歸納、統整與交叉對比，過程中為

防原始資料外洩，由研究者親自分析逐字稿，並加密所有儲存之文件、錄音、錄

影與逐字稿等檔案，發現訊息不足、模糊之處，則再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資料蒐集，

並且翻閱相關文獻進行釐清與佐證，以因應研究的需要。 

 

參、研究完成階段 

一、退出研究場域與撰寫論文 

     根據經過分析與整理之訪談資料、觀察記錄與文件檔案，描繪教師領導如何

藉由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發揮影響力，呈現研究成果的全貌，因此研究完成階段

即退出研究場域與撰寫論文。研究者將事先與千頌伊、沈家宜老師告知退出現場

的時間，讓彼此皆能有所準備，在撰寫論文期間，研究者將定期與指導教授進行

討論，以求論文的質量能更臻完善。 

    綜上所述，經歷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對象、進入現場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

資料及撰寫與完成論文四步驟，過程中，倘若有資料未能提供詳盡解釋之處、研

究資訊有缺漏，除了持續閱覽相關文獻，亦會以誠摯的態度拜訪研究對象，以獲

得更全面、詳盡資訊得以完善呈現研究結果。 

第六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依循上述研究步驟與研究架構，透過系統思考特色課程教師共同備課

與上課情形，輔以參與教師共同備課、課堂觀課之同科英文教師、行政人員（校

長、教務主任）和參與課程之學生的訪談與現場參與觀察，以瞭解社教師領導藉

由系統思考特色課程發揮影響力之情形。隨著研究資料的蒐集漸趨充足，本節主

要針對研究者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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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料整理 

一、文件資料 

    本研究蒐羅的文件資料包含臺北市發展特色課程相關計畫的書面檔案、個案

教師發展特色課程歷程資料、臉書回饋及課程記錄片產出。研究者將這些資料分

別編號整理，以便資料的處理與分析。將有關臺北市發展特色課程相關計畫，如

領先計畫的文件歸類為「文 1」，此類中文件個別依序編號為「文 1-1」、「文 1-2」；

個案教師發展特色課程歷程資料則歸類為「文 2」，此類別中個別編號依序為「文

2-1」、「文 2-2」；臉書回饋則歸類為「文 3」，此類別中個別編號依序為「文 3-1」、

「文 3-2」；課程記錄片產出則歸類為「文 4」，此類別中個別編號依序為「文 4-1」、

「文 4-2」。以下茲就整理的文件資料臚列於表 3-3 中。 

 

表 3-2 文件資料編號示例 

項目 編號 文件名稱 

臺北市發展特色課程相關計畫 

（文 1） 

文 1-1 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 102- 

106 年度 

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個案教師發展特色課程歷程資料 

（文 2） 

文 2-1 Systems thinking 

臉書回饋 

（文 3） 

文 3-1 Reflection for the Jenga Game 

課程記錄片 

（文 4） 

文 4-1 
D  Documentary of Dadaocheng- 

Now and Never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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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節錄臉書之回饋 

（一）學生於臉書上之課後回饋 

 

（二）學校組織成員於臉書上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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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參與觀察資料 

    本研究觀察資料的來源為特色課程之共同備課、觀課，進行共同備課時，研

究者經參與備課教師同意後進行錄音，並於觀察的過程中記錄教師轉化課程內容

的歷程與對話外，同時也將注意導師辦公室中其他教師的動態，據此製作成觀察

札記。在觀察資料的類別方面，研究者將共同備課的代碼設為 P，而課堂觀察的代

碼設為 O，若觀察資料於研究報告引用時，研究者將格式設定為「資料蒐集方式─

觀察日期─代碼」，例如（觀 20141222O），代表此筆觀察資料出於 2014 年 12 月 22

日的觀課記錄。 

三、訪談資料 

    本研究之訪談包含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在每次正式訪談前，研究者會事

先寄送訪談大綱，並於訪談當天準備訪談說明書及同意書，與受訪者進行研究目

的、訪談進行程序、訪談進行方式，以及研究中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應遵守的權

利與義務之說明，在徵求受訪者同意後才進行訪談與錄音工作。訪談過程中將同

時使用錄音設備及紙筆，並於訪談後整理成逐字稿及省思筆記；而非正式訪談是

指未事前與受訪者預定時間，多以不經意的隨機交談進行，如研究者每次參與課

程共備之後與參與人員之對談或與研究參與者見面的談話，內容涵括教師對特色

課程的看法、研究參與者近來課程、教學、參與各式活動心得、學校概況等，皆

是非正式訪談所能獲得資料，過程中未使用錄音器材進行資料保存，考量到非正

式訪談資料多為補充性質且為免受訪者產生壓力，若有與研究高度相關之話題，

待下次正式訪談中再列入訪談問題之中，以補足前述未完成之不足，確保能夠呈

現現象完整的面貌。研究報告撰寫如有引用訪談資料，則依據表 3-1 之受訪對象身

分代碼及資料蒐集方式，以「資料蒐集方式─訪談日期─代碼」的方式作註明，例

如（訪 20141222T1），代表此筆訪談資料出於 2014 年 12 月 22 日 T1 老師的訪談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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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思札記 

    將觀察與訪談時依據直觀（ideation）所做的塗鴉、備忘錄所構成的原始記錄

整理成具有連貫性的說明，將帶有概念性的闡述帶入一個可讓人瞭解的整體中（張

芬芬，2006）。在研究進行過程中，研究者會隨時以電腦或筆記，記錄研究的想法，

包括對研究資料品質的懷疑，進行再次思考某些談論話題或觀察的再釐清、有沒

有新的假設可以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觀察對象的評論、動作或反應、待釐清的

觀念、所面臨的困難及反省等。這些省思札記，不僅記錄研究過程中的點滴，同

時也有助於編碼，因為它可能指出更深層的議題或隱藏著的議題，提醒分析時應

予以注意。 

    為清晰本研究資料整理方式，以下就文件檔案資料、觀察記錄、訪談資料及

省思札記的編號方法，綜合整理於下表 3-3。 

 

表 3-3 資料編號綜合整理 

資料類別 資料編號 意義 

文件檔案資料 文 1（文 1-1、文 1-2） 有關臺北市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的文件 

觀察記錄 觀 20141222P 

觀 20141222O 

2014 年 12 月 22 日的共備記錄。 

2014 年 12 月 22 日的觀課記錄。 

訪談資料 訪 20141222T1 2014 年 12 月 22 日 T1 老師的訪談記錄。 

省思札記 札 20141222 2014 年 12 月 22 日的省思札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資料分析 

    在資料蒐集過程中，研究者會持續進行閱讀相關文獻及檢視蒐集資料之交互

比對、驗證與分類，經由反覆檢視資料的歷程中，嘗試歸類資料所呈現之主題概

念，並進行編碼，將相同觀點資料歸為同一主題，從所收集資料出發與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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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內容相互檢視，以建立命題與資料間互動的關係，確保分類之適切性，

進而理解現象背後所蘊含之意義。 

    為理解教師領導藉由特色課程發揮影響力的過程，研究者透過文件分析、參

與觀察、訪談之佐證，以及研究者自身知覺、經驗，輔以指導教授的協助下，進

行個案資料所呈現之意義的理解與詮釋。以下表 3-4 節錄訪談逐字稿之編碼。 

 

表 3-4 節錄訪談逐字稿之編碼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七節 研究信實度 

    Jorgensen 指出存在性理論推衍強調研究者存在性位置是觀察所得結果的關

鍵，藉由發展各種方法、策略及流程以取得有意義的真實（王昭正、朱瑞淵譯，

2000）。 

 

壹、三角檢測（triangulation） 

    三角檢測所運用的策略即利用多重來源來核對某一主旨，各訊號可能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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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確證（corroboration），同時運用不同的檢測方法提供了重複驗證的機會。根

據 Denzin 的分類，有以下四種：一、資料來源的三角檢測，其中所謂的來源又可

分為人員、時間與地點等方面。二、方法的三角檢測，是指可運用觀察、訪談、

文件分析等方法。三、研究人員的三角檢測，如聘用兩位研究員助理。四、理論

方面的三角檢測（引自張芬芬，2006）。此外，張芬芬（2006）提出資料型式的三

角檢測，意即利用質的文字、相關紀錄資料以及量化資料相互佐證。 

    本研究欲藉三角檢證之資料來源的檢證、方法的檢證分析資料的可靠度，在

資料來源方面，透過授課教師、其他英文科教師、行政人員及課程參與學生之訪

談、評鑑報告以及課堂學生網路社群內回饋，進行三角檢測，其次，使用方法的

三角檢測包含參與觀察法、訪談法與文件分析法。   

 

貳、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蒐集到資料與所做的分析、詮釋、結論，送交參與

者檢查其中是否有偏誤（潘慧玲，2003），待研究者於資料蒐集飽和及資料分析工

作告一段落後，將提供經分析詮釋後的資料供參與者閱覽，以釐清詮釋之資料是

否存有偏誤，以建立研究確實性。 

 

參、同儕審視（peer reviewing or debriefing） 

    同儕審視的做法通常是邀請未參與研究之外部人員，針對研究者所使用的研

究方法、資料的分析與詮釋以及在田野中如何與他人進行互動等，進行詰問，使

研究者得以澄清自己的想法及研究架構（潘慧玲，2003）。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

將定期與指導教授針對論文進行討論之外，亦請同儕協助檢視研究內容，以防研

究者落入「看似合理」的窠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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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研究倫理 

    在策畫研究時，研究者有責任審慎評估各種有可能有倫理爭議的事項，並有

嚴格遵守保護措施的義務，以維護參與者的權利。以此為考量的基礎，研究者在

進行研究時，需尊重並關心研究對象的尊嚴與福祉，基於此，需考慮到以下兩個

重要議題：保護研究者不受傷害以及確保研究資料的機密性（楊孟麗、謝水南譯，

2013）。 

 

壹、保護研究者不受傷害 

    研究者需確保參與者在過程中不因研究程序而受身體或心理的傷害、覺得不

適或發生危險，此亦為最重要的倫理考量。研究者更進一步的責任是，在研究前

皆會取得受訪者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同時主動提供足夠的資訊與資料並詳

細告知本研究目的，增進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相互理解，以取得研究參與者的

同意或充分授權。此外，研究者亦應告知對方有隨時退出研究的權利。 

 

貳、確保研究資料的機密性 

    基於保護個案教師與學校，避免不必要困擾，校名、受訪者以化名方式處理，

蒐集評鑑報告及課堂學生網路社群內回饋等資料，則以編碼方式呈現及引用；每

次訪談都會準備同意書給受訪對象，並將歷次訪談內容整理成逐字稿並送交受訪

者閱讀，最後研究結果送請主要研究對象協助檢核，並據以修改內容，以呈現研

究對象之本意，尊重其公開意願及隱私。 

    研究報告的發表與呈現、相關論文之撰寫與校方分享研究成果時，皆會確保

稻禾高中與所有研究參與者的匿名性，研究者會以化名的方式處理；在資料保存

處理上，研究者會加密所有儲存之文件、錄音、錄影與逐字稿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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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互惠關係 

    本研究得以順利開展接歸功於研究參與者的協助與貢獻，提供研究者豐富且

寶貴的研究資料，研究者希望能藉參與備課、觀課過程中，運用所學專業提供研

究參與者中肯建議與相關案例作為參酌，同時提供事務上的協助，如安排引進大

學端外部資源以及扮演聆聽者的角色，藉此回報研究參與者的協助。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如前述章節討論，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執行課程發展任務中教師領導的實踐。本

研究結果與分析之討論係依據所蒐集之研究相關資料，為回應研究問題，以教師領

導者圖像、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揮以及教師領導發揮情境之支持條件等三節來進行

探討，加以綜合歸納說明之。 

第一節 教師領導者圖像 

徐超聖（2004）教師為因應課程的決定權由中央轉移至學校，教師要從被動

學習者轉換為主動研究者，從進修研習者轉換為教師專業發展者，以及從知識的

傳授者轉換成能力的引發者。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教師被期待在教學、研究上

有所突破，由此建構課程與教學知識，落實課程與教學改革，如同 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3）所言喚醒沉睡的巨人，用以捕捉教師領導存在巨大且尚未完全開發

足以改變教育系統的潛力。從即將屆滿一年之特色課程中探討教師領導影響力的

發揮，對於授課教師以及稻禾高中都是從未有過的全新體驗，有別於以往開設加

強英文聽、說、讀、寫等語言學習的課程，而是將思考、知識的獲取建立在英語

學習之上。 

 

我覺得在一個地球村的時代，你的思考工具如果是大家能夠理解的話，對的溝

通跟合作是有幫助的，這是當初設計這樣子課程的主要原因。（訪 20150408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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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一國的政策影可能影響其他國

家，甚至是全球的情境。在教育領域中，政策借用（policy borrowing）更時常成為

政策制定的依據。自 1990 年代，英、美、紐、澳等國、國際組織如 OECD 以及歐

盟等，皆針對純粹知識取向的教育提出修正，如重視關鍵能力的教育素養（key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簡稱，KC 教育）、OECD 進行的（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簡稱 DeSeCo）研究，針

對純粹知識取向的教育提出修正，使學校教育能達到學以致用，使知識與生活、

職業做更緊密的結合。在台灣，國科會 2005-2007 年進行「界定與選擇國民核心素

養：概念參考架構與理論基礎研究」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希望提出符合本土化脈

絡之理論架構，同時，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也將創新思考、邏輯思維、批判思考、

問題解決等思考工具列為應發展之核心能力（蔡清田，2008；張鈿富等，2010）。 

     

critical thinking 我從第 8 屆開始，到現在已經是第 18 屆了，批判性思考很難上

的原因是它的定義很廣泛，像子斌老師的思考工具也是一種，文學上的又不一

樣，我幾乎每種方法都試過了。（訪 20141126T1） 

 

    以往，頌伊老師都只在自己班級的英文課上批判思考，而今年第一次開設的

特色課程，課程上除批判思考外，還加入系統思考、設計思考的元素，並且由頌

伊老師和家宜老師兩位共同協作，模擬新加坡參訪時得到的大講堂、小講堂靈感，

在理論課程時兩班合班上課，實作則回歸教室內的小講堂。面對不同於以往的模

式，頌伊老師認為：「在我們科裡是很異類的人，他們就會覺得英文科怎麼能這樣

做，這樣就是浪費時間，我最常聽到的就是浪費時間！」（訪 20141126T1）  

    在學校系統中強調教師們之間的共性，如教師素質，以及他們之間的分歧，

選擇共同協作或是持有個人主義傾向（Curtis,2013）。頌伊老師跳脫英文科語言教

學以及與家宜老師協作開設英文特色課程的舉動，對其他英文科教師而言是一種

「陌生情境的遭逢」，與過去的經驗不同而產生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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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宜老師三年前成為稻禾高中正式教師，在學校教師群中也算是新生代教

師，「因為這是我第三年在這個學校，所以通常在會議上也不太可能發表什麼意見，

而且我也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跟行政的應對進退，所以我覺得我在學校應該沒有扮演

任何的角色，通常開會的時候，我不太會說任何話。」（訪 20150320T2） 

Spillane（2006）認為領導實踐是由領導者、追隨者和情境互動產生，每一成

分對於領導都十分重要；再者，情境定義領導實踐，也透過領導情境被界定。許

多研究顯示非正式的角色仍有可能會使用教師領導( Lima, 2008; Fairman & 

MacKenzie, 2012; Harris, 2005; Sachs, 2003; York-Barr & Duke, 2004)，然而許多沒

有正式地位的教師領導者的特色，他們通常不認為自己是領導者。(Earl & Katz, 

2007; Fairman & McKenzie, 2012; Muijs & Harris, 2006; York-Barr & Duke, 2004)。家

宜老師認為自己在學校並沒有扮演特定的角色，幾乎都是跟隨者（follower）的姿

態。然而，據研究者觀察，每週上課的教材、上課評量的規準是由頌伊老師及家

宜老師事先討論、分頭找資料，因此家宜老師在共備的情境實際上亦扮演著課程

專家，完備特色課程的發展，同時，基於隔週輪流上課的模式，家宜老師實際上

也扮演著教學專家，向前來觀課的教師、參與課程的學生發散影響力，但遇到需

要與學校行政溝通事務，仍多以頌伊老師作為主導。頌伊老師認為，「家宜她有

能力，但學校算是一個比較重視倫理的地方，有些事情我可以講是因為我夠資深，

有時候新進教師講的話比較沒有人聽，其實還是會有委屈。」（訪20141126T1）

與此相比，根據家宜老師的觀察，頌伊老師的一舉一動則相當受到英文科其他教

師的關注，「雖然我覺得其他老師不一定很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但是他們都會偷

偷觀察頌伊老師。」（訪20141126T2） 

 

研究者每周三下午都會參與共同備課，因地點位於英文科辦公室，經過身邊

的英文科教師偶爾會駐足觀察或是詢問我們正在做什麼，連原本要去裝水的

老師也加入討論。（觀 2014102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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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偶然參與共同備課討論的煙雨老師，後來也經常出席共同備課、觀課。然

而，從上述觀察僅能得知學校英文科教師相當關注兩位教師共同協作特色課程的模

式、頌伊老師的一舉一動，至於在此個案脈絡下，教師領導應包含哪些構面、教師

領導實施的程序性以及如何與學生學習成效進行連結等問題，研究者於以下透過課

程共同備課、觀課、訪談及相關文件記錄從個案研究脈絡中探詢。本節首先探討教

師的領導正當性為何，再參考第二章關於教師領導者分類的文獻，連結研究者的觀

察與訪談紀錄，進一步分析與歸納教師領導者之角色特徵，以描繪稻埕高中教師領

導者之圖像。 

 

壹、教師領導者之正當性 

    正式教師領導者透過被指派的角色或位子，獲得他們的領導正當性，而非正

式的教師領導者則是以其專門知識或實踐，如教師利用行動解決教學問題、展示

新教學策略，獲得學生和同儕的尊重（Lai & Cheung, 2014）。 

個案研究之頌伊老師、家宜老師在稻禾高中教學資歷雖然相差有十五年以上

的差異，但據研究者觀察兩位不論是教學研究、教學實踐上都是學校具備優秀技

能、能夠獨當一面的英文科教師。頌伊老師和家宜老師於 2013 年獲得臺北市第 14

屆行動研究徵文大賽佳作，具備教育研究的知能，加上兩人各自擁有其他不同的專

長，能與英語教學結合，跳脫只侷限在語言技巧的學習，進而帶來不同的刺激跟視

野。 

 

頌伊老師她會訓練學生去參加高中西塞羅辯論賽，就是專門打邏輯思辨的那

種辯論賽。（訪 20141126T2） 

 

我自己（頌伊老師）比較喜歡做 debate，那家宜她的創意東西是很有趣的，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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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她會唸小說，把小說裡的東西變成文創品，做成英文報紙、英文玩具，

那如果我們之後要再合作，就可以把家宜的東西也放進來。（訪 20141126T1） 

 

頌伊老師帶的思維模式我覺得很新，然後我覺得她講得東西很多，就是很博

學、思維很新穎，然後家宜老師和善、親切，然後她也會直接跟學生以互動來

教導我們。我覺得學習過程還不錯阿，就想很多以前沒想過的東西。因為我是

演辯社的，有時候在看一份資料的時候就比較能夠解讀還有抓出需要的資訊。

（訪 20140320S7） 

 

檢視教育改革的訴求的演變過程，自教育領導權下放加重教師在學校文化改

革越加舉足輕重的角色後，教師專業發展與領導的結合以及教師專業是否能回應

學生需求成為當務之急。學校中的領導者並非專指校長，而是學校中負起實際領

導責任的個人或群體，因此領導的概念是流動的，並非專屬位處特定職位或角色，

意即教師亦可肩負學校領導的責任。教師影響力的核心在於認可教師智慧與個人

資源在學校能力的發展有一個獨特的定位，讓教師有機會去展現他的才能和領導

能力，以發展學校勇於創新的能力。又青校長進一步指出： 

 

我以前會認為如果當過行政也會很好，因為她會比較懂得行政的流程，也比

較不會像無頭蒼蠅不知道資源在哪裡，錢可以從哪裡撥、場地可以用，或是

怎麼去做推廣、找到一個解決之道，我現在覺得也未必要，像頌伊老師也沒

做過行政，所以只要她願意學習，其實這些東西是可以經過一次、兩次、三

次去學會的，所以只要用心學習就好了吧。（訪20150325P1） 

 

     Pearce 與 Conger（2003）強調權力的下放，藉由校長共享權力，授權學校的

教師，給予教師扮演領導角色的正當性以及能參與領導過程，像是操作新的實踐

活動或動員其他教師參與他們以改善教學為目的的實踐活動。 

 

 



81 

 

我想他如果任過行政職，他應該可以更了解校務運作、一些局處相關的部分

會比較清楚，但我今天作為一個教師，我需要的不一定是一個行政經驗豐富

的，但我要的一定是我這個科目能夠影響我們的、教導我們的，我當然相信

有一些行政經驗是好的，但不一定行政經驗豐富他就是一個好的教師領導

者，他可能資格是很好，但他不見得是一個很好的教師領導者。（訪

20150408T5） 

 

    不論是教師或行政的角度，可得知有無行政的經驗並非成為教師領導者之必

要條件，具備行政職務的經驗的確有益於熟悉教育局處相關政策、校務運作、資

源挹注的尋求，金元主任進一步補充：「如果沒有行政資經歷的話，可能需要行政

主動去互相幫忙牽線，如果有的話會更好沒錯，因為他可以認識整個學校資源，

也比較認識老師。」（訪 20150320D2）。從校長、主任及教師三方視角來看，教師

領導者即便沒有行政經歷，只要用心學習或是藉由行政端支持性地協助亦可使教

師領導發揮影響力。 

    張德銳（2010）指出教師擔任主任、組長等行政職務，較可能涉及學校決策

層級；若是藉由非正式的方式，則教師本身必須比其他教師更能夠展現高水準的

教學表現或教育知識、技能，才較有可能受到其他夥伴的尊重。 

 

多年的教學經驗，各方面很純熟，他可能要有班級管理經營的經驗，不只有

學科教學還要懂得跟學生之間溝通的良好模式，同理心，能夠站在孩子的立

場去想，她可以聽別人說話，而不是只叫別人聽她說話，我覺得這種人來當

教師領導者是比較適合的，她可以教別人，同時她可以去聽別人說話。（訪

20150325P1） 

 

我覺得現在老師走的是專業領導，所以不管是你的學科知識或者是你的班級

經營一定要足夠特別的專業程度，才有辦法讓別人去信服。（訪 20150423D1） 

 

    不論是又青校長提及的「多年教學經驗」，還是智孝主任認為的「專業領導」，

背後直指的其實都是在教學、班級經營上行事的純熟度，家宜老師以「豐厚的經

驗」為此作出更具體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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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厚的經驗，其實指的就是學習，雖然我們是英文，可是我們跟其他科還是

有相同的地方，像我們接觸高一、高二、高三，你 run 過一次之後就會知道說，

比如說高一他可能要加強的是讀書方法、策略跟態度；高二就是他的句子跟

什麼的；高三可能就是作文跟架構之類的，就是他要很清楚高一、高二、高

三的學生他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跟狀況，他才能知道在什麼狀況，有什麼方法

可以來解決他們遇到的問題。」（訪 20150320T2）。 

 

    在過往研究中也有類似的證據支持這樣的觀點，Hammerness et al.（2005）認

為教師領導的發展首要建立在教師個人知識及態度的全面更新，在知識上，對不

同年齡及環境中成長的學生需求要有全面的認識。 

    分佈式領導並非建立在等級的權力，領導角色的界線涉及專業知識領域，以

專家知識和必要技能來發揮領導作用以改善教學（Copland, 2003）。對學校組織成

員而言，教師生涯年資代表成員於學校生涯歷練的豐富程度，影響教師個人在教

學、班級經營上行事的純熟度，在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

方案中，也以 8 年以上合格教師之教學年資及具學科或學習領域教學知能四年以

上教學經驗作為甄選資格。York-Barr 與 Duke（2004）研究指出，大多文獻談到關

於扮演教師領導者的人選時，通常認為教師領導者具有重要的教學經驗，且被認

為是一個優秀的教師，能受到其他夥伴的尊重，因此教師生涯年資對於能否扮演

教師領導者也是一參照因素。此外，教師領導正當性另一構面則是教師的專業領

導，教師領導者是從實際、熟悉的環境中嘗試新的做法，從而建立專業的知識，

使其他教師充分信任，進而能提高敬業精神，包括自我評價和專業能力問責制

（Frost, 2010）。因此，對學校組織成員來說，更重要的是，教師領導者應在學科

知識、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上具有專業性，同時具備溝通、傾聽的能力以及換位

思考的同理心。 

    從頌伊老師的觀點可得知，然而在學校中教師的年資關乎到教師說話的份量

與教學嫻熟度，這原因解釋了為什麼家宜老師認為自身在學校中未扮演任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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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僅在共備、觀課的情境下有較多教師領導者的角色出現，即便家宜老師的教

師專業性被認可，多數時候，仍以頌伊老師教師領導者形象較為鮮明。年資與教

師影響力成正比的現象為閱讀西方教師領導文獻未有提及之處，可能為本土化教

師領導發展獨特的脈絡。 

 

貳、教師領導者的類型 

    雖教師領導理論起源於西方，但在深受儒家思想的東亞國家，教師領導的觀

念早已深植在亞洲思維之中，新加坡、香港與我國同為華人為主體的社會以及擁

有相似的經濟發展背景。新加坡曾具體描繪出 21 世紀新加坡教師的圖像，涵蓋品

德優良的教育家、能力勝任的專業人士、通力合作的學習者、變革型的領導者以

及社區的建構者（國家教育研究院，無日期）。在香港亦由教育統籌會（2000：127）

亦描繪教師角色為為學生建構知識的啟發者、校本課程發展的參與者、改革主導

和貢獻者。由此可知教師被賦予之多元角色，在教室內、教室發揮領導影響力。

研究者藉由參與觀察之紀錄、個別訪談的結果，參考 Harris（2002）對於教師領導

角色的分類後以及新加坡 21 世紀教師圖像後，分別描繪頌伊老師、家宜老師之「擔

任中間人的角色」、「擔任參與領導的角色」、「擔任知識提供者的角色」、「營造密

切關係角色」，分析如下： 

一、擔任中間人的角色 

    教師領導者擔任中間人的角色意即藉由個別教室現場的實踐，帶動學校改

進。頌伊老師擁有超過二十年的教學經驗，除了在稻禾高中擔任英文科召集人外，

還曾任輔導團教師的職務，亦為新進三年家宜老師的教學輔導教師，同時也是校

內學習共同體專業學習社群的領頭羊教師，擁有豐富的領導經驗。頌伊老師對自

己在學校中扮演角色的看法是： 

 

我這學期接召集人，之前還有接社群召集人，有事情需要去協商，協商溝通

的角色會比較多。那最近剛好局裡面也希望能夠到外面去分享，所以有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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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我會在學校裡面先分享，然後再到外校分享，所以主要是協商跟分享的角

色。（訪 20150408T1） 

 

召集人在決策參與的層面上需出席定期、不定期會議討論科領域事務、校務，

參與學校學校課程教學決策制定，推展決議事項；在組織溝通與協調層面需整合領

域教師意見並凝聚共識，化解教師間的歧見，代表教師與學校其他組織溝通，與家

長及社區團體協同合作；在資源提供與統整層面，需提供教師課程與教學相關資

源，並適時尋求外部資源俾利領域教師與學校運用（陳淑君，2010）。 

 

「我不喜歡用強壓的，我也不喜歡直接用分配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協商溝通，

那大家覺得 ok 的我們就可以做，當然也會碰到老師們覺得行政不好的地方，

我通常都會替同仁去反應，我覺得召集人的角色就像一個 bridge，我覺得我不

能有些事情選擇講，有些事情選擇不講，那這樣就會不太公正，那我應該就會

比較傾向於傾聽大家想法，然後讓他們跟行政之間能夠得到一定的默契跟溝

通。」（訪 20150408T1） 

 

    擔任召集人身份，在決策參與、組織溝通與協調的層面需要協商溝通處理校

務及領域事務，頌伊老師採取如實呈現資訊並從中扮演溝通的橋梁，讓行政與教

師之間建立互信的基礎以及擁有良好的溝通管道，避免行政與教師之間對立之情

形。 

二、擔任參與領導的角色 

    教師領導者能幫助教師個別發展以及協同合作，並透過協同合作形成學校改

進的力量。家宜老師回憶當初與頌伊老師協作開設特色課程的緣由，指出當初是

由於頌伊老師的邀請才有開始的契機，上課的內容對他來說也是全新、未涉及過

的知識。「因為頌伊老師他就很大方、直接的問我，那我就很高興可以學習新的東

西有什麼不好呢?就是這樣，所以應該是因為頌伊老師很大方的先問。」（訪

20141126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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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宜老師有意願且願意接受挑戰下，這個願意共聚在一起的課程團隊，在

學校固有的體制下注入了一股願意整合與共享的力量。對較資深且擔任邀請者的

頌伊老師來說，與家宜老師合作的經驗，是一種互補、新舊融合，兩人因為教學

輔導教師以及協同教學的關係，關係也更加緊密。 

 

我覺得我跟家宜老師很像姊妹，也是夥伴，也很像師生之間的關係。我會覺

得我們兩個是不同世代的人，所以我們常常在看很多事情的時候有不大一樣

的觀點。那有時候，有些事情我會用我的經驗談告訴她有些事情怎麼處理會

比較好，那家宜我認為他最大的特質是在她知道這個世代在想什麼，對我來

說，瞭解這個世代已經有一點辛苦，因為他們都跟我的孩子一樣大，我覺得

那個 gap 是滿嚴重的，我覺得這樣的合作有一些新舊可以融合，她看到的視

野跟我過去教學背景跟經驗，我覺得也許可以比較適應這個世代。（訪

20150408T1） 

 

    研究者第一次參與觀課前，頌伊老師於課前撥出一個小時讓我有機會瞭解課

程背景及規劃，她一邊播放簡報檔一邊述說內容，甚至是簡報選用圖片、背景的

用意，她說：「現在的學生大多是視覺型學習，所以我用這個圖來幫助他們理

解……。」（課 20141022P），而後的每週共同備課，家宜老師給予了很多從高一學

生出發的思考，「我覺得要先看他們要做的主題是什麼……最後紀錄片的呈現方式

也可以用做模型的方式阿，因為他們都有上美術課，可以用珍珠板、厚紙板，以

咖啡色為底，那他想要改變什麼的畫就可以用別的顏色，那還可以有短期、中期、

長期，但如果學生是從政策面切入，我們就得想其他方式去協助他們。」（課

20150311P）讓我們更能據此掌握學生每週能夠學習的負荷量，不斷調整課程內

容，希望將思考工具的知識轉化成學生更易學習的方式及例子，提供不同學生更

多元的刺激與選擇，希望在學習的鷹架上可以搭得更穩固，同時學生也能以不同

的方式表達他們學習的歷程與想法。 

三、擔任知識提供者的角色 

    擔任召集人在資源提供與統整層面，需提供教師課程與教學相關資源，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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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尋求外部資源給予教師增能，帶領教師共同成長（陳淑君，2010）。高中教師具

有高度專業性，能夠擔任知識提供者的原因，英文科的恩尚老師認為：「頌伊老師

跟家宜老師他們有不斷地去外面上課、充電。」（訪 20150408T4）又青校長也說：

「我曾經看過家宜老師寫行動研究的 paper，把環境教育融入英語教育當中，她現

在就讀的研究所，好像跟英語教學也不是直接相關。」（訪 20150503P1）頌伊老師

與家宜老師強化了教師即學習者的角色，除了不斷地努力充實英文學科專業知識

外，還加深、加廣積極參加跨領域的研習及增能活動以提升課程發展的專業。 

    擔任 103 年度召集人的頌伊老師，利用一學期八次的每週一下午的領域時間，

安排有別於以往教研會聽演講的方式，讓老師兩兩一組進行教學實務上的分享。  

同為英文科的寶娜老師回憶與頌伊老師平日間的相處情形，提及：「頌伊在領域時

間分享之外，她平常也會講給我們聽拉。」（訪 20150408T5）意即透過正式領導在

公開場合利用領域時間進行分享之外，亦有不計其數的私下交流。寶娜老師更進

一步指出時常從頌伊老師那接收「第二手訊息」的感想： 

 

頌伊老師本身呢非常積極、進取，他是一個非常 ambitious 的人，ambitious 這

件事情本身很好，尤其是在現在有很多趨勢、很多改變，然後他都一直非常努

力去上課、去瞭解這樣的情勢，然後回來跟我們分享，然後我們就會嚇到喔~

原來外面已經做到這樣的程度。（訪 20150408T5） 

 

    Poekert（2012）發現教師領導是教師發展的成因，亦是成效，更精確地來說，

教師領導的發展需要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教師領導製造了讓教師領導者與其同

儕學習與發展的機會。頌伊老師說道：「同仁看我可能也會覺得我比較有參與現在

一些教育的改變，比較有接觸到新的訊息，所以有的時候在互動的時候，我們會

彼此分享一些訊息，比如說我去開會看到什麼、學到什麼。」（訪 20150408T1）。

研究者除了每週固定參與共同備課及上課觀課外，亦為頌伊老師臉書(facebook)之

好友，瀏覽動態時常可以看到頌伊老師分享的貼文，利用課餘時間與高中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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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端共組讀書會、參與臺北市英文科跨校社群、擔任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教學精進工作坊」分享者，帶領全國優質化高中一起學習課程地圖和協同發展

課程，也與臺北市教育局合作至他校進行分享，超越藉由個別教室現場的實踐，

發散感染力至其他教師、學校之中。同時，也將在外習得的經驗帶回校內與同儕

分享。 

    除了帶領教師進行進行個人學習的自我超越及組織成員的團隊學習，有效的

領導者是可以建立有效的學習團隊，而這個團隊是聚焦於學生學習與成就

(Haberman, n.d.)。現今，台灣的高中仍需要參與全國性學科考試，因此，教師領導

者如何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也是其他教師關注的重點。煙雨老師對此表達她的觀

點，她認為：「在高中各科的專任在專業知識是很專業的，那他還要變成是帶領這

些教師的人，他的思考方面一定要很跳脫學科，統整的思考能力可以幫助、帶領

其他老師吧！然後在教學上的確他的學生是有成效有改變的，才能說服其他老師

一起做，因為高中老師還是很看重成績這一塊。」（訪20150408T3） 

    今年擔任高三導師的煙雨老師，曾和頌伊老師討論過她所遭遇的教學困境，

頌伊老師說：「高三孩子就很現實，認為我自己唸都比你說的快，那她就會想到課

裡面來看，那她也會和我分享說應用在她班上情形，上課的時候學生不會在倒下

去睡覺了，不會覺得學習是浪費的時間，煙雨老師還會特地把第三節調開來看我

們上課。」（訪 20141104T1） 

   煙雨老師試圖從頌伊老師、家宜老師開設的特色課程中取經，希望能解決高

三學習狀況的近憂，事實上，全世界教育現場都面臨相同的問題，在資訊爆炸的

這個世代，我們會不會有一天不再需要老師這個角色？上網即比學校老師、課本

更新和更詳盡的資訊，在 Leading Learning 一書曾有對未來教師的定位之討論，書

中認為教師的角色不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更是知識的領航者，引導學生學習的

路徑、打開未知成為已知以及指向未來的學習。因此，教師的職能、角色、關係

的重新想像引發的課程發展、行動研究以及學校特色，都是為回應學校內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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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效能與未來效能的表現。 

四、營造密切關係的角色 

  Day 與 Harris（2003）認為在教師領導實踐中，透過相互學習，增進與同僚間

的密切關係最為重要。頌伊老師回憶教學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提及「對我影響

很大的是教學輔導教師受訓過程，裡面有很多像專業教學評鑑、一雙善意的眼睛，

怎麼樣去輔導我們的夥伴老師一起去專業成長，那怎麼用整個學校的願景去看我

們學校的發展，跟現在的學共其實是很像的。」（訪 20141126T1）頌伊老師在教學

輔導教師受訓過程就像是改變心智模式的歷程，從省視自己開始，把對他人好奇

的探詢和自己的想法的宣揚相結合，在有效地表達自己想法的同時，也開放自己

的思考。 

 煙雨老師提到頌伊老師時說道：「頌伊在分享是不會給人壓迫感、親和力，不

會給人教育局派來的要推行什麼政策的感覺，同時她自己能力夠所以能說服老

師。」（訪 20150408T3）頌伊老師的分享給人感覺是無私的、不強迫的，除了教師

之外，又青校長也看過頌伊老師的教案，聆聽過她的分享「因為我們都是知識份

子，誰可以打動我？當我知道你有那麼多才能的時候還是當我知道你願意跟我分

享的時候，所以頌伊老師在我們這邊人緣好好。其實她們兩位都非常認真、願意

多做一點，頌伊不斷精進自己、思考教案怎麼改比較好，還有家宜老師，她其實

是新任老師，不需要做那麼多。」（訪 20150325P1）。智孝主任對於教師領導者第

一個映入眼簾的印象即「教師領導者，第一個就是要願意多做一點。」（訪

20150423D1）。 

    今年是十二年國教實行的第一年，考試制度、入學制度都有重大的改變，稻

禾高中除原有的英文實驗班之外，也經由特色招生成立英文特招班。當學校出了

兩個英文特殊班，其他英文科老師根本沒有辦法再加這些英文課，頌伊老師與家

宜老師願意自己來開設思考工具的課程，利用新加坡經驗大講堂、小講堂的經驗

上課，寶娜老師談到今年的狀況時說：「以前沒有這個樣子，所以我覺得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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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首創，願意開這個課。」（訪 20150408T5）。 

     對頌伊、家宜老師而言，從學校系統來看，協作開設特色課程另一考量除了

可以減輕其他教師授課鐘點的負擔外，也需從學校行政、英文科多方角度將未來

學生升上高二的情形列入思考範疇。家宜、頌伊老師皆提及在進行課程設計時，

就設想兩班到高二有可能合併成一個班，原因如下： 

 

「如果他們學的東西差不多並且習慣合作，這樣高二要帶他們的老師就知道

這群人已經學過什麼，教起來才不會有困擾。」（訪 20141126T2）。 

 

  「稻禾高中一個年級總共 12 個班，今年有 5 個特殊班， 國、英、數 3 個特

召班，在加上英文實驗班及數學實驗班。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當有 5 個特殊班，

比較 ok 的任課群也都集中在這裡，那其他的班級可能本來只有某一科老師

比較弱，現在變成兩個，升上高二之後，我們大概有 5 個到 6 個文組班，假

設是 6 個文組班，已經 1 個國文特召班了，再 2 個英文特殊班，剩下的班級

老師是沒有辦法帶的，對學生來說也是不公平的。如果以整體發展來看，這

樣是很不好的。」（訪 20141126T1）。 

 

     Curtis（2013）認為學校系統的工作如果識別個體之間的聯繫，並採取策略

性使他們的工作與效能產生連結，將會導致深厚而廣泛的變革。然而，這是很難

突破框架進行廣泛的思考，尤其當有這麼多的系統和結構阻礙的可能性。因此，

學校組織成員傾向追求線性進步，選擇應對其中一塊拼圖或者我們追求幾個單獨

的部分，而未有充分考慮集體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影響。系統思考與學習型組織的

重點在於穿透細節中的複雜，將其整理成一整體故事，以說明問題的起因，以及

找到持久、有效的解決辦法。若學校欲由教學端進行改變，就不能忽視學校行政、

教師、家長、學生任一個體以及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連結，否則將可能導致組織成

果產生相互排斥抵銷，致使組織效能更低。 

五、社區的建構者 

    擔任社區建構者的角色要能熟悉地方與全球的議題，與家長及社區人士合

作，創造出具包容性及教育意義的環境。而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發展以大稻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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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在地人文關懷的課程，便是利用系統思考、設計思考的核心－團隊的高度協

作多次探索大稻埕的需求，從而發散、聚歛想法，並於過程中將同理心融合進反

思現行政策與做法為何未能改善大稻埕沒落的現象，進而找出根本的問題與探詢

可能的解決之道。 

     

在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尾聲，頌伊老師、家宜老師帶著兩班學生實地到大稻

埕走察，從建築、小吃、迪化街年貨及藥材大街到近期進駐的新興文創產業

進行介紹，身為資深大稻埕居民的頌伊老師與對大稻埕具有童年記憶的家宜

老師，在訴說歷史的過程中，也無形中帶給學生今昔對照的觸動。學生們紛

紛拿出智慧型手機記下觀察重點，並興奮地說和商家約好之後可以來取材又

或是拎著一包又一包的小吃說決定探究大稻埕小吃做為紀錄片主軸。（觀

20150123O） 

 

寒假結束過後，和頌伊老師、家宜老師討論下學期的規劃，除了教授設計思

考工具外，事先預留四週給予小組修正影片概念、技術性問題的時間，四週的過

程中，有些組別因為店家拒絕受訪因而重新構思影片主題，有些組別發現引進文

創產業並未能有效改善大稻埕逐漸沒落的情形，有些組別則提出極為深刻的反思

及問題，即使現在的他們都未能解答……。紀錄片成果發表前，子斌老師也曾帶

修習課程領導課程之碩士班學生至稻禾高中觀賞學生拍攝的紀錄片，從中可以看

到教師領導在課程上發揮的影響力，以及學生受影響力後展現在學生跳躍性

（jump）的學習成果。 

 

參、小結 

    研究者在參考 Harris（2002）與新加坡描繪之 21 世紀教師圖像，歸結出本研

究之教師領導者具體實踐包含擔任中間人的角色、擔任參與領導的角色、擔任知

識提供者的角色、營造密切關係的角色以及社區建構者的角色梳理出敘寫教師領

導者的類型，從受訪者的訪談中可以得知，頌伊老師的教師領導者圖像相當鮮明，

甚至從又青校長的訪談中發現，校長在勾勒心目中教師領導者圖像，某個程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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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描繪頌伊老師，「我常從頌伊老師的演講當中看到她瞭解未來的趨勢、不會為

眼前遇見的小困難感到挫折，所以在描繪教師領導某種程度我在描繪她。」（訪

20150325P1）細究背後的原因，頌伊老師具有正式領導之召集人角色，除了教師

們私下交流之外，同時也有更多機會負責管理課程計畫、促進教師團體學習、擔

任領域與學校其他組織之間的溝通的橋梁等，這或許也能對家宜老師未認為自己

在學校中並未扮演任何角色做出解釋除年資以外的解釋。此外，教師教學年資成

為教師領導背後的正當性來看，教學迄今已有 23 年的頌伊老師為多數受訪者認為

具備一定的教學純熟度，頌伊老師為新進至稻禾高中的家宜老師之教學輔導教

師，在某個程度上來說，家宜老師同時也是深受頌伊老師教師領導影響力的對象，

但在深受影響力的同時，其實家宜老師所具備的研究能力、教學、課程知能也向

其他英文科老師、學生、家長、學校行政人員發散影響力。 

第二節 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揮：以特色課程為例 

    依據第三章個案描述可以得知，稻禾高中特色課程的發展實有賴於教師的良

好動能，投入校內外研習、參訪以提升自身的專業知能，進而激發出使命感、找

出更符合學生學習的設計。而教師領導者的影響力擴散可藉由提供教師專業學習

的機會與聚焦學生學習的改善以打破教師孤島文化（Harrison & Killion, 2007）。從

相關的文獻亦可得知，教師領導的影響力除正式領導所帶來的影響外，源自於學

校中其他成員對教師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的尊敬之非正式領導，亦是教師領導者

發揮影響力觸角的延伸（Danielson, 2007）。 

 

壹、校內組織 

 一、英文科教師 

  （一）教師間專業知能分享 

頌伊老師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而家宜老師則是畢業於國立台灣大

 



92 

 

學外文系並於修業期間修習師培課程，而後到美國賓州大學教育研究所進修，兩位

老師皆具有英語與師培教育背景，然而在求學生涯中卻未曾接觸系統思考及設計思

考的課程訓練。頌伊老師說： 

 

這些東西對我之前來講是很陌生的，因為我以前在師大受訓沒有這些東西。未

來人才培育計畫裡頭教了很多思考的工具，還有談到台灣未來十年後、二十年

後會發生什麼狀況。大多數的老師只想做老師，其實這也沒錯，但他會侷限在

一個點，他看不到問題柱狀或是面狀的東西，我受訓完回來，其實想法改變很

多，現在特色課程的工具也都是借用那時候課程裡的東西（訪 20141126T1）。 

 

     成為一名合格正式的教師歷程中，頌伊老師認為她只有扮演知識的傳授者的

角色，真正轉變為知識的啟發者則是因近幾年不斷湧現的新挑戰與新刺激。激發課

程發展想法的新加坡參訪之旅可以被看作為情感波動伴隨而來「發展的刺激」，以

及對既有形式、行為開展的挑戰，然而頌伊老師認為更深層啟動特色課程的原因是

源於未來人才培育計畫，除了帶給她的感受是過往在師大教師養成過程中未曾接觸

的，同時課程的增能啟發頌伊老師對教育新的想像，也賦予她全新的養份去思考如

何讓學生學習更有效率，裝配她的教學技能，進而改變教育現場實務。而後，頌伊

老師也推薦家宜老師去參加未來人才培育計畫的培訓。 

 

頌伊老師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她去了子斌教授的未來人才就有接觸到 golden 

circle、systems thinking 種種這些，後來她就推薦我高三的寒假去上課（訪

20141126T2）。 

 

    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因教學輔導教師而形成的夥伴關係，對於激發教學思維的

提升有很大的助益，教師藉由進修增能，獲得專業內容知識是此特色課程開設的契

機之一，但要將其專業知識轉化開發為符合高中一年級的課程實有賴於兩位老師在

教學上的經驗。家宜老師回憶暑假時與頌伊老師共備的情形時提及「大學端的教授

可能都是給予理念，可是應用在高中生課程時是需要老師實際的轉化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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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6T2）。 

 

對我們來說，今年的做法很新，所以第一次見面我才跟奐穎你說我沒有辦法給

你 syllabus，因為我們都邊做邊修，因為我沒有辦法確認孩子有沒有辦法吸收，

需要多少時間吸收。」（訪 20141126T1）。 

 

對頌伊老師、家宜老師來說以全英文方式上課並非問題，但是批判思考、系統

思考及設計思考等思考工具專業知識內容要如何轉化為學科教學知識需要透過不

斷釐清、討論以及選擇適合的課程教材內容，期間也曾到師大與子斌教授討論尋求

專家學者諮詢與相關協助，並邀請至課堂作為講者及紀錄片評論者。 

專家學者的支援無疑是對開發新興議題教師打了一劑強心針，對型塑課程活動

設計提供更多元、豐富的想法。面對新興議題課程設計，每週三下午是特色課程共

同備課的時段，除了針對當週課程安排進行討論，亦針對學生學習情形進行課程內

容與進度的修正。討論過程中，即使放低音量仍會引起同時段沒課的英文科教師的

注目，寶娜老師說：「她們在討論時也會聽到一些。」（訪 20150408T5）。而該時段

有課的恩尚老師則是藉由私下交流時，聽到頌伊老師分享，「我覺得就是她會帶一

些想法進來，像是 golden circle 阿、批判性思考阿、系統思考阿，會跟我們分享。」 

（訪 20150408T4）。 

    從受訪者寶娜老師、恩尚老師的說法可得知，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不僅侷

限於英文科領域時間，私下的分享也創造了英語科教師之間的對話、溝通、教學

實務的交流，建立信任、互助的關係。與頌伊、家宜老師相處的過程中，每當提

起又青校長，她們言談之中流露出校長善於傾聽、時常走入教師之特質，據又青

校長的觀察，她認為「你覺得平常老師他們在辦公室談什麼？談學生的問題對不

對？談哪個學生很特別，那接下來談什麼？談今天中午吃什麼？你昨天買了什麼

東西？談我們家兒子、你們家女兒，因為談這種話題很不用腦筋。」（訪 20150503P）    

平常的話家常，是不需要花腦筋以及不用擔心會被冒犯或者挑戰的安全話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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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們之間要能進行專業知能的分享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經營彼此的關係，藉由分

享，打動了都是知識份子的教師群體，唯有同時滿足教師在實際教學面及精神面

的需求，才能進一步奠定互信基礎。校長回憶她與頌伊老師之間的一段對話：「有

時候我好替她擔心，她怎麼不怕別人在後面射她箭？說她好出風頭！你知道嗎？

她說…校長怎麼會，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為了自己。」（訪 20150503P1） 

    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協作的過程，也與文獻具有相同之處，謝逸勳（2011）

指出教師在夥伴教師之間扮演領導者的角色，藉由經驗分享、專業溝通的歷程，

在教學與學生事務上能相互支持與協作，共同增進專業知能，產生領導的動能，

同時也鼓勵其他教師成為各種團體或社群的領導者，營造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

使所有教師都能有更佳的表現。 

 （二）新理念的觸發 

     1.課程的必要性 

 Fullen（2010）曾探究實踐中的變革之確實意義，可能發生於教師、學校、學

區不同層級之中，即便是分析教室創新最簡單層級，教育的變革仍具有多個面向，

包含使用新的或修正的教材之可能性、使用新的教學方法之可能性及信念改變的

可能性。煙雨老師在課程與教學上的變革同時涉及三者，她提及： 

 

學生高三都模擬面試了，班上跟課程都很亂，沒辦法照正常的課程進行，那我

覺得可以教一些思考的東西，寫一篇作文的時候，就讓他們先把 golden circle

畫出來，討論的時候其實還滿開心的，我認為這樣的教學、這樣的課程有必要

的，是可以激發他們去思考東西，畢竟上大學就是要學會思考。（訪

20150408T3） 

 

    對煙雨老師來說，運用特色課程所教授的思考工具，是一種為紊亂的高三學

習做課程學習的整合、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誘因以及為大學博雅教育欲培養由通

則推論事例的能力以及分析、組合乃至於創新之邏輯思維能力與結合理論與實

務，觀察與假設乃至於做出有效決策、行動，發展思想與看法具體化方法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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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能力做準備。 

 

    寶娜老師則從跨學科學習、知識螺旋的角度認同特色課程教授內容的必要

性，藉由組織營造合作的方式，擴大知識轉換的機會，加速知識的輸動，提升個

人及組織知識的吸收與理解，進而移轉、累積與創新知識（引自葉仲超，2006）。 

 

基本上這個東西它一定有它的必要性，只是說，假設她從高一來上，那再來高

二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加深加廣？我個人是覺得很好，只是學生在這過程可能

會感覺比較嚴肅，但應該是非常扎實，而且應該是可以應用在他其他學科的學

習或是未來的學習上面。我想應該是滿好的、滿好的。（訪 20150408T5） 

 

 

    兩位老師分別縱貫式及並列式的觀點看到課程的必要性，換言之，課程的必

要性在於符合培養擁有廣博知識面及知識深度 T 型人才的訓練。煙雨老師今年是

高三導師，她的遠慮是告別高三導師班後，面對未知的新課綱，在課程與教學上

勢必需要做一些調整，近憂則來自於由於考試升學制度，高三學生一直以來都有

出勤狀況不佳以及學習不完整的問題。高三的教室風景，上學期就像是 K 書中心，

個個不是埋首於複習進度，就是利用上課時間補眠，授課教師在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著實不易；學測結束後迎來的下學期，教室被劃分為提前錄取大學與繼續準備

指考兩個極端，推進課程新進度成效往往不彰，煙雨老師在聽完頌伊老師分享也

嘗試在高三班級引進思考工具的課程，成效除學生開始專注於課堂外，同時也有

益於連接高等教育的思考訓練及學習；寶娜老師看到的面向則為思考的深根與跨

越學科的學習。 

   2.從不可能到可能心智模式的改變 

 Senge 認為個人、組織內在的認知，深植於觀點與行為假設中，進而影響我

們對周遭事物的觀感，我們對行為的假設、推論、成見、印象都源於心智模式（郭

進隆、齊若蘭譯，2013）。最常參與共同備課及觀課的煙雨老師分享對她而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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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新歷程，她回憶起剛開始觀課的心情： 

 

觀課的時候，我覺得很有趣，所以我會一直想看看到底要怎麼進行，我也很好

奇這個系統思考高一的學生能接受嗎？所以我就會想要去觀課，但是它的確開

始促進了學生的正反思考。（訪 20150408T3） 

 

    特色課程上課時間為每週五早上 10 點至 12 點，10 點至 11 點的第三節課，煙

雨老師為驗證理論如何從實務中發展，盡可能將第三節的課程調開，在觀課時除

了關注授課教師的教學外，也會進到各組觀察學生的討論，並將她的發現與心得

記錄下來，若當週無法參與或是無法完整聆聽完課程，也會於課後詢問頌伊、家

宜老師。2014 年 11 月 7 日，頌伊老師邀請子斌教授為參與特色課程學生介紹系統

思考基本概念，當天除教師外，也有行政人員參與課堂觀課，課堂結束之後，煙

雨老師分享她當天的收穫以及特色課程後帶來的改變， 

 

我教學會很著重在學習語言，我不知道怎麼帶入思考工具進入課堂上，所以只

要頌伊老師提出一些新的什麼，我就會很好奇，怎麼樣跨越這個鴻溝，帶進去

教室去應用，......上了頌伊老師的課之後，我的確有看到學生是有在運用的、

是操作也很不錯的，我覺得可能是方法，可能是操作上的問題是我需要去學習

的」。（觀 20141107P）。 

 

我很佩服這兩位老師，我的很多觀念慢慢在打破，有時候光是老師跟我說她可

以做到什麼什麼的，用我既有的模式去思考，我認為是有困難度的，簡直是不

可能達成的，可是去了之後發現，哎~是可達成的！然後是可以控制的、是有

組織性的，然後是會進步的，那這樣的成效是會慢慢影響我的，一部份我覺得

可以用的我會應用到班上，我是有被影響到的。（訪 20150408T3） 

 

    Pearce 與 Conger（2003）主張教師藉由操作新的實踐活動或動員其他教師參

與他們以改善教學為目的的實踐活動，皆為領導角色的正當性以及能參與領導過

程之作為。從煙雨老師的訪談中可窺見從觀課前的好奇到觀課後信念改變之歷

程，信念的改變也觸發行動的開展，而真正觸發煙雨老師改變的主因，並非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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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動帶來的巨大衝擊，而是因為作為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開設的特色課程參

與者、見證者。當新的擴張思考開始被孕育，就如同河與河岸的關係，河水漲一

點，河岸就退一點，當教師信念開始轉化，就觸動了行動的開展，那所謂的現實

的困難就會相對應的改變。 

二、參與課程學生 

  （一）學生自我覺察的改變 

     1.學習帶來的困難與自信的重建 

    要從英語「溝通的學習」跨越到「獲取知識的工具的學習」，要克服的難題遠

比想像中來得多，我注意到學生李光洙（化名）是因為好幾次他起來發言，感覺

非常害羞且常常說著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只能以傻笑結尾，小組討論時，我

特意繞到他們組別的附近，我發現其實他的想法很多，非常細心、認真，只是不

知道怎麼用英文表達，所以他會趁老師們不注意時偷偷說一些中文。 

 

剛開始的時候會有點講不來，因為我英文口說能力其實沒有很好，在跟別人發

表、交換意見的時候也沒辦法很順暢地表達，就算有想法也不太敢去講，那現

在的話就變得比較能夠合作一點。（訪 20150327S4） 

 

    在聊天過程中，光洙提及自己當初是因為以前的導師是英文老師，英文才拉

起來，進而通過筆試進入英文特召班。即使從小接受英語教育且通過英文考試篩

選的台灣學生而言，面對全英文教學的環境還是有些不安，又以「說話的壓力」

尤甚。 

 

因為我以前就只是會寫題目，單字也認識不夠多，參加這個課程自己就會想主

動去認識更多單字，讓自己表達能力更清楚，然後說話也比較順暢，我以前常

常講話被我媽媽罵說很沒有邏輯，現在講話就比較有邏輯性，比較不會時空亂

跳。（訪 20150327S4） 

 

    過去習焉不察，在前所未有的課程體驗後，長處、短處、優勢、劣勢逐一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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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光洙重新對自己進行檢視，他認為這門課程對他在多方面是有益的，激發學

習的動機，想去認識更多單字、讓表達能力更清楚，同時也更富有邏輯性，不只

是他自己，他從媽媽的回饋中也看到他不一樣的改變。103 第二學期的開始，光洙

代表組別上台發表，以用手擠青春痘可能導致發炎、感染、留疤等更嚴重的後果

說明系統思考法則－解決之道可能比問題更糟糕，全班同學點頭如搗蒜表示認

同，頌伊老師也以 I like your idea 作為稱讚（觀 20141114O）。從那次之後，光洙

表達的次數上有明顯增加，在小組討論也能用英文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隨著語

言能力的改善，提升課程內容的掌握度與能夠清楚瞭解他人的想法，他發現並非

所有同學的意見他都認同，「現在的我也比較能夠和其他人合作，只是我們的意見

有時候會分歧。」（訪 20150327S4）。面對不清楚的細節之處或是概念上與他人相

左之處，光洙也主動舉手詢問，即使面對無法回答挑戰，他也不會將無法獲得認

同、答案可能不正確發言舉動視為不聰明的表現。 

    2.為學習與生活找到高效槓桿解 

     「槓桿解」不一定是遭遇問題，腦海中立刻跳出來的選項，相反地，槓桿解

的尋找需要「不直覺的」抽絲剝繭之後，設立假設、嘗試，經由不斷循環的方式，

才能在不起眼的點上，引起長久而有效的改變。 

  據研究者觀察參與課堂學生的改變，最直觀的部分即搜尋資料，課程剛開始

時，學生搜尋資料的方式是將教師給予的字串一字不漏的放入 Google 中索引，發

現資料甚少，在學習思考工具後，他們在搜尋資料上，多會先進行小組討論，從

主題中延伸出關鍵的概念及字彙，而非遵循「直觀」的方式進行搜尋。劉在石同

學認為思考工具的學習在凝聚小組報告概念時派上用場：「我們最近有在做報告，

我們這組有人提說要不要從黃金圈的中間去想，然後就覺得還不錯阿，有用到老

師上到的。」（訪 20150327S1）此外，李光洙同學認為除了學業上的學習外，系

統思考的學習亦有益於組織班上活動，像是活動流程規劃、人員配置等。「因為像

我在處理班上很多活動或做報告，都需要有清晰的頭腦去想說這時候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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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做，像利用系統思考找到各部份的 components 跟 connections。」（訪

20150327S4）。 

    金嘆同學進一步闡述如何將課程中的設計思考－黃金圈應用到生活中的股票

投資，他認為設計思考中三大準則，可行性（feasibility）、存續性（viability）與需

求性（desirability）可以考驗一間公司是否具有可發展性，對於投資方的他而言，

課堂教授設計思考概念可作為投資判斷的依據。 

 

其實我有個比較奇特的例子，因為我本身有在玩股票，像 golden circle 我之前

就有聽過，對於我在選擇要不要投資這一間公司之前，我就會去想這一間公司

的理想主旨是什麼？它到底在做什麼？未來是不是有發展性？是不是秉持著

他的宗旨在做事情、在發展，那堂課對我的幫助就還滿大的。（訪 20150320S5） 

 

    有別於習得技能，學生在建立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過程，不僅僅是主體經

驗的吸納或遵循客體經驗，有時還須經歷雙向地修正，修正客體經驗以同化於主

體經驗之中，或修正主體經驗去調適客體經驗。兩班受訪學生除了將思考工具應

用於課業學習上，在生活中，也在時間管理分配、尋找對的時機與方法、找到各

部份的元件與連結以整體性角度看待，尋求最佳的槓桿解。 

 （二）他人看到的改變 

    York-Barr 與 Duke（2004）教師領導是個別或集體影響同僚、校長及其他學校

成員，致力於改善教學，其目標在改善學生學習。除了從學生自覺與反饋中看到

特色課程帶來的影響外，也兼從兩位授課教師及參與特色課程之學校成員的視角

敘寫教師領導影響力對學生的學習歷程帶來的影響。 

    1.學業上的改善 

特色課程的學習，是建立在英文的語言學習之上，因此英文不僅是這堂課的溝

通語言，更是獲取知識的語言。作為英文實驗班導師的家宜老師說：「107 的小孩

因為是考試進來的，在英文上的質是有比較好，但是邏輯思考方面並沒有。現在，

我回去上英文課的時候，在造出沒有因果關係的句子他們會知道這個句子不好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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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會比較重視因果關係或情境，同樣地作文也有改善。」（訪 20150320T2）。 

    學業上的改善除家宜老師質性的描述以外，量化方面具體的證據包括考試成

績，「考試方面真的好很多，在克漏字、閱讀測驗比較會抓重點，現實來說，真的

是成績變好。」（訪 20150320T2）又青校長也從兩班臉書網路平台關注學習的學習

表現，「臉書你看那學生作文可以寫成那樣耶，回應密密麻麻的字耶，非常了不

起！」（訪 20150325P1） 

    煙雨老師曾提及，高中教師仍很看重成績，能夠證明教師教學是有效的、有

助於改善學生學習，才能說服其他老師一起做。除學業上的改善，研究者亦是參

與特色課程兩班臉書社團參與成員之一，能經由臉書網路社群平台得到課程作業

繳交、心得反思等公開、即時性的質性回饋，也能從中看到其他成員彼此相互交

流之評價，即使文法有些許小錯誤，但普遍來說用字遣詞具有一定水準之精確度、

想法表達大多都可達到 100 字的篇幅。 

    2.從獨白到對話討論的多元存在 

前述光洙同學提到在未上特色課程之前，他常常講話都是亂講、時空亂跳，頌

伊老師根據多年的觀察，她發現，學生在寫作文時經常出現「我是一個喜歡幫助

別人的人」、「這個東西很實用」或是「他對我好好」之類的語句，常常把一次/少

數的次數當成頻率很高的習慣，使用形容詞代表自己的論述，但通常這樣的論述

都並非有力的論證。經過特色課程後，頌伊老師重新評價參與課堂的學生。  

 

我覺得學生他們現在在思考的過程中會比較注重什麼叫做證據，他們現在跟同

學講話的過程會說你那個叫 opinion 或者說不夠 specific、show me evidence，

他們現在都會學我講話，你的 connection 不好，會用到一些術語，我會覺得這

樣子不錯，因為那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份。（訪 20150408T1） 

 

因為我上課方式會用提問式的學單，我會覺得他們的答題有比較好一點，然後

他們在看待事情的角度會比較多元。（訪 20150408T1）學生在情境對話過程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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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具有一種批判性的距離，並且能夠有意識地對之加以檢視，使得意義不再只是

聽見發話者的獨白，更像是一個對話討論的多元存在。 

York-Barr 與 Duke（2004）指出教師領導者致力於改善教學，其目標在改善學

生學習。蔡進雄（2005）也提出教師領導是教師對學生、學校行政人員、同儕、

家長及社區等產生積極正面之影響力的歷程。從學生自我覺察的改變到授課教

師、校長、家長以及其他英文科教師他人看到學生的改變可發現，頌伊老師、家

宜老師在特色課程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揮源自對教學內容的內化，轉化、開發適

合高中學生的思考來舉例，讓學生藉由思考與行動去回應生活，而學校行政人員、

同儕、家長等除了經由觀課、共備及分享管道受到教師領導直接影響外，從學生

的學習產出中也感受到教師領導帶來積極正面之教學、課程、信念改變間接影響。 

三、校內其他科－在校內其他領域灑下影響力的種子 

    Lieberman, Saxl 與 Miles（1988）指出當教師成為領導者，透過這個新的角色，

他們會帶來強而有力的教學、組織以及教學技巧，這些教師同時認為他們能夠透

過教學夥伴，發展能力以促進學習。從 103 學年度第二學期開始，頌伊老師受又

青校長、智孝主任的請託至國文科、自然科其他領域進行分享，對此頌伊老師認

為：「我覺得校長當初最大的想法是希望學校能夠動起來。」（訪 20150408T1）聽

過頌伊老師分享教案的又青校長認為頌伊老師教的不只是英文，而是用很多生動

的影片、圖片去上系統思考、批判思考及設計思考，而這些訓練並非每位老師都

曾經歷過，希望藉由頌伊老師帶給校內其他教師多元的刺激。 

 

讓其他科老師來感受一下批判思考、系統思考在英文科是這樣子做的，說不定

也會激發其他科去思考我們可以怎麼做，所以我請頌伊老師到各科去分享，上

禮拜她好像已經先到國文科社群講了，就真的開始付諸行動了，我覺得這就像

是灑那個種子或是點燃心中的火苗。（訪 20150325P1） 

 

     雖然進行了分享，但只有以簡報的形式輔以課堂一些實作，國文科、自然科

 



102 

 

並未進到觀課現場看學生學習改變的發生，是否受到觸動，仍有待考驗。同樣擔

任幕後推手的智孝主任認為「在目前英文科剛推一個學期的狀況下，是不是有這

麼多的說服力道，這也是我們要去考量的，所以我們其實有分幾個步驟想要

做……。」（訪 20150423D1） 

     推動校內文化的深層變革過程就像系統思考十一個法則中「愈用力推，系統

反彈力量愈大」，勉強的努力強行介入後，使得原本立意良好的措施引起反彈，產

生的結果抵消了介入行動帶來的好處，造就更疲憊不堪的後果。在這樣的考量下，

智孝主任這學期先邀請頌伊老師至國文、自然兩個學科播種子進而觸動其他教師

理念與想法，讓創新的改變開始在學校流動著，進而達到學校整體的改善。 

 

貳、校外組織 

一、點燃稻禾高中之外的星星之火 

   如前述訪談者對頌伊老師之描述，她是一個熱情且愛分享的人，不僅在校內，

周圍的老師也相當習慣她時常受邀至他校進行分享。 

 

就像是頌伊老師她可以到各科去分享，她可以把學的東西帶進來，或是再去

其他學校分享。（訪 20150408T4） 

 

   受臺北市另一所高中 Amanda 老師的邀約，頌伊老師利用星期一下午臺北市英

文科領域時間分享在稻禾高中特色課程的背後理念及具體實踐。分享開始前，研

究者幫忙佈置場地與發放講義，發現頌伊老師除了準備簡報檔外，事先提供的講

義更是多達 15 頁雙面印刷的上課簡報檔、學習單，與我同桌的該校老師有兩種矛

盾的情緒滋長，一方面讚嘆頌伊老師在教學上的熱情與努力，另一方面則是來自

於對 107 課綱的不安與害怕，認為頌伊老師現在的做法就揭示著未來她們也要額

外做那麼多的努力以達到相同品質的好。 

   結束後，研究者詢問頌伊老師：「老師，我剛剛有發現，台下聆聽的老師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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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比較關注於英語學習的教學，您的想法是什麼呢？」 

   頌伊老師說：「我也有發現，但是他們學校也有一群想要改變、想要做一些不

一樣事情的老師，他們邀請我來分享，就已經是灑下改變種子的開始了呀！」（觀

20150511 O） 

     教師領導者透過網絡擴展其影響力至其他學校的教師，在這個擴展的專業網

絡上，這些教師領導者和其他參與者環繞課程與教學法上問題進行討論，並找出

解決問題的最佳解。在過程當中，教師們進行經驗、想法與資源的交換，且挪出

相關資源制定行動計畫，去解決他們原校的問題。 

二、運用思考工具解讀大稻埕的美麗與哀愁 

    曾於特色課堂上與智孝主任與數面之緣，特色課程成果發表也於臉書上看到

主任不吝地使用「令人驚艷」讚美 106 及 107 學生的表現，頌伊老師、家宜老師

也曾提及智孝主任是教務主任，因此開設特色班、實驗班都要向局裡報備，因此

對特色課程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更曾經和兩位授課教師一同前往新加坡進行參

訪，因此從特色課程的發想、發展到執行，智孝主任可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

在訪談智孝主任過程中她提及系統思考、設計思考與大稻埕主題間的關係，以及

對課程產出的期望。 

 

其實課程的發展都會有一個脈絡，不管是哪個課程他都會有它形成的前置作

業還有動機，接下來還有課程執行，課程的滾動式修正，那其實這個脈絡是

一直在走的。所以老師她們做的是用大稻埕這個文化把它導入怎麼用一些系

統思考、設計思考的觀念去蒐集一些大稻埕的東西，怎麼去看待這一些歷史

的發展，所以我們的課程後來就整合成以大稻埕為主軸的邏輯思考的社會關

懷課程，當然還有牽扯到學校原有的特色，就是我們期待成淵孩子能夠達到

的課程能力指標，要能夠關懷社會。（訪 20150423D1） 

 

    而作為實際探勘大稻埕的「研究者」，兩班的學生從設計思考發散、聚歛紀錄

片主題，並利用系統思考構思研究問題，到實際走訪、剪輯、來回修改直至最後

紀錄片的播放，劉在石同學形容這個過程，「因為每一組幾乎都會去蒐集資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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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組別也會訪談當地店家，幾乎所有大稻埕的商家都知道稻禾高中在做大稻

埕的紀錄片。這大概是我做過最難也是最難忘的作業。」（訪 20150327S1） 

    研究者回憶第一次初見頌伊老師時的對話，她希望當學生上完這個課程能夠

兼備國際視野與人文關懷，他們會曉得如何去解讀這個世界，具有批判能力、能

夠過濾資訊，經由合作產生集體智慧，英文也不再只是溝通的語言，更成為孩子

獲取知識的語言。課程運作之初，學校組織成員大多抱持著觀望的態度，不知道

最後的成果帶來的是「大躍進」還是「災難一場」，即使是授課教師也無法確保冒

險後必定會帶來成功，然而研究者從過程中發現，授課教師在課程發想、發展及

執行過程中，除了是系統思考者之外，亦是設計思考者，具備樂觀的精神、不畏

懼過程中的受挫，並適時做出敏銳的判斷進行修正，相信創新的構想是可行的、

能力所及的，這也成為最後能收割豐碩成果的力量，進而將這種樂觀的態度為學

校組織成員帶來正面的影響，即教師領導影響力觸發其他教師心智模式的改變。 

 

 參、小結 

    頌伊老師曾於訪談時提及：「以前她總想著五十歲可以申請退休她就退，但現

在改觀了，她要一直做下去，做到有一天老了、動不了的時候，學校也覺得你太

老了你走吧，因為她現在很開心，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為了她自己。」 

這與 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1）所提出教師自我探詢過程中，反思自身在學校

場域「能做什麼？」是發展教師領導經驗最主要的部分不謀而合。 

     Ng（2006）指出教師領導大都透過卓越課堂教學或管理職能而被學校管理階

層、同儕及社會所認同。從行政端請託頌伊老師至其他領域分享揭示頌伊老師可

被視之為推動學校組織再造及學生學習的領航者。因此，教師影響力的發揮與被

賦予的責任，不再限於課堂與教學的範疇。換言之，若學校領導的決策參與和教

師脫鉤，學校內的革新便難以推行，因為由上而下的政策若沒有觸及到教師對學

校、教育改革的承諾，也就無法造成組織深層的改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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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領導發揮情境之支持條件與領導發揮障礙 

     Boylan（2013）認為分佈式的概念喚起那些位於中央領導的角色在組織內共

享的感覺，即基本地權力下放。同時，Harris（2003）指出儘管分佈式領導蘊含許

多障礙，仍有些證據表明它可能是一種可能性，前提是學校的支持機制形成學校

內部條件，如預留時間做規畫與討論、持續專業發展的機會、建立教師能力與自

信，促進教師間彼此學習等。從校長、主任的言談中可得知，稻埕高中的變革欲

從課程與教學的改變著手藉此鬆動教師，而頌伊老師則是其變革推動者以及理

念、方向的發想者，在關係連結較強的英文科中、學生中藉由特色課程發揮教師

領導的影響力， 並進一步拓及到關係連結較弱的其他領域學科之中，不只是行政

端由上而下的領導，同時兼含由下而上的漸進式變革模式。 

 

壹、教師領導發揮情境之支持條件 

 一、形塑共同願景 

    在五項修練中，型塑共同願景是成員們以促進長期性目標的承諾，不同於領

導者個人的信念或是發表願景的聲明，而是彙集組織成員分享的共同目標、價值

觀、使命感，共同願景同時也促進組織成員休戚與共的歸屬感，影響組織所有的

活動。 

  （一）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頌伊老師認為接觸學習共同體是她在教學生涯中第二次的轉折點，她發現想法

多元的人不只她一個，她開始有知音，開始看到學生有不一樣的產出、不同的成

長，她忽然覺得好有趣。而家宜老師與頌伊老師的協作，部分原因也係由家宜老

師認同將學生置於教學主體的理念，對於課程設計的理念不拘泥於狹隘的學習共

同體模式，保存較開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精神與思考模式，同樣都是將教室

教學的焦點置於學生身上，強調教師扮演協助者的角色，發揮學生學習的最大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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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青校長認為，「他們做的這些事情不是衝著校長的面子，他們做的這些事情

是因為跟學生互動過程當中他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訪 20150325P1） 

 稻禾高中內不僅是頌伊老師和家宜老師採取以學生為中心的思考，頌伊老師

曾至師大課堂進行分享，「稻禾高中的老師有一個共通的特質就是，只要是對學生

學習有幫助的，他們都會願意做，把學生放在首要考量的位置。」（觀 20141104O） 

    當學校事務出發的利基點是以學科本位、職權命令，往往造成反彈、大眾學

科擠壓小眾學科的情形發生，開行政會議就像上戰場，導致討論成效不彰，原本

立意良好的理念在未經充分討論前就遭逢扼殺或時間的滯延而無法立即實施，長

此以往，學校發展將停滯不前，但若能環繞在以學生為中心的思考，回歸教育的

本質作思量，很多事情都能破除爭議、迎刃而解。 

  （二）符合學校培養學生的目標 

十二年國教政策的推動，正好提供稻禾高中重新思索課程與教學定位的良機，

擔任教務主任的智孝老師認為： 

 

專題是未來十二年國教要做的事，那整個孩子的專題回歸到最基本的就是要有

一些思考、批判，甚至是他去收集資料，他怎麼去看待這些東西，然後他去整

合他的東西、擷取之後才會出現他的題目，還有一些基礎的學術研究能力。（訪

20150423D1） 

 

    期望藉由課程的改革鬆動教師的信念，翻轉教育發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教育主管機關釋出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之雙向入學管道，學校也無法獨立於變革

之外，勢必需要採取必要措施，然而要申請特色招生計畫便需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教育政策的改革也成了教師在發展特色課程之驅動力。「剛好也是因緣際會吧，剛

好學校現在也要寫特色課程，所以它就變成了一個特色。」（訪 20150408T1） 

    由於十二年國教及競爭型計畫緣故，多數學校相繼推出各色特色課程，若仔

細觀察學校計畫書內容與學校 SWOTs 分析，現行不乏屬於「外加式」的型態，例

如國樂課程、各類比賽、營隊等，這類型的課程和活動並無實際融入於正式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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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課程中，僅侷限實際參與的學生才能真正接觸，可預見的是，一旦沒有政策及

計畫，各式活動和課程可能都會隨之結束，而無法持續的發展下去。 

 

頌伊老師的特色課程加上我們稻禾高中關懷社會的課程指標，所以老師她們做

的是用大稻埕這個文化把它導入怎麼用一些系統思考的觀念去蒐集一些大稻

埕的東西，怎麼去看待這一些歷史的發展，所以我們的課程後來就整合成以大

稻埕為主軸的邏輯思考的社會關懷課程。（訪 20150423D1）。 

 

    研究者訪談校長、主任時，他們均提到這項特色課程能建構出一套適合稻禾

高中學生學習的課程，讓學生學科專業知能，同時亦可體現社會關懷，達到多元

學習、適性發展。而智孝主任與頌伊老師、家宜老師在分享新加坡的三所菁英學

校參訪感想時也提及，稻禾高中的孩子是有能力、資質並不差，缺乏的是課程交

付給他們工具使用，希望開設能夠讓孩子兼備國際視野與人文關懷的課程，藉由

系統思考、設計思考，具有批判能力之相同「語言」，與全世界的人產生既競爭又

合作之關聯，在教師與學校目標交會點之處，特色課程應運而生。 

從課程的安排來看，能與學校願景結合並具有可發展性、持續性、實用性，

研究者推測，未來稻禾高中的課程應仍可持續下去，意即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開

設之特色課程的實施也為稻禾高中特色課程起到創建與支持的力量。 

 二、支持性領導 

 （一）校長的激勵與關懷 

學校的領導權力往往落在校長或行政人員手上，學校領導者是否願意分享權

力成為教師領導能否推動的主要的關鍵。Chrispeels（2004）認為學校領導者如同

中間的管理階層，必須服從他們外在期待（如學區與其他上級機關）的制度性角

色，並以此指導與協調學校的內在環境；當學校領導者鼓勵或從事分享領導時，

同時也感受到學校本位教學決定的束縛，可能會拒絕新的決定；對教學與教師角

色的傳統觀點，也是導致分享領導權的困難之一；是否能導致教學與學生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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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的產出都是不確定的；管理者缺乏伴隨教師領導而來權力與可能性的經驗；

學校領導者可能會缺乏分享領導所需的內在與外在之人際技巧，上述皆是可能造

成分享領導權力困難的原因（引自王秀玲、康翰文，2013）。 

Sterrett 與 Irizarry（2005）指出教師領導並不會自己形成，有賴於校長在校內

為教師領導建構一個架構。可得知校長及行政領導層級的承諾及支持，被視為教

師領導得以發展的重要支援。校長作為學校文化的守護者，既可以是支持教師領

導的力量，同時也可能削弱教師間協作文化，校長可以將教師領導者看作為合作

夥伴以減輕領導責任，或者他把他們看成是挑戰自己的權威。又青校長認為教師

領導讓老師們擁有創新的空間同時亦承擔學校發展的責任，是一種強化學校組織

的途徑，而自己給予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多是心靈上的支持，而非物質上的獎勵

機制。 

 

我做的事情是推廣，不斷地讓老師有成長的機會，所以我會推薦她去演講，有

一次她在校長會議去演講，然後她做的事情、她想做的事情，我給予支持，心

靈上的支持大於我給她減課、額外的津貼那些都是沒有的，多的是心靈上的支

持。（訪 20150325P1） 

 

依研究者觀察，頌伊老師、家宜老師在組成協作團隊時，學校的行政層級並無

任何的介入或干預，被賦予相當高的自主權。頌伊老師也說：「我經歷過四個校長，

現在的又青校長我認為她最支持這些特色課程、教學創新，因為每次我去跟她說

我需要什麼協助，她都沒有拒絕過我，這讓我非常感動。」（訪 20141126T1） 

 頌伊、家宜老師談到校長，第一句話就是「很溫暖，真正聆聽你的訴求同時

給予很多的支持，你想做什麼都支持。」教師領導由客觀轉向主動的實踐，來自

於讓老師有最高的自主權機會去參與、去學習、去影響。 

  （二）行政事務的支持 

 機會與教師的自信對於教師領導來說並不足夠，學校必須促進合作與分享領

導，以能讓教師領導順利運作（Harris, 2003）。「其實學校行政都很支持我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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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創新，這是我覺得稻禾對老師們很好的地方，今天不管我是要做觀課還是我需

要什麼樣的設備，行政都會盡量滿足需求」。（訪 20150408T1）家宜老師也補充分

享，其實不用到校長，我們教務主任就很支持我們，「她是一個會關心老師的主任，

同時也會使學校配合政府政策。她也有跟我們去新加坡，所以我們要做什麼特色

課程或實驗班都很瞭解，只要有活動她也都會出現。」（訪 20150423T2） 

    校長的完全授權讓教師可以完全發揮和運作，再加上學校行政充分的支援，

例如教務主任在課務處理給予了頌伊老師、家宜老師極大的協助。 

 

行政是做了很多的支援，包含頌伊、家宜兩位老師是共同有兩節課是沒課的，

因為我們知道老師最困難的就是沒有時間聚會，所以行政一定要幫忙做這件

事，還有協調了大圖書館，兩個班合上就需要大一點的場地，另外一件事是我

後來又去寫專案爭取經費給老師們，很多領頭羊是拿錢出來請老師吃飯，我覺

得這是一種非正式連結社群感情的凝聚的因素。（訪 20150423D1） 

 

    學校在執行其他計畫、課程時，所要投入的人力、資源都勢必會影響例行性

的工作品質，行政給予教師的支持除了協調課務，排定教師共同時間讓教師們有

共同時間進行專業學習，提供課程所需之場地、教具等，亦試著站在教師角度去

試想推動上可能遭遇的障礙，包含主動爭取經費提供給領頭羊教師使用。 

 三、稻禾高中具有學習型組織之特徵 

    Senge 認為學習型組織能運用策略使學習、生活及工作相結合，且學習活動會

持續不斷地發生於個人、團隊、組織甚至於與組織互動的社群當中（郭進隆、齊

若蘭譯，2013）。煙雨老師評價英文科運作情形，她認為「英文科的多數老師其實

都很幫忙，做講義、互相討論一下教材，或者是說有什麼想法去把課教好，我們

還是一個 team 去討論，彼此 share ppt，去討論怎麼把課教好。」（訪 20150408T3）

根據又青校長觀察校內其他數學科、社會科老師的相處情形，亦同時存有個人學

習與組織學習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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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自己的專業都很認真，像數學科老師他們常常在辦公室裡頭三三兩兩在

分享學測題目的解題，有趣的是很資深的老師也會帶很資淺的，一同在做教學

精進的事。（訪 20150325P1） 

 

同科老師他們感情都很密切，他們有時候在同一個時段一起去做地理實察，歷

史老師、公民老師他也去，或者他們可能一起去故宮，或者是一起去參加什麼

研習。（訪 20150325P1） 

 

不同領域存有自己的運作模式，但從英文、數學、社會領域彼此互動情形看

來，可以看出教師們彼此討論、一同學習的風氣很盛行，即使是不同科目的教師，

也會一起參加增能研習。學習型組織是一種因應組織變革的理想概念，同時也是

一種策略的運用，有利於成員個人、團體績效提升及凝聚組織成員向心力並在組

織出現瑕疵時進行及時修正。 

 四、學校擁抱差異與衝突 

    據研究者觀察，稻禾高中的教師除了在辦公室中進行課程與教學的討論，私

底下的互動也十分熱絡，時常利用臉書標記他人打卡或是在個人頁面上留言互

動，辦公室氛圍並不緊張。頌伊老師認為， 

 

稻禾的老師其實是滿合作的，我們不大會互相攻擊同事，那即使是不太配合

的老師，他也會把他的事情做好，不大會增加同事的困擾；那行政方面，偶

爾我們會覺得稻禾的行政在橫向溝通會比較不 ok，但大部分我們在導師會報

提出來，通常會滿立即得到善意跟解決的回應，所以在合作上是很 ok 的。（訪

20150408T1） 

 

    正因為這樣的校園氛圍，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異於他人的做法及課程設計，

即使其他老師有其他想法，也不會出現打壓、排擠效應，更多時候是給予禮貌性

的尊重，而不多加干涉。又青校長也提到，「他不會跟你在會議上非常生氣的講話、

公然指責，不會！他只會溫和的跟你講說，阿這樣做好嗎？我不是說他們不會有

意見喔，他有意見可是他會很理性的表達。」（訪 2015032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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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學校計畫業務開始增加，教師的事務量上升且與行政工作重疊性增多，互

動更加頻繁，理念不同、認知不同、壓力，伴隨而來的質疑、批判、誤會讓彼此合

作關係出現了不信任感和摩擦，致使衝突的產生。有時候衝突的問題並非只存在教

師與行政之間，「偶爾我們會覺得稻禾的行政在橫向溝通會比較不 ok」（訪

20150408T1）。衝突的發生可能在同科教師、不同領域教師。 

     

那跨科之間因為辦公室沒有在一起，會不會有一些誤解，會有！我舉例喔，老

師說學校把數學科牌那麼多節，變成說你看我們學生整天都在寫數學，那歷

史、地理都不讀，或者說抱怨英文科老師給的作業太多，為學生請命。（訪

20150325P1） 

 

即使產生衝突，也都是在理性上的討論，並非情緒性字眼相互攻擊，衝突並非

不好，「我們接受衝突，可是我們不會因為這個衝突再去引發更大的衝突，因為不

可能沒有衝突，我們也希望有衝突。」（訪 20150325P1）衝突的發生代表學校組織

運作有值得討論、檢討、改進之處，經由衝突使學校運作更臻完善，而處理衝突的

過程則讓教師間相處進行磨合。在領導情境中，領導者、追隨者與情境互動的互動

模式中，教師領導與校長學校領導的角色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Spillane, 2006）。

而是當摩擦、衝突出現時，教師及校長各自扮演著溝通協調的角色。  

 五、特色班級 

    每當頌伊老師進行校內外分享，台下老師關心的焦點都是這個班級是否為特殊

班？他們入學的 PR 值為多少？是不是因為他們在學業成就上的表現比較好，才致

使他們能夠接受這樣的課程？（札 20150511）。對此，頌伊老師並不認為僅以特色

班就能概括特色課程能夠推行的原因，頌伊與家宜老師老師的其他班級英文課堂也

時常以全英語授課，他們傾向在教學上試圖讓學生以英文來理解英文，而非以中文

來理解英文。再者，因為今年是第一年特招班招生，家宜老師的英文實驗班學生組

成是經由筆試、口試兩道關卡篩選，而特招班則是將英文填於第一志願，所以是有

意願學習英文的孩子。因此，特招班招收進來的學生並非完全是英文能力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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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的考量的確是學生的組成，因為他們是英文比較好的孩子，就想給他們

一些比較資優的訓練。那特色班不見得是英文比較好的孩子，他們是有意願學

習英文的孩子，有意願也是非常重要的。」（訪 20150408T1） 

 

稻禾的孩子一個很大的特質是，我都開玩笑說他們很耐操、很任勞任怨，大部

分的要求只要跟他們說清楚，他們大部分都會配合，那少部分有意見的孩子也

都會直接表達，很少會有那種我說一套、你做一套，大部分的孩子是比較服從

的。（訪 20150408T1） 

 

    研究者在觀課的過程中也發現，普遍來說英文實驗班的學生的確擁有較大量

的單字詞彙量，但學習實有賴於長時間投入的累積，一方面合班上課無形中兩班

的同學會有潛意識下的競爭心態，金嘆同學提到對於合班上課的看法，「看到別人

講那麼好，也不會想說隨便講講就好，要想說怎麼樣好才能更好。」（20150320S5）；

崔英道同學則認為，「我覺得他們班的想法就比我們班新穎、創意許多。」給予相

對應英文程度的學生適合的教材內容是兩位老師一開始的考量，但學習的意願也

同樣影響著學習的成果，從金嘆、崔英道兩位同學對於 106 英文特招班同學的評

價可得知，勢均力敵的競爭以及對他人的欣賞其實是正向相互學習的關係。此外，

正如頌伊老師提到「耐操的特質」，學習方面也較不容易出現虛以委蛇的情形。 

 

為什麼可以發展特色課程喔……因為他們特色班又有多那兩節課額外的時間

去上課，不會影響到正常的上課進度。（訪 20150408T3） 

 

    有意願學習、擁有較好的英文程度以及學生較為服從的特質都是頌伊老師認

為致使特色課程能夠順利推行的原因，從其他英文科教師的觀點來看，另一項可

能的原因即是「時數」。面對課綱調整，有越來越多的時數需要被釋出給選修課程，

但基本學科內需要教授的知識並未因此而刪減，且三年後學生還要面臨大學考

試，因此「時數」成為各科常常無法形成共識之處，「趕課、趕進度」更是高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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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參與特色課程的班級為英文實驗班與特招班屬特殊班

級，除了學生英文水平上較高之外，課程安排也有額外獨立於英文課之外的兩節

專訓課，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分別就是兩班的導師兼英文科教師，專訓課程即用

來上特色課程之內容，因此，對其他教授普通班的英文科老師來說，在有限的時

間內要完成課程進度要求已非易事，更遑論額外補充其他教材，有窒礙難行之處。 

 六、家長支持 

    從十二年國教之爭議就可一窺台灣教育現況注重應試能力仍為常態，教師欲

實行學科以外的課程，亟需家長的支持與認同。參與特色課程的班級屬特色班，

家長社經地位較高，高度關注孩子學習狀況外，也需較強的說服力道已取得家長

的認同。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比較辛苦的地方是，家長認同需要多一點溝通，那我也有聽

到一些老師他想要改變教法，但是會碰到家長的反彈，尤其稻禾是有六個年級

的學校，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尤其是國中端那邊，孩子越小家長不安的因素

就越大，他們就比較不能接受創新的教學，那我們在高中端這邊，反而家長會

比較放心，我自己的解讀是也許跟孩子的成熟度有關係，孩子比較成熟，家長

也比較放心。（訪 20150408T1） 

 

    Caldwell（2008）指出教師領導學校要能持續有效發展，需領導者才能和四種

學校資本的累積，其中社會資本即包含家長、社區成員對學校有歸屬感，學校願

景、目標、政策、計畫與家長、社區其他重要利害相關人一致。同時，在靈性資

本上也提及學校與社區利害關係人建立高度互信互重的關係、家長和社區成員主

動地宣傳學校的價值與信念。從頌伊老師班級的臉書社群平台上發現參與成員當

中也包含一些學生家長，「家長可以經由臉書平台從中看到孩子學習狀況跟軌跡，

掌握孩子在學校的狀況，家長也比較安心。」（觀 20150511O） 

 

學生很愛她，家長也很愛她，沒有人要離開她的班，他們只會跟我恐嚇，校長

你沒有權力讓我們離開頌伊老師的班。（訪 2015032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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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家長或學生，都對頌伊老師帶班多有讚譽，劉在石同學表示「頌伊老

師帶班的風格是我看過最嚴格的，但也是最好的一個。」（訪 20150327S1）Caldwell

提出的做法更觸及到學校領導與學校發展之議題，頌伊老師深得學生的喜愛及家

長信賴，無形中為學校累積資本，驗證了教師領導為學校領導的一種可能性。 

 

貳、教師領導面對的挑戰 

    由於教師傳統上被定位於教室裡的專家，教師已相當習慣「被領導」的角色。

因此，過去領導的討論重心，多集中在校長的課程領導（王秀玲、康翰文，2013）。

但由於現今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逐漸興盛，教師對學校課程的自主與參

與決策權提高不少，以教師為主體的課程領導正方興未艾。即使以教師為主導的

變革被視為改造學校的動力，然而變革的開始以及變革的持續性對於現場教師仍

具有挑戰性，教師緊湊的課表、教學負荷重、學校繁重的行政工作、政府給予績

效壓力以及來自家長與社會的期待，皆是欲教師領導可能面臨的困境（蔡進雄，

2004；莊勝利，2005；陳佩英，2008）。 

 一、缺乏整合 

    在學校系統中強調教師們之間的共性，包括教師素質和教師領導優先；以及

他們之間的分歧，強勢文化共同協作對比個人主義傾向（Curtis,2013）。因為教師

彼此地位平等，除非藉由非正式領導的管道，即使是具有職權的召集人身分，也

不具有強制性，增加了領導上的困難度。 

 

英文科非常的個人主義，你會發現每一個英文老師都有自己的想法，是比較難

要求他們共同去做某件事，除非你要讓他們達到共識。（訪 20141126T1） 

 

除非那個老師願意去接受新的理念，他相信這是可以改變學生的，那他拋出來

的議題，我們會去思考，但每個老師要做到多少那是不一樣的，比較傳統的老

師用傳統做法，有些老師比較願意去嘗試，但是我們彼此之間是很尊重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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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08T3） 

 

    在英文科中，頌伊老師是這樣形容的：「英文科的老師們，都是一個山頭，可

是我們中間是一個盆地，然後大家會有一些共同相聚的想法。」不一定是傳統上

同科教師競爭的關係，而是出於善意，害怕冒犯他人的專長領域，也正因為有距

離的彼此尊重，有時候想法、影響力的擴散並非易事。  

二、缺乏誘因 

    學校長期的行政結構與科層體制，使得教師長期處於高規則化的環境而所縮

小了專業判斷的重要性，教師習慣單純地接受命令行事（引自王秀玲、康瀚文，

2013）。頌伊老師曾於 103 第二學期至國文科、自然科進行分享，在國文科分享的

過程中，讓她感受到老師們其實不認為、也未曾思考到他們有這個需要。 

 

這樣子的課程要有需要，老師們才會去設計，那我去講的時候我會感覺到，老

師們覺得他們不需要或者他們沒有想到，所以我在想說，如果要到其他科推行

系統思考，我覺得不能只有一次，至少要兩三次，而且可能要慢一點、搭配一

些實作課程。（訪 20150408T1） 

 

我會希望行政來幫忙講一下為什麼學校會需要推行系統思考，我會覺得有點辛

苦是因為我的高度可能跟主任、校長是不一樣的，我看的可能是我這一科，或

是校外老師的運作，但是我看不到校長、主任他們看到的東西，我比較希望他

們可以去分享從他們那個高度看到學校的需求，去塑造願景，就像系統思考裡

有一個共同願景，我覺得大家一起來努力，會比較有東西可以產出。（訪

20150408T1） 

 

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需揉合並協調行政與教學之力量，當教師僅能就教師

身份、角度進行分享，其他教師也僅較關注教室內之改變，而未能從行政之視角

宣傳學校發展動態、學校共同願景的塑造，乃至於進行團隊的學習。 

三、需要時間的轉化 

Shedd 與 Bacharach（1991）指出「真正的罪犯是行事曆、時間表與妨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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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起工作的物理結構」（引自王秀玲、康翰文，2013）。恩尚老師表示「主要

因素是我自己也很忙，時間是一個很大的因素。」（訪 20150408T4）；寶娜老師

則是因為上課的時間與共備時間無法配合，「共同備課的話，運作的那個時間我

沒辦法參與，因為我那時候剛好也有課。」（訪 20150408T5） 

    參與訪談的煙雨老師、恩尚老師、寶娜老師均表示即使特色課程十分有興趣，

但礙於「時間」及「課表安排」而無法時常參與共備及觀課，煙雨老師需事先調

開第三節課以參加每週五的觀課，但第四節課只能匆匆去上課，時常錯過實作及

學生產出的部分，只能私下聽兩位老師分享，下一週觀課也常常會有接不起來的

感覺。 

 

因為頌伊跟家宜他們走的速度很快，所以我會覺得有點跟不上，在新的教法、

新的概念跟舊的我們原有運作方式上面，我覺得…你說跟上，我又會很遲疑，

會希望學新的東西，但舊的那塊還是要守住，因為很怕學生的學習是沒有跟上

的，有時候沒有那麼快。（訪 20150408T3） 

 

我覺得去觀課也很有意思，其實那個發酵是需要時間的，可能去看一兩次，還

是一直在觀望，可是我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要怎麼運用，可能批判性思考、系統

思考自己也還不是很懂，那怎麼去操作、運用還需要一段時間。（訪

20150408T3） 

 

行為模式或觀念價值觀成形，即使是政策推行、遭逢環境巨大改變與衝擊，

一時之間也難以改變其習性與信念。煙雨老師提到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面對未

知，特色課程的發展是不斷探索、創新與修正的歷程，實行開始之際尚無法清楚

描繪學生適應性與帶來效益，同時面對新教材教法、概念，教師需要時間消化、

吸收，也需考慮對學生之適用性；另一方面則是慣性使然，守住舊有的並非都無

益處，只是在變動的環境下，這些慣性對於變動的助益較少，只能等待時間使影

響力發酵以證明特色課程帶來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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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領導的關鍵要素在於「領導者、追隨者與情境互動」(Spillane, 2006)。領導情

境很大一部分在於學校內部能否形成支持條件，教師參與的核心是讓老師有機會

在課程與教學法的實踐上做決策，基於此，校長必須要與教師分享決策的權力，

在校內鼓勵與支持合作文化的發展、重塑組織架構以支持教師在實踐的過程當

中，扮演一個決策者，並提供教師資源，讓他們可以去負起決策的責任。頌伊老

師、家宜老師特色課程經歷近一年的運作，反映學校行政支援的重要性、學校內

部條件支持，此部分與過往文獻有相符合之處，然而高中教師高度專業自主，出

於善意，害怕冒犯他人的專長領域之擔憂，有賴於情感建立，將模糊的情感化為

事實促進教師形成專業交流的風氣，進而發散教師領導的影響力。另一項原因為

教師對於發展特色課程缺乏誘因，尚未能意識到創新與改變的需求，頌伊老師提

出改善的方法是與行政一同合作，不僅是從教師的高度帶領其他教師一起進行組

織學習。最後，教師們認為最缺乏的是時間，因應少子化之衝擊，各級學校人員

編制也受到招收學生員額的影響，除了少數排名前面的志願尚不需擔憂無法招滿

學生導致減班，其餘排名中間、後段的學校一方面希望藉由發展學校特色吸引學

生就讀，另一方面也實行控制教師編制的舉措以因應少子化衝擊，伴隨而來的影

響包含少開正式缺額造成校內代理、代課教師增多，代理、代課教師由於停留時

間短暫，未能十足深入學校文化脈絡之中，另一方面，學校也會施行超鐘點，增

加教師教學工作量與教學時間之負擔，除了自身不容易抽出空閒時間外，和其他

教師調課亦十分困難。煙雨老師也提及影響力的內化需要時間，學習型組織除了

自我超越的修練，尚需團隊學習，從深度匯談到懸掛假設，進入共同思考的過程，

讓思考在一群人之間流動，使集體得以實現個人無法完成的洞悉和領悟，若組織

成員因時間因素無法進行共同學習的過程，一起思考試圖找出集體潛在智慧，將

使得組織效益難以呈現加乘效果。 

    學校系統的工作是識別漸進的步驟，如果識別個體之間的聯繫，並採取策略

 



118 

 

性使他們的工作與效能產生連結，將會導致深厚而廣泛的變革。這是很難突破框

架進行廣泛的思考，尤其當有這麼多的系統和結構阻礙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傾

向追求線性進步，我們應對一塊拼圖的時間，或者我們追求幾個單獨的部分，而

未有充分考慮集體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影響。 

第五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研究省思 

    研究者已於前述章節分析教師領導如何藉由特色課程發散其影響力，探究教

師作為領導者的定位、與他人互動模式以及所處情境，以及教師領導在特色課程

發展與執行中的具體實踐，本章歸納研究發現並總結研究結果，提出對學校及後

續研究之建議，最後，對研究結果、限制等進行反思。 

第一節 結論 

阿基米德曾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舉起地球。」因此在經濟上或者

重大決策上，有時候會形容只要找到至關重要的一點，決策者即可改變現狀，挽

救危機。研究者經由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分的相互對照，發現稻禾高中在特色課

程發展歷程中處處涉及教師領導的概念，意即稻禾高中之個案教師領導如同教育

現場中至關重要的支點，藉由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帶動教室內外的改變。故

本研究將此兩課題揉合，以個案研究探討稻禾高中教師領導藉特色課程發散影響

力之質變的歷程與情形，作為教師領導實證研究與規劃高中特色課程之參考。以

下茲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綜合歸納本研究之六項結論。 

 

壹、教學年資與專業領導賦予教師領導之正當性 

    教師領導者要能在教室內外從事領導工作，需要具備比其他教師更能夠展現

高水準的教學表現或教育知識、技能，進而將積極正向的影響力範疇擴及學生、

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同儕、家長、社區，藉由影響他人一同改進教育實務，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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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文化產生積極正向變革，並進一步達成學校改善的最終目的。 

    教師的專業成長是教師與其工作環境互動下的產物，頌伊老師與家宜老師除

了本身蘊含學科之教學、課程專業性，亦積極參與各式增能研習、跨校社群以及

出國參訪，瞭解現行世界局勢與政策，培養與時俱進的能力與新知，研究者蒐集

兩位授課教師、其他英文科教師、學校行政人員以及學生之意見，發現兩位老師

在課程與教學之中具備專業領導之特質。然而在學校中教師的年資關乎到教師說

話的份量以及教學嫻熟度，這原因解釋了為什麼家宜老師認為自身在學校中未扮

演任何角色以及僅在共備、觀課的情境下有較多教師領導者的角色出現，即便家

宜老師的教師專業性被認可，多數時候，仍以頌伊老師教師領導者形象較為鮮明。

年資與教師影響力成正比的現象為閱讀西方教師領導文獻未有提及之處，可能為

本土化教師領導發展獨特的脈絡。 

貳、教師領導需內部條件支持 

教師領導奠基於教師領導者本身能展現高水準的教學表現、教育知識、技能，

進而將積極正向的影響力範疇擴及教室內與教室外之學生、行政人員、同儕、家

長及社區，而教師領導發散影響力的過程中需要學校內部條件的支持，才得以對

學校整體產生深層的學校改善行動。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1）強調如果學校

領導者相信並更加強調教師領導，那麼教師將被喚醒而更能扮演好教師領導角色。 

    領導的產生存在於領導者、追隨者與情境互動的模式中，稻禾高中形成內部

支持條件致使教師領導影響力發散獲得有利支援。校長擁有前瞻性思維與洞見，

有感在校園民主化的浪潮下，往日威權形象已不再適用，在教育行政權力下放與

績效責任仍存，需因事制宜透過教師領導進行組織學習以回應教學翻轉、十二年

國教課程銜接、教學革新等挑戰，推動特色課程過程中秉持充分授權之理念、善

用激勵關懷的策略，關注兩位授課老師高層次的心理需求。同時，給予兩位授課

教師高度自主權，支持教師透過靈活、彈性的編組，使教師可以自由研發和引入

創新課程以及充分發揮教師領導才能、教學方式，使影響得以擴散開來。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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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主任、圖書館主任等行政端，也妥善給予課程所需資源，兩位教師課表安排、

場地安排、上課需要架設之器材、教具、引進外部資源之講師費用等都由行政端

負責準備，以減輕教師除研發課程、授課外行政事務上瑣碎事務的負擔。同時，

參與課程學生及家長也願意信任教師在課程設計上的改變，並未有學生「從學習

中逃走」或是家長的介入或干預情形，讓教師可以完全發揮與運作。 

 

參、分享促進頻繁地交流與情感凝聚的支持 

    頌伊、家宜老師對於分享教案、教學、課程想法、研習心得都此採取開放、

不藏私的心胸，對於想一同備課或加入觀課的人員亦十分歡迎，正因為如此，影

響力的擴散並不止流於少數人的簇擁。研究者有參與備課次數計有七次，觀課次

數二十次，上述參與並未包含教師於暑假中討論、準備課程之情形，亦未含括不

計其數的私下交流，顯示兩位教師樂於分享，打動學校其他成員，進而對特色課

程產生深入瞭解之興趣。由於研究者離開場域後，教師領導的影響力仍持續發生，

礙於研究限制，研究者僅將就研究現場所蒐集資料作描繪。 

 

肆、教師領導在特色課程影響力觸發教室內外的改變 

    Hargreaves（2003）認為教師領導實踐，能夠成功帶領超越學校產出實踐性知

識；透過與其他學校領導者合作，影響並改善其他學校的學生學習、成就及幸福；

獲得或引發其他人對於他們自己或他們學校的負起責任；帶領個人和專業學習社

群的發展，橫跨組織界限或與其他學習社群形成網絡；將其實踐結合道德目的，

並於其他人分享以及運用自身與他人之間隱性連結的潛在影響力在廣泛的系統中

造成實踐上的改變。 

    頌伊老師和家宜老師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透過分享以及學生在學習、生

活上展現的成效，讓參與特色課程之英文科教師、學校行政、家長都對此表示肯

定；學校也進一步邀請頌伊老師至他科進行分享，提供對話、交流之平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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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他領域教師帶來想法的衝擊與火花，進而觸動在教師信念以學生為中心、課

程設計的多樣、教材教法的創新、多元評量之應用上的改變；同時尚有外校教師

邀請頌伊老師至進行特色課程之分享，綜合上述個案研究之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

散除了在稻禾高中場域之外，也擴及到台北市其他高中。學校系統利用教師領導

作為一個重要的槓桿，以集體為基礎，旨在改善學校的教學與人文環境，在教育

改造和更有效地教育學生方面的角色和責任的機會帶來希望。 

 

伍、特色課程中教師領導影響力發散尚待解決人員面、結構面、技術面的障礙與

挑戰 

    特色課程中教師領導影響力發散的歷程，仍待解決有些學校組織成員不一定

能接受或是未能感知到教師領導承擔學校領導責任、特色課程批判思考、系統思

考以及設計思考對學生學習、組織發展重要性新理念價值之人員面問題；就結構

面來說，學校為因應少子化造成的衝擊採取多代理、代課教師及超鐘點舉措，增

加教師時間與教學量的負擔，而未能讓有興趣參與教師參與備課與觀課；就技術

面而言，課程困難度招致其他學校成員開課之可行性以及深化至全校班級及一般

課程之中之可能性的質疑，面對學生差異化，教師們能否回應全體學生學習需求、

教師排配課是否未來會造成學習資源不均。上述的困難與挑戰還有賴於稻禾高中

日後的克服，希冀能排除矛盾，凝聚出共同願景，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歷程，達成

學校改善的最終目的。 

 

陸、兩位教師人格特質成為教師領導之內在趨力 

    頌伊老師曾於訪談時提及：「以前她總想著五十歲可以申請退休她就退，但現

在改觀了，她要一直做下去，做到有一天老了、動不了的時候，學校也覺得你太

老了你走吧，因為她現在很開心，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為了她自己。」

檢視其他受訪者對家宜老師的描述也多以「很認真」、「很肯付出」以及「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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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新進教師，她其實可以不用做那麼多」等語句構成。一位是曾經想從教室中、

學校中「逃走」的教師，一位是新生代的教師，她可以不用付出那麼多額外的努

力、時間，來超越一般人對新生代初任教師的基本要求，兩位授課教師身上都具

有相同人格特質－對教育現場改進的熱情，這是構建兩位老師成為教師領導者的

內在趨力，亦是驅動頻繁的交流、分享，發散其影響力的關鍵。教師領導者除了

本身專業性使教師得以具備一定高度、視野，看到教育現場的狀況、問題以及具

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外，但最重要的是－具備熱情，當有熱情、有高度、有能力時，

就能夠影響更多學校組織成員，甚至發散影響力至學校外，一起往教育現場實務

改進及改善學生學習的目標前進。 

 

第二節 建議 

    基於前述的研究結論，本節茲針對特色課程中教師領導，提出相關建議；同

時，亦依據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對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壹、對教師之建議 

一、如何成為一名教師領導者 

    近年來，隨著十二年國教政策的推展，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工作圈等機制

的運作下，教師逐漸打開教室大門、彼此分享開設課程的經驗，比起從前，有逐

漸跳脫教師在準備課程與教材單打獨鬥之情形。然而同校之間，仍無法避免班級

間考試成績的競爭、同儕基於不冒犯他人的情況下，彼此在專業上的交流並不熱

絡以及其他學校組織成員未能意識到合作以及改變的必要性。由本研究可知，頌

伊、家宜老師試圖藉特色課程在稻禾高中發散影響力，雖不乏受影響之同科教師、

其他領域教師、行政人員及參與課程學生，但授課教師表示教師們的接受度不一，

顯示教師間專業合作的文化仍有進步的空間，以成為教師領導之內部支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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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內部支持性條件外，本研究發現專業領導、年資是構成教師領導者正當

性的兩大原因，且由於教師間地位平等，不具有上下關係，教師較能接受不強迫、

較無壓力的方式，意即唯有同時滿足教師在實際教學面與精神面的需求，才能進

一步奠定互信的基礎，進而發揮教師領導的影響力。 

二、對現行教師領導者之建議 

    據本研究之發現，稻禾高中教師領導影響力發散尚待解決人員面、結構面、

技術面的障礙與挑戰，這樣的情形亦可能存在於臺灣各級學校之中，例如有些學

校組織成員不一定能接受或是未能感知到教師領導承擔學校領導責任、特色課程

批判思考、系統思考以及設計思考對學生學習、組織發展重要性新理念價值之人

員面問題。以及，學校為因應少子化造成的衝擊採取多代理、代課教師及超鐘點

舉措，增加教師時間與教學量的負擔，而未能讓有興趣參與教師參與備課與觀課。

還有，課程困難度招致其他學校成員開課之可行性以及深化至全校班級及一般課

程之中之可能性的質疑，面對學生差異化，教師們能否回應全體學生學習需求、

教師排配課是否未來會造成學習資源不均。上述的困難與挑戰還有賴於教師領導

者凝聚出共同願景，跳脫學科、教師、行政個人本位，以學生為主體思考，發想、

匯聚適合該校學生所需學習方式、教材的想法，進而達成學校改善的最終目的。 

 

貳、對學校之建議 

    十二年國教鼓勵學校辦學創新、發展特色課程，然而在推行政策之際，還需

有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僅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發現，羅列三點建議，分別為規劃學

校行政與教學多元增能管道、培養學校組織成員之系統觀以及支持教師領導特色

讓特色課程內容深耕於全校班級及一般課程之中，以下將詳述之： 

一、規劃學校行政與教學人員多元增能管道 

     特色課程的發展勢必會涉及到人員的信念、組織結構、教材與教學方法技術

性之改變，一如政策的推行需有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否則原先立意良好的措施介

入後，引起系統的反應，產生的結果抵銷介入行動帶來的好處。故學校欲推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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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革新之際，應安排頻繁的交流平台、研習增能或是觀摩他校卓越改變的經驗，

雙管齊下加乘教師領導影響力發揮之效益，使得學校成員不斷突破自己的能力上

限，創造真心嚮往的結果，培養全新、前瞻而開闊的思考方式，進而實現共有的

抱負以及持續不斷的共同學習，同時消除學校教師對革新不安感或選擇守舊繼續

以舊理念、舊方法培養不適於這世代的能力。 

二、培養學校組織成員之系統觀 

    除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之個人的學習外，若缺乏系統的觀點，就容易忽

略各項元件之間的連結，若學校組織成員只進行個別的學習，未必能有機地整合，

轉化成組織學習的成果，則可能產生互相排斥抵銷，致使組織效能更低。如組織

未能塑造成員共同熱望之願景目標，則組織成員只會將其視為國家、學校領導人

行政端的個人意志，造成教師與行政端之間的對立、學科本位等問題。 

三、支持教師領導的發揮讓特色課程內容深耕於全校班級及一般課程之中 

    特色課程所規劃之系統思考、批判思考、設計思考能力符應 21 世紀公民所需

之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共創（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造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等更具生產力的學習，而這種學習的工具不應只局限於特色課程，而

是適用所有學習乃至於生活的一部分，從學生的自我覺察以及他人看到的改變，

還有最終特色課程的產出－大稻埕紀錄片，可看出將邏輯思辨能力、價值與在地議

題結合，從自身所處的情境看見思考和行動行程的內在需要，將普遍性探索的抽象層

次回到實用層次，即不斷學習、研發創造、高度思考力、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參、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未來研究可探究特色課程內容於全校班級及一般課程帶來的影響 

    研究者進入場域的時間為 2014 年 9 月－2015 年 5 月期間，研究者退出研究場

域的 6 月後，頌伊與家宜老師的教師領導影響力仍不斷地在稻禾高中發散，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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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與課程受影響力之教師需要時間瞭解當中的概念、操作性及沉澱反思，

方能展現、應用受影響力後之成效。煙雨老師曾提及將特色課程教授內容於自己

高三的班級中實驗，因本研究僅以特色課程作為主要範疇，無法深入觸及與討論

其他教師受影響力後向他人發散影響力之歷程以及帶來的改變，期待後續相關研

究得以另闢新徑，以期描繪出更真實、更完整之稻禾高中教師領導影響力發散過

程與學校改善結果。 

二、未來研究可探究特色課程對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影響力 

    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不僅侷限於學校之中，如參與頌伊老師於校內外進行

特色課程分享之參與者，以及接受參與課程學生為構思大稻埕紀錄片進行訪談之

當地社區居民，以及學生家長，皆有可能是教師領導影響力擴及之對象。因本研

究受教師領導影響力對象人員多以學校中成員為主，期待後續相關研究若有擴及

其他利害相關人，可從其他利害關係人視角出發，以更為如實地完整呈現教師領

導影響力之全貌。 

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理論伴隨實務而來，而且必須在實務中求發展，因此在進行實際觀察之前，

適當地帶入某些理論視角是重要的且必要的。本研究是以特色課程作為研究背景

脈絡，以教師領導、特色課程內容－系統思考、設計思考作為文獻探討主要部分，

然授課教師在規畫課程內容時也放入頌伊老師前幾年與師大英語系教授共同合作

英文批判思考之教材，因此在刻劃特色課程內容時，在批判思考方面尚有理論上

的缺漏與不足，僅就授課教師課程轉化後中批判思考與系統思考、設計思考彼此

存有關聯之處。 

    本研究係從特色課程中探究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揮，教師作為領導者，影響

範疇涵括教室內外，由於此次為特色課程運行第一年，家長、社區參與者相對來

說較少，在挑選訪談對象有困難之處，故此研究僅是闡述授課教師 2 位、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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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5 位、行政人員 3 位以及學生 8 位，計有 16 位具有受訪意願之受訪者觀點，

代表性可能仍然不足。雖頌伊老師後續有到其他領域與外校進行分享，由於研究

者時間、人力限制未能就聆聽分享知其他領域教師一一進行訪談，加上僅由頌伊

老師口頭分享一次，其他領域教師、外校英文科領域教師均未能親自參與特色課

程觀課，根據頌伊老師之敘述，聆聽者恐怕還未能達到受影響之境地，即使進行

訪談，其能述說的也相當有限。職是故，本研究僅就參與觀察到受影響力之英文

科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的觀點著墨，形構出教師領導影響力之歷程。 

    研究者進入場域的時間為 2014 年 9 月－2015 年 5 月期間，研究者退出研究場

域的 6 月後，頌伊與家宜老師的教師領導影響力仍不斷地在稻禾高中發散，參與

課程學生的大稻埕紀錄片利用中午時段於演藝廳向全校師生播放，同時頌伊老師

與家宜老師也不斷地向校內外其他老師分享並利用共同備課的時間，依據第一年

的回饋修正特色課程之上課內容。於此同時，參與課程受影響力之教師需要時間

瞭解當中的概念、操作性及沉澱反思，方能展現、應用受影響力後之成效，此亦

為現行本研究無法深入觸及與討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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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教師領導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郭騰展

/2007 

學校領導的新

典範─教師領導 

1. 近年教師獲得許多權力、影響力及專業地位，

迫使學校領導權力系統從權力控制轉為權力

分享。 

2. 促使權力界限漸趨模糊化，能更有效、更成功

的領導學校發展。 

3. 教師領導為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因素。 

4. 教師領導可有效提升學生成就、教師專業、學

校辦學績效，型塑正向、合作式的學校文化。 

蔡進雄

/2007 

國民中學教師

教學領導之建

構與發展─以學

習領域召集人

為例 

1. 本研究所建構之學習領域召集人教師教學領

導的五個行為層面，可做為學習領域召集人實

施教學領導的參考，分別為「發展學習領域教

學任務與目標」、「確保學習領域教學與課程品

質」、「協助學習領域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

習領域學生的學習氣氛」、「創造支持性的教學

環境」。 

2. 學習領域召集人推動教學領導的主要困難為

權力有限、資源有限、授課時數多。 

3. 了解教師也是教學領導者教學領導的一部分。 

賴志峰 

/2009 

教師領導的理

論及實踐之探

析 

1. 校長與教師藉由參與教師團很自然地成為實

質的教師領導者。 

2. 行政與教師界限模糊化、對話及合作的文化，

是教師領導適合滋長的環境。 

3. 獨立、合作及反思的能力是教師領導者具備的

技能。 

4. 同僚領導取向、教師專業自主及自律、教學創

新及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等作為，是教師領導

的具體實踐。 

5. 學校成員密切互動模式、教師成就感、教學創

新及友善的教育環境等特色，是教師領導所產

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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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百祿

/2010 

教師領導的理

論背景與影響 

1. 提出對當前學校領導的五項啟示：教師領導的

時代已來臨；全體教育工作同仁宜加強了解教

師領導的理念，一起為教師專業發展和提升學

校教育品質負責任；繼續深入了解分散領導和

教師領導的相關理念；宜進行實證性研究，探

討教師領導對教學改善的影響；依據分散領導

的理論進行實證性研究，以驗證分散領導和教

師領導的效度。 

2. 教師領導對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影響，不管採

用質性或實證性的研究，都能對教師觀念革新

和學校整體改善有積極的幫助。 

張德銳

/2010 

喚醒沉睡的巨

人─論教師領導

在我國中小學

的發展 

1. 在研究方面，建議可以參與觀察、深度訪談、

文件分析等質性方法，深入探索教師領導在中

小學的運作歷程、影響因素以及成效困境等實

質運作現況。 

2. 在實務推廣方面，教師同仁應共同加入領導者

與學習者的社群；學校行政人員則有必要倡導

及提供教師領導資源並協助其克服困境；對於

師資培育機構而言，應在職前階段，培養師資

生的領導概念及領導技能，另外在在職進修階

段提供教師領導方面的學分或學程。 

蔡進雄

/2011 

教師領導的理

論、實踐與省思 

1. 教師領導在國內推動宜強調教師自律、尊重校

長行政裁量權，且國外的教師領導理論運用宜

考量社會文化脈絡。 

2. 校長領導會影響教師領導發展，可透過願景、

資源分配及不斷支持來正面影響教師領導。 

3. 教師領導的倡導是校長與教師雙贏的教育領導

趨勢。 

4. 教師領導要深耕發展，制度建立與鼓勵措施不

可忽視。 

5. 未來教師領導應重視教室內與教室外的影響

力。 

6. 須重視教師領導者所需的專業知能、角色任

務、領導知能等培訓課程。 

7. 教師的關注與影響應該多面向，角色應是多元

化，教師領導才能擴展其影響範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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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文

/2011 

論教師領導對

教師專業發展

之影響 

1. 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領導的具體實踐。 

2. 教師領導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觸媒。 

3. 教師領導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交互作用。 

葉慶祥

/2011 

從教師觀點談

教師領導 

1. 在教師領導的情境裡，校長就像班級裡的班長

或母親般的特質。 

2. 教師領導環境下，整體效能大於部分的總和。 

3. 教師領導是教育需求、改進的重要聲音。 

4. 教師擁有許多各類領導人才，教師領導可讓教

師充分貢獻所長。 

5. 教師領導促使教師共同成長，對整體教育產生

正向影響力。 

6. 教師領導可改變學校行政績效取向的校園文

化。 

7. 教育當局下過多指導棋，教師專業自主時間、

空間不足，教師領導難以施展。 

8. 多數教師為能體察潮流趨勢，缺乏領導自覺，

有待努力。 

9. 教師領導可激發教師潛能，有利自我實現，展

現生命價值。 

何高

志、林志

成/2012 

教師領導對突

破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困境的

啟示 

1. 透過各種教師領導方式及專業發展，提升教師

參與評鑑動機。 

2. 透過批判省思、專業成長、對話及互動，突破

教師抗拒心態。 

3. 健全並強化教師參與決定機制，落實教師研究

會的專業功能。 

4. 建構並強化多元的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對話分

享的學習文化。 

5. 透過平行領導影響家長社區，擴大參與支援，

形成優良學風。 

簡杏

娟、賴志

峰/2014 

國民小學教師

領導促進專業

學習社群建構

之個案研究 

1. 教師在社群中藉由分享知識與教學經驗促進專

業成長。 

2. 社群教師彼此信任尊重，主動積極分擔工作並

合作研發教材。 

3. 行政充分授權給社群召集人領導社群的運作。 

4. 教師在教學技能有所增長，學生的學習興趣也

大幅提升。 

5. 行政團隊供社群精神上支持與實質上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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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Marjorie 

C. 

Ringler, 

Debra 

O'Neal, 

Jana 

Rawls & 

Shelia 

Cumiske

y 

/2013 

The Role of 

School Leaders 

in Teache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1. SIOP（Sheltered Instruction Observation Protocol）模

式必須耗費三至五年，計畫下一步將會把重點放

在利用學術語言寫作，而教師也會開發更多的策

略。 

2. 由於校長的支持，夥伴觀察，理解反饋，教學對

話，協同計劃的活動改為每週一次。 

3. 校長必須了解如何協助其教師發展。 

4. 本研究顯示學校與大學的合作關係達到雙贏的

成果。 

Alma 

Harris 

/2010 

Teacher 

Leadership a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Heresy, fantasy 

or possibility 

1. 肯定教師領導是一種改善學校的可能性，同時也

有其他研究支持分佈式領導對學生學習成果有

更顯著的正向影響。 

2. 需要支持機制、創造內部條件。包含：（1）預留

時間做規劃與討論，如課程、全校性計畫、研究

小組等。（2）持續專業發展的機會，除專業知識

的精進外，還有發展領導、行動研究的能力。（3）

建立教師的能力與自信。 

Brittany 

D.Carpe

-nter & 

Christine 

E.Sherre

-tz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 

Partnerships: An 

Instrument for 

Teacher 

Leadership 

研究發現－促進教師領導的三個重要因素： 

1. 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包含進修、研討會、專業

能力提升。 

2. 合作教學，例如教師共享教學專長、觀課、共同

備課。 

3. 教師集體效能，包含創造良好動能的工作環境、

共享組織願景。 

Edmond 

H.F. 

Law 

 

Exploring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facilitating 

teacher learning 

in Hong Kong 

1. 話語是開放的且詳盡的，對參與者來說是有空間

能論述的。 

2. 領導風格是邀請且反思的，讓參與者感到自在。 

3. 傳統領導風格（directing、dictating）轉以較隱晦

方式以自由主義形式展現在對話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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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Sheppar

d & 

Noel 

Hurley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eacher Morale, 

and Teacher 

Enthusiasm: 

Unravelling the 

Leadership 

Pathway to 

School Success 

 

1. 分佈式領導對教師士氣、工作熱情有正相關。 

2. 本研究未評估教師壓力程度，但分佈式領導對

教師士氣、工作熱情有正相關，即教師因分佈

式領導對工作更具熱情，與 Mayrowetz’s (2008)

提出分佈式領導對教師產生壓力，進而產生負

面效應之結論有所不同。 

Harris, 

Ainsley 

Taylor 

/2010 

Us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to 

Build Teacher 

leadership 

Capacity: 

Creating 

Sustainable 

Change in 

Education 

1. 教師對於其工作，除了在意價值之外，還需要

被支持。 

2. 發現與先前文獻的關聯。 

3. 教師必須被賦予教師領導的機會。 

4. 教師願意接受額外關於科技運用的訓練，作為

有效運用於教室的協作工具。 

5. PLC 的確可以帶來力量，教師們從其他人身上

學習，同時也使其他人成長，這些擁有共同興

趣的夥伴、學生及他們自己的學習成果，都在

支持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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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系統思考的研究內容摘要 

研究者/年份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陳可恭 

/2002 

系統思維在科學探究與

學習上的意涵及應用 

援引兩則與高級中學《物質科學》課

程相關的教學實例，以詮釋系統思維

在科學學習與問題解決上之意涵及

應用。 

傅清雪 

/2005 

學校組織學習方案之規

劃－以和順國中為例 

以台南市和順國中為例說明學校成

員利用系統思考工具，包含建立願

景、深度匯談等導入學校組織架構的

發展過程，進而建構學習型學校。 

劉坤俊、林秀珍 

/2005 

學習型學校的實例分析 以三個個案學校的故事描述造成個

人學習、組織學習、凝聚共同願景、

改變心智模式的策略以及系統思考

深化學校的學習型文化。 

張湘芬 

/無日期 

學習型組織在國民小學

之應用 

1. 運用系統思考，有效的組織運作

及整合集體的智慧，在面對教育

問題，能夠以整體的立場，掌握

全面的狀況，分析真正的關鍵因

素。 

2. 改善教師心智模式，強化教師進

修，以提高專業素質。 

3. 凝聚全體教職員共識，建立學校

共同願景。 

4. 重視教學領導及教學視導工作。 

5. 加強研究工作和教育實驗以活化

教育組織。 

6. 建立團隊學習的文化。 

7. 行政組織扁平化，縮短階層隔離。 

8. 營造創新的教學氣氛，建立人性

化的學習情境。 

歐陽鍾玲、何瑜/ 

2013 

思考技能訓練與中學地

理教學 

藉由地理課程單元設計和教學者適

當的引導，思考技能的訓練可以協助

學生串聯各種區域色，包括「連結」

自然環境與農牧業型態、「分析」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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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式經濟、「評價」非洲當前問題

與解決分法等；而透過自主學習的歷

程讓學生能建構自我的知識系統，而

思考技能則扮演著知識建構的鷹架

和組織的作用。 

Orit Ben-Zvi Assaraf 

& 

Nir Orion/ 

2005 

Development of System 

Thinking Skills in the 

Context of Earth System 

Education 

1.系統思考能夠提升高層次思維能

力的發展。 

2.學生個體認知能力與探究式學習

課程參與知識整合活動成為系統思

考的主要兩個因素。 

Orit 

Ben-Zvi-Assaraf & 

Nir Orion/2010 

Four Case Studies, Six 

Years Later: Developing 

System Thinking 

Skills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ustaining 

Them over Time 

學生能經由系統思考開發、建構自己

的系統思維模式和記憶的學習模式。 

Woei Hung/2008 Enhancing 

systems-thinking skills 

with modelling 

1. 發展系統思維技能可能需要一些

時間，使學生內化概念，並逐漸

體現出他們的實踐思維和推理模

式。  

2. 系統思考是高階認知過程和技

巧。從事系統思考需要有一定的

認知能力水平。 

Leah Greden 

Mathews/ 

2008 

Using 

Systems Thinking 

to Improv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Outcomes: 

Reflections on a Pilot 

Study 

in Land Economics 

研究結果顯是對學生及教學者雙方

都滿意這種學習方式，學生喜歡能夠

學習複雜的動態的系統，同時教師享

受課堂中高階思維的討論。 

Matthew D. Lammi/ 

2011 

Characteriz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systems 

thinking in engineering 

design through the 

function-behavior-structu

-re 

系統思考可以是一個高中的工程課

程的一部分。學生們認為，這有助於

探討多個相互關聯的變量，包括技術

和非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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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師領導個案研究背景訪談大綱 

一、教師的學、經歷 

（一） 教育背景 

（二） 服務經歷 

（三） 為什麼會想成為一位老師？ 

二、現行教學情形 

（一） 在現任職高中的年資 

（二） 曾擔任的職務（行政、導師、專任） 

三、關於特色課程 

 （一）特色課程學生的背景瞭解（學生程度、是否為特色班級） 

 （二）是什麼原因促成老師開設此特色課程？ 

 （三）是什麼原因促使兩位老師共同願意協作？事前有無討論合班後班級管理相

關問題？ 

 （四）特色課程內容與安排（批判思考、系統思考的課程設計是由誰發展？兩位

老師在轉化成課程時的過程） 

 （五）如何引進外部資源？（例如：大學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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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授課教師 

一、教師領導者的定位和形態 

（一）請問您個人在學校及英文科中多扮演什麼角色？ 

（二）在學校及英文科中，請以兩句話形容你與同仁的互動，及您認為同仁會認

為您是怎樣的一位英文教師？ （如：隨和、有主見、熱於分享…等） 

二、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 

 （一）請用幾句話形容描述您心目中的教師領導者。 

 （二）您認為教師需具備哪些資歷經驗方能勝任教師領導的工作？ 

 （三）請分別用兩到三句話形容自己及共同合作之教師。 

三、教師領導所處情境 

 （一）您在本校服務歷程中，所感受到學校氛圍為何？ 

      （如：學校氣氛、師生關係、同事關係、教學方式…等等） 

 （二） 就您所知，每位老師是否都承擔某部份的領導責任？這樣的方式對於學

校組織強化是否有所助益？ 

四、關於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 

 （一）您認為學校能夠發展全英語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的原因為何？ 

      （如：學校特色、教師專業發展、學生組成等） 

 （二）學校有意於其他科也推行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您認為可能的原

因是什麼？ 

 （三）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運作的過程中，行政給予了什麼支援？您認

為行政的支援是否不可或缺？ 

 （四）就您的觀察，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有無帶來改變？ 

      （如：對學校組織、英文科教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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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英文科教師 

一、個人經歷 

 （一）請簡述您的學歷與服務經歷。 

 （二）您的教學年資迄今為幾年？在目前服務的學校的服務年資為幾年？ 

二、關於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 

 （一）您曾經參與過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觀課或共同備課嗎？如果有，

為什麼？如果沒有，原因為何？ 

 （二）您認為為何由頌伊老師（化名）、家宜老師（化名）負責開設系統思考、

批判思考特色課程？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三）上學期頌伊老師曾向英文科分享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當時有參

與嗎？如果有，您的感受是什麼？如果沒有，原因為何？ 

 （四）聽說學校有意於其他科也推行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您認為可能

的原因是什麼？ 

三、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 

 （一）您認為教師領導者需具備何種特質？ 

 （二）您認為教師領導者需要擁有哪些專業知能？ 

 （三）您認為教師需具備哪些資歷經驗方能勝任教師領導的工作？ 

 （四）請分別用兩到三句話形容兩位授課教師。 

四、教師領導所處情境 

 （一）您在本校服務歷程中，所感受到學校氛圍為何？ 

      （如：學校氣氛、師生關係、同事關係、教學方式…等等） 

（三） 就您所知，每位老師是否都承擔某部份的領導責任？這樣的方式對於學校

組織強化是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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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行政人員 

一、個人經歷 

 （一）請簡述您的學歷與服務經歷。 

 （二）您的行政及教學年資迄今各為幾年？在目前服務的學校的服務年資為幾

年？ 

二、關於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 

 （一）您認為學校能夠發展全英語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的原因為何？ 

       （如：學校特色、教師專業發展、學生組成等） 

 （二）為何由頌伊老師（化名）、家宜老師（化名）負責開設系統思考、批判思

考特色課程？ 

 （三）學校有意於其他科也推行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您認為可能的原

因是什麼？ 

 （四）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運作的過程中，行政給予了什麼支援？ 

三、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 

 （一）請用幾句話形容描述您心目中的教師領導者。 

 （二）您認為教師需具備哪些資歷經驗方能勝任教師領導的工作？ 

 （三）請分別用兩到三句話形容兩位授課教師。 

四、教師領導所處情境 

 （一）您在本校服務歷程中，所感受到學校氛圍為何？ 

      （如：學校氣氛、師生關係、同事關係、教學方式…等等） 

 （二）就您所知，每位老師是否都承擔某部份的領導責任？這樣的方式對於學校

組織強化是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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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學生 

一、個人經歷 

 （一）請簡短的介紹一下自己。（含過往及現今的教育背景） 

 （二）請簡短描述與同組組員在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的合作情形。 

      （如：小組討論、口頭發表、回家作業等） 

二、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 

 （一）兩位老師共同開設此課程，你認為這樣的安排如何？ 

 （二）請分別用兩三句話形容兩位授課教師。 

三、關於系統思考、批判思考特色課程 

 （一）以前有接觸過相關的課程嗎？如果有，是在什麼情況下？ 

 （二）學習過程中有無困難之處？如果有，是在哪一個部份？ 

 （三）你認為學習此課程對你是否有幫助？如果有，請具體舉出例子。 

      （如：課業學習、日常生活） 

 （四）你認為為什麼課程設計兼有合班（106 與 107）與分班上課？對於這樣的

設計，你的想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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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同意書 

敬愛的______您好： 

  十分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本研究。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

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李奐穎，在林子斌教授的指導下，想瞭解教師領導在特

色課程發展與執行中的具體實踐。欣悉您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有獨到之見。爰

此，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本研究之訪談活動，在您分享寶貴經驗之前，研究者宜先告

知您本研究之進行方式。 

一、研究目的：瞭解教師領導在特色課程發展與執行中的具體實踐。 

二、研究性質：訪談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 

三、研究方法：以個別訪談方式進行。 

四、實施程序：本研究擬定之訪談時間為一小時。訪談過程中，如有覺得不適的

感覺等，您可以隨時決定退出本研究。 

五、資料蒐集：為求能探究您心中真實想法，希冀能徵求您的同意，於訪談過程

中全程錄音，並會在錄音前事先經過您本人之同意；另為求研究內容之完整

性，盼您能於參與過程中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 

六、保密處理：本研究基於研究倫理，訪談資料與相關文件皆不會對外公開，僅

供研究者與指導教授研究討論之用，而關於個人身分基本資料及涉及相關敏

感等議題，均會以匿名的方式加以處理，以維護您的隱私及權益。 

 

若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請您於下方空白處簽名。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建

議，也請您隨時與我聯繫。因為您的參與，才能使本研究更臻完善。 

  敬祝 

順心 

研究參與者：       （簽名） 

日期：  年  月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李奐穎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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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參與觀察－特色課程觀課資料 

  

系統思考上課情形與小組實作 

  

利用設計思考黃金圈發散、聚歛想法 

  

利用設計思考黃金圈構思大稻埕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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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觀察－教師領導影響力的發散 

   

教師因應課程安排利用大講堂與小講堂上課模式 

   

以學生為主體代替教師為中心的上課模式 

   

大稻埕實察－授課教師講解大稻埕著名景點與歷史 

   

頌伊老師至臺北市培育高中（化名）進行特色課程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