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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校本位課程轉化之中間領導個案研究 

摘要 

隨著教育環境改變，學校面臨諸多新挑戰，必需跳脫傳統的學校經營模式，

追求長期穩定的永續經營。如今隨著 107 課綱的頒布，強調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

學校勢必發展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課程。學校課程架構的大規模變革，需要教師

共同參與。中間領導係一種領導策略，中層人員成為促進組織變革效率及完整性

的關鍵。學校中間領導強調教師跨學科領域的專業合作，讓原本由上至下的決策

透過中介的作用，改由下而上的參與決策，中間領導者被賦予決策的自主性，成

員透過多次來回的溝通進而達成共識。領導者間彼此間相互信任、依賴、合作，

中間領導者搭起學校行政與教師之間的橋樑，形成擴大水平式的新領導型態，更

多的教師能夠加入課程改革的歷程，使決策不但集結了教師們的專業力量與創意

同時具備學校整體性視野。 

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運用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方式進行研究，旨在了

解學校在轉化 107 課綱以及課程改革的脈絡之下，如何運用中間領導策略，透過

中間領導團隊推動課程改革與創新，探究學校中間領導團隊運作情況，並進一步

分析學校中間領導與學校課程改革之過程與成效。 

根據個案分析結果，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壹、個案高中中間領導的發展脈絡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組織再造，由行政團

隊主導，打底建基；第二階段積極回應課程轉化，以中間領導團隊為主體，

推動校內課程發展。 

貳、中間領導的組織運作須獲得高層領導的關注與扶植，建立系統性分工機制提

升組織團體動能，漸進推動學校課程轉化。 

參、中間領導具策略性與策動性角色與意義，可促進團隊領導、課程轉化與學校

永續發展。 

關鍵字：中間領導、學校本位課程轉化、107 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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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Middle Leadership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a Senior-high School 

Abstract 

Schools have encountered waves of challenges within the changing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e traditional leadership style could hardly meet the new needs are 

required to learn and adapt to these new challanges. Along with the release of Newly 

Revi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which focused on school-based and featured curriculum, 

schools have to develop their own required and elective courses. Since the scale of 

school curriculum restructuring is large, it is necessary to involve professional teachers 

as many as possible. Middle leadership is a strategic leadership style. It is a kind of 

leading group bridging potential leaders with tasks and turn these joint-action into the 

drivers of integrated and effective change in their organizat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makes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o transfer into a 

bottom-up, participatory process, in which middle leaders have been given the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and encouraged to express their own opinions so as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middle leaders build 

the bridge between the senior leadership team and teachers, creating a horizontal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structure to involve more teachers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curriculum reform. The decision made by middle leaders not only 

represented the enlarged participation of the school but also professionalism and 

creativity of the teacher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ddle leadership in one senior high 

school. It aimed to find out the picture of the leadership model,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The major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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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iddle leadership in this case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to restructure the school foundation led by the senior leadership 

team. The second stage was to redesig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led by the 

middle leadership team. 

2. The operation of middle leadership team relied on the support from senior 

leadership team by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mechanis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ushing forward curriculum reform in school gradually. 

3. The strategic meaning of middle leadership was to improve the school leadership, 

accelerate curriculum reform, and sustain the pro-active action. 

Based upon the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Keywords: Middle Leadership,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e 

107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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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學校在轉化 107 課綱以及課程改革的脈絡之下，如何運用中

間領導策略，透過中間領導團隊推動課程改革與創新，探究學校中間領導團隊運

作情況，並進一步分析學校中間領導與學校課程改革之過程與成效，進而根據研

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將描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

提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敘述名詞定義；第四節說明本研究之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十一世紀後，隨著知識經濟、全球化、高度科技發展、教育政策與法規等

趨勢之下，社會意識到學校教育對學生生涯發展的重要性，對學生成就以及學校

績效責任的要求逐漸提升，教育改革的重心逐漸轉移到學校層級（Caldwell, 2005），

政府欲透過政策，如學校本位課程、課程改革、教與學的革新，提升學校辦學績

效。學校因此面臨諸多挑戰，不能堅守過去守成的經營手法，相反地，學校必需

一改過去傳統的學校經營模式、教學方法以及學習型態，達到學校教育目標。面

對變革，學校的任務變得複雜，中間領導（middle leadership）遂在上述政策、體

制、課程改革、學生表現差異性（variation in pupil performance）擴大的脈絡中產

生。越來越多研究開始關注學校對於中間領導的需求以及重要性，將中間領導者

視為改革的引擎（engine room of the school）。 

中間領導者是介於組織上層與下層之間的中介角色，在學校中，學校的中間

領導者即是介於校長和教師之間的管理層級（Fleming, 2000；Fleming & Amesbury, 

2001），學校仰賴中間領導者們將政策轉化為日常的工作實踐（Toop, 2013）。學

校中間領導團隊，參與學校課程改革的責任，教師們以學科社群為單位，致力於

提升教學品質，達到課程創新、改變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目標（Hammersley- 

Fletcher & Kirkham, 2007）。中間領導過程中不僅止於教師專業社群的運作，亦涉

及校務決策、學生學習與教學，教師協作的過程，甚至是改變學校文化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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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涵蓋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以及課程領導的特性，但卻又無法以單一領導理論

涵蓋之，是非常特別的領導模式，值得探究，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國內教育自 1980 年代亦掀起一波波改革浪潮，面臨體制、權力結構的變革，

教育權力鬆綁的呼聲高漲，政府陸續頒布九年一貫課程、學校本位發展、多元入

學方案到十二年國教等，皆強調學校自主權的提升以及學校對學生學習成效的績

效責任，學校如今面臨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的改革挑戰。其中後期中等教育部

分，過去高中被定位為大學的預備教育，以升學導向為主，在課程發展上依循教

育部所頒定之課綱為依歸，教師為課程的執行者而非發展者。然而，隨著我國於

103 年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台灣教育革新正式啟動。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改變了對人才培育的觀念，更加注重「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並期待學校在「課程發展」可以有所突破，透過課程及教學設

計，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適性發展，獲得成功學習（丁亞雯，2012）。由此可以

看出十二年國教的改革企圖，學校在經營領導方面勢必需做出許多改變因應十二

年國教。 

十二年國教依據其適性發展之精神鼓勵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並激發學校創新

經營與全面品質管理，進而促使學校課程的創新，學校課程將更強調學生軟實力

的培養，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開創新型態的課程。加上 107 課綱的頒布，為

落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學校勢必發展校本必修及選修課程，高中教師在學校

的驅動下開始腦力激盪，透過教師參與學校課程的發展與計畫，以縮短政策與課

程實踐之間的距離，因此對高中階段教育影響尤其大（陳美如、莊惠如，2012）。 

觀察國內學校教師與行政的關係，受到傳統科層體制的影響，傳統權責分明、

僵化的組織系統使行政人員與教師似乎是兩種不同的關係。教師與行政壁壘分明，

認為「教師」僅能專注在教學與班級活動上，而「行政」則負責執行校務運作與

業務推廣，當學校內部發生紛爭，就明顯分化為「教師」與「行政」兩派人馬，

產生對立關係（陳正專，2011）。在工作任務認知上，行政人員不太願意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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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上有太大的調整變動，而教師也不太願意主動地投入革新事務，多半是被動

地等待行政的安排（甄曉蘭、鍾靜，2002）。 

然而，面對課程改革的需求與逐漸專業化的行政業務，對教師投入學校經營

事務、參與學校決策的需求逐漸提高。目前我國在教師領導的實踐與理想尚有落

差，許多教師不認為自己是領導者，缺乏擔任領導者的意願。然而教師層級參與

並領導學校課程改革，建立領導力以及分散、分享的領導模式，已成為學校在發

展課程上的重要議題（Harris, Busher, & Wise, 2001；Harris, 2013）。 

綜合上述，受到環境及政策的影響下，學校勢必改變其經營管理模式，積極

營造學校辦學特色，教師中間領導的推動勢在必行。此時，學校教師的角色更加

複雜，研究者觀察到教育現場的教師們自主喊出了「中間領導」一詞，教師們開

始體認到自身角色的轉變。然而究竟台灣中間領導的意義與模式為何，與國外中

間領導又有何差異，值得進一步探討，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故，本研究選取之

個案學校正面臨學校課程改革之際，積極推動學校課程改革創新，特色課程之形

塑過程涉及教師中間領導的實踐，值得深入探究。 

此外，學校在面臨上述新時代挑戰的同時，積極思考學校存在的新價值，找

尋學校存在的新生機。在教育環境激烈的競爭環境之下，學校必須因應內、外在

環境的改變，持續發展學校經營管理能力、建立學校特色帶動良好的辦學績效，

繼而達到學校永續經營（sustainable management）的目標。在今日強調學校辦學特

色與創新的改革浪潮之下，學校除了展現辦學特色，提供學生多更多元的學習之

外，亦追求辦學績效且長期穩定的經營，可知學校永續經營之重要性。再者，學

校做為開放的有機系統，不僅環境不斷地在變化，人員也不斷地流動。學校如何

在人員變動的處境之下，持續性的推動課程永續性的發展，傳承、調適與創新學

校文化，避免「人去政息」的情形發生，是各級學校都必須正視的議題（簡菲莉、

陳佩英，2015）。職此之故，本研究選取之個案學校恰逢校長任期屆滿之關鍵時

期，學校如何運用中間領導策略推動學校改革，建立權力分散領導文化，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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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具備領導動能，確保在任期屆滿之後學校能永續、有效運作值得探討，此為本

研究動機之三。 

以領導的觀點來看學校所面臨的挑戰，在學校面臨轉型、改革、創新以及永

續發展的挑戰下，如何提升學校效能、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靠的是領導者

經營管理的能力。今日領導者的角色與行為的扮演遠比過去複雜，也明白揭示了

校長領導角色的改變，許多研究也指出如今學校領導光靠校長或是上級領導者是

沒辦法辦到的（Angelle, 2010；Crowther, Kaagan, Ferguson, & Hann, 2002；Hargreaves 

& Fink, 2004；Harris & Spillane, 2008；OECD, 2009；Turnbull, 2011）。後英雄式

領導（post-heroic leadership）的概念逐漸興起；傳統領導者與追隨者角色越來越模

糊，學校需要更加多元與彈性的領導型態，建立水平式、分散式的領導文化，而

非集中於少數的領導菁英（Camburn, Roman, & Tayler, 2003；Hargreaves & Fink, 

2006；Lashway, 2003）。因此實務發展上，越來越多學校領導事務試圖透過「協

作」的領導模式來達成，許多研究也顯示「協作」的過程對於學校效能改善、學

校動能、組織變革、學生學習表現到學校創新都有正面的影響（Day, Harris, Hopkins, 

Leithwood, Gu, Penlington, Mehta, & Kington, 2007；Harris, 2004, 2008；Harris, 2007；

Hallinger & Heck, 2009；Leithwood, Day, Sammons, Harris, & Hopkins, 2006）。 

如今學校改革層面從權力結構、職能、角色規範到組織文化，領導應不再只

限於校長與行政人員。學校領導者的核心任務是與老師一起提升教學品質，提供

學生更好的學習品質，透過建構互惠與分散式的平台，讓更多教師、人員參與學

校領導，建立學校中間領導團隊，負起持續改善教學品質的責任（陳佩英、焦傳

金，2009；Gronn, 2003；Starratt, 2003；Spillan, 2006）。領導工作趨向分工、賦權、

民主，納入更多相關人員，包括老師、家長、學生甚至是社區、大學或是與其他

學校的合作關係。 

本研究選取之個案學校恰逢組織變革之期，面對整體教育環境改變以及校內

課程創新發展，轉化 107 課綱，學校由校長以及教師共同進行學校本位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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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一套新的課程，以達學校課程改革目標，並且支持學校的永續性發展。因此，

本研究欲探究學校在校本課程轉化的過程中，中間領導的運作模式，教師間如何

分工協作，領導學校成員共同創制 107 校本課程，當中演化出的領導角色、溝通

約定或分享認知為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隨著學校專業文化越來越受重視、教師學生的角色改變以及教育變革需求，

學校需要中間領導做為學校改革的動能（蔡宗河，2006）。審視近年來中間領導

的發展，中間領導於近幾年逐漸受到重視（Hammersley-Fletcher & Kirkham, 2007），

包含英國、香港、新加坡、澳洲籍紐西蘭等國家皆投入研究，探究教師在學校當

中的中間領導角色（Bell, 1996；Blandford, 1997；Glover, Gleeson, Gough, & Johnson, 

1998），各國對於中間領導的重視逐漸提升，是未來教育領域研究的重點項目之

一（Bennett, Woods, & Newton, 2007）。許多學者與研究也支持中間領導對於學校

效能有正面的影響（Blandford, 2006；Bennett, Woods, Wise, & Newton, 2007；Harris, 

Jamieson, & Russ, 1995），學校中間領導者的角色不僅限於單純的行政執行工作，

更強調跨學科領域的專業合作，讓原本由上至下的決策透過中介的作用，改由下

而上的民主式參與決策，使決策不但具備學校整體性視野，同時並集結了教師們

的專業力量與創意，是學校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重要的一環。中間領導團隊具備

足夠的影響力，動員全體來進行課程與教學改變的過程，這表示中間領導與學校

整體發展息息相關。 

由此可見，透過學校中間領導的作用，共享學校願景、信念與專業的合作文

化，全校自上到下、校長到老師，更願意投入改革，促成組織革新與效能的提升

（Spillane, Halverson, & Diamond, 2001）。眼觀國內教育環境恰逢改革的轉捩點，

學校面臨組織變革與權力結構的改變。對課程發展的專業需求，亟需教師的共同

參與，全體朝向共同的任務目標前進。透過團隊的分工，將課綱轉化的任務交付

到教師手上，教師不再只是教學者或只是單純的肩負行政工作，更參與學校層級

校務決定，在一定的範圍內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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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校在面臨改革、創新的脈絡之下，中間領導成為未來學校領導經營

的趨勢，有研究之必要性。由於影響中間領導實踐的過程、角色及行為因素相當

複雜，其中的運作細節與過程必須置入實際的課程發展情境來檢視，進行深度描

繪探究其中關係與策略。故，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期望能夠深度檢視學校在

課程轉化之脈絡下實踐中間領導過程，探究我國中間領導如開展以及當中的意義

為何，作為提供未來學校發展中間領導上的參考與建議，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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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論述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及問題，以便確立研究

方向，如下: 

壹、 研究目的 

以下就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加以論述，如下: 

一、 探究個案學校在課程改革脈絡下，中間領導的發展脈絡。 

二、 中間領導實施課程轉化的組織運作以及組織動能之發展。 

三、 探討個案學校為實踐新課綱而發展的中間領導角色和意義。 

貳、 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以下就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加以論述，如下: 

一、 面對基礎教育的改革，個案學校的中間領導在何種學校脈絡下展開？ 

二、 個案學校在課綱轉化脈絡下，中間領導如何組織?小組間如何進行溝通、

工作分配與執行行動方案?執行任務過程中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三、 個案學校發展新課綱課程所發揮的中間領導角色有哪些？這些領導角色

所產生的實踐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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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特定名詞之意義、範圍清晰、明確，對與本研究出現之名詞應有

明確、清晰之界定，以便於研究進行時的探討與分析。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在課

程轉化之脈絡下中間領導的實踐過程，以下針對「中間領導」、「中間領導者」、「課

程轉化」等相關名詞加以釋義。 

壹、 中間領導 

中間領導係一種領導機制，強調教師係學校變革的力量，要能啟動教師變革，

仰賴高層領導者是否能善用中間領導的力量，推動學校發展。本研究將中間領導

定義為不論是否具備正式職位，教師能發揮領導角色，組織願景與目標，將能力

和價值觀轉化為行動，帶領學校教師持一同參與學校改革。中間領導者像是分散

於組織中層的領導種子，能夠有效串連行政高層及一般教師，形成擴大水平參與

的決策模式，使組織成員的能力得以被釋放，朝學校改革目標前進，促進學校的

發展與變革。 

貳、 中間領導者 

各國對於中間領導者的定義不盡相同，視各校脈絡而定（Cranston, 2009）。學

校發展課程的過程中需要各科教師彼此協同合作，相對與高層領導者與基層教師，

中間領導突破了過去領導的範疇，除校長、主任外，不論是否具備正式職位，包

含組長亦或是學科召集人、學科代表、社群召集人、教師等，皆屬於中間領導者

的範疇。中間領導團隊的組成具備彈性，隨著任務與需求的不同而改變。中間領

導者往往具備領導人的性質，對於教學、學校的發展有責任感，並具備號召力，

能夠帶領底下成員共同改變，中間領導者可以在影響範圍所即，進而改變組織文

化。 

參、 學校本位課程轉化 

本研究所稱之學校本位課程轉化意旨學校在面對 107 課綱的頒布以及課程改

革之脈絡下，學校依據政策之原則以及學校願景與特色，將課程發展提升至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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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集結課程發展相關人員，逐步規劃、發展校本課程以提供未來教師教學以

及學生學習，此校本課程發展之過程稱為課程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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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以下茲就研究範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推論等四層面，說明本研

究之研究限制： 

壹、 研究範圍之限制 

受限於研究者時間、人力以及物力上的限制，本研究僅能以一所學校為個案

研究對象，無法詳見其他學校的經營策略，最後結論可推論的範圍有限。且領導

的發展為一過程，短時間無法窺探個案學校的領導全貌以及後續追蹤學校發展有

其困難性。 

貳、 研究對象之限制 

本研究欲探究學校中間領導之發展情形，詳盡描繪中間領導的實踐與成效。

受限於研究者的能力與時間，本研究未能訪談所有相關人員，只能反映出部分學

校成員的觀點，未能代表整所學校的觀點，若日後還有研究機會，應納入更多學

校利害關係人員，建構出更完整之研究訊息與結果。 

參、 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採取質性個案研究方式，以特定事件或個體為對象，應用推理、判斷

的過程，根據現有的理論作證據的串聯，由於個案研究的結論是根據主觀者的知

識歸納出來的，因此在資料分析時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觀意識之影響。此外訪談結

果會亦受到訪談者的訪談技巧影響，訪談題目會觸及受訪者個人的想法或利益，

會影響受訪者答題的真實性或意願。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會時時反省分析

與檢討，避免受到非客觀因素影響研究推論。與受訪者間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在

訪談前清楚說明訪談資料的用途及匿名處理方式，遵守保密原則，以保障受訪者

個人權益。在文件資料收集以及觀察部分，由於研究者並非處於研究現場的人員，

是以第三者的身分進入研究場域，故未能全程參與詳盡收集所有資料，對於研究

場域多少會產生干擾。儘管如此，研究者會盡其所能收集所需資料，資料缺乏或

是有疑慮時，亦透過訪談做進一步的了解。最後將訪談、觀察、文件等資料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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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證，確保研究之有效性。 

肆、 研究推論之限制 

本研究為質性個案研究，以一所高中為研究對象，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以及

應用於其他個案上，有地區、學校性質與學校脈絡上的限制。然而，本研究旨在

敘述領導實踐之理解，目的不在普及的推論，因此，在推論與應用上歲有其限制，

卻可以呈現對個案的深度描繪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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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為深入了解學校在課程轉化的改革脈絡之下，運用中間領導推動學校

課程改革之歷程與情形，本章將蒐集國內外文獻，作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與發展

架構。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將探討中間領導的內涵，分析中間領導之相關理論

概念以及對中間領導發展的影響，了解中間領導之意涵；第二節探討國外中間領

導之發展情形；第三節則是針對台灣中間領導發展之背景及現況進行探討。 

第一節 中間領導的內涵 

中間領導（middle leadership）是近年新興的概念，有關中間領導對學校結構

的重要性認知也逐漸增加（White, 2000）。對於促成學校變革和改進學校的重要性 

（Thorpe & Melinkova, 2014）以及對整個學校規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Brown & 

Boyle, 2000）。同時，中間領導者的培養對未來資深領導者的招募、保留與發展具

有關鍵性的影響（NCSL, 2003c）。 

對學校來說，當前的挑戰就是扶植學校中間領導階層，充分利用其特殊的角

色地位，促進學校發展與變革。中間領導作為課程改革的策略，強調學校中的中

間領導者被賦予決策的自主性。中間領導者是介於基層與上層之間的角色，利用

中間領導的力量有利於資訊的傳遞與控制，對組織的成功與否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Branson, Franken, & Penney, 2015）。在規範的空間內，中間領導者可以發揮其領

導力，影響教師同儕以及學校發展。影響層面上，研究顯示中間領導可對於學校

教學過程、學生成就表現有正面的影響（Busher & Harris, 1999；Harris, 2000）。在

實踐領導的過程中涉及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與中間領導的概念。本節旨在釐清

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課程領導與中間領導之間的關係，以及中間領導的特殊

性及必要性。 

壹、 中間領導之理論發展 

自 20 世紀 60 年代起，西方國家至少經歷了四階段的教育改革（Fullan, 1998）。

起源於對公立學校教育素質的不滿，1980 年代後教育界興起了第三波改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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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意識到學校教育對學生生涯發展有重大影響，加上教育經費增加、人力

資源的競爭因素，教育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被視為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手段，

社會對學生成就以及績效責任的要求，藉由課程改革、國家考試及績效責任標準

的導入來因應（曾淑惠，2011）。教育改革的重心逐漸下放到學校層級，由過去管

理與行政責任為主的校長領導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改革（陳佩英，2008）。學校

開始關注對外效能的發展，強調教育品質、關係利害人的滿意度以及市場競爭力

等等。學校在追求對外效能以及教育環境越趨複雜的脈絡下，教師的專業性逐漸

受到重視。因此，教師的領導角色連帶教師領導理論逐漸受到重視。 

Little（2003）將教師領導發展分為三階段，尤其自 80 年代末期後，受到美國

學校結構重整（restructuring）教育運動，影響學校組織內部權力架構。Harris（2003）

認為教師領導係奠基於學校權力的重新分配，強調賦權增能教師與權力分散，促

進教師領導理念開展，教師開始擔負起領導的責任，強調教師專家的角色，將教

師視為課程領導者、課程開發者，負起教學改進之任務。而後為因應課程創新、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透過合作途徑建立互助、信任的關係，發展教育專業、協助

教育人員發展（Silva, Gimbert, & Nolan, 2000），共同研發與分享教學實務，回應改

革要求（陳佩英，2008）。90 年代後在社會快速變遷、全球化的趨勢之下，社會追

求教育的全球化、多元化，強調學校要有未來效能（future school effectiveness），

學校的任務著重在培養學生如何學習。使教師的角色、工作內容變得更加複雜，

強調合作與非正式的領導效能，領導者間正式與非正式的界線變得模糊（Kelley, 

2011），教師被視為組織再造與文化形塑的關鍵（陳佩英，2008；張德瑞，2010；

Silva, Gimbert, & Nolan, 2000）。 

從上述教育改革浪潮，社會對於提高學生成就的績效要求，引發教師角色定

位的改變，從過去教室內的教學者、領導者的角色，到後期擔任行政領導、課程

領導以及專業發展者的角色，教師投入程發展與教學決策，如今更進一步參與學

校經營管理的過程，在學校當中的領導角色越趨重要；教師領導的影響範圍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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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教室到如今行政、學校層級，可見教師領導的內涵越趨複雜、影響力也越來

越大。同時也激發學校對中間領導的需求，以確保學校各個部門能對學校成就以

及外界對學校的目標有所貢獻（Bush, 2011；Fitzgerald, 2000）。 

賦權增能教師領導的同時，亦改變學校傳統決策型態，轉由共享決定（shared 

decision making）的決策模式，強調權力分散的領導型態。學校經營管理模式由封

閉走向開放，轉而強調課程及教學為主的專業領導，促成了分散式領導的發展，

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實踐分散式領導理論。因此，分散式領導理論雖然最早可追溯

自 50 年代（賴志峰，2008b），當時仍屬於萌芽階段，真正蓬勃發展可以說是受到

民主發展、學校組織權力重整以及相關領導理論的相繼出現，強調領導的合作性、

分散性，促使學校形成新的互動關係。90 年代後分散式領導之理念再次崛起，領

導逐漸跳脫傳統金字塔式的模式，學者陸續發表各式研究及專書，累積實證基礎，

分散式領導發展更加完備。其中以 Spillane（2006）《分佈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一書，為目前探討分散式領導理論較完整的專書（賴志峰，2008b）。 

Woods 等人（2004）認為分散式領導是高程度的團隊運作，強調協作，開放

溝通和強烈的共同目標與信念，中間領導亦是一種團隊導向的領導模式，涉及領

導、願景以及團隊發展方向的設定，分散式領導理論的興起，帶動組織型態的變

革，中間領導者角色的發展就是分散式領導風格的展現（Hadfield, 2005）。 

Glover 等人（1998）認為中間領導者角色的轉變起因於教育環境的改變，包

括：（1）從行政轉變為領導與管理；（2）學校整體向下授權的組織型態；（3）對

學科領域評鑑責任的增加；（3）改革主動性從高層管理者到教師的轉變。在這種

趨勢之下，學校管理與領導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於學校中間層級的教師而言，其

重要性逐漸由中間管理者（middle manager）的角色提升至中間領導者（middle 

leader）。 

從歷史脈絡上來看，課程領導一詞最早在 50 年代就曾經出現，70 年代後隨著

西方教育界一連串的課程變革潮流，教育權力下放以及學校本位課程開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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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展校本課程及設計彈性學習節數課程等等，對於課程專業的需求逐漸升高，

課程領導是課程發展或改革的要素，所有參與活動的團體或個人，皆可能承擔領

導責任，教師身為教學者、課程專家便開始投入課程領導。因此，學校有關課程

的事務如課程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活動到教學評量都需要投入比以往更多的討

論與決定（徐超聖、梁雲霞，2011）。因此，受到課程改革的影響，課程領導研究

於 80、90 年代後逐漸增加，Gross（1998）、Glattorn（2000）等學者進一步定義課

程領導的功能和任務。中間領導理論的發展亦受到課程改革的影響，強調發展中

間領導者課程改革的動能，因此中間領導與課程領導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相似性，

兩者皆以課程為領導核心。Sammons 等人（1997）研究英國有效能的學校及科目

部門，研究結果顯示高期望、且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取向與學術效能有關。基於此，

Turner 和 Bolam（1998）認為學校課程需以學生為中心並注重教與學，最適合促進

學校變革的單位就是學科部門，而不是整個學校，或者是個別教室（Bush, 2011）。

學校領導型態改變，開始推動改革以及賦能（empowerment）教師在學校層面參與

課程決策和設計，介於教師及行政領導職位的中間領導生態逐漸形成，越來越多

的任務與責任落在中間領導者身上（Fitzgerald, 2000）。 

由上述可知，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課程領導等新興領導理論的發展係受

到 80、90 年代社會、經濟大環境的變革氛圍所影響。80 年代後由於政府角色的轉

變，社會朝向市場化、績效責任等方向發展，強調組織外部效能，面臨權力結構

重整、權責分散，連帶影響學校開始注重學校本位管理、學校效能與學生學習、

學校組織動能以及校本課程發展。 

其理論發展時間軸如圖 2-1 所示，從理論發展上來看，儘管上述理論最早可溯

及 1950 年代，然而真正發展成熟是 80 年代後，理論間相互影響，發展時間彼此

重疊。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課程領導以及中間領導的理論的出現皆起源於學

術界對於傳統領導理論的批判與重新定義，新興的領導理論是對傳統理論的擴充

與修訂，包含成員的擴增，領導密度加高、教師參與領導；以及功能的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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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中間領導理論發展時間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因此，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課程領導以及中間領導就在學校的改革脈絡

當中彼此互相應用、發展，隨著理論的概念化，逐漸變得重要且無所不在（Harris, 

2005b；Muijs & Harris, 2006；York-Barr & Duke, 2004）。此外，社會對於政府、學

校、校長、教師、學生角色再定義，進一步促使其他相關概念如教學領導、學習

領導、分享領導等理論發展並運用於教育現場。然而由於本研究係聚焦在中間領

導與學校課程轉化之脈絡關係，因此僅比較中間領導與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以

及課程領導之關係。 

貳、 中間領導之意涵 

一、 中間領導之定義 

就字面上來解釋，中間領導是「中間」加上「領導」。不同於教師領導以及分

散式領導，中間領導指涉的是領導者在組織中的特殊位置，同時注重個體以及具

體情境，顧名思義領導的主體是介於組織中的「中層人員」，是穿梭於組織中的任

務角色，具有連結、承接的特性，並能夠向下發揮影響力。而領導意指影響力的

發揮，領導不應該只是被定位為行政領導，不論是否擁有行政職務頭銜都應該具

有影響力（蔡進雄，2013）。中間領導理論強調組織的變革需要由中間領導團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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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由過去自上而下、支配式的領導模式，改為釋放人的能量、帶動團隊運作

的方式。中間領導團隊將組織願景目標、核心能力和價值觀轉化為組織行動，使

組織成員的能力得以被釋放，促進組織的發展與變革，具備變革的動能。因此，

中間領導是一種全面性的領導策略，能夠改變學校整體的文化與動力。 

關於學校中間領導者的範疇，各國對於「中間領導者」的定義不盡相同，需

視各校脈絡而定（Cranston, 2009）。國外研究中有學者依照學校組織的位階區分領

導者，將校長與主任歸類為高階領導者（senior leader），稱科主任或學科召集人為

中間領導者（Wise & Busher, 2001）。Blandford（2006）則將課程協調員（co-ordinator）、

學年主任、學科召集人歸類為中間領導者。 

本研究試圖從中間領導的「目標」以及學校「組織單位」的角度詮釋中間領

導之意涵。首先，中間領導的目標是希望透過授權教師參與課程改革，啟動校內

大規模的課程翻轉，同時提升教師領導能力，使學校在校長任期制度的限制之下，

能透過學校的中流砥柱：教師達到永續發展。其次，在學校組織中，校長以及行

政單位為高層領導團隊，而學校中層組織則包含課發會、核心小組、各領域教學

研究會、教師社群等，最後則是教師個體及學生。因此，除了校長、主任以外，

不論是否具備正式職位，凡是參與學校中層組織並發揮領導力之成員，皆可視為

中間領導者。是故，中間領導的範圍會隨著任務的不同，參與的人數與廣度亦不

同，具備彈性。教師組成團隊，可能是學科領域、社群或是幾位志同道合的教師，

以學校課程改革為目標，透過集體協作的模式，推動學校課程發展及永續經營的

領導策略。 

特別在課程改革過程中，與課程發展之相關人員，負起溝通、協調、協作等

任務，共同參與校務層級的課程領導。因此，本研究將中間領導者界定為除校長、

主任外，不論是否具備正式職位，具備影響力啟動改革動能，皆可視為中間領導

者。中間領導團隊是具備彈性的，依任務的不同，組成成員也不同，負起組織中

轉化、連結、資訊傳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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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her 和 Harris（1999）認為中間領導者除了執行日常的工作職責，同時也負

責組織願景的形塑以及帶動激勵組織成員，中間領導者必須不斷地創造、形塑、

應用實踐，達成組織的目標，同時領導並開發同儕的知識、技能及能力，孕育學

校改革動能。因此，中間領導者不單單只是「做事」，完成日常的工作內容，中間

領導者在其科系部門或學科領域內擁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領導模式，執行

一系列的功能與任務，依不同的任務、情境，選定適合的領導模式（Blandford, 2006），

落實專業合作並推動學校文化革新及組織再造（蔡宗河，2006）。 

作為一種領導策略，中間領導與課程改革的發展息息相關。校長或高層領導

者將權力下放，由老師領導老師，成為中間領導者，具備做決定的能力與權利，

並且能夠主動與校長或高層領導者討論、溝通。中間領導者願意承擔學校的領導

責任，並且帶動學校永續經營與發展。學校要能永續發展，最終還是需仰賴校內

人員，透過具備領導動能的中間領導者，未來帶動改進不是由上而下的行政指令

或其職位的「份內事」，而是以自身對學校發展的專業判斷及擁有感為基礎（香港

優質學校改進計畫，2015）。 

由上述可知，中間領導至少具備四項特性，分別是： 

(一) 以「教師」為行動主體的領導模式：教師以學科、跨學科或是社群為基本單

位運作，教師不再是單打獨鬥的個體，而是一群人的集合體。改革過程中的

主要行動體是中間領導者，校長等高層領導者的角色反而是改革的助力，負

責引導學校發展的方向，幫助啟動學校改革，改革過程仍須依靠中間領導團

隊執行與運作。 

(二) 具有共同「願景與目標」：中間領導團隊具有共同的願景、目標、語言，共享

著共同的價值觀，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致力提升教與學，視課程改革與發展

為任務，教師間相互信任、合作，全體朝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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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課程發展」作為核心任務：中間領導最主要任務即為課程的改革與發展。

因此中間領導者必須參與課程相關的校務決策，在課程發展的過程中，展現

領導能力而非單純只是扮演行政管理者或是教學者的角色。 

(四) 透過「協作」達到課程改革與創新：教師以領域、學科或是課程主題為單位，

透過協作的領導模式，教師之間彼此分享經驗、共同討論、協商、研發創新

課程。 

根據上述，本研究將中間領導定義為：「不論是否具備正式職位，教師參與學

校課程改革，將領導視為責任義務，組織願景目標、能力和價值觀轉化為行動，

使組織成員的能力得以被釋放，朝學校改革目標前進，促進學校的發展與變革」。 

二、 中間領導者的角色與任務 

中間領導者被描述為學校高層管理者與基層教師中間的橋梁（bridge）（White, 

2000）。介於學校科層體制的中間階層，可能同時具備領導者與教師的雙重身分

（Hammersley-Fletcher & Kirkham, 2007），因此中間領導人在學校的組織結構中占

據了重要的地位（Thrope & Melinkova, 2014）。中間領導者的角色是依據任務內涵

而決定，因此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關係是流動的。他們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去驅

策變革，其銜接的功能正是中間領導者的核心定義。 

Wise（1999）將領導任務劃分為四種類別，分別是行政、管理、學術以及教

育，其中與中間領導者最相關的為學術以及教育任務，中間領導者的核心任務是

學生的學習及課程的發展（Bennett et al., 2003；Hemmersley-Fletcher & Kirkham, 

2007）。惟，中間領導者亦會涉及行政及管理任務（Ofsted, 2013）。 

在角色定位上，隨著社會對於中間領導者的認知轉變，中間階層人員的角色

逐漸從過去中間管理者轉變為中間領導者；從局限於科層體制的執行單位走向發

揮影響力的領導單位；由過去單純的執行者，變成協調、整合、溝通，具承上啟

下角色功能的領導者。中間領導者的角色經常涉及團隊領導、願景以及團隊發展

方向的設定，並且承擔責任（Brown et al., 2000；Bush, 2008；Koh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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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領導者可以發揮監察（supervisors）和教練（coach）的角色，領導部門或

其他教師發展，跨領域地推動學校進步。教師藉由擔任團體召集人、學科代表，

發揮同儕領導的功能，領導教師，將高層領導的策略轉化為每日的課堂實踐。 

Thrope 和 Melinkova（2014）認為中間領導者可以透過以下角色特性，影響學

校組織運作。首先，在執行層面上，中間領導者透過日常的工作、互動來達成學

校的目標與願景；其次，中間領導者也是溝通者、支持者，扮演著基礎教師與高

層之間的聯繫角色，中間領導者每天與學生、教學現場的教師互動，因此能有效

的將底層的需求轉知給高層；最後，中間領導者也可以是決策計畫者，在全校的

層級上，中間領導者可以做為決策者或是催化者（catalyst）。 

研究者整理學者專家對中間領導的角色與任務，歸納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中間領導者之角色任務相關研究 

角色 任務 研究者（年代） 

課程開 

發者 

中間領導者是專業課程的領導

者，負起新課程的發展、管理、

實施，與教學改進之任務。 

Bennett et al（2003）；Craggs（2011）；

Hemmersley-Fletcher & Kirkham 

（2007）；Peak（2014） 

中介協 

調者 

組織中溝通的橋樑，具有向上倡

議向下詮釋的功能。能向上提出

創新方案，向下能夠說明組織願

景與方向，將任務化為實踐。並

且負起團隊中的溝通、協調責任。 

Floyd & Wooldridge（1997）；Fitzgerald

（2000）；GTC Scotland （2012） ；

Niles（1949）；Thrope & Melinkova

（2014）；White（2000）；Wooldridge, 

Schmid, & Floyd（2008）；蔡宗河

（2006） 

領導者 

同時具備領導者與教師的雙重身

分，教師既是領導者亦是團體成

員。其領導內涵涉及團隊領導、

願景以及團隊發展方向的設定。 

Brown et al（2000）；Busher（2005）；

Bennett et al（2007）；Bush（2008）；

Koh et al（2011）；Peak（2010） 

引導者 

輔導者 

發揮監察（supervisors）和教練

（coach）的角色，領導自己部門

或其他的教師發展，跨領域地推

動學校進步。 

Ofsted（2013）；Toop（2014） 

決策者 
參與學校事務的決策，課程發展

與改革。 

Blandford（2006）；NCSL（2003c）；

Thrope & Melinkova（201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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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由中間領導者的角色定義觀之，中間領導者的任務是依據特定的

事件、脈絡進行領導。其次，就中間領導的位置來說，在組織中層地位使其具有

承上啟下的功能，向上倡議向下詮釋，將組織的願景轉換為實際的行動計畫。中

間領導者的角色多元，同時是領導者、溝通者、協調者、輔導者、決策者或是計

畫者，中間領導者透過建立共同的願景、設定團隊發展方向，確保成員分享共同

願景與價值，孕育彼此信任、合作的文化，其任務除了學生學習、課程的設計，

更延伸到參與學校計畫的訂定與決策，可能包含策略及業務規劃、課程規劃、課

表規劃等，改善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學校的發展。 

參、 中間領導之相關概念 

由中間領導的理論發展可知，中間領導的發展是受到課程改革、教師領導以

及分散式領導的影響。80 年代後社會對於教育改革的需求興起了一波課程改革浪

潮，朝向學校本位發展，學校課程領導遂成為學校的重要課題，中間領導被放在

課程改革之下被檢視，涉及課程的發展及協作，因此中間領導同時展現了教師領

導、分散式領導、課程領導的特性，以下將針對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以及課程

領導之特性與意涵進行論述，以釐清中間領導之特殊性與其必要性。 

一、 教師領導之特性 

(一) 教師領導之定義 

教師領導起源於 70 年代，理論涵蓋範圍廣闊。回顧過去相關文獻發現許多研

究以不同觀點、角度論述教師領導的重要性及運用，學者對於教師領導尚未有精

確的定義（Harris, 2003；Muijs & Harris, 2003；York-Barr & Duke, 2004）。York-Barr

和 Duke（2004）認為教師領導是教師個別或集體的影響同儕、校長或其他學校成

員，致力於改善教與學，以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及成就；Katzenmeyer 和Moller（2001）

指出教師領導是由教師擔任領導者，對學校革新和學生學習做出貢獻，並影響其

他的教師改善專業教學活動；Leithwood 和 Jantzi（2000）則將教師領導視為影響

力的運用，透過集體領導的形式以及合作的方式發展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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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師領導的內涵及定義，歸納下列三點加以說明： 

1. 教師領導的「功能」：教師領導最主要的目的在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促進學生

學習、教師專業發展與增進學校效能。藉由教師與同儕間的互惠、互助，發

展其專門的技能，改善教學實務，並進一步帶動教師的教育觀念革新（吳百

祿，2010；賴志峰，2009）。 

2. 教師領導的「範圍」：教師領導不侷限於教室之中，是從教室到跨教室之外的

領導（Katzenmeyer & Moller, 2009）。教師除發展課程與教學外，也擔負學校

發展、決策運作與參與決定的責任。同時，教師身為領導者引導同儕學習，

包括建立學習社群、激勵同儕知識分享，並且引導同儕進行專業能力的發展

與提升，共同合作改進教育措施等 （吳清山、林天祐，2008；郭騰展，2007；

趙廣林，2012）。 

3. 教師領導的「形式」：教師領導係透過集體而非個人領導，是一種合作式的領

導、影響力發揮的過程。教師領導「非」侷限於正式職位（陳玉桂，2006；

郭騰展，2007；賴志峰，2009；張德銳，2010；蔡進雄，2011），所有教師皆

能成為領導者（Barth, 2001）。 

綜觀上述研究對於教師領導的定義，本研究進一步將教師領導定義為：「不論

是否具備正式職位，由教師擔任領導者，發揮其影響力，教師透過與同儕的合作、

專業對話，促進學生學習成效、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及增進學校效能」。 

(二) 教師領導中教師之角色與領導範圍 

過去研究中顯示教師領導者包含正式與非正式職位（Greenlee, 2007）。正式領

導者擁有正式頭銜或職位，如主任、輔導教師；非正式則無特定頭銜或職位，教

師自願在夥伴關係中發揮影響力而行使領導（陳玉玫，2010；York-Barr & Duke, 

2004）。教師領導者應具備診斷組織、衝突處裡、管理資源、協調工作、支持同儕

的專業發展、有效溝通與傾聽，表現出專業知識並與他人分享知識的能力（Miles, 

Saxl, & Lieberman, 1988；York-Barr & Duk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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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2002）將教師領導角色分為四大面向，分別是： 

1. 中間人角色（the brokering role）：教師能夠將學校改進的原則實踐於個別的

教室領導之中，確保學校發展與教師發展之間的關聯。 

2. 參與領導角色（participative role）：教師是發展或改革的一部分，教師領導者

能幫助同儕的個別發展與協同合作，透過合作形塑學校進步，領導教師朝共

同目標進。 

3. 協調者角色（the mediating role）：在學校改進過程中，教師領導者是專門知

識與訊息的資源，當學校需要幫助時教師能夠適時的提供資源與專業知識。 

4. 營造密切關係角色（forging close relationship）：教師領導者透過互動增進與

同儕之間的關係。 

教師領導者的任務係指參與學校範圍內的決策過程，任務包含如指導教師

（mentor teacher）、開發課程（develop curriculum）、促進教師專業發展（facilitat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eacher）、合作性任務的安排（foster more collaborative working 

arrangements）、影響學校改變（influence school change），將革新的概念轉化為實

際的行動等（Day & Harris, 2002；Katzenmeyer & Moller, 2001；Paulu & Winters, 1998；

York-Barr & Duke, 2004）。 

Hallinger 與 Richardson（1988）提出共享領導模式，將校長和教師的關係、教

師參與領導的形式分為：（1）校長的諮詢委員會（principal’s advisory council）：校

長的諮詢委員會中校長仍然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教師委員擔任諮詢者，校務決定

仍由校長負責；（2）教學支持團隊（instructional support teacm）：教師負責課程協

調、教學改進及針對學生學習問題；（3）學校改進團隊（school improvement team）：

教師負責指引學校教育方案的發展；（4）領導教師委員會（lead teacher committee）：

學校由教學董事會領導，校長則負責行政與管理事務。  

由上述可知，教師領導下的教師角色是多元的（徐超聖、梁雲霞，2011；Harrison 

& Killion, 2007），包含對學生、學校行政人員、同儕、家長及社區等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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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範圍比起中間領導更加廣闊。比起中間領導關注教師作為課程改革的領導

者，教師領導所強調教師參與領導的形式有很多，目標也不盡相同，教師教師可

能為諮詢角色，提供校長領導上的意見，抑或是課程專家，負責課程的設計、開

發以及評估；亦是學習促進者，同時督導同儕，提供教師專業學習的機會；協助

社區發展等。 

二、 分散式領導之特性 

(一) 分散式領導之定義 

不同於中間領導關注的焦點，分散式領導強調情境對領導的影響，關注協作

的領導過程，領導在具體的情境下發生，是活動者與情境相互影響的過程；領導

取決於專業，不論是否具備正式職位，依據任務的專業性，分配領導職務，分散

式領導是一種診斷性工具，需融合其他領導模式實施（賴志峰，2008）。 

Spillane 等人（2001）認為組織領導者是多位領導者，包含非正式組織人員，

領導者可能是校長，亦可能是老師、學生或是任何組織成員。Harris（2005a）認

為領導是取決於專業與情境，分散式領導關注的是將領導賦權給具備專業的人而

非取決於正式的職位或角色，暗示著領導權力關係的轉變，領導不只是個人的行

動、不再僅限於特定角色，上層與下層的關係越趨模糊與擴張（Gronn, 2000；Bennett 

et al., 2003；Copland, 2003）。 

Spillane（2006）提出分散式領導的三個觀點：（1）分散式領導重視的是領導

的實踐；（2）領導實踐是由領導者、追隨者和情境三者的交互作用所產生；（3）

情境界定領導實踐，也經由領導情境被界定。 

儘管不同學者對於分散式領導的定義不盡相同，但是可以看出不同定義之間

仍交集呈現出分散式領導之精隨，綜合上述專家學者的看法，針對分散式領導領

導角色以及領導過程進一步分析如下： 

1. 分散式領導「角色」：領導角色的界定是根據專業而非特定的職位，組織中的

每位成員都有可能成為領導者，且非集中於單一個人，而是多位領導者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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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領導。領導角色具備流動性（賴志峰，2008b；Bennett et al., 2003；Gronn, 

2000；Copland, 2003），領導責任從正式的組織角色中抽離（徐吉春，2008；

張奕華、顏弘欽，2012；Bennett et al., 2003；Harris, 2005；Leithwood et al., 2006；

West Chester University, 2004；Wright, 2008）。 

2. 分散式領導「過程」：不同於教師領導，分散式領導強調領導情境的作用，注

重領導的過程與實踐。領導是建築在信任、合作的團隊關係上，領導者間彼

此之間存在高度依賴性（吳清山、林天佑，2010；張奕華、顏弘欽，2012；

黃宗顯，2008；賴志峰，2008；Bennett et al., 2003；Gronn, 2002；Spillane, 2001；

West Chester University, 2004）。透過共同文化的建立提升凝聚力，來達成共

同價值。組織中領導者、追隨者和環境形成一個互動網，並且經由多元的領

導來源、專業能力，和諧的組織文化，統合組織的能力發揮到最大（陳正專，

2010；Harris, 2005；Spillane, Halverson, & Diamond, 2004）。分散式領導並不

只是個別領導者的加總，而是組織成員在彼此合作、協同、信任且相互依賴

關係下所構築的網絡（network）之中，組織成員發揮專業，以達成組織目標

（Gronn, 2002）。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分散式領導定義為：「組織的領導活動依據情境的不同以

及其專業屬性，被分散或分享於不同成員之中，其領導角色具備相互轉換的動態

性，且不限於特定正式職務。領導者、人造物及情境彼此間相互影響，透過合作、

信任與參與，讓組織成員充分貢獻專業與發揮影響力」。 

(二) 分散式領導之特性 

Copland（2003）將分散式領導歸納為三個共通點： 

1. 發展中的聯合行動體：分散式領導是一種互惠、共同的行動（concertive action），

集體的互動過程（Gronn, 2002b）。透過協同合作、互動，激發出彼此的潛能

及專業成長，彼此作用結果所產出的產品（product）或能量（power）是遠高

於個人行為的，具有多成員組織團隊（multi-member organizational gro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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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 

2. 開放領導：分散式領導視各層級的角色界線是模糊擴張的，因此領導角色不

再限於正式行政職位。領導者的角色分配取決於任務問題情境，是一種任務

導向的領導模式，領導角色是跨越執掌、部門與組織結構的。 

3. 多元專業與創新：多元創新與團隊合作的組織文化，個別專業的刺激可以帶

動整體的創新行動。合作的文化，使創新成為成員共同的目標與願景（陳佩

英、焦傳金，2009）。 

綜合學者對分散式理論的研究，本研究整理歸納分散式領導具有以下特性，

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分散式領導之特性與相關研究 

特性 理論內涵 研究者（年代） 

多元 

領導 

領導責任分散於組織之中，並

非只有一位領導者，更多成員

參與領導工作。 

Bennett, Harvey, Wise, & Woods（2003）；

Copland（2003）；吳清山、林天佑（2010）；

賴志峰（2008b） 

多元 

專業 

分散式領導強調領導的分配係

基於專業。組織透過成員專業

能力與多元觀點的分享，帶動

組織整體的創新發展。 

Bennett, Harvey, Wise, & Woods（2003）；

Bolden（2008）；Copland（2003）；West Chester 

University（2004）；梁東瀛、張艷敏（2007）；

馬明、于學友（2008）；黃宗顯（2008）；蔡

進雄（2010）；蔣圓圓（2008） 

開放、多

樣的領

導邊界 

領導者與追隨者的角色是模糊

的，領導角色並未侷限於特定

或正式領導職位。領導的角色

係依據情境、任務而定，是任

務導向的領導模式。 

Bennett, Harvey, Wise, & Woods（2003）；

Copland （2003）；Harris（2005）；NCSL 

（2003a）；王環鈴、王文科、王智弘（2011）；

吳清山、林天佑（2010）；梁東瀛、張艷敏

（2007）；賴志峰（2008b）；蔣圓圓（2008） 

協同 

領導 

分散式領導實踐注重成員間共

同參與、相互依賴的集體行動

過程，透過彼此合作、信任與

協調達到組織目的。 

Bennett, Harvey, Wise, & Woods（2003）；

Copland（2003）；Gronn（2002）；West Chester 

University（2004）；何建霖（2009）；吳清山、 

林天佑（2010）；徐春吉（2008）；馬明、于

學友（2008）；秦夢群（2010）；梁東瀛、張

艷敏（2007）；蔣圓圓（200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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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分散式領導具有多元領導的特徵，與中間領導不同的是，分散式

領導認為領導取決於情境，因此只要是學校相關成員，皆有承擔領導責任之可行

性，領導任務並非集中於一人，而是透過多位領導者發揮多元專業，因應情境轉

換領導角色，領導角色並未侷限於特定或正式領導職位，而是依據特定情境與專

業判斷。然而，分散式領導與中間領導兩者皆強調多元領導者的協同合作，分散

式領導可說是一種領導的形式，而中間領導者亦是倚靠協作的領導模式來運行，

發揮團隊合作的效能，結合成員專業，帶動組織整體的創新與發展。 

(三) 分散性認知與領導實踐 

Spillane 等人（2004）指出組織情境及領導實踐是彼此相互影響、並且同時建

構的，意即組織中的結構創新與領導實踐是同時發生和影響的。行動者在領導實

踐過程中，不斷地互動與調整，透過相互合作、互動，常常會激發出共同的行動

（concertive action）（Gronn, 2002b）以及發展出組織人造物（artifact）。其中，人

造物的形式有可能是語言、系統、文字、工具、符號，也可能是正式結構、規範

或各式的溝通約定（Pea, 1993），並成為行動者的行為模式或原則，扮演著中介的

角色，在活動過程中被創造及改變。系統的有效運作是靠彼此協調及知識的共享，

最後達成行動者認知上的改變，這樣的溝通約定或人造物承載了知識與經驗，形

塑了人們的行為，能使領導實踐能有系統和意義性的連結（唐昇志，2002；陳佩

英、焦傳金，2009）。 

分散性認知是個體與人造物在特定情境下所構成的關係，分散性結構下的個

體、人造物、互動關係相互協調運作。行動者在實踐分散式領導的過程中所產生

的分散性認知，會浸透到生活中活動的各個層面，影響分散系統的共同性，間接

影響他人的認知，進一步影響行動者的行為，最後導致行為模式的改變，對於組

織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使組織更能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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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領導之特性 

(一) 課程領導之定義 

受到教育環境變遷的影響，許多國家以課程改革為核心，以校本課程發展為

推行改革的主要手段和戰略，以課程事務為核心的課程領導逐漸形成，學者及教

育學界開始檢視校長課程領導的角色 （徐國棟，2010）。 

課程領導顧名思義是對課程進行領導的作為，Glatthorn（1997）認為課程領導

的功能即是促使學校達成目標，領導校本課程以及教師專業發展，提升課程與教

學品質並確保學生學習素質與表現（王秀玲，2009；游家政，2002）。吳清山、林

天佑（2001）定義課程領導是課程發展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教學設計、課程

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Lee 與 Dimmock（1999）認為課程領導應包含

三項要素：（1）校長與教師之間需具有具體目標與雙向的合作；（2）校長和行政

人員需積極投入課程發展歷程；（3）共同建構全校性的課程政策（秦夢群，2010）。

由此可以看出，隨著權力下放、學校對於校本課程的需求，校長及學校高層領導

者不再只是擔任行政的角色，更強調其課程領導的實踐，在課程發展過程中，對

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課程實施以及課程評鑑提供支援或引導。 

由上述可知課程領導之內涵包含對課程的設計、實施、評鑑以及領導作為。

過去將課程領導視為建立教學目標的技術性任務，包含課程的實施、選定教科書、

課程評量等，視為教師的責任。然而隨著學界對課程發展的研究，打破傳統對課

程領導的認知，強調學校中的每一層級都負有課程與教學領導的責任，研究發現

校長是重要的課程領導者，亦有學者主張應由校長來擔任主要的學校課程領導者

（Glatthorn, 2000），強調校長須了解課程的內涵，共同參與課程的研發，並給予支

持與引導，達到學校改革的目的。 

綜觀上述研究對於課程領導之定義，本研究將課程領導進一步定義為：「課程

領導者發揮課程專業知能，領導團隊進行課程的革新、設計、實施、評鑑等歷程，

目的在於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達成學校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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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領導角色與任務 

面對當前課程改革浪潮，課程領導者需要承擔更多的任務與挑戰，其角色與

任務也變得更加多元。課程領導是一種團隊領導的過程，學校課程改革的任務以

校長、主任等高層領導者為主要推動者，但是課程領導並非限於高層領導者或是

具備正式職位者，包含校長、主任、學科召集人、教師亦是課程領導者（高新建，

2002）。 

由課程領導的定義及課程領導內涵的界定可以看出課程領導並不僅限於課程

的發展，課程領導的內涵應涵蓋「課程事務領導」以及「行政領導」（Ervay & Roach, 

1996），與課程發展的相關事務亦可囊括於課程領導的範疇之中。因此包括學科願

景的塑造、行政與管理、教師專業能力發展、提供相關人員參與課程設計的機會、

協助同儕進行課程領導、確保持續性的專業對話、組織合作的教師團隊等皆是課

程領導者的任務。 

Lee 與 Dimmock（1999）認為課程領導的內涵包含了下列五項工作：（1） 訂

定目標進行規劃；（2）監控、檢視與發展學校課程方案；（3）檢視學校成員的知

能，並進行成員的發展與監控；（4）營造適切的文化；（5）分配資源。透過協作

過程（Henderson & Hawthorne, 2000），領導者與團隊的整合與協調，擴大參與領

導的範疇，持續性的專業對話，強調協同合作、溝通參與，產生有效運作的發展

機制（Glatthorn, 1997）。 

四、 中間領導之特殊性 

在領導實踐上，許多教師並未擔任正式領導職務也不會以領導者自居（Earl & 

Katz, 2007；Fairman & McKenzie, 2014；Muijs & Harris, 2006；York-Barr & Duke, 

2004），教師不認為自己是領導者，對教師領導的認知侷限於教學而非領導（陳

玉玫，2010），其原因乃自於教師對領導認知的歧異。因此儘管教師領導等相關理

論相繼出現，許多教師仍然不覺得自己是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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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中間領導的發展是受到 80 年代後教育發展脈絡的影響，受到教師

領導、分散式領導、課程領導的影響，豐富了中間領導的內涵。這些理論係同一

時空脈絡下的產物，因此有許多相似的概念，無法一分為二，其概念間的關係如

表 2-3 所示。教師領導強調教師的領導、效能的改進，教師不只專注於教學，也有

機會參與學校行政、例行性事務或是課程的設計等活動，領導的範圍相對廣泛。 

比起過去，如今教師開始承擔額外的責任與任務。校長由個人領導轉為分散

式領導，委派更多職責給教師，替補校長、高層管理團隊的角色。分散式領導注

重領導的實踐，領導者具有正式或非正式職位，視任務而定；而中間領導強調了

「教師」的領導作為，以及在「學校課程發展」中的角色，包括領導、決策以及

領導的分散性。同時也突顯了分散式領導的「協同性」，領導者間彼此相互協調、

互助、分工，領導由個人的實踐轉為群體內部之間的領導活動（Hadfield, 2007）。  

比較中間領導與課程領導，兩者的確存在高度相似性，兩者都以課程改革為

核心任務，為提升教師有校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果，領導的過程包含課程與行政管

理事務，涉及團隊的領導，領導者除發展課程、扮演改革推動者外，亦須整合課

程發展團隊，協同成員合作，提供成員專業發展上的協助，建立成員間良好、信

任的互動關係。然而，課程領導更強調校長領導任務的擴增，校長不再只是單純

的行政者，亦即課程不再只是教師的工作，需將課程與教學領導視為校長領導的

核心任務。然而中間領導所強調的是校長是輔助者的角色，並非領導的重心，課

程發展的內涵、決策過程應由教師們主導，教師們具備領導的動能，校長、高層

領導者只提供發展的方向，細部運作由教師們主導。 

以下進一步從中間領導之「成員組成」以及「領導成效」分析中間領導的特

殊性。首先，中間領導的組成成員介於校長、主任之下，一般教師之上，落在學

校組織當中的「中間位置」。其次，在學校或組織裏面，中間領導所能夠發揮的功

能並不是單一在教學上或是課程上而已，它會帶動的是一種組織文化的改變，它

是一種組織轉變的過程而非結果導向。中間領導者原本就存在於組織當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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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單位的關注並懂得運用中間領導的力量，並加以強化。中間領導能夠帶動學

校整體文化氛圍的轉向，有效連結學校行政與教師，形成共同做決策的領導模式。

因此如何善用中間領導團隊，讓中間領導的正向的能量能夠發揮出來，啟動組織

動能，是中間領導的特性。 

表 2-3 中間領導相關概念表 

內容 教師領導 分散式領導 課程領導 中間領導 

定義 

不論是否具備正

式職位，由教師

擔任領導者，發

揮其影響力，教

師透過與同儕的

合作、專業對

話，促進學生學

習成效、教師的

專業發展以及增

進學校效能。 

領導活動依據情

境的不同及其專

業屬性，被分散

於不同成員之

中。領導角色具

備相互轉換的動

態性，不限於正

式職務。行動

者、人造物及情

境彼此間相互影

響，透過合作、

信任與參與，讓

組織成員充分貢

獻專業與發揮影

響力。 

課程領導者發

揮課程專業知

能，領導團隊進

行 課 程 的 革

新、設計、實

施、評鑑等歷

程，目的在於提

升教師教學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達成學校願

景。 

不論是否具備正

式職位，教師參

與課程改革，將

領導視為責任義

務。將組織願景

目標、能力和價

值觀轉化為行

動，使組織成員

的能力得以被釋

放，朝學校改革

目標前進，促進

學校的發展與變

革。 

引領者  教師  學校成員 
 包含校長至一

般教師 
 教師 

職銜  正式或非正式  正式或非正式  正式或非正式  正式或非正式 

領導 

類型 

 跨越「課堂」

以外的事物 
 任務導向  課程導向  課程任務導向 

焦點  教師  理論的實踐  課程革新  課程轉化 

領導 

角色 

與任務 

 課程開發者 

 專業發展促進

者 

 中介協調者 

 校務運作決策

者 

 

 協同領導者-

彼此合作、信

任、相互依賴 

 團隊領導者 

 診斷性工具 -

根據特定任務

目標，決定領

導角色 

 課程開發者 

 專業發展促

進者 

 協同合作者 

 溝通協調者 

 課程開發者 

 中介協調者 

 領導者 

 引導者、輔導

者 

 決策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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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相關研究 

一、 中間領導之實踐 

(一) 影響中間領導實踐之因素 

NCSL（2003c）將影響中間領導實施的因素分為六大項，分別為：（1）校外因

素（from outside the school）：可能源自於教育政策的訂定或改革，影響中間領導者

對環境做出應對；（2）校內因素（from within the school）：校長、高層領導團隊、

領導型態以及合作的程度影響中間領導的實施。此外，中間領導者與實質權力的

距離亦會影響到他們認知可以承擔責任的多寡；（3）制度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

在無威脅性（non- threatening）的環境、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鼓勵並支援課程創新、

發達的溝通網絡的脈絡中，尤其是教師具備信心，感受到信任時，更容易發展中

間領導；（4）制度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學校的層級結構會影響中間領導

者對學校整體發展的貢獻程度（Glover & Miller, 1999）。更加扁平化的結構以及集

體合作的模式，學校的結構與權力責任更加流暢，能有實質的改變 （Dimmock & 

Lee, 2000；Hannay et al., 2001）；（5）部門文化與結構（departmental culture and 

structure）：學科領導者在部門及整體學校文化的形塑上扮演關鍵的角色（Busher & 

Harris, 1999）；（6）資源（resources）：獲取和管理課程資源是學科領導者工作中的

一個重要層面，「時間」是影響學科領導人執行領導角色的主要因素。 

Peak（2010）認為中間領導發展的挑戰包含缺乏時間、整體學校的期望與部門

的忠誠度、建立有效的團隊、人事管理的挑戰以及專業發展的不足，分述如下： 

1. 缺乏時間（lack of time）：研究指出，缺乏時間是影響中間領導實施的一項負

面因素（Fullan, 2007；Harris, 2000）。固定的工作量以及壓力都是影響中間領

導人能夠承載額外領導實務的因素。中間領導的發展應給予充足的時間與機

會，讓中間領導者有足夠的時間與團隊共事（Fitzgerald, 2009）。 

2. 整體學校的期望與部門的忠誠度（whole school expectations versus department 

loyalty）：中間領導者位居學校的中層位置，具備組織中「橋接」（bri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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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特性（Harris, 2000）。中間領導者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傳達上層與基層

的聲音，有效運用策略影響的技巧（strategic influencing skills），是影響中間

領導實施的因素之一。Bennett 等人（2007）提出中間領導人監視（monitor）

與評測同儕的教學容易造成團體間的緊張關係，是發展中間領導必須克服的

困境。 

3. 建立有效的團隊（building effective teams）：中間領導是一種團隊導向（team- 

based）的領導模式（Brown & Rutherford, 1998），需要仰賴有效的團隊合作，

集結團隊成員的願景、共事與行動。缺乏團隊成員之間的期望；防禦行為、

分歧的目標、內部的競爭等等都會影響團體效能的發揮。 

4. 人事管理的挑戰（the challenges of people management）：中間領導的過程涉及

人的互動，而人際相處是複雜的且容易產生兩難的困境，兩難困境常使中間

領導者處於艱難的處境。 

5. 專業發展的不足（inadequa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教師轉變為中間領導

者的過程是模糊的（Blandford, 1997），教師必須面對更加複雜的問題，如解

決衝突、激勵、管理團隊等，因此專業發展對於中間領導者至關重要（Adey, 

2000；Blandford, 1997）。教師領導專業發展是持續不斷創新和變革的關鍵

（Fitzgerald et al., 2006）。 

歸納上述影響因素以及困境，大致可以分為「人」與「組織」兩大因素，人的

因素包括中間領導者對於領導角色的認知與定義以及校長、行政人員對於中間領

導者的態度與支持。組織部分，學校的文化、結構、資源會促使或限制中間領導

的發展。詳述如下： 

1. 人的因素： 

(1) 對於領導內涵的不確定性：研究顯示中間領導者時常因為職責和權限界定不

清而導致角色模糊而感到沮喪（Bush & Middlewood, 2005），在角色定義不清

的情況下，容易產生角色間的緊張、衝突關係。Blandford （1997）也提出中

 



35 

 

間領導者應該依照任務（task）、責任（responsibilities）、關係（relationships） 、

工作情境（working condition）以及外部因素（external influences）去界定自

己的角色職責。 

(2) 人際關係：失敗的中間領導源於高層領導者對於中間領導者的不信任以及缺

乏支持（Ofsted, 2013）。中間領導者應避免失去與同儕間的信任關係。 

(3) 領導者參與專業發展和學習的機會：對於中間領導者來說，領導的角色與任

務是陌生的，當領導者缺乏訓練就須面對更複雜的工作環境與職責時，容易

造成緊張關係的產生（Adey, 2000）。 

2. 組織因素： 

(1) 中間領導者所處位置的特殊性：中間領導者常具備教師與領導者的雙重身分，

忠誠度經常在學校整體與自身部門或特定職責間拉扯（Bennett et al., 2007），

可能使學校成員間呈現緊張的關係（Wise, 2001）。 

(2) 學校組織結構：研究發現，學校內的中間領導者有時並未實質參與學校高層

次的決策過程（Thrope & Melinkova, 2014）。學校在規劃計畫時也著重在較低

層次，如組織資源、計畫工作架構、而不是專注在提高標準以及領導學校的

教學和學習（Ofsted, 2013）。一個讓教師參與決策、政策制定的結構，給予

教師更多職責，促進了教師對自己角色的了解，並更願意與同儕合作。 

(3) 學校文化：學校文化越重視中間領導者、高程度的信任以及協作的氛圍，對

學校中層領導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領導階層必須授權他人營造協作文化，

在安全的環境下，更容易促使教師願意參與領導，使中間領導向前發展

（Glover et al., 1999）。 

(4) 資源：許多研究皆指出「充足的時間」是影響中間領導發展的關鍵因素（Fullan, 

2007；Harris, 2000；Koh et al., 2011；NCSL, 2003c；Peak, 2010；Wise & Bush, 

1999 ）。中間領導者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太多事情，唯有在充足時間下，

中間領導者才有心力去處理額外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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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體策略 

英格蘭 NCSL（2003b）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八項促進中間領導實施的策略，

包括：專注在教與學（focus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正向的關係（generate positive 

relationships）、清楚的願景與高期待（provide a clear vision and high expectations）、

改善環境（improve the environment）、提供時間和機會合作（provide time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分散式領導：建立團隊（distribute leadership: build 

teams）、參與社群（engage the community）、評估和創新（evaluate and innovate）。  

由中間領導者的「角色」來分析，中間領導者督察、教練的角色性質，顯示

中間領導者須具備領導的技能，因此中間領導者本身的能力，成為實施中間領導

的重要因素，提升中間領導者的專業是必須的。其次，由中間領導者的「任務」

來分析，中間領導者核心目標在促進教師與學生的教與學。而推動高質量的教學，

必須透過協作、分享，輔導和指導影響整體學校的發展。因此，校內的合作、分

享文化的建立是必須的（Toop, 2013）。最後，從中間領導的「實施」上來分析，

影響中間領導的因素大除了中間領導者本身，其他如校長、高層領導者、政府都

會影響中間領導，確保與他人之間的良好關係、資源的應用是必須的；組織的結

構、領導實務、文化是重要影響因素，因此重新規劃利於中間領導發展的組織結

構、良好的校園文化以及確實賦權是必須的。 

研究者綜合上述影響中間領導實施的因素，並參考 NCSL（2003b）的架構，

提出以下點具體策略，詳述如下： 

1. 澄清領導角色：中間領導者必了解領導角色的職責，避免因為對角色認知的

歧異而導致混亂，將自己視為領導者，意識到自己所做的選擇，願意承擔責

任，推動變革，並且對他人的績效負責。校長、上層領導者可以鼓勵中間領

導者，並解釋期望發展的方向，讓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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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澄清學校願景與目標：確保中間領導人了解學校的願景與目標，並且維持暢

通的溝通管道，成員間經常互動、溝通。建立共同的語言、制度或工具，擁

有共同的語言、工具、清晰的制度，可以讓學校的成員對學校有清楚的共識。 

3. 正向的關係：身為有效能的中間領導者，必須要能夠了解團隊成員的長處、

價值或潛能，賦予權力，使其能夠承擔風險。中間領導者與團體成員之間應

保持良好的溝通、信任關係，透過建設性的對話，可以使成員產生新的思維，

並促進團隊合作與團體效能（Senge, 1990）。 

4. 建立有效的團隊：中間領導是團隊互動的過程，建立共同的文化、目標、信

念以及有效的團隊工作流程，給予團隊成員充足的溝通機會與時間，建立團

隊間信任與聯繫關係。緩解學科領域、不同部門之間的隔閡，良好的交流縮

短了彼此之間的差距，協作、團隊領導力發展和中間領導是不可分割的

（Fitzgerald, 2000）。 

5. 支持與專業發展：許多優秀的老師被提拔為中間領導者，但後續缺乏支持其

轉化（transition）為中間領導者的過程。因此學校應該提供訓練計畫，讓新

手領導教師可以順利發展。尚可由較具經驗的教師或引進校外專家持續支持

學校中間領導者的發展。經由正式或非正式的會議、談話的機會中產生，在

對話過程中可以澄清領導者的角色、期望以及學校的願景、策略方向等等

（Koh et al., 2011）。 

6. 學校組織結構的重建：傳統的科層體制是影響中間領導的因素之一，Hannay

等人（2001）提倡唯有透過組織重建（restructuring）學校才能改變。扁平

（flattened）的結構，重新佈署學校決策的流程。在這種模式下，結構和職責

成更加流暢，領導角色的決定係根據共同設定的目標與領導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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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中間領導之相關研究基礎 

(一) 領導角色之探究 

中間領導理論的發展起源於社會對於中間領導者角色的需求，學者們相繼探

究教師「中間領導者」的角色（the role of middle leaders）。這些領導角色可能是學

科部門主任、學科協調員、學科召集人、領導教師，其實這些職位早已存在，只

是過往其領導性質並未被重視。搜尋國內相關的研究發現，有關中間領導相關研

究數量並不多，目前在教育領域探討有關中間領導的研究數量僅有一篇，且係以

日本為研究對象（林雍智，2013）。 

中間領導係強調學校中層人員參與課程改革，發揮領導效能的過程。在領導

角色方面部分研究針對學習領域召集人（陳世修，2004；甄曉蘭、簡良平，2002；

甄曉蘭、鍾靜，2002；韓桂英，2008；王秀玲，2009）、課程發展委員會（許振家、

翁福元，2014；甄曉蘭、鍾靜，2002）以及主任、教師的課程領導與籌劃（簡良

平，2001）進行研究，但多以國中小為研究對象。研究也顯示學校在課程發展委

員會、教學研究會、教師領導上皆面臨有名無實的困境，許多學校依舊是行政主

導的模式（王秀玲，2010；王佩蘭，2014；許振家、翁福元，2014；孫淑偵、孫

國華，2014；游家政，2002；蔡宗河，2008；甄曉蘭、鍾靜，2002）。 

蔡進雄（2007）曾發表有關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教學領導角色，探討學習領域

召集人在進行教學領導上的遭遇困難及其對教學領導的觀點，但並未強調領域召

集人的中間領導特殊性，且尚未發現國內研究以中間領導實踐為主題的研究。王

秀玲（2010）採量化研究方式，研究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領導現況，研究指

出領域召集人在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兩層面的同意程

度最高，但是在帶領教師專業發展及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層面則仍有努力空間。

雖描繪出了學習領域召集人的領導角色，但影響領導過程的因素相當複雜，缺乏

深度的質性研究，探究其中因果關係。蔡宗河（2006）以中間管理為主題，探究

中層管理者的意涵與實踐，但中間領導與中間管理在意義上存在些微的差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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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是在既定的結構或程序中，確保工作的順利運行，而領導則包含了願景、策

略決策、同儕領導，領導者不是被動的執行單位，而是主動的創造者。 

檢視國內有關課程領導者的相關研究發現，相關研究大多著重在校長的課程

領導角色與作為（黃信揚、吳明隆，2005；魯先華，2002；葉連祺，2014；蔡清

田、王霄燕，2002；蕭錫錡、楊豪森、黃天助，2007；鄭淵全，2008；鄭淵全、

蔡雅茹，2012；蘇美麗，2002）。  

此外，尚有研究以技職體系為研究對象，潘慧玲、楊錦心、張嘉育、王如哲、

張樹倫、黃文振（2004）高職學校層級課程領導之研究，從校長、學科召集人及

個別教師角度探究課程領導者的角色、任務、知能、策略及配套措施。並提出學

科召集人或科主任之課程領導任務包含學校總體課程的發展、規劃及評鑑，倡議

並凝聚課程發展的方向、提供課程發展所需資訊、建立推動課程發展的組織或團

隊、協助訂定課程發展的工作項目與程序、建立激勵機制，激勵組織成員等等。

詳盡描繪出不同層級在課程改革當中的任務。潘瑞玉（2007）以教師課程領導為

研究主題，描述國小教師層級課程領導實務之歷程，描繪出教師在課程發展之脈

絡下的角色、任務、困境與策略，雖是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然可以窺探台灣

教師在課程改革脈絡下的角色與地位。楊美惠（2005）研究國民小學教師課程領

導行為及影響因素，了解分析教師課程領導的實況與因素，研究指出教師會因身

為課發會委員或領域小組召集人而對課程領導實踐有所影響。 

研究論文方面，亦有相關研究主題，王秀玲、康翰文（2013）探究國中學習

領域召集人之課程領導角色，指出現行中學領域召集人領導課程改革之狀況與困

境，指出領域召集人受到領域劃分、制度設計、時間、職權不明等因素影響。未

來應朝向明訂領導職權、減輕工作負擔、行政支持方向努力。 

(二) 課程領導實踐與學校課程發展之探究 

若將中間領導的開展放在課程發展的脈絡之下檢視，過去台灣在教師課程發

展、課程領導的相關研究上亦有軌跡可循。簡良平（2001，2004）以課程決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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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闡述我國中小學課程決定行為、課程改革相關事宜的因應措施以及以教師為課

程決定主體的策略。研究中指出課程決定受限於科層體制的約束，校長、行政人

員與教師之間的互動影響教師參與的意願。應透過建構課程論述平台、提高教師

參與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成長、鼓勵教師進行慎思並拓展課程知識、透過敘事重

建課程等策略推動教師的課程領導。然而學校領導人員是否授權教師課程決定的

理想與實際之間差距很大，國中各科教師之間對話習慣尚未建立，學科知識界線

難以打破。然本篇研究距今已超過十年，現今學校生態、文化可能與當時有所落

差，值得進一步探究。顏惠君（2005）以國中語文科課程決定為研究對象，探究

個案學校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課程決定的運作情況，研究顯示課程決定的議題，多

與行政事項有關，課程小組的課程決定尚未達到充分授權的理想。文中亦提及未

來課程小組應朝向團體合作文化，鼓勵學科召集人課程領導角色，教師非正式的

互動亦會影響學校課程決定。陳玟樺（2007）探究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教師課程決

定的過程，研究指出學習領域參與課程決定已逐漸展開，進行課程的反思、組織、

改革與實踐，透過積極性專業對話激發教師反思實踐。 

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相關研究，過去許多研究提及中小學教師參與校本

課程發展歷程，研究中顯示部分學校成立課程研發小組或教師團隊發展教學活動，

透過協同合作方式，共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進行課程評鑑與修正，團隊類型

隨著團隊發展有所改變。教師參與課程改革的成效依學校不同而有所差異，然影

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因素包含校長的領導、課程研發小組的投入、教師的專業

成長等（呂淑媛，2002；卓璟薇，2008；游志弘，2005；賴千峰，2006；謝譯瑩，

2005；譚為任，2003）。 

(三) 競爭型計畫與課程領導實踐 

為有效推動十二年國教，由政府主導之相關競爭型計畫亦改變了學校生態，

扶植教師成為學校中間領導者。林永發（2010）研究麗山高中在高瞻計畫推動下，

校內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教師間發展出跨領域、相互學習的共享領導模式；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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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暉（2014）研究中山女中高瞻計畫，藝術科跨領域協同教學之成效，研究顯示

出教師在教學專業與團隊合作能力方面的成長、並具有共享與付出的意識和行動。

吳俊憲（2012）則指出在學校優質化政策之下，應發展以學生學習為焦點的教師

領導，透過研習、協同研究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教師承擔領導角色。陳佩

英、高嘉徽、應尹甄（2012）研究中亦指出高中優質化計畫促進學校團隊動能，

擴大教師參與並以社群形式改善教學，教師在面臨日益繁雜的改革任務時，依靠

社群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作為發展中間領導者的培力模式。李玲惠（2012） 高中

優質化的核心工作在教師的專業成長，發展支持性與分享性的領導。 

(四) 教師專業社群與課程發展 

有關社群的相關研究亦指出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發展，得以兼顧教師個人與

學校組織的同步發展（孫志麟，2010）。檢視教師專業社群與課程發展相關研究，

發現許多研究指出在課程與教學創新的脈絡之下，教師社群發展出教師專業領導

歷程，透過協同合作、專業發展、課程與教學創新的互動歷程，實踐學校領導，

有效落實課程創新（陳佩英、焦傳金，2009；林孟郁、鍾武龍、張月霞、李哲迪、

陳穎儀，2013；簡梅瑩、孔令堅，2016）。由此可知，中間領導在競爭型計畫的推

波助瀾之下逐漸形成，同時以教師專業社群做為行動策略，發展校內課程改革創

新、改變領導型態。 

此外，檢索相關主題之碩士論文，課程領導人之研究以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功

能（宋一芬，2003；伊慕蘊，2003）、運作現況（李錦富，2003；周曉葶，2002；

林金珠，2007；蕭友婷，2012；）以及成效（陳妍伶，2005；黃偉明，2005）為

主。有關教學研究會的相關研究主題，以教學研究會之組織（郭朝渭，2006）、學

習領域召集人之課程領導角色與運作現況（吳茵慧，2002；吳映賜，2007；陳世

修，2004；韓桂英，2008；蔡宗河，2008）以及教師課程領導（范振倫，2004；

張舜傑，2008；楊美惠，2005；潘瑞玉，2007）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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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由上述可知，目前國內學者對於課發會及學科召集人之參與課程改革的相關

研究較為少見，關注之面向各有不同，研究對象多為校長，且以國民小學及中學

為主，缺乏對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研究。然而如今高中課程走向學校本位，各校

面臨課綱轉化與課程的改革創新，課程改革也不再只是校長一人的領導作為，有

關高中階段課程改革的相關領導角色，如學科召集人、不具有正式領導職位之教

師的領導作為，值得進一步探討。 

儘管目前國內並無對於高中階段中間領導發展之研究，以課程領導、校本課

程發展為主的研究也以國中小為研究對象。然而，從過去的研究結果亦可發現，

教師參與課程改革的過程、運作模式、角色任務、困境等，值得作為本研究之研

究基礎，與高中教育階段中間領導實踐情形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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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國中間領導之發展情形 

在國際間，中間的領導者角色在學校網絡中的成長已經被廣泛地證實

（Madfield, 2007）。有鑑於我國中間領導尚在發展初期，欲了解與分析他國中間領

導發展情形，作為我國發展中間領導之依據與參考，以下茲就英國、香港、新加

坡、紐西蘭以及澳洲有關中間領導之實施情形進一步論述： 

壹、 英國 

一、 發展背景 

1970 年代，英國社會普遍不滿學校辦學績效，加上各階層興起「教育是社會

大眾應關切之事」的思潮，社會期望透過教育提升國家競爭力，因此對學校及教

師的要求也日漸增加（蔡宗河，2005），是英國課程改革的起因。學校領導者們對

於課程內容設計有著無與倫比的重大責任，促使教師被賦予決定學校課程的責任，

校長將更多權力授權給中間領導者（Brown, 2000）。 

英國教育當局自 1988 年開始推動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

規定國定課程以及實施全國性測驗，降低地方政府對學校的影響，而後英國師資

培訓局（Teacher Training Agency, TTA）頒布《學科領導人標準》（the Standards for 

Subject Leaders），引進中間管理（middle management）的理念，強化學科的發展，

對於日後中間領導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蔡宗河，2005）。根據 Brown 等人（2000）

的研究證實，此時期的中間領導人已經被要求承擔過去屬於高層領導團隊的責任，

但卻缺乏足夠的權力以及時間去執行這些責任。 

學校重塑（remodelling）的過程係奠基於對外部環境的回應，2003 年英國政

府提出《每個孩子都重要》（Every Child Matters）綠皮書，擬定五個重要的成果

（outcomes）作為目標，並期望通過新中等教育課程改革，達成重要的成果（陳延

興，2014）。新理論主張每位教師皆有教與學的責任，期望教師能提供更好的教學；

在更好的工作模式下工作。面臨學校的變革，教師自然需要改變工作模式，進而

促進中間領導的發展，影響後來教師成為中間領導者。學校的重整提供學校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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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機會決定辦學方向的權力責任，學校與政府或其他機構的夥伴關係，支持著

學校改革與發展，使學校具備自我改革的能力（Collarbone, 2003）。 

二、 學校領導結構 

在英國，小學及中學學校領導團隊包含高級職員（senior staff）以及中間領導

者。學校的結構也提供了很多的領導和管理職務（Bush & Jackson, 2002）。英國學

校組織結構複雜，學校間存在著差異，但整體來說學校的董事會負責學校整體的

運作並且任命校長（head teacher），除了校長之外，其他管理職位還包含副校長

（deputy head teachers）、助理校長（assistant head teachers）、學科部門主任（head of 

department），擔任領導職位的教師可能是單一學科、跨校或學科協調人

（co-ordinators）。 

Blandford（2006）將中學組織結構分為三層，分別是：（1）高層領導者（senior 

leadership）：包含校長、副校長以及關鍵階段協調人（key stage co-ordinators）；（2）

中間領導者：包含關鍵階段協調人、學年主任或學科主任；（3）班級教師。由此

結構可以看出，學校結構對於中間領導者的需求，其角色與職務複雜且有重疊的

可能，因此組織內的良好的溝通以及工作關係顯得相對重要，中間領導者的角色

多由學科或學年主任教師擔任。 

英國教育標準局（Ofsted）以及英國師資培訓局皆對中間領導設定了期望標準。

英國國立學校領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致力於推動學校

領導力的發展，在其領導建議之中，強調領導應聚焦在教學（instructional-focused），

中間領導者應把重點放在教與學；以及領導權力應分散於整個學校之中，中間領

導對於學校整體領導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可知中間領導團隊的核心任務應

是促進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在分散式的領導環境中，參與學校事務的計畫、決

定與執行。 

 

 

 

http://www3.nccu.edu.tw/~mujinc/conference/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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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計畫 

目前英國中央政府並沒有制定中間領導的相關的計畫，但是有許多大學及其

他單位提供為數不少的專業發展計畫（Bush & Jackson, 2002）。如英國國立學校領

導學院的《由中間領導》計畫（Leading from the Middle programme）旨在發展在第

一線領導學習的中間領導者，該計畫認為領導技能是從真實環境中習得，因此強

調在學校內（in-school）以及工作導向（work-based）的專業訓練，並且設置校內

教練（in-school coach），隨時指導、輔助中間領導者發展（Simkins, 2009）。2013

年《英國中間領導國家專業證照》（Nation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for Middle 

Leadership, DfE），提供參與者重新認知領導實踐，開發中間領導者領導高效能團

隊以及提升教學校能所需具備的技巧、知識以及信心。教學領導研究員（Teaching 

Leaders Fellows）則是一項為期兩年的計畫，培養具有潛力的中間領導者，強化其

領導技能與信心，側重於解決部門內部的差異性，進而影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成效（TL Fellows）。 

有鑑於學校領導的複雜性越來越高，學校領導被認為是影響學校成效的關鍵

因素。英國國立學校領導學院的產生，是英國政府承諾提高學生成就的重要策略，

有關於中間領導者及領導團隊的計畫或研究逐漸成為主流。在英國大約有四十萬

名教師，大多數的教師擔負起領導的角色，尤其是在小學，大多數任課教師同時

亦為學科領導者（Bush & Jackson, 2002）。 

貳、 香港 

一、 發展背景 

1980 年代後世界各地興起教育改革的浪潮，專注在學校改進的實施，強調透

過教育改革提升學校效能（Fullan, 2001）。在這波改革浪潮中，香港由學制及課程

入手牽動學校教學改革。2001 年時，香港於《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

度改革建議》中提出教與學新文化（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1），把現有的科目編

入八個學習領域，重新強調校本課程發展的必要性（譚彩鳳，2007）。新課程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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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鼓勵教師成立課程規劃小組發展校本課程，並引進校本評核，期望提升學習與

教師教學的質素。校本課程發展，學校必須主動進行課程的規劃、設計、實施和

評估（高新建，2000）。在過去教師只是課程的實施者（教育部，2000；Lai & Cheung, 

2014），而校本課程則強調以學校為中心、學校教育人員為主體，讓教師參與課程

的發展，教師是課程的研究者、發展者與實施者，調整了傳統權力分配的模式

（OECD, 1979）。面對新課程，學校必須拋棄過去傳統的科層體制以及教學文化，

轉向同儕協作，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譚彩鳳，2007）。轉而專注在教師領導者如

何參與決策、學習、專業發展以及如何幫助同儕提高專業實踐。 

除了校本課程的實施外，學校面臨第二項挑戰為學生的多樣性（ learner 

diversity），改革後的學制提高了學生的自主權，學生可基於自身的興趣和愛好選

修科目並決定他們的研究計劃，這也意味著學生有更大的能力選擇選修課程。因

此，為了滿足學生的不同學習需求，教師面臨了重要的教學議題（Lai & Cheung, 

2014）。根據 Lai 和 Cheung（2014）的研究指出教師領導的途徑包含順從（complying）、

改造（adapting）以及賦權（capacitating），經由教師的參與、學習以及影響行為展

現，並且專注在課程計畫以及滿足學生的多樣性。顯現出教師在學校當中的角色

是溝通的橋樑，其工作內容也不僅止於教學而已。在課程設計與學生學習上經由

教師團體之間的討論、協作，向上與上層領導者協商，改善並提升學校課程與學

生學習。  

二、 中間領導發展現況 

在學校體制上，中間領導者被賦予管理及發展不同學科或功能小組的工作。

面對學校變革，中間領導者亦被賦予領導任務，包括推動課程改革及發展、進行

跨科或功能小組的協作、維持與家長和社區的關係等（香港優質學校改進計畫，

2015）。黃顯華、李玉蓉（2006）認為新課程領導人在課程實施上扮演了三種角色，

包含（1）與外界溝通，掌握課程改革的最新動向，並將有關信息與組員分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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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科組的課程架構和發展方向；（3）親身參與設計和施教，給予組員清晰指引

和支援（摘自譚彩鳳，2007：116）。 

香港政府了解到要成功推行以課程為核心的教育改革，關鍵是提升在香港學

校內各層面的課程領導能力，香港教育局在 2002 年開始在小學設置課程統籌主任

一職，專職協助校長領導教師，推行課程改革（徐國棟，2010），連帶影響香港中

間領導的研究與發展。課程統籌主任的職責除了協助行政等管理性事務尚包含領

導與發展，型塑學校文化以及協助教師專業發展等。 

香港中間領導的發展隨著課程、學制的改革，再加上學校自評以及問責制的

實施，對於中層人員作為領導改革及發展的角色已有相當明確的要求。中層人員

不能再侷限於管理的角色，僅負責組織的管理或日常的行政工作，相反地，中層

人員應擔負起學校的改革與發展責任，參與學校決策、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推動

校內人員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畫，2015）。  

三、 相關計畫 

為了促進中間領導者的發展，香港教育局為學校中層人員組織不同的工作坊

以及政府資助課程支援中層人員的發展與成長（吳迅榮、王逸飛，2009）。如香港

浸會大學有設有「中學中層人員領導培訓課程」、香港教育學院有「教師專業進修

課程（學校的中層領導）」以及香港教育學院設有「學校的中層領導」，幫助中層

教師們分析、瞭解和獲取實用的策略和技能，來面對學校日益複雜的領導角色。 

香港中文大學為促進中小學永續發展改進，自 1998 年起推出一系列學校改進

計畫。其中，「優質學校改進計畫」自 2004 年開始到 2011 年，為 115 所中小學提

供為期兩年的專業資源，透過大學與學校發展主任和教師形成協作夥伴，以提升

教師教學能力、發展教師專業、強化中間領導。該計畫強調校內人員的續航力量，

期望透過與校外人員的協作，引發校內中層人員的領導動能。執行方式採全體教

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到校支援行動計劃的訂定和實施；舉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日；以及安排學校及網絡學校之間互相觀交流等方式 （李俊湖、張素貞、陳香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6%9D%8E%E4%BF%8A%E6%B9%96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5%BC%B5%E7%B4%A0%E8%B2%9E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99%B3%E9%A6%99%E5%90%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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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廖慧伶，2011）。學校與計劃之間有相當的協作夥伴關係，教師參與計畫，實

質上負責統籌與計劃的協作，承擔帶領學校發展的事宜，是為實踐中間領導的證

據。 

香港政府意識到中間領導者是學校課程改革的重要樞紐，致力於強化中層教

師的領導角色以帶動課程改革，不論是正式立法或是提供各種專業發展機會，透

過多元管道鼓勵教師參與學校相關事務決策，發揮其專業，持續性改革教學，共

同改善學校。以正式職位來說，目前僅國小設置課程統籌主任，負責領導教師，

協助學校推行課程改革（徐國棟，2010）。中學部分雖未設置正式領導職位，但許

多學校中層人員已經具備中間領導的特質或正在執行中間領導的角色與任務（吳

迅榮、王逸飛，2009；徐國棟，2010；高慕蓮、李子建，2012；蔡宗河，2006；

優質學校改進計畫，2015；譚彩鳳，2007）。優質學校改進計畫，雖是以大學和學

校建立夥伴關係為基礎，但實質上是希望透過外部資源的挹注，型塑學校團隊、

凝聚共識，鼓勵學校成員專業發展，提升教師改革的信心與能力。將教師視為改

革的動能，提升中層教師領導能力，進而影響、帶動信念、推動其他人員的參與，

實踐與文化的改變，最後達到學校永續發展的目標，是中間領導的有效實踐策略。 

參、 新加坡 

一、 發展背景 

在新加坡中間領導已經被認定為影響教育品質及學生表現的重要因素，是連

接國家教育政策與學校策略實踐之間的樞紐，透過教師的教學，實踐學校的策略

（Koh et al., 2011）。二十一世紀後，新加坡亦面臨著教育改革的需求，學校被賦予

更大的自主權與責任，來提升學生學習成就（Ng, 2015）。1997 年新加坡教育部提

出要建立《思考的學校，學習的國家》（Thinking School , Learning Nation），進行基

礎教育課程改革。新課程改革調整了國家課程在整個課程計畫中所佔的比重，讓

學校多了選擇的彈性（楊延昭，2007）。校本課程的發展，意味著教師必須承擔更

多的責任，給予教師大量的空間與時間發展課程與教學，教師必須設計、發展自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99%B3%E9%A6%99%E5%90%9F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5%BB%96%E6%85%A7%E4%BC%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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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課程並且持續專業學習。教師不再只是照著國定課綱教學，教師自主權提高，

有權選擇、設計課程與教材，教師被賦予學校課程改革與發展的任務，同時改變

了教師的責任與角色。 

1997 年的新課程改革除了改變教與學的內容與方式，同時也引進了《校群制

度》的概念（School Cluster system），強調學校作為學習型組織，改變教師教育，

領導力培訓，強調承諾和價值觀（Lim-Chan, 2007），改變了學校組織運作的方式，

提供學校領導有更大的自主權和彈性。 

2004 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提出了《少教多學》（Teach less Learn More）的革命

性言論，目的在於提升教學的質量。此次改革強調學校必須認清自己的特色，學

校的體制變的更具彈性。由於新課程改革仰賴新的課程及教學方法，必須從基層

開始，是由下而上的改革，而非由上而下的強加推行。中間領導的研究也隨著快

速變遷的教育環境及相關的政策而浮上檯面（Koh et al., 2011）。 

新加坡中間領導的雛型最早可以追溯自學校高層助理（senior assistant），通常

是由校長指派較具經驗的教師，類似行政角色，負責管理學校內部和外部考試，

學生輔導、課程教材及安排、維持紀律，評估學習和教學計劃等行政職責，但由

於此職位並非正式職位以及缺乏訓練，學校教師經常缺乏對角色的認知及動機。

1985 年學科部門主任（heads of department）的產生，正是新加坡教育部對學校管

理權下放的結果（Wee & Chong, 1990）。 

新加坡教育部於校長手冊（Principals’ Handbook）中明訂學科部門主任的職責

包含：（1）訂定學科方向；（2）規劃和實施學科教學的綜合方案；（3）制定教學

策略，提高學習的有效性；（4）一定時數的學科教學；（5）協助和監督學科領域

的教師；（6）選擇、準備和組織教學-學習材料，並鼓勵教師在課堂上有效使用；（7）

制定策略和儀器評估學習效果；（8）培養學科專業性和學術精神，了解學科當前

的趨勢和發展；（9）計劃和組織學校工作坊或短期課程；（10）作為校長/副校長的

學科顧問；（11）執行由校長/副校長指派的行政工作；（12）與其他層級領導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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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協作，並設定學科方向；（13）提供校長關於其學科的專業建議；（14）作為學

校的管理團隊的一部分，決定學校的課程和資源分配；（15）協助校長、副校長行

政上的事物（摘自 Lim-Chan, 2007，頁 13-14）。 

學科部門主任制度的產生，制度化了學校中間管理層的職責，並且提供了動

力和激勵教師在未來承擔更多的領導責任。 

二、 發展現況與相關計畫 

在新加坡，學校中層管理者被賦予正式的職位，並且由國家提供訓練課程。

Bush 和 Jackson（2002）認為新加坡政府為中間領導的發展付出了很大的支持，如

《教育行政文憑與專業教育文憑》（Further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Education, FPDE）

方案課程，該課程旨在為部門建立負責人和培養他們的領導能力、管理技能以及

更新他們的學科知識。在計畫的執行上，許多領導發展的計畫著重於指導

（mentoring）或教練（coaching）制度。 

教師質素與領導能力被認為是引領新加坡的教育系統成功的兩個關鍵要素

（OECD, 2011）。新加坡教育對於學校人員的選擇、培訓以及發展上亦展現了其嚴

苛的標準。在領導者培訓方面，新加坡教育部提供了額外的訓練，中間領導者必

須參與一項為期十七周的《學校管理與領導》計畫（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in 

Schools），期望提高中間領導者的執行能力。 

綜合上述可知，新加坡學校中間領導的發展與外部環境因素有很大的關連性。

教育政策的變化，如 1997 年發表的《思考的學校，學習的國家》國家願景，引領

新加坡的教育改革，包含校群制度、學校評估系統、學校卓越模式到增強績效管

理系統（Enh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這些政策的制訂改變了學校

的管理，也驅使學科領導人角色的轉變，校群制度增強了學校間協作、合作的文

化，擴大了學科領導者的職責範圍；對內的學校評鑑，如學校卓越模式，促使校

長、副校長和部門領導者必須作為一個團隊追求學校卓越發展，中間領導者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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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學校的文化、流程和資源上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增強績效管理系統則增強了學

校對於學科領導者領導角色的重視。 

肆、 紐西蘭 

一、 發展背景 

同許多西方國家，80 年代後紐西蘭進行了一連串教育改革與組織變革。此一

波教育改革強調政府權力的下放，1988 年《皮寇特報告書》（The Picot report）指

出紐西蘭教育制度過於集權，為追求更有效能的管理，紐西蘭教育部頒布了《1989

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89），將部分原由教育部執行的權力下放至學校機構，

建立一套嶄新的教育體制。同時紐西蘭政府開始推行《明日學校》（Tomorrow’s 

schools）政策白皮書，重新定位了紐西蘭學校的改革系統，權力由中央下放至學

校，學校負起學生表現、教師教學以及學校效能的績效責任，學校朝著自我管理

（self-managing）的方向發展，同時擴大了領導的範疇（Craggs, 2011；Fitzgerald, 

2009）。 

學校為了呼應環境的變遷以及社會對學校效能的需求，更在學校結構、校長、

主任、教師等人員的角色任務上做了很大的改變。因此，重大的職責與領導責任

分散於學校中層的中間領導者，中間領導者被賦予過去往往是屬於高層領導者的

額外領導責任（Brown et al., 2000），中間領導者的領導範圍從課程專業跨越到監測

與評估、學校政策目標的轉化與貢獻、組織關係發展以及訊息的傳遞等（Brown & 

Boyle, 2000；Bassett, 2012）。 

此波教育改革不僅改變了中央與學校的權力關係，紐西蘭政府也試圖透過課程

改革來解決學生學習成就的落差以及回應全球化、自由經濟等外在環境的改變。

因此，2007 年紐西蘭課程（New Zealand curriculum, NZC）取代舊有課程架構，並

於 2010 年正式實施。2008 年出版的《從紐西蘭課程到學校課程》（From the New 

Zealand Curriculum to School Curriculum）中更指出學校應該澄清學校目標、探索

並檢視學校決策過程、發展社區關係。隨著新課程的頒布，學校被允許根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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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需求、特色或學生需求來設計課程，給予了中間領導者課程發展與領導的

機會。正是在這種背景脈絡之下，由於中間領導者在學校中的特殊位置與角色，

使他們對於教與學能有直接的影響，更多專家教師投入了新課程的發展。 

二、 發展現況 

80 年代後的改革增加了學校教育領導者的責任與壓力，新頒布的國家課程意

味著中間領導者是國定課程與教師之間的緩衝器（buffer）。加上社會對於學生學習

成就的績效要求，增加了中間領導者的任務，並強化了其在學校中的領導位置。

在紐西蘭，中間領導者常被定義為介於高層領導者，如校長、副校長或校長助理

者以及基層教師之間的角色，這樣的角色通常是教師領導者（faculty leaders）、學

科主任（subject heads）或學科部門組長（heads of departments）等。負起學生學習

成效，專注在教與學、員工考核、發展品質保證機制、評估教學計劃等責任

（Fitzgerald, 2000；Peak, 2010）。學科部門主任被形容為學校中的結點，負起連結

學校上層領導者與基層教師間的資訊傳遞。 

中間領導者的責任與報酬（remuneration）因地域不同而不盡相同，紐西蘭承

認中間領導者額外的工作內容而給予補助津貼（Peak, 2010）。與其他國家相同，

學校面對組織變革，人員角色任務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不論是學校上層領導人

抑或是學科部門主任、學科召集人等中間領導者皆面臨重大挑戰，透過研究可以

了解目前紐西蘭的中間領導者被賦予教與學的新責任，從管理走向領導，相關人

員也持續在摸索有效中間團隊領導的模式以及釐清中間領導者的角色。儘管其領

導型態尚未發展完全，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新課程改革的脈絡之下，紐西蘭中

間領導已確實展開，並且具有高度期待，期望可以對教育制度做出回應。 

三、 相關計畫 

1989 年教育改革後，紐西蘭教育部主要負責監督全國教育體系的運作以及提

供學校相關資源（黃德祥、劉欣虹，2010），為了有效發展中間領導，紐西蘭教育

部自 2012 年起推動《由中間領導》（Leading from the Middle）專業發展計畫，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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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要中間領導的功能及屬性，將策略性決策從校長、董事會的層級轉向教師

（Bassett, 2012），其中亦列舉了中間領導者的角色任務，試圖解決中間領導者專業

發展上的困境，做為指導準則（紐西蘭教育部，2012）。此外，紐西蘭教育部亦創

建了《New Zealand Curriculum Online》，提供中間領導者們關於課程以及中間領導

的相關資訊與指導，更透過研討會、群集模式以及輔導員針對領導、有效教學、

協同合作、學校文化、反思實踐等議題協助教師專業發展。  

伍、 澳洲 

一、 發展背景與現況 

80 年代後社會對於學校績效的要求提升，學校自主經營成為教育趨勢，澳洲

維多利亞省自 1970 年代中開始授權學校自主權，1983 年更要求各校設立校務會

議，作為全校最高決策機構，其中「未來學校」計畫更認定學校是最適合做決策

的單位（許添明，2001）。部分州要求學校領導者需與學校成員、社區發展策略計

劃、目標，學校自主性提升，對於學校發展、財政、人員任用具有更大的自主權。 

此外，澳洲校長的退休潮造成人員短缺，對於學校領導產生了很大的挑戰，因

此培育可以維持學校穩定發展的中間領導者變得更加急迫（Odhiambo, 2014）。 

在澳洲，實踐中間領導的領導角色包含副校長（deputy principals）、助理校長

（assistant principal）、學科部門主任、課程主任（heads of curriculum）等。中間領

導者往往參與課程與教學事務，包括選擇教學的材料和教學實施與評估，直接影

響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此外亦支持學校創新與改進，因此須具備資料收集與分

析、制定學校改進計畫、策略思考等技能。Odhiambo（2014）在研究中亦指出澳

洲教學與領導學院（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所頒布

的校長專業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 for principals）亦可視為對中間領導者的標

準要求。由此可見，在定義上，澳洲中間領導的範圍除校長以外的人員皆屬於中

間領導範疇，包含副校長或助理校長，在中間領導的發展上以培育未來校長或高

層領導者的角度出發，其原因應與該國校長人員短缺的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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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計畫 

由於澳洲教育行政制度屬聯邦制，教育實際運作之權力分屬於 6 州。中間領導

專業發展計畫的成果依地區也不盡相同。對於助理校長的支持及專業發展也限於

在校指導、研討會或地區性的發展計畫。雖然如此，其中還是有關於中間領導者

的發展計畫，如雪梨市的《ASPIRE 計畫》（The ASPIRE Programme）以及《行政

領導發展計畫》（The Executiv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昆士蘭省亦

有《中間領導計畫》（Middle Leadership Programme），透過研習會、線上交流等方

式，由具備經驗的領導者幫助中間領導者澄清領導角色與意涵，在中間領導者負

起績效責任的同時提供資源上的協助。這些計畫雖不具備強制性，但卻提供學校

中層人員專業學習的資源與機會。然而，這些計畫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每州

所提供的專業訓練機會也有落差，是未來澳洲中間領導發展所需面對的挑戰。 

陸、 小結 

綜合上列所述，可知英國、香港、新加坡、紐西蘭及澳洲在中間領導的發展

上，皆起源於社會對於教育改革的需求。學校肩負起學生成就的績效責任，藉由

課程改革強調了學校與教師的責任，如英國的 1988《教育法案》、香港《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新加坡《思考的學校，學習的國家》以及紐

西蘭新頒布的國定課程，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發展，需仰賴教師的專業與投入。

加上領導理論的演進，學校的領導與經營只靠校長一人是無法達成的，為了達到

提升學生學習成就以及學校效能的目標，校長適度地將領導權力下放給與學生學

習最貼身相關的教師，中間領導層級遂逐漸產生。 

在政策面上，英國對於課程改革及學生成就的重視間接影響學校中間領導階

層的發展。政府發展與其他機構的夥伴關係，支持中間領導的發展。另外，香港

及新加坡，兩國皆由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而後引發學校由下而上的啟動。如香

港設置課程統籌主任、優質學校改進計畫鼓勵中間領導發展，對於中間領導者的

發展已有相當明確的要求；新加坡的中間領導更是受到一連串教育政策改革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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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新加坡的社會脈絡強調現實主義，教育是為配合國家的管制（古正美、邱嘉

美，1995）。但是，在面對全球經濟結構轉變的同時，新加坡也逐步解除管制、放

寬限制，發展學校校本課程，因此自 90 年代中期以來，陸續推出國家教育政策的

改革。惟，新加坡行政去中央化的改革旨在提高辦學效率和靈活性，而非教師專

業自主，新加坡的中間領導者基本上還是遵循著國家所訂定的方向，執行其責任

與任務。紐西蘭政府《由中間領導》計畫以及由 New Zealand Curriculum Online 提

供豐富的資源，此外不同於其他國家，紐西蘭更提供中間領導者額外的補助津貼，

看得出紐西蘭政府對於發展中間領導的意圖。  

在專業發展上，各國皆為了促進中間領導的發展，以公辦或民辦等方式，為

學校中層人員組織不同的工作坊、專業發展計畫，培養其領導技能，提升教師參

與學校領導實務的能力與認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澳洲教育行政制度係屬

於聯邦制，各地區的差異頗大，對於中間領導的支持程度也有所差別。 

在領導角色上，各國對於中間領導的定義與角色職務不盡相同。以英國來說，

中間領導的角色大多指學年主任或學科主任，領導職責專注在教與學（NCSL, 

2003b），以提升教學與學習為核心，中間領導者通過自己的領導實踐創造組織文

化，期望提高教與學的質量；其次，由教學和學習發生的「行政」任務，如課程

與成就評量、財務和資源管理也是中間領導者的任務職責。其次，中間領導在香

港的發展主要起源於對教師課程領導能力的要求，中間領導者扮演同儕、輔導員、

倡導者、楷模和領導者等多種角色，負起學校的改革與發展責任，參與學校決策、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徐國棟，2010）。依據新加坡教育部所頒佈有關學科領導主任

的職責中，可以將中間領導者的職責範圍歸納為四類，分別是：（1）部門管理；（2）

行政；（3）課堂教學；（4）全校性角色（Lim-Chan, 2007），由此可以了解中間領

導者負責對部門內、教學質量的領導與管理；協助行政事務的角色以及參與全校

性事務的規劃與決策。以紐西蘭來說，所謂中間領導者多為學科部門主任或領導

教師，以學生學習及教學為核心，發展中間領導者領導相關技能，負起串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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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與基層的任務。在澳洲，中間領導者的範疇更為擴張，校長以下之副校長、

助理校長到教師皆屬於中間領導的一環，在學校自主經營管理權力提升的同時，

亦負起學校領導與決策的角色任務。 

反觀國內學校生態的改變、課程發展的趨勢，學校課程發展需要教師專業進

場，顯示出學校對於發展中間領導的迫切性，第三節將以台灣課程改革的角度，

探究我國中間領導發展的需求、現況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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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中間領導發展之現況與展望 

西方自 1980 年代以來，興起一波學校重整運動（school restructuring），台灣

亦自 1994 年教改運動後，以教育鬆綁、權力下放為主軸，進行了一連串的教育改

革，從多元入學方案、擴大家長參與、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反映了學校權力

結構的改變以及課程與教學的創新（潘慧玲，2005）。學校自過去由上而下的集中

控管，轉由分散與培力的發展模式，學校領導和教師角色變的更加多元和複雜（陳

佩英，2008）。本節以台灣課程改革的歷史沿革為始，探析台灣課程發展趨勢，進

一步分析高中課程發展的現況，了解學校課程發展的組織架構以及教師在課程發

展中的角色與職掌。最後探討國內學校在課程改革與發展的脈絡下，中間領導發

展的需求與可能性。 

壹、 台灣課程改革之歷史脈絡 

一、 回應世界教改潮流，調整傳統教育目的及體制 

台灣自解嚴後教育改革呼聲高漲，1994 年「四一 0」教改運動，提倡「學生

取向課程」之理想課程（王前龍，2015）。1996 年行政院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

告書」，提出建立學校本位課程、增加空白課程，活動及選修時間等建議，對於後

期教育改革有深遠的影響。教育部遂於 1998 年 9 月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

課程總綱綱要》（教育部，1998），同時提出學校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領域

教學研究小組，規劃校內的課程發展，並於 2001 年正式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改革，

由課綱取代課程標準，下放課程決定權且轉由學校發展校本課程，提倡協同教學、

學校本位以及學生取向的課程，改變學校的權力結構。彈性化的課程架構，使學

校有足夠的空間發展校本課程，教師發揮專業自主的能力，設計推動課程發展（王

前龍，2015；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 由此可知，台灣的教育是由中

央標準化逐漸走向自主決策（林佩璇，2004；陳佩英，2008）。九年一貫課程賦予

學校課程新契機，改變了學校生態，甚至是領導結構的改變，強調教師發揮專業

自主與課程發展，也奠定了台灣日後教育改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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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5 課綱與高中課程變革 

教育部自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積極推動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的課程改革（卯

靜如、甄曉蘭、林永豐，2012）。過去，我國高中課程以分科知識結構與內涵作為

課程標準內容（王秀槐，2012），加上後中等教育被定位為銜接大學的預備教育；

傳統高中教授課程多而深，課程龐大且複雜，且幾乎是必修課程，學生少有選修

空間。然而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制分軌，旨在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角色，並以學

校為發展中心，發展具學校特色之課程，強調學科間的統整，與強調課程分化的

高中課程相違背（卯靜儒、甄曉蘭、林永豐，2012）。再加上教改後廣設高中大學，

大學升學率連年提高，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知識的統整與運用的能力顯得更為重

要。教育目的逐漸改變，高中課程不應僅被定位為大學預備課程，轉而朝向多樣

化、彈性化的方向改革，高中課程面臨改革的壓力。 

普通高中在上述改革脈絡之下，課程成為新一波的改革議題。教育部遂於2001

年著手修訂「普通高中課程綱要」，強調校本課程精神，進行課程鬆綁。為落實學

校本位原則，鼓勵學校發展本位課程，賦予學校更多空間。並規範學校依規定組

成課程發展委員會，依學校的經營理念自行規劃選修之課程，於每學期開課前完

成學校課程計畫，強調教師專業自主能力，賦予教師發展課程之專業自主權，藉

由擴大參與課程研討，達多元參與、凝聚共識之民主模式（教育部，2004）。 

95高中課程總綱之修訂，秉持「延後分化」及「科目減併」原則，採用學習

領域分科教學，將相關科目予以整併。畢業學分數之規劃以及彈性學習節數之規

劃，讓學生在選修科目上有較大的選擇彈性，學校也有較大的辦學自主空間（卯

靜儒、甄曉蘭、林永豐，2012；潘慧玲，2005；張樹倫、陳琦媛，2006）。而後99

課綱總綱修訂，承接95暫綱之特色，強調延後分流、減少必修科目，增加選修選

擇的原則，並且持續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 

由上述可知，此一波高中課程綱要修訂強調分權化，順應九年一貫將部分課

程決定權下放給學校，強調學校自主設計課程的權利，學校必須積極鼓勵課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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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分權經營（甄曉蘭，2001）。同時，亦授權學校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依各校

經營理念發展規劃各校特色課程並且負責課程評鑑的工作。教師的角色不同以往，

除了教室內的教學與領導，更肩負起課程設計甚至是學校發展的使命，對教師專

業需求的提升，也影響到日後中層教師擔任領導角色的發展。 

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與高中課程發展 

2011 年教育部宣布將在 2014 年全面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其中十二年國

教重要之精神在於「適性發展」，鼓勵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由十二年國教時程規劃

來看，2012 年完成高中職學校實施特色招生之特色課程規劃研究，提供高中職學

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原則與示例；2013年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議書、

十二年一貫課程體系指引；2014 年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2016 年開

始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學科/群科課程綱要（教育部，2011）。由此可

見下一波高中課程的發展重點即為「特色課程」的發展（薛雅慈，2012）。 

教育部欲提升高中辦學品質與績效，穩定推動十二年國教，自 95 學年度起推

動「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促發高中學校團隊精進能量，協助各高中優質化及特

色發展，強化特色領航學校之標竿角色 （陳佩英、簡菲莉，2015）。除了中央政

府推動高中均優質化補助方案，地方政府也開始鼓勵高中發展校本特色課程，如

新北市「建構高中卓越教育方案」、台北市「課程與教學領先計劃」等。發展學校

特色已成為近來教育改革之潮流，符應國際中等教育趨勢，賦予學校更多的辦學

彈性，讓學生在優質的學習環境中適性發展，各校可以透過多元與創新的特色課

程發展落實因材施教開展學生多元智能（教育部，2012）。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是學校權力的重新分配（OECD,1979），是一種決策的過

程，包含了整體學校課程的發展性規劃、實施和評鑑，必須透過全員參與，才能

形塑學校的品牌。因此，面對十二年國教，學校致力於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必須

催化教師賦權的變革歷程，激勵教師發展課程的動能，提供多樣的適性課程（黃

乃熒，2013），教師被賦予更大的責任，投入學校的經營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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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7 課綱之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於 2014 年 11 月底通過，預計自 107 學年度實施。107 課綱

遵循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學生自主、高中優質、校本特色等理念，

增加學生選修課程空間，分組跑班進行差異化課程，並且新增彈性學習時間，促

進學生自主學習。學校特色經營方面，新增校訂必修發展學校特色（教育部，2014），

可知對於高中課程的型態有大規模的變動。以下針對 107 課綱的特色進一步說明： 

107 新課綱最大的特色在於調降共同性課程的比例，提高學生選課空間，目的

是提供學生適性與個性化發展，必修學分數減少由 138 降為 118，畢業學分由 198

降為 180，減下的 18 學分轉為彈性學習時間，強調學生自主學習，規劃彈性學習

時間。課程規劃上，必修學分又分為兩大類，分別是「部定必修」以及「校訂必

修」；選修課程則包含「加深加廣」、「多元選修」及「補強性選修」，以下綜合說

明之： 

(一) 部定必修：依據教育部所發布之課綱，培養學生基本學力之統一課 

程。學校得就授課年段、學期或週數進行彈性開設，以降低學生每學期修習

科目數。在課程設計上得由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研訂之。 

(二) 校訂必修：由學校安排，型塑學校教育願景以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的課程。

在課程設計上，校訂必修課程由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依學校願景及特色，

自主規劃開設之校本特色課程（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三) 加深加廣選修：為配合學生後續發展進路，提供學生加深加廣學習課程，以

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需要。 

(四) 多元選修：幫助學生試探性向的通識課程、知識統整應用等課程，學校依照

學生興趣、性向、能力需求開設，各校至少提供六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 

(五) 補強性選修：為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個別學習需要，補強學生在部定必修課

程學習之不足之情形，以確保學生的基本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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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台灣課程改革的沿革（見圖 2-2）從九年一貫、95 暫綱、99 課

綱到 107 課綱的修訂，課程改革朝向學生、學科取向的課程架構前進，未來高中

將呈現與過往完全不同的新樣貌。過去，高中以升學導向為主，有既定的課程，

教師不需要參與課程設計。如今，在課程設計上不再固守以學科學習為核心的傳

統成規，而是設計不同的課程，讓學生追求多元的成就（楊朝祥，2014）。教育部

將部分權力下放學校自主，學校得依學校特色、學生特性，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面對 107 新課綱，學校進入課程混亂期，包含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以及相關配

套措施，均須透過學校全體成員形塑學校願景共同發展，也突顯了教師專業與各

校課程發展機制的重要性。 

 

圖 2-2 台灣課程改革沿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貳、 我國中間領導之展開與學校課程發展 

中間領導者可能是學科領導人（subject leader）、中層管理人員（middle 

manager）、學科部門主任（heads of department），學科協調員（co-ordinator），在

發展及維持學生學習經驗的質量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Bennett et al., 2003；Branson 

et al., 2015；Peak, 2010；White, 2000）。就教育權力分配而言，我國自九年一貫課

程實施後，強調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賦予個別學校或教師部分的自主權，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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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自行設計課程，發展各自的特色。各項教育改革，亦有教師彰權益能

（empowerment）的觀點趨勢，透過權力結構的解放，開展教師能力，促進學校革

新，教師得以決定學校的發展方向，呼應教育鬆綁的改革理想（黃乃熒，2002）。

以下將綜合學校課程改革脈絡以及組織架構，分析國內學校中間領導之發展趨

勢。 

從學校組織結構來看，科層體制的學校行政與展現專業特性的教學並行運作。

檢視目前國內現況，行政人員與教師之間似乎是兩種不同的關係，在民意高漲的

今日，教師不再像以往對行政人員的要求百依百順，取而代之的是教師自主意識

的高漲，教師多認為行政人員應是與之「平行的成員」（秦夢群，2010），因此當

非專業行政人員想法與做法與教師不同時，即導致教師與行政之間的「對立」關

係，行政與教師間呈現壁壘分明的狀態（石弘毅，1999）。傳統上行政職能是以法

定職權之運作為目標，習慣科層體制的運作模式，行政人員不太願意在組織結構

上有太大的調整變動，而教師也不太願意主動地投入革新事務，多半是被動地等

待行政的安排（甄曉蘭、鍾靜，2002）。 

然而，當前學校面臨教育改革，推動學校本位管理、建構優質學校、學校本

位課程研發等改革時，重視整體組織的轉型發展及附加價值之創造，並強調教學

績效的達成，加上十二年國教實施之後，更加強調校本課程的發展。面對日益繁

雜與逐漸專業化的行政業務（陳啟榮，2015），學校經常面臨行政人員不足以及素

質參差的問題，行政單位面對課程改革經常感到力有未逮，學校行政需要更多專

業教師的投入。因此，教師層級帶領課程改革成為學校在發展課程上的重要議題，

越來越多學校意識到教師領導者的重要性，教師由下而上的草根力量逐漸形成動

能，帶動學校往前跑。 

在課程改革與發展之上，學校以領域層級為課程發展單位，參與學校課程發

展的領導人可能是校長、教務主任或是一個「決策單位」的領導群。每位參與人

員在課程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也隨著發展的階段有所變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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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2000）。這些「決策單位」的領導群可能具備正式職位或是具備領導潛能而

得到領導機會，包含課程發展委員會、學科召集人或是學校的任務性編組（陳君

武，2006），這些領域層級的課程領導群，正是中間領導的基礎單位（蔡宗河，2006）。

以下就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學研究會以及任務性編組的領導角色，進一步分析三

者與學校中間領導的關係和影響： 

一、 課程發展委員會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中明訂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透過組織

結構的分化，讓學校全體成員共同參與學校的經營，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

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各科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社區代表等，必要

時得聘請學者專家、學生代表列席諮詢。依學校經營理念自行規劃學校課程計畫、

安排選修課程（教育部，2012）。學校課程委員會是學校革新的樞紐，是溝通課

程發展、教學究之場所，提供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共享意見、溝通、分享的

機會（陳君武，2006）。 

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產生，是發揮教師課程專業自主，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的起點，同時也意味著學校組織結構的重整（restructuring）與決策權力的下

放，是學校本位發展下的一種新型態組織結構（林津治，2001）。改變以往行政

單位主掌學校事務的情況，擴大教師參與學校決策的機會，學校成員共同分擔

課程實務的權與則，將過去「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轉化為扁平的參與式結構

（甄曉蘭、簡良平，2002）。學校整體的課程計畫是全校性的功能編組，需仰賴

教師團隊的參與、規劃，俾能建構出符合學校願景、學生需求、家長期望的課

程。因此學校在課程發展上，須以課程發展委員會作為配套支持。 

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依各校經營之特色，並沒有固定的模式，甄

曉蘭（2002）提出課程發展委員會任務重點應包括：（1）擬定學校課程願景與特

色；（2）擬定學校課程總體計畫與整體架構；（3）評鑑與選用教學教材；（4）

調整現有教學材料；（5）研發新的教學材料；（6）確定各年級學習課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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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決定課程統整的程度與作法；（8）決定彈性時間的應用；（9）定期視導與

協助學校課程的實施；（10）評鑑課程的實施成效。可知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的

工作內涵，大致上可以分成學校課程的規劃、研擬教學時數、學校課程計畫審

定、教師自編教科書的審查以及課程評鑑五大面向。雖多以課程與教學發展為

主，但在處理課程與教學的相關事宜中，勢必會涉及學校行政、學生學習、各

處室之間的溝通、校務願景等，因此課程發展委員會對於學校經營與管理存在

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攸關學校經營效能（教育部，2005）。 

學校層級的課程組織運作，需要打破行政與教師以及教師之間壁壘分明的文

化，透過團隊合作，納入團隊運作的脈絡，以團體決定的方式進行任務的分配與

籌劃（簡良平，2003）。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運作是一種民主機制的團體互動模式，

團體中的每位成員都有權力去處理問題，對話中所有的聲音有等同的權力（黃乃

熒，2002）。透過分權的方式，擴大學校成員間的聯繫層面，強化學校中間人員在

領導層面上的角色，讓不同職位的同僚，都有自己決定施展的空間。團隊互動的

過程，建立共同的文化，鼓勵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有效地協助學校推展學校本位

的課程設計與實踐（甄曉蘭、鍾靜，2002）。良好的交流緩解學科領域、不同部門

之間的隔閡，利害關係人都能為自己和組織發聲，使集體的智慧能大於個人智慧

的總和（許振家、翁福元，2014）。而團隊互動所展現的領導力正是中間領導的實

踐。 

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設立，課程決定權的轉移，促使教師在行動實踐的過程增

益教師的專業知能與專業權能感（甄曉蘭、簡良平，2002）。惟，學校課程委員會

的有效運作還需仰賴學校文化的塑造、行政支持、教師領導能力的培養，避免課

程發展委員會流於形式，其困境來源多源自教師的態度、傳統科層體制的束縛。 

二、 教學研究會 

學校當中各個層級的人員對於學校經營都是重要的，今日在課程改革的推波

助瀾之下，促使學校教師必須參與學校領導與決策。因此在課程發展組織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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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校「教學研究會」組織，作為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強力後盾，擴大教師參與

學校領導實務（教育部，2005）。教育部亦明訂，普通高級中學各領域課程發展

應建置領域內不同學科間、跨領域間相互檢視及對話之機制，落實領域內學科、

領域間課程綱要內容之相互統整。其中，依據《高級中學法》規定教學研究會得

設學科召集人一人，擔任學科召集人之教師，得減少授課時數。工作任務方面，

學科召集人除擔任行政聯繫與科內意見統整之角色，應兼負教研會工作任務之帶

動角色，帶領教師聚焦於學生學習，幫助教師同儕專業發展（臺北市教育局，

2013）。 

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中亦指出學校本位課程之規劃，應經由科教學研究會、

群課程研究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等程序，以完備課程發展程序與凝聚共識。為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學校應成立一般科目（或領域）及各科別之教學研究會，由

其專任教師組成之；如有同群二科別（含）以上，則應組成群課程研究會，成員

包含同群之各科別專任教師，由同群之科主任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以規劃、統

整群科課程科目及教學資源。就課程發展、教學研究、學生學習及專業發展持續

研究精進（教育部，2014）。 

歐用生（1999）指出學科召集人的重要性，提出召集人的三項功能，分別是：

（1）召集人有助於克服成員之間的溝通障礙，並且激發深化討論的過程。召集人

要均衡權威和影響力，充分營造團體內開方、溝通、討論的空間；（2） 預測課程

具體的、實際的實施。擬訂課程目標和法則，負責指引教師；（3） 建立共同願景，

使組織內部價值明確化，並具體化為學校和課程的目標。葉明華（2000）認為學

科領域召集人是學校課程發展與改革的核心人物，其重要性在於可以促進成員的

認同與投入，課程方案可藉由團隊的整合與協調，產生以有效運作的發展機制。

不論是對召集人的任務要求或是教師的義務參與，教師增強領導和視導的素養和

態度，具備課程設計能力，承擔責任並實際參與課程發展工作（歐用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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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會的設立，逐步發展成為學校教師的對話機制、加強教師對課程綱

要及學習領域內涵的瞭解，建立起專業合作文化，增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之效率，

提升了學校組織的效能。其中學科召集人的角色，由上述學科召集人之工作任務

可知，學科召集人在學校組織當中的角色不僅僅只是管理者，負責行政事宜，更

是連結行政與教師的溝通橋樑，凝聚組織向心力與共享願景，並且協助團體內同

儕的專業發展，具備中間領導者的特性，是中間領導的最佳實踐。學科召集人屬

於課程改革的基層，也是中級單位。就前者而言，學科召集人是學校課程發展能

否成功的重要基石；就後者而言，學科召集人銜接上級單位和一般教師，可以分

擔課程領導的工作（蔡宗河，2005）。雖然教師領導在我國尚未受到廣泛關注，教

師領導意識也尚未完全發展，但學校在實際中亦存在著教師領導概念的領導者，

如學年主任、學科召集人等。 

三、 其他任務性編組 

中間領導的實踐，亦可透過學校組織再造，組織分工的模式改變，授權分工，

提高其他層級人員參與學校決策的機會。依照學校發展的目標與需求，組織任務

導向的領導團隊，負責校務的計畫、實施與評鑑，提升學校效能。 

《學校教育法》頒布後，高中以下學校享有更自由的教育空間，提升了學校

組織的彈性，學校校務會議能在預算範圍內決定學校組織章程，並自行在基本組

織架構上變更或設置其他學校單位。《高級中學法》亦賦予學校組織設計更大的彈

性，學校得依校務發展設置功能性委員會。2001 年教育部頒布《國立高級中學組

織規程及員額編制擬定暨審查原則》，賦予高中學校得權衡學校的需求及發展目標，

調整學校組織架構。學校除了擁有組織再造之行政權，有時亦透過任務性編組成

立社群或核心發展小組等，協助學校多元經營與管理。 

透過學校組織的重新設計、內部權力的重新分配，重塑學校成員新觀念和價

值，強化教師參與校務決定權，建立學校組織運作新機制，轉化學校新的經營型

態。任務導向的組織架構、跨功能部門，以工作小組為基礎的團隊，能提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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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導向、整合性和系統性，更是促進學校永續發展的動力。 

對於國內學校來說，中間領導團隊是學校實際負責課程與教學規劃及發展最

重要的組織團體，地位及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陳世修，2004）。對於學校課程發

展來說，學校課程的實施及精緻的成果展現，需仰賴關鍵性的領導者，而這位領

導者多半非由上而下的校長或是上級行政單位人員，而是負責學習領域課程召集

工作的教師（韓桂英，2008）。 

不論是課程發展委員會、各領域教學研究會亦或是學校核心發展小組皆是發

揮教師課程專業自主及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重要關鍵，課程發展委員會與

學校各層級組織間的良好運作與定位，會影響彼此之間互動與發展，課程發展

委員會與教學研究會在學校組織中的定位以圖 2-3 表示： 

 

圖 2-3 課程發展委員會在學校組織架構之定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定位，依學校本位經營之特色，其定位及與各校內

相關運作機制關係並無固定之模式，但是單位之間的互動、溝通、定位及運作

模式會影響到校務決策的過程及效果，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如今台灣的教育環境正面臨課程改革的轉捩點，課程改革的成功與否，需要

學校組織的支持與全體成員的參與。學校人員從校長、主任、學科召集人、社群

領導人到教師，各個都是課程改革中的領導關鍵角色。綜觀現今學校中有關課程

發展的組織結構，可以看出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及各領域教學研究會的關鍵作用。

在人員任用方面，更多教師直接參與學校決策的過程；在工作任務方面，教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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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進行教學之外，尚需參與課程的研發與設計，承擔教學責任。尤其學科召集人，

在統合學科教學研究會時，亦展現領導的精神。 

參、 台灣中間領導發展之相關計畫 

一、 競爭型計畫之資源挹注 

如上節所述，外國中間領導的發展逐漸受到政府層級的重視，不論是由政府

上而下的推行或是與學術機構合作，提供中間領導者專業發展的機會。反觀國內，

歷經教育改革的鬆綁風潮、教師自主度提升，為分散領導、教師領導、課程領導、

中間領導的發展提供了適合的空間（林子斌，2013）。 

政府為形塑政策實踐之有效路徑，亦透過資源挹注、推行相關競爭型計畫，

如高瞻計畫、高中優質化、領先計畫等，促發各高中團隊持續精進能量，中間領

導因計畫方案而得以發展。 

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出於 2006 年推行第一期高瞻計畫，藉由高中職

與大學合作，進行科學教材與創新教學的研發。希望透過由下而上的課程研發過

程，由學校教師發展創新課程，向國科會提出實驗計畫，培養各校發展校本特色

課程之能力。經過 2011 年第二期，以及 2016 年啟動第三期高瞻計畫，鼓勵國高

中研發跨學科特色課程。這種由下而上的課程研發過程，促使學校教師參與課程

設計，改變教學模式，教師不再只是課堂中的領導者，必須跨學科協同合作，參

與校本層級的事務決策，發展為潛在的中間領導者。 

教育部為回應全球化人才培育的改革需求、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協助學校課

程發展以落實十二年國教之穩定發展，2007 年起推動高中優質化計畫，以學校課

程、教學、學生、社區資源為基礎，根據申請學校所提之計畫書，鼓勵及獎助各

校發展傳統、創新之特色。因此，藉由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學校須根據方案指

標規劃發展學校特色，自行撰寫計畫，發展學校本位管理，促進學校管理動能。

其中，為因應教師為主導的革新需求，優質化計畫第二期的以發展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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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機制，擴大教師角色參與，培育教師中間領導者（陳佩英、高嘉徽、應尹

甄，2012）。 

此外，在達成高中職均質化及優質化後，為激勵高中職課程與教學研發，提

升教師專業發展，提升學生學習成果，臺北市自 2013 年起推動「高中職領先計畫」，

提供 5 年 6 億的課程發展競爭型經費，各校依照校內課程與教學特色發展的需求，

提報課程計畫，經審查通過後，可獲得經費挹注。領先計畫要求學校推動全校必

修或必選之校本課程，活絡教學研究會、教師社群進行專業研討。因此，學校一

旦決定參與領先計畫，必須了解學校發展的條件，並且建構學校課程設計以及教

學實務的規劃。學校從上至下，啟動改革創新的動能，發展校本課程，教師參與

學校決策過程，專業社群隨之發展，啟動專業發展動能，滋潤了中間領導的發展。 

二、 專業發展之增能培訓 

在人才發展與培育上，目前雖尚未有由中央直接推行的中間領導者發展計畫，

但是相關計畫如教師培訓計畫、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亦提升了教師領導的技能，

啟發教師推動課程改革的動能，雖然表面上並非推行中間領導發展，然實質上有

培育中間領導者之意義。教師透過相關計畫或是參與社群，逐漸發展領導能力與

意願，成為潛在的學校中間領導者。教育部透過講座、案例專題研究、成效評估

等多元課程，研擬學校課程領導專業知能培訓計畫，對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

長、教師辦理專業成長研習課程，期望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者具備課程領導、課

程發展與實施、課程評鑑等能力。尤其十二年國教甫上路，教育部亦積極進行政

策的宣導，透過說明會、教務主任會議等場合，宣導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的設

計與轉化。 

除了校長、主任、組長等行政人員的培訓外，由於課程改革需仰賴教育系統、

學校、教師彼此之間如齒輪班運轉，其中課程的改革更是根基於教師。因此，學

校教師的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教師的課程意識與課程領導、教師專業社群的發

展是課程成功改革的中堅力量。教育部為此具體規劃和推動教師增能，推動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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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會議，各縣市近幾年也都積極推動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吳俊憲、蔡淑芬、吳錦惠，2015），希望結合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孫志麟，2010）。由此可見，政府欲透過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培育教師領導技能、發展專業知能，意即學校中間領導者

的培育。 

綜合上述，我國在教育改革的發展上期望納入更多教師，一同參與學校經營。

因此在未來施政重點上也強調教師的增能，政府期望透過培訓、研習或提倡學習

社群的方式，鼓勵學校中間領導者的專業發展，支持中間領導的展開。 

肆、 小結 

儘管中間領導在國內尚未受到廣泛的注意，但是由上述可知，國內學校不論

是對中間領導需求以及發展皆已展開。以學校對中間領導的需求來說，隨著教育

鬆綁，學校在自主管理以及永續經營的目標之下，需要的是學校成員的共同參與，

尤其是位於組織中層的領導教師，是學校革新的動力，學校需要的不單單只是教

師參與領導及領導權力的分散，更強調教師的領導認知與意願，發揮影響力，透

過分工、協作，完成課程改革的任務；以學校中間領導的發展趨勢來說，教育部

早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實施要點中就提出學校須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學

習領域小組並設置領域召集人，在立意上已具有中間領導的意涵。到今日，許多

學校為發展校本課程，組織任務性編組的核心領導團隊，期望能增進學校課程發

展之效率與品質，在實質上確實已具備中間領導的意義。 

新課綱頒布後，學校需要進行課綱轉化與課程的改革，亟需專業教師參與決

策與領導，帶動組織的改革動能，其承上啟下的角色功能，對上參與校務決策，

對下傳遞資訊。將課程改革視為責任而非義務，在限度內，發揮所長，帶領組織

創新與改革。 

然而，中間領導的執行深受環境的影響（Bennett et al., 2003），由於我國過去

沒有相關的課程領導事務，教師普遍不認為自己是領導者（Barth, 1990），承接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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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職務的意願也偏低。準此，學校未來在中間領導的發展上，尚須透過文化再造，

實質地將領導權力賦予中間領導者，且學校內的每一成員都應該要體認學校在領

導與經營上的轉變，發揮所長，群策群力（歐用生，1999），朝向學校願景，教育

的本質共同努力，亦是本研究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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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探討高中在課程轉化的脈絡之下，學校中間領導之實踐情形。探究領

導團隊成員的組成、認知分享、分工以及改革成效。研究者乃根據研究目的與問

題，進行相關蒐集文獻後逐漸形成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方式。本

章將針對研究設計與實施方式，分為五節探討。第一節說明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

法；第二節介紹研究對象；第三節描述研究程序；第四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第

五節說明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取個案研究之研究途徑。參閱相關文獻後發現過去研究多以量化研

究法為主，探討學校領導與各個變項間的相關性。缺乏對教育現場人、事、物、

情境的互動有更深入探討。個案研究法是有界限系統的研究，側重研究對象在特

定情境脈絡下的「過程」或「意義」（阮光勛，2014），重視研究對象的獨特性，

進行意義的詮釋與分析，整體有意義地呈現真實脈絡中的動態狀態，也特別適用

於新研究主題的領域或是未曾有許多人研究過的研究問題（Eisenhardt, 1989）。 

Teddlie 和 Yu（2007）主張特別的個案選取，個案本身是最重要的，研究的情

境與主題必需具備研究的必要性與意義。個案研究大多是屬探索性研究，蒐集多

方資料，探究環境脈絡下現象為何發生（why），又如何為（how），研究者不對行

為事件加以控制，而是著重在深入了解個案的現象與脈絡獲得詳細的理解，並且

真實呈現該樣貌，以作為決策和判斷相類似事物的主要參考。簡言之，個案研究

注重的是過程而非結果，強調的是情境脈絡而非特定變項（林佩璇，2000）。  

由於本研究旨在了解在特殊情境脈絡下，學校中間領導者如何進行課綱轉化

與課程改革。由此可知，本研究欲了解的是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態的結果；研究

者欲了解真實的脈絡意義，強調的是深度分析個案學校所處的特殊脈絡與情形，

並非訴求研究結果的概括性或推論性。而此複雜的過程，需要依靠深度的探究來

解釋現象，因此本研究僅選取單一個案學校進行深度的描繪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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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科、王智弘（2014）指出個案研究法研究步驟可分成下列五項，分別是：

（1）敘述目標：包括研究的對象及其特徵、關係與歷程；（2）設計研究的途徑：

研究單位如何選取，及資料來源與收集方法；（3）蒐集資料；（4）組織資料：統

合成完整結構的研究單位；（5）撰寫結果報告並討論其重要性。 

在資料來源與蒐集方面，由於個案研究對象常是複雜的脈絡理解，強調的是

深度、重質量的研究過程，有必要透過多重證據來原來支持。Yin（1994）認為個

案研究係透過多種來源的證據，對現狀加以調查、比對與組合，蒐集資料的主要

來源有六項，分別是文件應用、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人工製

品（Yin, 2009）。故，參酌研究者之時間與能力限制，本研究欲透過訪談、觀察、

資料分析等多重研究策略，以訪談為主，觀察、資料分析為輔，進行描述、分析

與詮釋。以下茲就三種研究方法加以說明： 

壹、 訪談 

透過訪談之過程，可以了解受訪者的觀念、信仰、意見與看法，同時提供研

究者與研究對象對話的機會，確認了解的程度，並擴展問題層次（林佩璇，2000）。

本研究為了解在學校在課程改革脈絡之下採用中間領導的策略與作為，由於領導

是動態、多元的權力互動過程，人、物與情境互相影響，過程與影響因素複雜。

因此，本研究欲透過訪談，希冀能夠了解當事人的觀點、感受，訪談校長、行政

人員、教師等相關人員，建構出完整的研究資訊，描繪出中間領導的實踐過程。 

研究者依據事前蒐集相關文獻資料，擬出訪談大綱架構之後，事前透過 email

與受訪者聯絡，將訪談大綱寄予受訪者參閱，並尋求受訪者的同意。在訪問現場

先徵求受訪者同意錄音、及時筆記並簽屬訪談同意書。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法，

隨著訪談大綱途中受訪者的情緒、談話內容適時地延續並延伸話題，以較具彈性

的方式訪談。訪談結束後將訪談內容繕打成逐字稿，並進行質性分析，歸納並繪

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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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觀察 

本研究採取直接觀察法，研究者實地觀察個案研究的場所。隨著研究現象的

自然發展，加以紀錄分析，研究者採局外人的身分，不參與團體組織的互動。觀

察了解領導理念的實際實踐情形，包括授權教師參與領導的情形、教師的作為與

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觀察場域主要集中在學校核心小組會議、課發會、相關研

習、及教師社群時間上，觀察教師在會議上扮演的中間領導角色與理念實踐。個

案研究強調研究者以客觀的立場，在不影響被研究者的情況下客觀了解研究對象

並如實描述研究情境（丁雪茵、鄭伯壎、任金剛，1996）。研究者依研究現象，如

實紀錄並彙整，與多方研究資料進行交叉比對，增加資料可信度。 

參、 文件分析 

個案研究須對研究環境脈絡深入地了解，因此透過相關文件蒐集與分析提供

研究者更完整的訊息，為其他的資料來源提供佐證（王文科、王智弘，2014），以

補充訪談、觀察的不足，有助於瞭解情境脈絡。研究者將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

資料，如會議紀錄、校務發展計畫書、活動資料等，並與訪談、觀察結果進行交

叉比對，建構出研究結果。 

 個案研究法之特性在於深入式的探究、重視脈絡的觀察、建立理論，注重個

案的特殊性、整體性，用描述性的方式，充分運用所蒐集來的資料，深度理解並

詮釋，歸納事件的關係，期望對於現象的再瞭解與啟發。深入了解與詮釋個案學

校實踐中間領導的過程及其背後的意義，是探究一動態的過程，而非進行統計比

較，或創造代表性樣本。再者，國內對於中間領導的研究尚且不多，實證研究更

是缺乏，因此本研究選取個案研究法，多方蒐集資料、分析，藉以清楚理解理論

與實踐的具體環境背景、實踐過程及方法。希冀能描繪出學校時間中間領導的過

程，印證理論的可行性或完整性，選取個案研究法是較為適宜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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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台北市一所高中作為研究對象，以下針對選取個案

學校之原因以及研究對象之背景進一步論述。 

壹、 個案學校背景介紹與選取之緣由 

本研究選取之個案學校係台北市一所公立高中，為顧及研究倫理，以下將個

案高中化名為「恆遠高中」。恆遠高中創建於 1945 年，迄今已有 70 餘年的歷史。

恆遠高中占地兩萬三千餘坪，校地遼闊、綠意盎然，且鄰近捷運站，交通便利、

設備齊全，學生來源多來自社區國中，為一所社區型的公立高中。 

目前學校設有普通班 54 班，體育班 3 班，英文資優班 3 班，美術班 3 班， 舞

蹈班 3 班，音樂班 3 班，身心障礙資源班 1 班，合計 70 班，學生數共計 2381 人。

師資部分，教師具備研究所以上學歷者佔 70%以上，且大多為年資 11 年以上之教

師，教學經驗豐富，教師在課程設計、教學能力、教材製作等競賽中皆有傑出表

現，顯示出該校教師在課程與教學專業上，亦獲得政府的肯定。恆遠高中教師在

校長的帶領下，教師對於學校的願景有一致的認同，在教師教學上以及課程規劃

上願意作大膽的嘗試。  

隨著新校長上任，恆遠高中自 98 學年度起，將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

習三大主軸，放在校務發展的核心位置，至今累積豐富的課程發展及教學成果。

99 學年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學科教師社群投入創新課程的實驗計畫，陸續

在學校特色課程營造面向努力，推出跨學科、領域之特色課程，現階段已有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的前導經驗與實作成果。此外，在十二年國教的推動之下，恆遠高

中參與許多競爭型計畫，如優質化、高瞻計畫、領先計畫等，起因於這些計畫的

資源挹注，從規劃到啟動全面性的課程與教學改革，教師持續性的參與學校課程

創新，自主發展計畫。 

在課程發展的歷程上，恆遠高中自 98 學年度起強化課發會功能，學科間開始

對話，99 學年度申請高中優質化計畫通過，教師開始自主發展計畫。101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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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核心工作小組負責課程的計畫與資訊的傳遞，並持續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啟動共同備課，營造開放觀課的文化。而後通過領先計畫，校內推動校本課程發

展，透過研習、工作坊、讀書會等場合，集結學校核心小組成員、各科代表，重

新理解課程設計，增能課程發展核心工作小組成員，教師形成專業社群，共同發

展課程。至 103 學年度恆遠高中的校本課程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規模，並且開始

實施「英文必修課程分級教學」、「探索式全校跑班選修課程」、發展學校總體課程。

在課程發展上，恆遠高中依據校內各學科教師票選出來的核心品格及六大心智習

性為原則發展校本課程，凝聚學校共識，逐步發展學校總體課程架構（圖 3-1）。 

 

 
圖 3-1 恆遠高中課程設計核心理念工具圖 

資料來源：恆遠高中 

課程發展成果上，恆遠高中針對學生學習需求、教育改革的要求，逐步推動

各學科的課程再設計。透過組織教師團隊與行政團隊，來回溝通對話，精煉出學

校的願景與課程架構，發展未來課程藍圖，規劃出 103 學年度學生課程地圖。恆

遠高中在 103 學年度課程地圖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學生可以自主選修；高二高三

打破班級制，朝向一生一課表的理想操作，每個學生因選擇不同，課程時間排列

組合亦不同，課表呈現個人選擇的特色。如今，恆遠高中持續推動校本課程的發

展，自 104 年起透過前導學校計畫以及其他競爭型計畫，發展 104 到 106 學年度

校本課程地圖（圖 3-2），逐年修正學校總體課程，為 107 課綱進行試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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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恆遠高中 104-106 入學學生課程地圖 

資料來源：恆遠高中 

隨著 107 課綱即將上路，新課綱在目標、結構與實施上都與舊有課綱有很大

的不同。為了因應 107 課綱，恆遠高中已早先一步啟動 107 學年度課程架構、課

程內容的討論與設計，希冀屆時能達成對課程的新期望。因此，恆遠高中決定於

105 年針對高一新生開辦高中課程先修營隊，試跑 107 課綱，不分必修、選修所有

科目均開放選讀，開放學生自主選課，學生亦可以個人為單位，選擇最後一周的

學習活動安排彈性學習時間，課程理想趨近於「一生一課表」的課程模型。 

本研究旨在分析課程轉化過程中，中間領導的實踐過程，以上均顯示恆遠高

中致力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以及課程的創新。此外，由於過去有訪談恆遠高中校

長的機緣，得知恆遠高中校長積極推動學校中間領導團隊的發展，而該校教師確

實在課程發展計畫中，發揮了策劃、推動與執行的功能，加上研究對象學校課程

創新成果豐碩，是許多國高中亟欲模仿、學習及合作的對象。此外，恆遠高中的

所舉辦之 105 年暑假高一新生先修營，可說是未來 107 課綱的課程實驗計畫，此

計畫之執行之規劃與實施，是中間領導的展現。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所選定之

研究對象完全符合本研究之研究目標，故選取恆遠高中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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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恆遠高中發展學校中間領導的過程、互動關係及影響因素。考

慮到課程發展核心工作小組成員、課發會委員、學科召集人、社群領召以及相關

行政人員，是學校課程改革與發展的主要推手，較能描繪中間領導團隊實際運作

的狀況，故以具備課發委員、社群領召經驗之教師、核心工作小組成員以及與課

程發展規劃密切的行政人員為主要訪談對象。此外，中間領導的實踐有賴於校長

的推動，因此選擇校長作為訪談對象之一，期望了解校長對於中間領導的實際作

為與影響因素。恆遠高中校長於 2009 年 8 月接掌恆遠高中，今年邁入第八年，對

於學校的領導、與學校人員、教師間的關係經過數年經營，已建立相當程度的信

任關係。然而，面臨即將任期屆滿，校長積極推動校內中間教師的領導能力，希

望學校未來能持續推動當前的改革計畫，當中所運用的策略、遭遇困難與解決辦

法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 

因此，本研究訪談對象包含 9 位教師、校長秘書、以及校長，上述人員皆為

參與恆遠高中課程改革的重要成員，現任或曾經擔任過社群領召、學科召集人、

課發委員、核心小組成員，或是參加課程實驗計畫之教師，並且隨情境不同，擔

任領導角色，共計 11 位受訪者。基於研究倫理，所有受訪者均如同上述作代碼處

理以匿名方式呈現。 

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節欲探討研究之程序，以下將研究規畫分為三大階段七步驟，三階段涵蓋

進入研究場域前的準備階段、研究階段、及蒐集、分析完研究資料後的研究完成

階段。當中再細分為七大步驟，分別是選定研究主題、文獻蒐集、確定研究對象

與研究方法、研究資料收集、整理與分析資料、提出研究結果與建議，最後完成

論文。詳細內容如下所述： 

 

 

 



80 

 

壹、 準備階段 

此階段在確定研究主題、研究目的以及選定研究對象，並且進行文獻蒐集與

閱讀，並持續回頭檢視文獻與研究目的之間的關聯性。本階段大抵包含選定研究

主題、文獻蒐集與閱讀、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以及進行先導研究與擬定研

究計畫。 

一、 選定研究主題 

首先針對研究興趣尋找研究主題，廣泛閱讀文獻資料，在文獻閱讀過程中，

對於中間領導、教師領導以及領導實踐的過程等方面的研究主題較感興趣，逐步

釐清研究方向，由研究意識發展出研究主題。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確認研究主題

之意義，聚焦研究主題，提升研究聚焦度以及可執行性。 

二、 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確定研究主題之後選定研究方法，比對研究所欲研究之目的與對象，選擇臺

北市恆遠高中做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思索研究問題與方法，持續閱讀文獻資料，

以利未來進入研究現場後，有較完備的理論基礎，以及清楚研究方向。 

三、 進行先導研究與擬定研究計畫 

 在指導教授協助之下，研究者得以在確定研究方向後，於 2015 年 10 月即

進入個案高中進行先導（pilot）個案研究，有助於研究者確認正式進行資料蒐集之

內容與程序，澄清研究設計與概念。在正式進入研究階段之前，共進行了五次的

田野觀察，並於事後整理成觀察記錄，研究者更進一步了解個案高中核心小組的

運作方式以及會議中成員的互動關係與溝通方式，亦是未來研究的重要資訊來

源。 

貳、 研究階段 

本階段實際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資料的收集、觀察與訪談，立即紀錄與整理資

料，以利日後能有效地進行分析。此階段大抵包含進入現場蒐集資料、整理與分

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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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資料收集 

個案研究強調對於研究對象脈絡環境的了解與詮釋，因此文件分析有助於研

究者瞭解上述所需資料。在資料蒐集上，本階段研究者蒐集閱讀個案學校相關文

件如：競爭型計畫報告、學校官方網站上學校特色課程發展執行情形，取得學校

課程發展概況，作為文獻分析的依據。由於研究者加入指導教授之相關計畫研究

小組，因此在進入實地研究前，得以進入現場進行先導研究。經由指導教授的引

薦，研究者已徵得恆遠高中的同意，並透過校長引薦，聯繫相關受訪教師、人員，

參與相關會議與活動，包括核心小組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小組會議及教師研習

會議等場合，紀錄觀察到有關研究主題之現象，詳實記錄成筆記，以作為未來研

究分析參考。訪談部分，進入研究現場之前先取得受訪者之同意，並與受訪者維

持良好關係，重視研究倫理。 

二、 整理與分析資料 

資料收集完畢之後，將編碼的訪談資料與觀察記錄、文件檔案進行交叉比對

與分析，在發現資料不齊全或有疑慮時，再次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資料的蒐集與現

象的釐清，並且隨時回顧文獻，予以佐證與釐清。 

參、 完成階段 

本階段針對分析資料結果撰寫研究結果與建議，呈現出完整的研究結果，完

成論文撰寫。將訪談資料、觀察記錄以及文件加以分析，描繪出中間領導理論與

實踐藍圖。 

綜合上述，本研究研究流程如圖 3-3 所示，經過選定研究主題、文獻蒐集閱讀、

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研究資料蒐集、資料整理分析、論文撰寫提出研究結

果與建議，最後完成論文。然而在進入研究現場進行資料蒐集到最後論文撰寫的

過程中，尚必須隨時閱讀文獻並隨時修改論文，以扣緊研究目的，提升論文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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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研究實施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壹、 資料整理與編碼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資料來源包含訪談、觀察以及文件蒐集。在徵得研究

對象同意後，使用錄音器材作為記錄輔助工具，訪談及觀察結束後，整理成逐字

稿及觀察紀錄，加以分析。以下進一步說明訪談資料、觀察紀錄以及文件檔案的

整理與編碼： 

一、 訪談資料 

研究者於訪談時取得受訪者同意，使用電子錄音器材將訪談過程轉錄為電子

檔，並且將檔案繕打成逐字稿。每份逐字稿上方標示訪談基本資料，包括訪談日

期、時間和地點以及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身分編碼等。逐字稿編碼方面，研究者

為確保資料的隱密性，所有受訪者皆匿名處理。如校長以「P1」表示；行政人員

以「A」表示，行文中以編碼加上職稱稱呼，如 A1 秘書。老師以「T」表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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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編號，如 T1 老師、T2 老師。逐字稿內容部分，以三欄表格方式整理，左欄為

代碼，中間欄為訪談內容，右欄則是對於受訪者情緒的描述、訪談內容的觀察、

感受或評析（如附錄一）。引用方面，如 1050331-T1 即代表 105 年 3 月 31 日，研

究者訪談 T1 老師的訪談內容。受訪者的個別資料彙整如下： 

 表 3-1 受訪者代碼與資料 

職稱 
身分 

代碼 

曾任 

職務 

訪談 

日期 

訪談 

地點 

訪談 

時間 

教師 T1 一般教師 105/09/12 學校 1 小時 

教師 T2 一般教師 105/09/12 學校 1 小時 

教師 T3 

課發委員 

社群領召 

核心小組成員 

105/09/12 學校 1 小時 

教師 T4 
課發委員 

核心小組成員 
105/10/12 學校 1 小時 

教師 T5 社群領召 105/10/05 學校 1 小時 

教師 T6 
核心小組 

課發委員 
105/10/11 學校 1.5 小時 

教師 T7 一般教師 105/09/12 學校 1 小時 

教師 T8 一般教師 105/09/12 學校 1 小時 

教師 T9 
課發委員 

核心小組成員 
105/09/12 學校 1 小時 

校長秘書 A1 

核心小組成員 

社群領召 

校長秘書 

105/10/06 學校 1 小時 

校長 P1 總召集人 105/10/14 學校 1 小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此外，為使引用逐字稿文意更為完整，研究者使用符號作為輔助，如表 3-2： 

 表 3-2 輔助訪談逐字稿符號意義表 

符號 意義 舉例 

… 代表省略的語句 
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有一些的

組織不斷地討論… 

OO 代表匿名處理 

工作坊或研習是我會跟 OO 老師

去設計，設計什麼樣子的活動式的

課程… 

[] 為使語句完整研究者補充的字句 以學習者為中心這件事情是重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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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校長的意識型態裡面，如果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這件事情是

重要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觀察記錄 

觀察記錄是將研究者將每次參與會議的觀察內容及省思整理成的觀察紀錄，

於觀察結束後，研究者盡快做成觀察記錄。每份上方標觀察記錄會標示觀察基本

資料，包含會議或活動主題、觀察日期、觀察時間、觀察地點、以及參與人數等。

茲將觀察時程依日期整理如下表 3-3。 

本研究之觀察內容以 107 課綱、新課程發展之相關會議、研習會為重點，觀

察教師之間以及與行政之間的互動關係、討論模式、決議過程等。由於核心工作

小組是恆遠高中課程發展之核心組織，因此本研究將以核心工作小組課程發展之

相關讀書會、會議、研習場域作為主要觀察場合。此外，為了解中間領導資訊傳

遞之效能，亦針對與 107 學年度課程發展相關之學科社群活動進行觀察。 

 表 3-3 觀察時程表 

觀察日期 編碼 觀察內容 

104/10/23 觀 1041023 第二次課程核心小組讀書會 

104/10/30 觀 1041030 第三次課程核心小組讀書會 

104/12/07 觀 1041207 英語科教師社群活動 

105/02/20 觀 1050220 104 學年度新課綱課程發展討論會 

105/04/15 觀 1050415-1 綜合小組會議 

105/04/15 觀 1050415-2 104 學年度課程核心小組委員會議 

105/05/11 觀 1050511 107 新課綱教師增能工作坊 

105/05/13 觀 1050513 104 學年度第五次課發會 

105/05/30 觀 1050530 暑期實驗計畫籌備會議 

105/06/03 觀 1050603 暑期實驗計畫籌備會議 

105/06/24 觀 1050624 104 學年度第六次課發會 

105/07/22 觀 1050722 暑期實驗計畫觀摩參訪 

105/10/14 觀 1051014 105 學年核心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正式觀察紀錄中，以三欄表格方式呈現，左欄是資料編碼，中間欄為會議

流程與觀察內容，右欄則是對於觀察情境的描述或研究者對於觀察的反思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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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錄一）。觀察記錄編碼方面，研究者依會議日期進行編碼，如「觀 1041031」

代表 104 年 10 月 31 日的會議紀錄。 

三、 文件檔案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件檔案，包含個案學校進行課程改革之相關背景與歷程簡

介、昔日會議記錄以及競爭型計畫的書面資料、學校課程規劃草案、行事曆以及

會議資料等。研究者分別將這些資料予以編號整理，以便日後資料的引用與分析。

在資料引用上，有關校內各類競爭型計畫書以及成果報告之相關文件，歸類為「文

A」，個別文件編碼為「文 A1-1」、「文 A1-2」，以此類推；恆遠高中校內會議資料、

期程表歸類為「文 B」；學校相關人員之文字紀錄歸類為「文 C」。 

 表 3-4 文件檔案編號之示例 

文件類別 文件內容 編碼 

競爭型計畫 高中優質化計劃書 文 A1-1 

會議資料 105 學年課發會年度工作計畫 文 B-3 

文字紀錄、手札 前導學校經驗分享 文 C-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最後，為明晰本研究資料編碼方式，將上述資料來源及整理方式，綜合整理

於下表 3-5 所示，說明各種編碼方式及其所代表之意義： 

表 3-5 資料編號綜合整理 

資料類別 資料編碼 意義 

訪談資料 1050331-T1 
105 年 3 月 31 號 T1 老師

的訪談內容。 

觀察記錄 觀 1041031 
104 年 10 月 31 日的會議

紀錄。 

文件檔案 
文 A-1 

（文 A1-1、文 A1-2） 
競爭型計畫之相關文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資料分析 

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是指將蒐集到的文字資料，提煉出其精華，建立為理論

的過程。張芬芬（2010）將質性研究資料分析分為五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文字

化」，即蒐集文字或產生文字，資料來源如觀察、 訪談、及文件分析等；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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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概念化」，即對文字賦予概念，再依概念的性質分門別類，形成概念系統；

第三階段是「命題化」，研究者對資料求同存異，發展出好命題，反映出資料的一

致性；第四階段是「圖表化」，讓資料綱舉目張；第五階段則是「理論化」，將研

究結果與理論相互印證。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根據文獻探討所發展出的理論架

構為資料蒐集的方向，資料蒐集完畢後，以系統性的方式，整理訪談逐字稿、觀

察紀錄以及相關文件檔案，並進行第二次編碼，透過開放式、關聯式、核心式登

陸，萃取出研究資料之表面現象，進一步依據理論架構，嘗試將主題概念歸類。

並繪製成概念架構圖，強化概念間的關聯性，清楚呈現資料間的相互關係。最後，

根據研究資料，與第二章文獻探討理論作相互印證。 

參、 資料信實度 

一、 三角檢證法 

本研究採取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來提高研究的信實度。三角檢測法係

指研究者在同一個研究中，結合多元研究方法、資料類型、理論，來進行三角交

叉檢驗，以確定資料來源、蒐集策略與理論架構的效度（Denzin, 1970）。Denzin

（1978）將三角檢證區分為四種類型，分別是：（1）「方法」的三角校正：採多種

蒐集資料的方法，檢核研究發現的一致性；（2）「來源」的三角校正：在同一資料

來源中，檢驗不同資料來源的一致性；（3）「分析者」的三角校正：以不同研究者

的角度審視研究發現；（4）「理論」的三角校正：引用多種觀點和理論研究、詮釋

資料（吳之儀、李奉儒譯，1995）。 

本研究在方法上，蒐集訪談、觀察、文件檔案等相關資料進行比對與交互檢

核；在研究來源上，獲取個人訪談資料後，亦透過其他受訪者的訪談問題間接驗

證訪談資料的真實性；在研究者方面，為增加研究信實度，避免個人觀念的偏頗，

故邀請指導教授以及研究所同窗，協助檢視研究內容，並對內容作指證與建議；

在理論上，經由交叉比對；最後，在理論方面則多方蒐集理論資料，作為校正資

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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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者的反思 

在研究者撰寫訪談或觀察分析時，皆有紀錄進行過程的情境及個人反思，並

且在分析資料時，再次思考當中詮釋觀點是否保持中立、客觀，在研究過程中亦

持續閱讀相關資料，減少個人主觀的判斷，以提升研究結果的客觀性與信實度。 

第五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法，牽涉到觀察人的行為或特質，藉以瞭解教育的現象

（林天祐，無日期），研究者需與被研究者互動與接觸，對於被研究者進行深度的

了解，因此應特別注意倫理規範，遵循研究倫理準則，以保障被研究者之權益與

確保研究之品質。對於研究人員應遵循的論理準則，大致包含尊重個人的意願、

確保個人隱私、遵守誠信原則、以及客觀分析與報告等項。於以下詳述之： 

壹、 尊重個人意願 

以人為對象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多少都會對研究對象的正常作息會造成

某種程度的干擾，基於保障個人的基本人權，任何被選為研究對象的個人，都有

拒絕接受的權利。因此在進行研究之前，研究者先向研究對象解釋研究動機、目

的，並取得研究對象同意後簽署同意書使得開始進行研究。研究過程中也會秉持

尊重當事人意願的原則，如當事人過程中感受到壓力或是不願意對外說明、拒絕

錄音或是要求停止研究，研究者會遵行研究對象之意願停止研究。 

貳、 確保個人隱私 

    為保障研究對象之個人隱私及興趣特質，本研究所涉及關於個人隱私部分，

均遵守匿名及私密性原則，透過資料整理的方式，如學校名稱、受訪對象、課程

名稱等容易判別之對象，均採取匿名以及編碼方式處理，做到確保個人隱私原則。 

參、 遵守誠信原則 

研究過程恪守誠信原則，誠信原則規範強調不隱瞞研究目的及身分，若依研

究需要不可避免使用隱瞞途徑，應於事後告知研究對象。本研究事前皆會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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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表明研究目的、動機及資料使用方式，避免讓研究對象有受騙的感覺影響到

研究結果。事後進行資料分析與應用時，也確保資料絕不外流。 

肆、 信實分析與報告 

包括研究結果的分析與結果呈現兩項，以確保讀者的相關權益。在結果分析

方面，研究者秉持忠實呈現的立場，僅對事件作如實的敘述，進行分析，不預設

立場與評判，不刻意排除負面以及非預期的研究資料，旨在真實呈現研究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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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一所個案高中在課程轉化的脈絡之下，如何透過中間領導，推動

校內課程改革與創新，消除學校行政與教學之間的鴻溝，當中的過程以及成效為

何。本章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文獻探討與資料收集結果，整理相關資料分

析與討論，以下共分成三節，第一節為恆遠高中課程轉化脈絡下之中間領導；第

二節探討恆遠高中中間領導之組織發展與深化；最後第三節恆遠高中中間領導之

角色意義與效益，根據研究資料，統整、描繪我國中間領導的發展樣貌，並進一

步分析恆遠高中實踐中間領導之策略與成效。 

第一節 恆遠高中課程轉化脈絡下之中間領導 

恆遠高中校長上任以來已邁入第八年，自 98 學年度起持續將課程發展、教師

教學、學生學習作為校務發展的三大主軸，並且建立「作為學生學習的贏家學校」

為學校願景，推動校內課程轉化與改革。檢視過去七年發現，恆遠高中在課程發

展上做出許多重大突破，累積了豐富的課程發展與創新教學成果。99 學年度通過

高中優質化計畫，建立學校願景及目標圖像，將 100 學年度設定為品格元年，致

力於推動學生品格力，由學生票選核心品格、校務會議全校教師票選心智習性，

共同發展學生圖像；101 學年度通過領先計畫；102 學年度完成 103 年 12 年國教

免試入學新生三年課程學習地圖；隨著 103 年頒布 107 課綱，顛覆過去傳統的教

育模式，嘗試朝向全面性的願景實踐與課程再造。以下將進一步說明恆遠高中課

程轉化之重要轉捩點及歷程。  

壹、 恆遠高中課程轉化之脈絡 

一、 回應外部教育改革之訴求 

近年來由於政治、經濟、社會快速變遷，受到全球化、少子女化、高齡化、

數位化以及全球暖化等國際化趨勢轉變，對於人才培育的改觀，衝擊各級教育。

如何培養未來公民，讓學生能夠適應 21 世紀的生活與工作，是目前許多國家、國

際組織都在探討的議題，包含學校整體教育理念、學校課程結構和教學方法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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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做出改變（教育部，2013）。未來人才培育的政策鼓勵學校教師捨棄傳統教學，

重新思考學生應具備的核心能力，成為各級教育的發展重點。 

台灣自 90 年代後以教育鬆綁進行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

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秉持延後分化與科目簡併原則，強調延後分流、減少

必修、增加選修科目，學生在選修科目上有較大的選擇性。同時，政府亦下放權

力，推動學校本位發展，學校得依學區、學生特性、學生學習需求規劃適性、特

色課程。此波課程改革強化學校專業自主與排課彈性，呼應延後分化及全人教育

的目標，預告了未來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 12 年國教）的走向。 

12 年國教的政策目標是希望基礎教育能夠擺脫過去偏重智育的升學主義，以

全人教育激發學生發展潛能和提供適性發展的機會與表現，以期提升國人整體素

質，培養學生具國際化、全球化所需的競爭與合作能力，奠定各類專業人才的軟

體建設（教育部，2013）。而對於 12 年國教課程綱要之訂定，受到國外教育思潮

對跨領域素養的重視以及未來趨勢影響，新課綱的改革方向大抵回應上述全球化

的社會發展，符應世界教育發展趨勢。對於未來人才的預設不僅限於學科知識，

還包括跨領域的通用能力，並能應用於生活情境。因此，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總綱（以下簡稱 107 課綱）強調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重視跨領域素養的養成、

學生知識統整、動手操作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以適應現代生活與面對未來挑戰，

所應具備之知識、技能與態度。 

二、 回應內部學校組織困境與挑戰 

回顧校長就任的百日報告書，98 學年度校長上任後，即刻掃描校內環境並確

認組織現況，定位學校發展的優勢、劣勢、機會與挑戰。由於恆遠高中屬於大型

學校，面對大環境對課程改革的需求，要讓全校所有成員達到願景共識，牽動到

許多班級和教師，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及精力，運用學校發展的策略，策略性地

重塑、開創、營造學校，建立分散領導模式，協同教師合作創新。經由環境掃描，

恆遠高中校長發現當時校園氛圍低迷，各領域教師之間彼此對立，相互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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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發會淪為教師爭奪課程時數的場合，學科之間彼此衝突，教師之間無法對話。

因著教育改革時機，校長意識到課程變革為學校發展的契機，重修教師之間的關

係，成為校長上任後面臨的第一項挑戰也是首要任務。同時，校長瞭解到校內教

師多數優質但缺乏自信以及合作的動機與意願，對未來發展方向沒有頭緒，學校

處於舊有的行政領導模式，難以展現積極性的團隊合作思維與行動。校長作為領

導的發動者，同時面對外部教育環境、政策的革新以及校內組織氛圍問題，從重

塑學校文化著手，建立溝通機制，再透過願景的佈畫，以「作為學生學習的贏家

學校」為願景，號召教師一同參與學校經營，鼓勵教師組成社群。校長運用各種

機會不斷說服教師，教師們展開了專業對話，透過外部資源的導入與挹注，教師

們開始參與競爭型計畫，同時發展教師團體動能，並且提升教師課程發展的能力，

開啟了學校課程轉化的大門。 

民國 100 年宣布 103 年正式實施 12 年國教，宣示未來課程與教學甚至是學校

組織都必須有所改變，學校面臨全校性的課程架構統整與再建構。在 12 年國教正

式實施的緩衝期間，政府亦不斷推出計畫型輔助方案，穩定推動 12 年國教。因此，

自 98 學年度至 102 學年度，重新營造學校組織動能以及參與各種計畫型課程規劃

與設計成為恆遠高中的發展重點。 

貳、 恆遠高中課程轉化之發展方向與路徑 

自 98 學年度起，恆遠高中的課程發展開始由校長及學校領導團隊發起，依循

學校的文化脈絡，了解學校的挑戰與機會，利用組織再造的策略與優勢，重修關

係、佈畫未來願景、利用計畫發展社群，打造穩定的、具備組織動能的學校，為

未來中間領導發展的基底。 

一、 組織再造：重修關係  

恆遠高中校長回顧過去學校生態時談到：「過去恆遠高中開行政會議的時候，眼睛

都不看對方的，因為他們就覺得趕快開完這個會議然後就好了」，當時學校氛圍是教師彼

此之間相互不信任，連同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開會時也是彼此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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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互不相讓，以至於課發會功能無法彰顯。因此，校長開始經營學校的共同文

化、發展共同語言，利用各種會議的場合，向教師們訴說學校發展的方向，並營

造出對話的空間，從根源解決問題，開啟教師們的對話機制，建立起學校的核心

價值，並宣布學校未來發展的三大面向，重建教師之間的信任關係，營造信任感。 

我們慢慢的經營這個會議的場合，變成是一個大家可以對話…慢慢地把這些障礙先去想

辦法排除掉。所以，剛開始的前一兩年確實花了很多的力氣在營造大家彼此的信任，那

個信任感要出來才有辦法對話。（1051014-P1） 

由此看來，恆遠高中之重大轉折始自新校長上任之後，對學校整體文化、氛

圍有了重大的影響與改變。校長就像一把鑰匙，開啟了未來八年來恆遠高中課程

轉化的大門。 

二、 佈畫未來：建立願景與共識 

面對教育環境變革，學生學習權重新定義，恆遠高中校長認為透過教師團隊

開展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才能達到學生本位的學習圖像及適性發展的目標。

而有效串連課發會、核心小組、教學研究會以及教師專業社群則必須仰賴共同語

言、持續對話機制的啟動。因此，透過校內不斷地進行專業對話與溝通，激盪想

法、建立共識，透過由內而外的系統思考模式，審視個人與組織的定位與目的，

思考變革的意義與目標。學校經由打開對話建立共識，確立學校目標，共同決定

學校未來發展方向與本位課程的架構脈絡。教師們開始相信 12 年國教為學校轉型

與改革帶來契機，未來有能力翻轉教育生態，共創台灣教育願景。負責領航的校

長對於未來課程改革的趨勢頗為認同，並點出課程改革之重點，她說：「這不是他們

[教師]例行性的工作，多出來的，那他們會想說:我們做這件事情是『符合』我們學校的核心價

值的，然後也對於學生本身是好的，與以學習者為中心這件事情是完全吻合的，那我又有能

力、經費又足夠，那我們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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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遠高中自 98 學年度起累積教師與行政團隊三年的努力，依據課綱理念以及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發展學校願景圖像（文 A5-1）。建立學校願景為透過探索、串

連、轉化三階段學生學習，欲培育兼備人文、科學與藝術的未來人才（圖 4-1）。 

 

圖 4-1 恆遠高中學校願景圖 

資料來源：恆遠高中 

從課程發展歷程來看，恆遠高中從學校願景出發，以創新課程設計為目的，

組織教師團隊與行政團隊，多次來回的討論與合作，創造團隊承諾，以終為使，

從目的出發，邁向願景（文 A5-1）。長期累積下來的對話、信任關係，讓教師有意

識地參與課程研發，並獲得價值與意義。101 學年度校務會議及各學科教師教學研

究會的討論，全校教師共識決選出學校的六個心智習性，貫穿全校課程發展與教

師教學，凝聚教師對於學校發展的願景與共識（文 A1-2）。加上 100 學年度由學生

票選出來的五大核心品格，恆遠高中以「作為學生學習的贏家學校」為核心價值，

產生了課程設計的核心願景圖，具體串聯了學校願景與課程發展（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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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恆遠高中課程設計核心理念工具圖 

資料來源：恆遠高中 

在確立明確的學校願景圖像之後，校長希望藉由凝聚學校成員的共識，建立

校本課程發展的核心價值「深耕五大核心品格，發展六大心智習性，推動親師生

學習共同體，建立學校本位課程架構，透過探索、串連、轉化的三年段學生學習，

培育人文、科學與藝術三兼備的未來人才」（文 A5-1）。共識串連起全校全體成員，

教師們對於學校的理念、目標、原則有了更清楚的概念。 

看到那個圖會比較知道說一些目標的方向，或是這個活動目前的口號是什麼，會有個大

概念這樣子。（1051012-T4） 

教師們認同學校的發展方向並且願意合作，學校成員以會談的方式進行討論，

溝通機制的建立搭起學校成員間的「信任」關係，在高度信任的關係下，教師能

勇於發言，以社群的模式共同面對課程挑戰。T2 教師回憶課程發展的歷程：「我

們比較會被對方說服，然後大家就一起往前走，那當然會是比較志同道合的老師」

（1050912-T2）。越來越多理念相近的老師，會自然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學習，

甚至是共同發展課程。 

校長利用各種場合不斷宣導、說服教師，讓教師願意一同承擔學校發展的責

任與任務，成員建立對學校的共同願景與使命，願意為了學校的價值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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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領導的老師都知道他們努力是因為學校是他們的，那他們努力是為了他們自己…我

不斷在各式各樣的場合告訴老師：「學生三年就走，校長四年就走，唯一會留在這邊的就

是你們，所以你們要確保這個學校的名聲、特色以及它為什麼存在的價值，而那個價值

就是你的價值。」（1051014-P1） 

對話後形成的「溝通約定」（陳佩英、焦傳金，2009）、各種討論的結果與產

出，扮演著分散性認知的角色，將原本鬆散的組織成員串連起來，形成一種共識。

在學校願景與學生學習圖像共識下，凝聚了教師們共同的理想，進而促成教師團

隊啟動改革的契機，召集更多有相同理想的教師，聚集形成社群，願意共同努力，

展開課程協作與教學創新的新歷程。 

三、 利用計畫發展社群 

為落實 12 年國教教育目標，教育部自 96 學年度起陸續推動高中職優質化、

均質化，優質認證制度來輔助學校提升辦學特色，發展學校本位管理。高中優質

化第三期程的特色領航計畫，讓學校聚焦於特色課程發展。另外包括科技部也推

出高瞻計畫、台北市有領先計畫後來更名為前瞻計畫、新北市則推出旗艦計畫，

激勵高中職課程與教學的研發，透過資源的挹注，發展活絡課程與教學。 

配合 99 課綱高中增加選修學分，訂定高一學生應有 8 學分的選修課，重視學

生主體及發展學校特色等變革，恆遠高中將課程發展定調為校務發展的主軸之一，

校長不斷提供多方資訊給校內教師，廣邀教師一同參與競爭型計畫。回顧推動校

內教師社群的發展歷程，校長不斷說服教師組成社群，並且引進計畫藉此吸引、

支持教師社群的發展。教師做為第一線的教學者，開始參與課程改革過程，創新

教學的設計。 

原來社群就已經存在的，我們就是支持他。然後看著他們的過程裡面就引進這個社群已

經開始在做的事情，就導引進競爭型的計劃進來。（105101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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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學年度起，恆遠高中開始透過校內課發會以及學科教師投入創新課程實

驗計畫，陸續在學校特色課程營造面向努力，推出跨學科、領域之特色課程（文

A5-1）。同時，恆遠高中於 99 學年度開始參與高中優質化計畫，之後陸續通過高

瞻計畫、領先計畫以及未來人才培育計畫等競爭型計畫。在競爭型計畫經費挹注

支持的催化之下，開啟了教師自主發展計畫之契機，競爭型計畫提供的資源與空

間，部分教師開始組成社群，參與課程計畫之撰寫與校務發展，共同研擬課程。

教師不再是單打獨鬥的個體，教師被鼓勵進行協同教學，透過社群的運作，共同

備課，嘗試突破、轉化新的課程並且活化教學。 

恆遠高中教師以團隊形式進行課程設計，具體呈現在教師社群數量逐年成長

（圖 4-3），從 98 學年度僅有 1 個自發性社群組成，99 學年度通過高中優質化第一

期三年計畫後，校內教師社群逐年增加。為回應課程發展的需求，解決教學現場

的問題，教師社群自發性的組織起來，也以專案形式發展主題式的課程（文 C-5）。

101 學年度通過高中優質化計畫第二期程以及高瞻計畫後，在各學科、領域召集人

的鼓勵之下，教師們以科別及社群為單位，踴躍參與計畫，發展前瞻性創新課程，

結合第一線教師，共同擬訂計畫方向與分工模式，培養教師專題研究課程的能力；

102 學年度通過領先計畫，以多元選修及社群發展為兩大主軸，社群數目因此擴增

至 11 個。學校在發展校本課程的背景之下，擴大跨領域社群開發設計課程，直至

104 學年度，運作中的社群總計共 16 個。 

 
圖 4-3 恆遠高中教師專業社群數量 

資料來源：依文件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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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回顧過去七年校內社群發展的過程，明顯感受到校內社群數量的成長「最

大的差別就是社群的數量變多了，他們本來不知道那樣是社群，現在他們知道這樣是社群」

（1051014-P1）。歷經 12 國教預備期及參與各種競爭型計畫，校內教師的關係有了

重大的突破，教師們開始合作，除了各領域社群外，更組織跨領域社群，表 4-1

為恆遠高中運作中的跨領域教師社群，利用每週共備時間進行課程的討論與發

展。 

表 4-1 恆遠高中跨領域社群一覽表 

教師社群 人數/人 

地理、歷史、公民 16 

國文、輔導、自然科 12 

物理、生物、化學、國文 10 

化學、物理、生物、地科 8 

資訊、歷史、地理、英文、特教 9 

歷史、地理、英文、特教 5 

資料來源：依文件內容整理 

同領域、跨領域教師社群的蓬勃發展，讓教師們開始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意義與運作模式，教師們建立起共同的情感支持，展開以協同學習為主的社群

進行專業對話，嘗試課程的設計與開發。98 至 101 學年度，恆遠高中在創新課程

實驗計畫上有了豐富的成果（表 4-2），發展一系列跨領域專題課程。由第一線教

師擔任實際計畫負責人，並且以教師社群團隊為基底，跨領域協同合作發展課程

（文 A2-1）。 

表 4-2 恆遠高中創新課程實驗計畫一覽表 

課程名稱（匿名） 起始年度 補助單位 教師團隊 

「在地文化」校本 

課程 
98 學年度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 

國文、地理、歷史、生

物、美術、舞蹈、音樂

跨領域教師社群 

「環境科學」課程 98 學年度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 
物理、化學、生物、地

科跨領域教師社群 

「資訊設計」專題 

課程 
99 學年度 國科會科教處高瞻計畫 資訊科教師社群 

「英語多元文化」設

計思考主題課程 
100 學年度 

教育局資訊專案暨教育

部國際教育 

國文、英語、歷史、地

理、美術領域教師社群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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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行動方案 101 學年度 
教育部顧問室未來人才

培育計畫 

特教、英語、歷史、地

理跨領域教師社群 

資料來源：依文件內容整理 

多元課程創新成果也呈現出恆遠高中教師社群的有效運作，同時也影響校內

其他教師，促成更多的老師願意一同參與課程發展。其中，創立環境科學專題課

程的 T6 老師回顧當初設立環境科學班的動機，指出「環科班它主要的成立當時我訂的

就是兩個方向，第一就是你要培養這個方向學生的專業人才，第二個就是讓老師能夠帶領專

業的課程…第一個那個課程已經有了，的二個老師也具有那種能力了，所以環科班那種實驗

教育就可以告一段落。」（1051011-T6）。可以看出，從 98 到 101 學年度當中，創新課

程實驗計畫的發展歷程成為恆遠高中啟動中間領導，進行課程改革的重要基石。 

針對此時期的發展重點「計畫型課程發展」及「教師社群」需求，恆遠高中規

畫辦理各項工作坊、讀書會、參訪、外部專家指導、專案計畫補助、行政團隊協

助，以課程發展為任務，進行一連串的增能活動，以期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導師班級經營知能、高中新課程系列研習，讓有需要發展課程的老師有足夠的能

量。99學年度起辦理教師「資訊素養成長計畫」，協助教師紀錄編輯數位教材，

提升教師應用資訊技巧於教學的意願（文A1-4）。此外，有鑑於學校以課程作為

變革目標，教師課程設計增能是學校發展的重要配套，自100學年度起規劃各式課

程設計工作坊，鼓勵教師參與校外研習活動，型塑組織共同語言，培養社群領導

者以及增能核心小組成員，引進專業帶領各學科社群致力研發選修課程或精進教

學方法。102學年度開始規畫探索式選修課程，導入專家資源，教師以逆向課程設

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教案格式統一課程發展架構，並鼓勵教師打開

教室、同儕公開觀課，教師形成專業社群，共同備課。在專業發展的引進過程中，

形成教師團隊，並建立願景、共識與行動。教師們彼此互相信任，並且仰賴這樣

的合作模式。統一的教案思考模式，建構起教師之間的分散性認知，透過工具使

課程能夠回應學校願景、理想，過程中亦強化教師領導責任，行政則做為支援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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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99學年度起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習，策動教師以團隊為基礎，讓

第一線教師團隊成為計畫發展的主力。透過競爭型計畫的補助，每年持續規劃「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建構與實踐」、「PLC工作坊研習」、「支持課程發展導向之教

師PLC計畫」，並運用教學研究會、校務會議、導師會議等場合，安排專題演講。

同時透過跨校優質化參訪活動，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方式運作，鼓勵教師夥伴學

習、互動交流（文A1-4），並將經費優先提供予願意改變的學科或社群團隊。此

外，恆遠高中校長透過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階、進階、行政、校本等四

個面向的工作坊研習，持續策動學校組織成員以社群方式投入學校變革（文A3-2）。

學科領域部分，自98學年度起，恆遠高中改變教學研究會方法，每學期召開兩次

教學研究會，並且安排專題講座活動，落實社群專業增能，鼓勵校內教師展開任

務為導向的教師專業社群；開發差異化教學之學科教材、評量與模式（文A2-1）。 

必要的時候我[校長]會引進這些東西，新的觀念的工作坊研習…那原來社群就已經存在的，

我們就是支持他，導引進競爭型的計劃進來。就他們本來就已經有想法，而且開始在做

了…恩我們就是提供他經費，然後就告訴他說這裡有計畫，你要不要加進來這樣子。

（1051014-P1） 

由此可知，恆遠高中自98學年度起在既有教師團隊的基礎之下，經由競爭型計

畫，以工作坊或讀書會的形式，推動教師組織教師社群，並引進學術單位及資源，

增能教師社群運作。自101學年度起，恆遠高中通過「以學習共同體為導向的專業

學習社群」計畫（文A5-1）。鼓勵、邀請教師加入計畫，強調營造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加強合作對話；發展學生為主教學模式；形塑共學分享校園氛圍。102學年

度起恆遠高中展開學習共同體讀書會並獲得日本參訪的機會，不同學科領域的老

師們相互的討論中，開始建立教師之間的學習共同體。 

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擴張，形成共同備課、開放觀課的文化。恆遠高中

透過社群集結教師，進行課程創新與活化，並安排公開觀課計畫，教師輪流於每次

社群研討時排定上台報告教學議題，其它社群老師在台下記錄並交流互動，致使社群成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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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成長（文A2-1）。就連原本沒有共備習慣與社群的學科，在學校的推動之下，也

漸漸願意開始共備、合作。103年數學科啟動共備，對於學校來說是很大的激勵，

校長表示：「發生了一點小小的改變是因為12年國教第一批的學生已經進來了，學生落差很

大，於是我不斷地跟他們溝通，溝通了...一個月當中開了三次會，第三次他們終於看到所有

學生的數字之後，他們就同意他們要一起備課」（1051014-P1）。社群、備課成為教師發

展課程的重要支柱與主軸，T5教師認為課程發展中最重要的就是社群共備的支

持： 

如果有社群的話我們老師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非常緊密的…社群的共備我覺得會讓我比較

敢動，就是說老師會願意，而且還會想說欸我可不可以下學期繼續下去，因為它其實是

有幫助的，思考就不是片段的。（1051005-T5）。 

參、 回應新課綱的組織再變革：恆遠高中中間領導之擴展 

所謂「中間，領導」意旨領導者係位於組織中的「中間位置」，領導的主體是

介於組織中的中層人員，強調組織的變革需要分散在中介位置的教師或團體扮演

起接連和帶領的角色。一改過去自上而下、支配式的領導模式，改為釋放人的能

量、帶動團隊運作的方式。在組織中中間領導者能夠發揮連結、承接的特性，穿

梭於組織縱向與橫向的人與事，發揮領導的影響力。 

103 年 11 月 28 日教育部頒布「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預計於 107 學年度

實施新課綱，新課綱的特性在於：（1）課程架構的改變：降低部定必修學分，新

增校訂必修、選修課程、彈性學習時間；（2）課程組織與內涵的改變：107 課綱訴

求能力與素養教育，強調跨領域、專題、實作的課程設計。由此可見，新課綱改

變了傳統的課程架構，也改變了課程組織與內涵，對高中階段教育影響最大、改

變也最大。 

107 課綱的理念試圖將學習自主權交回學習者本身，學校課程計畫是學生學習

的藍圖、課程公共對話與溝通的重要文件（教育部，2014），因此學校首要任務便

是建構學校本位課程總體課程地圖，作為提供學習者對未來學習規劃的重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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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 107 課綱的前提之下，改變迫在眉睫，學校面臨全面性課程總體架構的再

建構。要能有效翻轉傳統課程體制，真正做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翻轉教學，改革

不再只是單一學科或教師的責任，課程發展不能只仰賴少數教師的熱情，不再是

自願性參與性質，學校需要系統性的規劃課程發展的時程、人員、規模、內涵，

建立更加協調的組織系統，擴大參與改革的人員，穩健地、策略性推動學校課程

轉化。促使學校每個領域、每位教師都有義務投入新課程的開發計畫；因此，課

程領導不再局限於校長領導，而是需要由教師為主要行動者組成的規劃團隊，進

行課程的翻修、規劃、草擬、研討。 

其次，課程與教學型態的改變，包含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彈性學習時間的規畫，學校需發展跨領域之專題實作探索課程，並

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同時必須透過分級教學與開發選修科目，來回應學生個別化

與差異化的學習需求。大量的選修和跨領域課程，挑戰教師素養導向的教學能力

以及課程設計的專業能力，強調教師社群取向，再加上必修授課時數減少，要補

足授課時數，教師必須開始跨領域協同教學備課以及發展課程，也突顯了跨領域

協同合作與課程發展機制的重要性，教師需要全面性的參與課程發展，動員各學

科領域教師，在課程設計上與以往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T2 教師指出「設計新課程

的負荷很大，它必須要好幾個老師一起來，然後每個人進行一部份大家再 share」（1050912-T2）。

可以看出新課程不僅涵蓋六大領域、甚至是跨領域課程，必須要建立組織化的課

程發展機制。從課程地圖、課程連結到課程的規劃與修訂均需要教師的參與，教

師成為了改革的關鍵。 

觀察國內教育生態，此時期教師開始慢慢集結力量，經過社群的連結力量，

引發由下而上的草根性教學改革運動，推動如學思達、學習共同體等翻轉教學方

法（邱淑娟，2016）。學校、教師們自主喊出了中間領導，以課程發展為核心擴大

教師參與課程研發，組織課程發展任務組織，而這組織化的過程即是中間領導，

系統性的進行課程的規劃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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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需要改變傳統校長行政領導的模式，不得不進行系統變革，創造一個介

於學校行政與教學現場之間的任務型組織，一方面連結行政，一方面連結教師，

串聯領域內及跨領域教師，架起學校溝通的橋樑，並參與學校未來學制的研討與

擬定，協助轉化、翻修課程，使學校課程改革發展機制能順利運轉。因此，自 103

年後恆遠高中可以說邁入課程轉化的另一階段，在過去學校願景的基礎之下，銜

接 107 新課綱，重新定義學校願景，營造共識，引導教師持續性的參與改革。與

此同時，恆遠高中在組織設計上有了突破性的做法，透過任務性團隊的分工，組

織課程發展核心工作小組，透過擴大課程會議，由核心小組研擬課程發展草案，

訂定課程發展期程，並將議題帶回各學科中進一步引發討論，蒐集分析教師們的

想法與意見，統整意見後能與行政單位協調並修正草案，逐步進行學校總體課程

架構的翻轉，帶領各學科教師一同參與課程規劃歷程，啟動中間領導機制，同時

行政團隊提供中間領導所需之資源與支援，積極回應課程轉化。 

肆、 小結 

綜觀台灣教育環境與政策的變遷以及恆遠高中的背景脈絡可以發現，受到政

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國際潮流的影響，改變了對於人才培育的思維。未來學

生將會面對更複雜的世界，需要有研究、統整的跨領域能力，除了學科知識外，

培養學生應用學科知識的素養、態度、能力也同等重要。12 年國教以及 107 課綱

的出現，指陳未來教育的改革方向。 

回顧恆遠高中近年來課程發展重大事件，經由圖 4-4 可以發現，自八年前恆遠

高中校長就任，上任五年以來，必須同時面對外部全球化、少子化的衝擊，以及

12 年國教倒數計時的挑戰，另有來自學校內部組織面對教育改革所衍生的困境。

順應著國內教改政策的發展方向，回應未來人才培育的趨勢，校長意識到未來學

校經營須將課程改革作為學校發展的主軸，由學校成員共同思考、協力行動來面

對問題、接受挑戰。因此率領行政團隊搭起溝通的橋樑，透過學校成員的互動，

重修教師之間的信任關係，共築願景，形成團隊動力，共同追求卓越、創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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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因此展開了一連串課程發展的重要轉折。自 99 學年度起打底建基，100 學年度

後，偕同校內教師，陸續推出實驗專題課程（文 C-7），由校長帶領學校成員針對

未來 12 年國教的課程、教學、學生學習進行深度的對話與思考（文 C-5）。而後

導入競爭型計畫，教師逐漸累積開發課程的自信心，以 103 年 12 年國教為目標，

試發展多元選修課程。 

恆遠高中在校長的帶領之下，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以及學校的願景與目標，

透過組織再造，將學校形塑為基礎穩定的組織團隊，來回應教育環境的變遷。103

年教育部公布 107 課綱，宣示未來課程改革的走向，此時恆遠高中教師共享願景，

能夠進行專業對話，組織教師社群，發展團隊動能，並且已具備協作設計課程之

經驗，準備好迎接下一階段的挑戰。103 學年度之後是恆遠高中積極發展課程的加

速期，展開大規模的課程轉化。以下第二節將進一步描述，恆遠高中自 103 年後

進入積極回應課程轉化之軌跡歷程。 

 

圖 4-4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重要事件表 

資料來源：依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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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之組織發展與深化 

「12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經過多年研議，於 103 年 11 月正式公布。新課

綱提出多項新理念，落實多元適性、素養導向，教育實施從傳統偏重教師講述的

單向學習模式，轉而根據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與學生差異需求，選用

多元且適合的教學模式與策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教育部，

2014）。是故，107 課綱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課綱，導入跨領域素養的課程理念，

大量的選修、跨領域課程考驗教師們課程設計與活化教學的能力。 

因此，103 學年度對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而言是別具意義的一年，也是歷經重

大轉折的開始。不同於以往競爭型計畫，學校嘗試在局部的課程上做變化，107 課

綱的實施，宣示的是未來學校的模樣，是否能真正落實 12 年國教之精神，將為學

校帶來全面、系統性的改變。此次改革必須仰賴學校全體成員的共同參與，規模

與策略將不同以往。 

壹、 恆遠高中深化中間領導之方向與路徑 

一、 學校願景再形塑 

107 課綱頒布之後，對恆遠高中形成新的挑戰，儘管過去學校已建立共識與文

化，然而面對課綱劇烈變化，學校仍需再次進行願景再造，號召全體教師跟隨 107

課綱的改革腳步。自 103 學年度起，恆遠高中獲邀擔任新課綱前導學校，陸續調

整課程發展架構，再度開啟校內教師與行政團隊多向且密集的溝通，協同校內社

群召開研討會議，擬定學校未來發展方向，展開針對 107 課綱之學校願景再進化，

重新檢視、思考學校新願景。 

104 年 3 月起在校長的帶領之下，學校集結成員重新凝聚學校共識與願景，透

過各項工作坊及共識會議，集結學校教師共同研討學校創新發展系統，建立學校

圖像，校長更親自帶領主持六大學科教學研究會，以世界咖啡館的形式，創造教

師專業對話的空間，進行 107 課綱與恆遠高中的討論與思考。教師們重新檢視學

校發展的歷程與未來可能，釐清未來學校的挑戰、目標，以及學生、教師、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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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在學校創新系統當中的定位及角色，重新思索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價值，

盤點聚焦並重新定位學校未來願景（觀 1050120）。此時的教師團隊已經具備共識，

不約而同將學生學習放在學校發展的核心位置，積極回應 107 課綱之理念與精神

（觀 1050511）。 

恆遠高中重新定義學生的學習圖像，以培育具有覺察力、反思力、判斷力以

及實踐力的學生為目標。承接過去開發課程之五大核心品格、六大心智習性指標，

進一步套入 107 課綱所強調三大面向之核心素養：自主學習、公共參與、問題解

決，淬鍊出更加精緻化的課程設計核心理念工具圖（圖 4-5）。 

 

圖 4-5 新恆遠高中課程設計核心理念工具圖 

資料來源：恆遠高中 

透過共識的建立，讓學校成員更容易凝聚起來，課程設計方面也更聚焦。此

時產出之課程核心理念工具扮演了分散性認知的功能，成為行動者的行為原則，

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夠扣緊學校願景，使領導實踐產生有意義的連結。 

這個未來的願景會協助我在課程設計的時候更能想要往那個地方前進，就不會再是包括

我的教學方法、教學策略、教學設計可能都會一起改變這樣子。（1051005-T5） 

過去八年來，恆遠高中持續兩階段的願景形塑，過程所引發的教師專業對話

機制，形成校內高密度的溝通網絡，核心小組、課發會、教學研究會、教師社群

等組織能夠發揮中間領導之角色，向下收集全體教師對於學校發展的願景與建議，

向上與行政團隊溝通、協調，擬定學生學習圖像，教師有充分的空間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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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願景、目標驅動之下，越來越多的教師勇於跟隨，自願接受挑戰，並許下對

於願景的承諾，一同參與 107 課程轉化的挑戰。當全校人員擁有共同約定與策略

之後，學校全體成員所共享的願景、目標、信念與認知，使學校在面對教育改革

時，能穩定朝目標前進，並達成目標。教師在課程發展、教學現場上能有更深刻

的體驗與細膩的發展。 

 [透過]我們認同的學習地圖，然後我們來想，到底哪些課是可以放得進來的，以至於我

們可能可以用這個當作一些標的去努力等等…再找到一套自己可能比較可能接受的範圍

去嘗試。（1050912-T3） 

憑藉著自 98 學年度起便開始籌備之課程發展、社群基礎，恆遠高中以教師們

為改革主體，共同面對 107 課綱。現階段課程發展，恆遠高中以 107 課綱訂定的

學習面向為主軸發展課程，針對未來學生課程地圖進行規劃，歷經 103、104-106

學年度課程地圖開發，目前恆遠高中已經進入 107-109 學年度課程地圖規劃階段，

有效率的進行課程發展。同時，透過課程的設計，串聯學生學習圖像，並承接學

校過去建立的校本核心品格與心智習性指標，發展學校總體課程。教師團隊嘗試

跨領域的合作，促使恆遠高中擴大教師參與課程改革的規模來回應新課綱，逐漸

發展出中間領導。 

二、 中間領導團隊的組織化 

中間領導係一種團隊導向的領導模式（Brown & Rutherford, 1998），透過有效

的團隊合作、參與式的決策過程，教師們有了發展的平台，更能促發理念相近的

教師展開行動。107 課綱頒布之後，恆遠高中開始深化學校核心小組、課發會、教

學研究會的組織功能，擴大核心小組強調課程研發、討論活動歷程記錄（文 A7-1），

建立更加制度化的系統組織，中間領導團隊的組成人員能夠串聯六大領域教師，

提升課程改革的效率與規模。 

104 學年度，恆遠高中以 107 課綱所包含各項課程為導向，擴大學科、跨學科

教師參與層面，以任務分組方式，由六大學科推派代表共同參與新課綱的準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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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分別參與「彈性學習」小組、課程實驗計畫小組、「部定必修領綱課程教材

編製研討」小組、「部定加深加廣選修領綱課程教材編製研討」小組、「校本必修

課程發展與教材研發」小組、「多元選修課程發展與教材研發」小組、「教學設備

空間資源規劃設計」小組、「員額師資計畫」小組。課程核心工作小組負責規劃整

體課程草案，領導六大科教師代表以分組方式分派至不同的任務小組，再由各領

域召集人號召領域教師組成教師社群，進行課程的編排設計。 

以組織關係來看，恆遠高中以核心小組、課發會、教學研究會作為課程發展

核心組織。核心小組隸屬於課發會，實際上負責統籌課發會工作規劃、規劃全校

課程發展計畫、課程諮詢輔導工作推動計畫，它不完全屬於行政的一環也不屬於

一般教師社群，它是介於行政與教師之間的組織環節，如同行政組織的幕僚機構、

智囊團。由核心小組為首，進一步策動課程任務小組、各學科教學研究會進行課

程的規劃與研議。其組織架構圖如圖 4-3 所示，以下將進一步闡述各組織的任務執

掌與特性。 

 
圖 4-6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團隊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依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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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發展委員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為課程發展的決策組織，討論與決議學

校課程計畫。對於學校來說，通過課發會的決議，可以將教師之間所形成各種正

式或非正式的「溝通約定」、共識，提升至校務會議層級，使其具有絕對效力。亦

即通過課發會決議後，學校全體成員有義務履行責任與任務，共同朝目標前進。 

恆遠高中藉由課發會共同討論，跳脫學科的框架，每學期召開數次課發會會

議，討論表決課程重大決策。總計 103 至 104 學年度共召開 13 次課發會會議（文

A3-2）。此外，為有效推動各項計畫，依據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工作組，

將委員分成課程評鑑小組、課程計畫審查小組、教科書自編教材審查小組、課程

規劃小組、教師進修規劃組、綜合小組等，辦理課程規劃、課務規劃、課程評鑑、

教材審議、教師進修規劃等事宜（文 A2-1）。 

(二) 課程核心工作小組 

為使課發會的討論更有效率，自 101 年起，恆遠高中組織課程發展核心工作

小組（以下簡稱核心小組），與課發會組織分工，期望發揮研擬、規劃、協調作用，

串聯起六大領域教師，六大學科均派 1 至 2 位代表，每周安排固定時間以共備形

式參與學校總體課程建置工程。 

課程發展委員會開會之前，我們會先開一個核心工作小組會議，核心工作小組把最複雜

最麻煩的事情溝通完了以後，他們必須回到科裡面去講：「我們現在做到這個程度喔!」。

溝通的過程是不能省的，就是那個核心工作小組的會議，就是每一次每一次之間，回去

溝通的那個來來回回的過程。（1051014-P1） 

核心小組依課程發展需求召開密集會議，經由多次來回溝通，研議校本課程

發展方向。討論層面包含課程時數、校園作息、學生生活輔導、導師班級經營、

學生生涯規劃、教師配課鐘點、教師員額、校園空間利用、設備預算編列等（文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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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自 101 學年度核心小組便已開始嘗試研究 99 課綱之彈性與發展空間，配合

大學學測與指考趨勢，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核心價值，進行學校本位的課綱再重

組計畫（文 C-5）。如今，為因應 107 課綱，恆遠高中持續擴大核心小組的功能，

執行總體課程計畫的規劃工程，從 104、105 學年度，到 106-108 過渡期，以及 109

學年度之三年完整預排規劃（觀 1051014）。 

104 學年度起以任務分組方式，六大領域教師推派代表參與任務小組，並號召

有意願開設必修、選修課程之教師加入校本必修、多元選修等任務小組，與各科

代表以及行政團隊協力研商校本課程機制。（文 A1-5）。由核心小組統籌領導各任

務小組，以會議、研討會等形式，完成工作任務。各社群召集人負責領導教師社

群，彙整資訊，定期向上回報課程發展進度與需求，向下連動教師組織社群參與

課程發展，實際執行課程內涵的細部研討，並透過定期會議進行各學科間橫向交

流。105 學年度開始針對「107 課綱發展與實踐」訂定明確任務期程表，執行 107

課綱規劃之核心項目包含：凝聚願景與共識、盤整現有資源與問題、調控師資員

額、規劃新舊課綱銜接與過渡方式、完成 107 學年度課程地圖、規劃學校課程實

施方式、研議行政及設備支援配套、完成學科地圖規劃、發展校本課程評鑑計劃、

建置校本課程教學資源庫、編制學生課程手冊等（文 A8-1）。 

由於核心小組的規劃性質，其成員多具備中間領導者特質，會議結束後能將

議題帶回各科討論，啟動下一步中間領導。 

核心工作小組是一個草創、一個新的或創新一些事情的一個過程，它對話的密度、濃度

是非常高的，講出來每一個[成員]幾乎對於課程的理解、學科的關注，或者是對整個系統

他有一個系統觀，他不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出發的。（1051014-P1） 

藉由核心小組成員利用正式與非正式對話機會，將討論的議題與變動中的提

案帶回學科領域內討論，進行宣導與意見蒐集，形成教師團隊對於學校發展的理

解與溝通管道，促發全校對於課綱議題的全面性討論，邀請更多教師願意加入提

供支持與建議，再透過核心小組成員、課發會委員、召集人蒐集彙整基層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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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與回饋，將議題繼續帶回核心小組會議上討論，經由多方的來回溝通，所作

之決策更能貼近學校全體成員的期望與需求。 

核心小組會先溝通一個基本的架構跟概念，那這個概念跟架構會帶回去科裡面，那因為

這個架構基本上不成熟，所以我們其實是會先跟三個年級的課發委員先談過，還有跟召

集人談過。用不同的觀點去看這個概念或這個計畫有沒有問題，有沒有一些需要修正的

地方，如果沒有大部分就會成為共識，那這個共識就會帶回到下次課發會、核心小組再

討論再修正。（1051006-A1） 

核心小組是介於課發會以及教學研究會的中間組織，大部分由教師代表組成，

透過水平式的參與決策，核心小組能夠穿梭於行政與教師之間，有效連結學校領

導與教師，並能策動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教師社群進行實際的課程發展與內容設

計，確保有效扣緊學校上下對於課程發展的密合度。 

(三) 教學研究會 

中間領導強調教師不再是獨立行動者，以社群為基礎發揮團體的支持作用，

透過持續交流與對話，形成共同的語言與理解並展開行動，引導第一線教師變革

之內涵（陳佩英，2015）。特別是在課程轉化過程中，需仰賴中間領導者回到各領

域學科教學研究會和教師社群後，善用教學研究會的時間，擴大討論課程改革之

議題或設計研習活動增能教師專業發展。恆遠高中 98 年以來社群發展的基礎，成

為發展 107 學年度新課程的重要資本。 

以功能來說，教學研究會與教師社群各有其目標與任務，教學研究會主要處

理科內行政事務，教師社群則是針對課程內容之設計討論。教學研究會與社群功

能各自彰顯，透過持續性的專業對話，課程改革的議題來回穿梭於在教學研討會

以及社群之中，形成新的認知與行動。 

以教學研究會來說，恆遠高中持續擴大六大學科教學研究會的功能與任務，

有效串聯課程與學校總體發展方向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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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會，這一定要開的，好比如說學校的行政會議，或者學校的一個固定要開的會

議，我們慢慢的經營這個會議的場合，變成是大家可以對話。（1051014-P1） 

藉由教學研究會與各學科專業社群，善用第一線教師的力量，共同研討部定

必修、多元選修課程的教學內容（文 A3-2）。並利用教學研究會進行領域內的共識

營工作坊，參考芬蘭 Engestrom （1987）變革實驗室的理論與研究經驗，以活動

系統理論作為鷹架，展開探究循環，透過一系列的討論，創造對話空間，使議題

更容易聚焦，以及匯聚集體的努力尋求改善學校的新路徑。 

像之前有畫那個比如說要切成四塊，有短程目標、理想願景跟實際執行的那些…就畫一

張大海報那個就好像比較容易聚焦。（1051012-T4） 

104 學年度六大科教學研究會中，參與的教師們已經能夠主動探詢學校發展的

問題、衝突，並研討解決之道與建議（觀 1040915）。針對 107 課綱，透過各教學

研究會鼓勵教師提出行動方案，並確立各年級課程節數、校訂必修、選修研發方

向。 

教學研究會是發展中間領導的重要場域，亦是中間領導實踐的關鍵之一，在

密切合作的互動關係下，恆遠高中持續研擬課程發展之教師社群運作具體行動方

案，計畫讓更多學科、領域的教師加入課程發展團隊。 

三、 強化中間領導團隊系統性分工 

    透過學校組織變革打開對話的空間，讓中間領導有發展的機會，各類教師團

隊因而形成分散卻又能連結的系統性運作，教師們有意識地展開了個人及社群之

日常教學活動與課程的規劃，形成以教師、社群為主體的中間領導運作模式，透

過實質的權力分享，中間領導者參與一系列課程規劃會議，在制度中承擔發展價

值與意義者的創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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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擴大課程會議：建置系統性對話機制 

為配合 107 課綱學校整體願景及課程改革，需建立六大領域教師對於課程發

展的認同與共識，透過對話形成成員之間的「溝通約定」，全體教師能對未來改革、

轉銜方向有感並願意一同前行。恆遠高中透過「擴大課程會議」讓六大領域教師

皆能參與發展校內課程轉化方案，同時引進變革理論（Change Laboratory）、世界

咖啡館等討論模式進入課發會、核心小組、教學研究會等課程規劃會議之中，擴

大教師參與對話，凝聚學科教師共識，共同塑造校本課程模型。 

由表 4-3 相關課程規劃會議可知，課程規畫會議以「核心小組」、「107 課綱

任務小組」、「課發會」以及「教學研究會」為主軸。依開會時間先後排列，可

以發現核心小組、課發會、教學研究會會議時間相互穿插。以核心小組為啟動者

負責統整學年度課程發展之工作重點，包含議題的規劃、研擬、協商，並且利用

核心小組位於組織中層的特殊地位，發揮中間領導穿梭引介的功能，彙整六大教

學研究會討論結果，進行第二階段的意見盤整與協商，最後將研議結論提交至課

發會決議。課發會通過決議後，賦予核心小組組織課程任務小組織正當性，學校

得以展開大規模的課程轉化。 

表 4-3 因應 107 課綱課程規劃會議摘要一覽表 

時間 主題 會議內容 

103/11/14 
《103 年度》核心工作小組第二

次會議 
 《107 課綱》讀書會 

104/03/12-24 《103 年度》六大科教學研究會  變革實驗討論 

104/09/14-18 《104 年度》六大科教學研究會 

 期初教學研究會 

 《107 課綱》世界咖啡館討

論會 

104/10/13 
《104 年度》第二次課程核心工

作小組，兼教育大未來讀書會 
 104年度工作期程確認 

104/10/23 
《104 年度》第三次課程核心工

作小組，兼教育大未來讀書會 
 高一課程轉型案討論 

104/10/30 
《104 年度》第四次課程核心工

作小組，兼教育大未來讀書會 

 《107 課綱》學校總體課程轉

型計畫討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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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2-6 《104 年度》六大科教學研究會  《107 課綱》因應討論談話會 

104/11/06 《104 年度》第一次委員會議 
 高一暑期實驗計畫計劃書討

論 

104/11/10 擴大行政會議 
 《107 課綱》工具、課程轉化、

選課規劃、教室預備討論 

105/03/24 
校訂必修小組、彈性學習小組會

議 
 《107 課綱》討論案 

105/04/01 核心工作小組新課綱討論案 
 《107 課綱》107-109 年學分配

置 

105/04/15 
《104 年度》核心工作小組 

第二次工作會議 
 《107 課綱》討論案 

105/05/13 《104 年度》第五次委員會議 
 《107 課綱》課程規畫提案討

論 

105/06/24 《104 年度》第六次委員會議 

 《107 課綱》課程規畫提案討

論 

 通過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 

105/10/14 
《105 年度》核心工作小組 

第一次工作會議 

 105 學期課發會工作重點討論 

 決議 107 課綱各式進度報告時

程 

105/10/21 《105 年度》第一次委員會議 

 105 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計劃 

 《107 課綱》校訂必修實施方

式 

105/10/28 
《105 年度》核心工作小組 

第二次工作會議 

 108 學年度高二不分類選修

/109 學年度高三選修開課方式

研討 

105/10/21-11/23 《105 年度》六大科與校長有約  課程發展的可能性 

105/11/04 
《105 年度》核心工作小組 

第三次工作會議 

 108 學年度高二不分類選修

/109 學年度高三選修開課方式

研討 

105/11/18 《105 年度》第二次委員會議 
 108 學年度高二、109 學年度

高三選修開課方式研討 

105/11/11 《105 年度》校訂必修小組會議  《107 課綱》校訂必修共議會 

105/11/25 《105 年度》彈性學習小組會議 
 《107 課綱》107-109 彈性學習

辦理方式研討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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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30 《105 年度》第四次委員會議  《107 課綱》課程進度報告 

106/1/17-18 校訂必修課程計畫發表會  校訂必修進度匯報、發表 

資料來源：依文件整理 

以教師為行動主體所組成的中間領導團隊，其運作形式經常是透過密集且多

向來回的溝通討論，各學科代表均有機會參與重要決策，經由完整收集校內全體

成員對於現行學校制度、計畫、規則或活動的想法意見，使新課綱的各項準備工

作兼顧六大領域學科特色，成為日後發展 107 課綱課程的基礎。會議不再非得由

校長領導主持，很多時候校長將發言權交回所有參與者手中，教師們穿梭於不同

議題，透過聚焦式的討論策略，展開理性的溝通、辯論，不同領域之間也願意給

予對方建議與協助，行政亦給予支持與幫助。授權教師們參與課程發展會議，直

接且快速使教師承擔領導責任，展開中間領導。暢通的溝通管道讓恆遠高中的課

程發展更具效率（觀 1050415-2）。教師們勇於提出想法，勇於承擔責任。 

大家開誠布公，把所有問題一次拋出來…那既然有些問題在某些科認為是問題，可是某

些科認為那不是問題，那自然就會發現它其實好像不是全校性共同問題，是科裡面要自

己去解決的，自然就會帶回科裡面去解決。（1051006-A1） 

擴大課程會議讓組織有更多管道參與課程改革、意見表達，校長採取各學科

分開與校長有約的溝通形式，確保教師與行政間的溝通無礙。中間領導者亦能藉

由會議場域向上提出意見。 

溝通的過程是不能省的，要去說服老師如何接受一些新的思考。所以我覺得在歷程、過

程裡面就是要不斷地跟老師溝通一些新的觀點。（1051014-P1） 

有衝突都會在教學研究會或者是擴大行政會議反應，因為教學研究會會有主任跟校長，

然後擴大行政會議主席會參加，他就把科內意見在那上面提出來，然後就一起討論說如

何解決這問題。（1051012-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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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訂定明確目標期程：策動中間領導團隊自主管理 

除了擴大課程規劃會議之形式，會議之後中間領導團隊依任務而被啟動，中

間領導的範圍隨著任務的不同，參與的組成方式也不同。由此可知，中間領導的

發展具有週期性，隨著任務的開始與結束會影響成員的行動與作為。因此，在發

展中間領導的過程中，恆遠高中校長擔任起「啟動」和培植中間領導的角色，設

定目標值與任務期程，讓中間領導團隊能夠持續不斷的發揮效用。 

你要去 push他們的中間領導開始有作為了，他們有中間領導這件事情並不是說你都不

去 push他，他也可以都不要有目標然後他們自己就會發生，不會。他一定會因為某個

目標然後讓中間領導站起來說：「我們來做吧!開始了吧!」，那這個目標一定要清楚。

（1051014-P1） 

社群發展及其成果具有階段性，階段性任務結束之後社群的功能可能會解散，

一旦社群在穩態中發展就不容易再進步，領導的能量就消失了。因此，恆遠高中

校長時常關心各個任務小組的運作情況，並且充分了解到學校的發展目標，適時

的提供刺激。 

我可能要把時間軸跟任務目標定位清楚。你要去支持中間領導這件事情就是，你要不斷

的在他任務快完成的時候告訴他下一個目標在這裡喔!不要停下來喔!（1051014-P1） 

不僅是行政端定位目標、期程，社群在自主發展上也不斷回應課程與教學或

學生學習需求而擬定創新的目標。社群中的領導者通常肩負起推動團隊向前的推

手，凝聚共識，引領著社群成員學習與成長。有了目標與運作期程，在調整的過

程中，又衍生出更高的目標，推動社群前進。 

[社群]你要走的久，有支撐了，那重要的又變成是你有沒有一個源源不斷的一些新的東

西，帶著大家往前動的那種動力。因為人都是這樣的，你沒有一些新的東西給我，跟舊

的一樣那我幹嘛要來，我跟著走要花時間的，那如果有新的東西我又願意學我就會跟著

走。（1051011-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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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期程目標之後，教師們開始組織任務小組，分派工作（觀 1051014），也

因為課程發展的急迫性與正當性，帶動更多教師有義務一起協同合作，全校改革

動能被帶起來，也證實了中間領導確實在發生。 

課綱迫在眉睫，那第二個比較偏向是因為這幾年校長已經帶了很多課程規劃…就是一步

一步這樣做，所以大環境、科裡面一部分老師已經開始在走的時候，其實那個氛圍會推

動他們往前行，雖然可能還是會不大願意，可是至少會拉的動。（1051006-A1）  

紮根於先前課綱實驗、前導計畫的基礎，至 105 學年度，課程轉銜架構逐漸

成形。核心小組、課發會進行課程發展定義、定位、定向、課程實質內涵與運作

機制討論。校訂必修、選修任務小組展開實質課程規劃，六大領域學科部分，包

含期初、期末兩次教學研究會盤整課程發展，帶領 107 課綱課程討論，核心小組

成員亦將課程發展任務帶回各領域中，建構各學科內部知識地圖（觀 1050415-2），

以及各類課程的學習編排（文 C-1）。 

此外，為配合教育部補助前導學校分階段規劃及執行新課綱之課程。恆遠高

中不僅調整了課程發展組織及運作，並且須依期程完成新課綱之課程規畫。以課

程規劃時程來說，教育部訂定 106 年 2 月底前須提交 106 學年度課程總體課程計

畫書，恆遠高中自 105 學年度即啟動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三年課程地圖規劃。並

且預計以三年的時間完成 107 課綱的各項預備工作，105 年至 106 年 8 月為規畫、

試行與修正階段、106 年 9 月至計畫結束，則是實施與再修正階段（文 A4-1）。

105 學年度亦針對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彈性學習時間以及 108、109 學年度高二

高三選修課實施方式，展開密集的討論。經由一連串的課程規劃會議，課程愈趨

精緻、完備。所有的會議資料成為恆遠高中課程轉化的重要資產，每一次的對話

成為下一階段的發展策略。從課綱的領讀，意義的探尋到課程的論述與技術運作，

並有具體的產出。 

由上述可知，恆遠高中強化中間領導團隊系統性分工，各個任務小組各司其

職，形成縝密的溝通系統。透過擴大參與課程規畫會議以及明確的任務期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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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遠高中能夠如期推動學校課程轉化，從學校整體課程架構之規劃與建置，到教

師社群實質發展課程，全校成員動起來，快速建構出學校課程藍圖及課程之實質

內涵。 

四、 中間領導與課程發展 

透過表 4-3 中間領導團隊之會議主題亦可發現，恆遠高中透過讀書會、共識會

議，首先凝聚學校成員之共識願景，確保團隊成員能夠在共同願景之下，進行總

體課程架構以及課程發展的規劃。 

其次，透過系統性的分工，恆遠高中將核心小組定位為課程草創組織，以核

心小組為首，展開課程轉化的研討、開創，進行學校總體課程架構的創制，透過

共識會議展開對話，確立年度工作內涵，展開學校課程模組架構的討論與研討。

課發會依循核心小組之討論主題，再次檢視課程方案之可行性，給予建議並通過

決議。決議通過後，將六大領域教師依照 107 課綱之架構，分派至不同任務小組，

充分授權各任務小組，分頭進行課程研討，各領域教師們以社群為單位參與課程

規畫歷程，其課程發展歷程如下圖 4-7 所示。由（跨）領域教師組成任務小組，進

行大規模的課程變革，探索議題並開啟持續對話機制，設定階段性目標，經由教

學團隊或社群，共同規劃校本必修、多元選修、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能力指標、

課程架構，進一步研發並產出課程。 

 



118 

 

 
圖 4-7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實踐與課程發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所有課程要能如期於 107 學年度到位需要仰賴中間領導團隊的合作與協商，

持續中長期的規劃和執行集體決策。透過圖 4-7 亦可看出課程發展從規劃到設計，

是由中間領導團隊帶動研發的歷程，第一階段由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之核心小組

為中心，負責課程總體架構的共識凝聚、引導、盤整與創建，建構出課程架構及

元素，再進一步依領域、跨領域分派任務，發展以社群為中心之中間領導，佈畫

未來發展期程，透過教師社群研擬課程細部內涵，課程發展階段可以細分為課程

架構之規劃以及課程內容發展，以下進一步說明： 

(一) 課程架構之研議與規劃：建置 107 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架構 

為具體化 107 學年度學校本位總體課程圖像，恆遠高中展開課程轉銜方案討

論。104 年 9 月開始課程核心小組配合課發會之進程，展開主題式核心工作小組聚

焦課程發展討論，發展 107 課綱學校整體課程架構。針對學校轉型擇定部定必修

課程精緻化、校本課程專題化、多元選修特色化、彈性學習多元化等四大面向，

聚焦討論多元選修之過渡與進化，校本必修研討，彈性學習、團體活動初步架構、

研議課綱時數草案、過渡期師資應變以及未來課程模組，包含選課制度、課程時

間、導生制度、學校空間利用、規劃自主選課排課方案、學生能力指標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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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間所需發展之配套及解決策略，確保與學校總體課程、願景結合，從課程

定位逐步發展教學設計與課程試行（觀 1050415-2） ，穩定推動學校課程轉型。

105 年上半年進入強力行動實踐階段，計畫教師社群自組行動方案，以過往討論為

基礎，全校多數教師對新課綱轉銜有感，能夠參與學校整體發展計畫，實踐行動

策略，激發課程轉化與研發之能量（文 B-2）。 

課程定位方面，恆遠高中利用各種會議、研習場合，確立 105 學年度課程發

展方向，課程核心小組模擬未來課表草案、盤整學校空間與師資需求，討論不同

選課方式的優缺點，教師社群定期討論可行方案，檢視未來所需資源。 

105 年 6 月恆遠高中課發會通過「107 新課綱學校總體課程架構規劃」，課程

節數規劃定案，確立軸心精神為高一多元選修、高二校訂必修、高三綁班群且開

放一半的加深加廣選修讓學生自主修習（文 C-2）。過程歷經課程核心工作小組焦

點座談會議，經由中間領導者蒐集校內大部分教師的意見，多次來回細修草案細

節，提案至課發會後引起全校熱烈討論，同時開放校內提案競爭，給予各學科充

足時間討論和分析，各學科、委員有足夠時間思索及因應，歷經了多個版本的交

互比較，107 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架構才逐漸成形，終於在第六次課發會會議中，

形成校內多數意見，通過提案（觀 1050624）。 

約莫在 105年 3月 23號行政團隊草案就已經成形，光草案就超有玄機，跟 104年 11月

6號課程發展委員會行政草案版本差異甚大，我們幾乎翻過一番，把老師們的意見全納

進去了，盡量保留導師制、節數變動小但選課彈性依舊等，104學年度課程核心工作小

組會議幾乎都在優缺點分析和焦點座談。（文 C-1） 

這一次的決議可以說朝 107 課綱邁進一大步，學校全體成員建立了共同的承

諾，可以說是中間領導團隊推動課程轉化的具體成效。恆遠高中將 105、106 完整

兩學年度設定為 107 課綱預備期，將進一步針對評量規準、多元評量、課程評鑑、

彈性學習內涵等配套，進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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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上半學年，恆遠高中因應不同的課程準備，以 107 總綱整體預備計

畫、校訂必修開展計畫、多元選修精煉計畫、以及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成長計劃為

主軸推動學校 107 課程總體發展（文 A8-1）。同時進入 108、109 學年度選修、必

修課程實質規劃，並研訂「107 課綱課程進度報告會議」，在期限之內，各領域必

須完成校本必修的草案、預想並於會議中發表（觀 1051014），這不僅是一種跨學

科間的橫向交流，也是全體成員所訂下的溝通約定。 

中間領導的實踐，主要透過位居組織中層的領導教師發揮中介與統整的作用，

將資訊帶入各學科中，收集各領域教師意見，各學科對 107 課綱的課程設計理念

不同，討論的做法亦不同，經由中間領導者匯集學科內的課程發展規畫，在核心

小組會議時進行跨學科和領域交談，提供教師腦力激盪的機會，從學科本位出發

但又能兼顧學校整體的發展和通則的適用性。儘管改革過程中會有困難與妥協，

但是也因為多次來回討論的歷程，建構出學校組織系統的對話模式，發展出學校

高層領導、中間領導與教師之間的運作模式與對話共識形成的動態組織。 

(二) 教師社群與多元課程發展 

恆遠高中憑藉過往建立的學校願景、共識以及課程發展的經驗，在 107 課綱

的目標與理念之下，自 103 學年度起積極回應課程轉化，除了成功讓渡屬於學習

者的選修學分，開創 27 門探索式選修課程，並且落實英語與數學科差異化課程與

教學（文 C-3）。103、104 兩學年度探索式選修課程，改變教師教學常態，翻轉教

學風景，成為邁向 107 課綱建置多元選修之重要基石。105 學年度後，恆遠高中正

式進入 107 課綱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之預備與研討，以教師社群為單位，著

手進行校訂必修、選修的課程開發，回顧過去兩年的課程進行聚焦與收斂，確保

未來 107 新課綱的課程走向（文 A1-5）。恆遠高中不斷嘗試擴大改革幅度，開創更

符合課綱精神之特色課程，以下將進一步呈現恆遠高中課程發展之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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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一探索式選修課程開發 

在 99 課綱的框架下，其實存在發展適性選修課程的空間。恆遠高中於 101 學

年度課發會中，挑戰 99 課綱中明訂的選修學分，將選修課程之權利還給學生，自

103 學年度開始正式實施高一探索式選修課程，開設人文社會、語言文學、科技數

理、藝術跨域四大面向，共計 27 門特色選修課程，由各學科或跨學科教師團隊討

論提出課程發展計畫。高一學生能有四學分的選修課，學生可以依照自身興趣或

需求選修課程。104 學年度起開放高二生活領域、藝術生活領域跑班選課。課程開

發歷程強調教師社群的共備與教學創新，仰賴大規模教師共同參與研發、討論，

而教師亦然在開設課程的過程中，提升課程設計的能力也凝聚了共同參與的老師，

教師們有了對話的目的與議題。 

我們幾個有上課的會互相討論一下就是…遇到的時候會討論上課的情況或是比如說選修

課上了什麼然後學生的反應。（1051012-T4） 

因為任務需求，教師們組成社群，打破以往的疆界，教師們透過對話，重新

思考對課程的定義，透過團體的力量，教師們彼此合作，恆遠高中教師在既有課

綱的框架中尋求改革的空間，逐步豐富學校課程內涵。 

就是有一個社群是專門要討論選修課程，因為要做第一年選修課程，所以那個社群就會

聚焦在選修課程…也許我們有一起上探索式課程的老師就會一起分享，或是我們看他玩

這個東西還蠻有趣的我們就會去做這個。（1051012-T4） 

開發探索式選修課程的經驗對於恆遠高中教師來說，是未來面對 107 課綱大

規模課程轉化的一大助力。受益於選修課程發展的經驗，教師們已經熟悉課程發

展的過程。實施之初，部分課程仍須仰賴校外兼課教師支持，然至 105 學年度，

多數課程師資均由校內教師擔任，顯示教師開課能量已被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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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 107 課綱其實在我們學校來講根本是很簡單的，他要有多元選修的課程，他要有

校訂必修的部分，甚至未來一些新式的課程，這些都是我在進行的東西，所以不排斥這

個。（1051011-T6） 

因為以前[選修課]已經做過了嘛，那就更容易，我們知道開會就來啊，來了就激盪一下。

（1050912-T1）  

所有的選修課程都是教師直接參與課程發展的結果，也因此提升了教師參與

改革的信心，面對 107 課綱也能夠以更開放的心態接受改變。至此，恆遠高中已

累積五年課程發展的經驗，每一年的調整與改變，讓教師願意且有能力接受挑戰，

校內教師團隊也能夠有效運作，無疑是課程發展的一大里程碑。 

2. 英語科、數學科分級教學 

因應12年國教學生入學會考成績差異化，恆遠高中教師們看見了分級教學的

迫切性，英語科教師主動建議能力分組教學，並於課發會上說明理念與做法，課

發會委員則提出疑問與建議。歷經科內多次商討，透過會議產生了跨學科的交流，

並獲得行政端的承諾協調與處理。103學年度起，連續三年英文科教師團隊藉由社

群共備，訂定差異化教學轉班實施辦法，實施高一英文必修課程差異化教學（文

A3-2）。 

我們決定就是由那個年級來決定，那我們這個年級決定要推，然後後來觀看一個年級還

不錯、高二也還不錯，到了高三之前反對的那些老師也…就跟著我們走分級跑班，他們

也願意，他們就加入啦。（1051005-T5） 

英文能力分組差異化教學讓校內其他教師看見了學生參與課堂的機會和挑戰、

上課投入度提升、以及家長的正向回饋增加（文 A2-1），不斷自我突破的改革氛圍，

不僅帶動科內的其他老師也影響了其他領域教師的自信與勇氣。 

看到他們做就會覺得說應該不會那麼困難，所以就會讓我們去嘗試。（1051012-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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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課綱部定必修任務小組也將差異化課程教學設計列為社群工作重點。英語

科分級教學的成效帶動了數學科教學研究會、高二數學科教師團隊，以及數學差

異化教師社群，歷經多次研討，自 105 學年度起，數學科決議針對高二學生實施

分組教學，提供適性之數學教學。由此可印證中間領導的確會影響學校文化的改

變。中間領導效能展現在教師教學意識抬頭，秉持以學習者為中心，以課程創新

為目的，組織多個教師團隊與行政團隊的團隊承諾（文 A2-1），學校願景深植於學

校文化、成員思想之中。 

3. 107 課綱校訂必修、多元選修之課程開發 

通過 107 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架構後，105 學年度恆遠高中鎖定校訂必修與多

元選修，以社群力量推動課程研發，預計 107 學年度全面實施校訂必修、多元選

修課程。目前校內已通過決議，未來將開設 6 門校訂必修課程，105、106 學年度

持續配合 107 課綱走向，開設高一探索式選修課程，以符應未來學校課程總體架

構。歷經 103、104 學年度探索式選修的課程發展，恆遠高中半數以上教師有參與

社群或開發選修課程的經驗（文 A3-2），因此在研發課程與教學上，恆遠高中持續

以教師社群為單位，全面性參與課綱預備行動，利用教師社群力量，穩定且持續

發展課程，下表 4-4 清楚呈現恆遠高中校訂必修及多元選修課程發展與教師社群的

緊密關係，多數課程為跨領域的專題製作，透過教師（跨）領域社群的方式產出。 

表 4-4 恆遠高中校訂必修、多元選修社群一覽表 

教師社群（匿名） 學科領域/社群人數 

校訂必修 

全球與在地化 地理、歷史、公民/17 人 

國文閱讀 國文、輔導、自然/12 人 

自然復育 物理、生物、化學、國文/10 人 

環境科學 化學、地科、物理、生物/8 人 

趣玩英文 英語科全體教師 

數位看世界 資訊、歷史、地理、英文、特教/9 人 

多元選修 

玩地理 地理/8 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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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想像 歷史/8 人 

問題解決 特教、歷史、英文、地理/5 人 

好公民 公民/6 人 

文學探究 國文/4 人 

生活科學 化學、地科/3 人 

科學與哲學 地科、物理、化學、生物、歷史/7 人 

資料來源：依文件整理 

實施期程上，恆遠高中規劃 105 學年度統一進行教案的編排設計、修正與教

具製作；106 學年度確立協同教學方法、評量方式、教學資源庫建立等；107 學年

度全面試行課程，並修正相關細節（文 A1-5）。 

綜觀上述恆遠高中課程發展之軌跡可知，面對課程改革與發展，恆遠高中至

今累積了多項課程微型改革行動實踐成果，每一年的逐步調整與改變，促使各科

教師形成教師社群，教師們共同經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共同學習的歷程，深

耕課程開發的結果，使教師社群成為課程改革的啟動者，解決問題的行動者。 

五、 提升教師社群動力：教師增能 

恆遠高中以社群力量為根基，進行課程之研發，因此學校針對教師需求，安

排必要之增能活動，支持教師專業發展。整理恆遠高中課程轉化之相關增能研習

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為 98 至 102 學年度，以發展競爭型計畫之課

程為主之增能活動以及推動教師社群、教師教學相關之研習；第二階段為 103 學

年度啟動 107 課綱課程轉銜計畫後，由於課程規畫的規模與模式與以往有很大的

不同，因此針對新式決策模式以及 107 課綱理解、課程設計安排研習活動，強化

學校教學研究會、社群的功能，提升教師對改革內容的認知，同時亦喚起老師對

於教育的熱忱、態度或初衷，願意一同參與改革，以下進一步說明： 

(一) 增能研習之形式：啟動教師團體動能 

表4-5列舉104年起，恆遠高中重要之研習活動。由表4-5可以發現恆遠高中透 

過「變革實驗室」、「Open Space」工作坊討論模式，利用開放空間會議技術（Open 

Space Technology）特殊的互動學習以及智慧探索的溝通模式，激發教師們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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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熱情，引導教師們主動自發地、組織性地展開議題的討論與思考，創造校內

開會的新模式，以完成各項工作目標。討論的過程是以教師團隊為主體，完全賦

予參與者討論的空間與權力，教師們一起探尋學校發展的困境、問題與建議，相

互溝通並且分享個人經驗與知能，體驗如何共同討論、協商並學習如何透過共議

的方式做決策，打造願景共識。 

此外，恆遠高中亦與大學協作，引進變革實驗室工作坊，有系統、計劃性的

展開了學校課程的創新與設計，並提出學校轉型策略計畫（文 A7-1）。教師在課

發會、教學研究會等場合，透過變革實驗室的多重場次討論引導下，引發教師對

於議題產生新的關注、思考與討論，並進行成員間的深度對話，進而集結全體教

師的智慧，形成集體探究和共享決策的路徑。 

透過研習以及會議過程中開放空間的設置以及無預先設定議題的討論設計，

能夠喚起教師對於107課綱的共感，過程中不斷湧現討論發言，教師們展現對於課

程改革議題高度的關注，願意共同面對問題，深入探究，並且付出改革的行動承

諾以及對於學校轉型的責任感（觀1050424）。透過工作坊的設計，學校可以凝聚

教師共識，喚起教師參與課程改革的意願及熱忱，共同決定學校課程改革方向與

內涵，學校行政團隊及核心小組進一步收集全體教師的意見，加以分析規劃，策

動下一波的課程發展。 

表4-5恆遠高中中間領導增能活動一覽表 

日期 研習活動 參與人員 

104/10/15 Open Space 工作坊 行政、教師團隊共 40 人 

104 /12 /3-4 107 課綱課程開發工作坊 全體教師 

105/01/20 校訂必修課程內涵研討系列 
行政、各科校訂必修課程研發教

師代表 

105/03/24 校訂必修課程內涵研討系列 
行政、各科校訂必修課程研發教

師代表 

105/04/24 變革實驗室工作坊 課程核心小組 

105/05/10-11 學校整體發展共識活動 行政、教師 

105/11/07-12/8 各學科加深加廣領綱研習活動 各學科 

資料來源：依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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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增能活動以及會議討論模式可以看出，恆遠高中試圖改變過往傳統的

會議、研習模式，打開學科間水平式的對話與連結，誘發教師對於參與課程轉化

的積極性，喚醒組織團隊精神，啟動學校的團體動能，偕同全校成員共創未來的

可能性。 

(二) 增能研習之內涵：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為有效推動教師專業成長，104 學年度恆遠高中亦安排各式教師成長活動，包

含教師社群對話討論、建立校本教師專業評鑑規準、教師專業成長研習、鼓勵校

內教師參加教專認證或觀課意願、教師建立教學檔案、公開觀課等等。105 學年度

開始，連續三年預設教師增能研習以及公開觀課、參與特色課程開發人次（表4-6），

以期程、計畫成果進行自主管理（文 A3-2）。106 學年度，計畫推動每位教師至少

參與一個教師社群，全面啟動參與課綱預備工作，並且依社群目標，辦理相關增

能活動以及教師社群分享活動（文 A8-1）。 

表 4-6 恆遠高中教師增能自主管理指標 

指標內容 
目標值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教師增能場次 12 場 8 場 4 場 

教師社群活動場次 30 場 30 場 30 場 

教師觀課場次 20 場 30 場 40 場 

教師參與特色課程開發人次 80 人 80 人 100 人 

資料來源：依文件整理 

恆遠高中依據發展 107 課綱所需知能，針對 107 課綱之研讀深解以及 107 課

綱素養導向之課程設計，安排了一系列的工作坊等研習活動，支持中間領導團隊

的專業成長，以下進一步說明： 

1. 深解 107 課綱與擴大決策參與之增能 

教師增能是學校回應課程轉化的重要支援系統，重新凝聚組織、目標與課程規

劃，並透過教師專業發展增能或是研習活動，提升教師的眼界與專業能力，促使

教師有足夠的信心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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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要讓老師們專業成長這件事情首要之務是讓他把自己墊高一點，然後看遠一點，

感受到外在世界的變化，再去覺知說我作為一個老師我在教育的是下一代，下一代要面

對的是未來，這件事情有他的意義在的，我不應該永遠都不改變。（1051014-P1） 

107課綱轉銜與推動需要教師共同協作，因此透徹了解課綱內涵是必須的。中

間領導者必須要了解並認同107課綱之理念才會願意加入改革的行列。同時，中間

領導者亦須了解、學習自身在107課程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又該如何透過討

論、協商的新式課程發展模式做決策，才能有效發揮中間領導的效果。因此，精

進教師對107課綱的了解，以及增能教師協作、共同做決策的能力，規劃不同的研

習活動是相對重要的。當改革行動者嫻熟了解未來改革走向、精神與內涵時，此

時推動學校變革就更容易，且方向更聚焦、明確。T5老師認同相關知能研習對於

課程的發展有相當幫助「我覺得這個還是蠻重要的，可能對於課綱會更明顯，知道未來要

培養的課程。」（1051005-T5），幫助教師能夠更聚焦課程設計方向。 

在107課綱理解方面，恆遠高中積極與學術機構合作，延請專家學者指導、國

教院研究員領讀，並辦理專題增能講座、課程輔導諮詢教師知能研習、多元評量

知能研習、差異化教學研討（文A3-1）。教師進修規劃小組也蒐集各科研習需求，

協助辦理研習活動（文B-3）。 

我們之前校長有在各科辦工作坊，那透過這個工作坊去聚焦那個想法，那個想法大家看

完之後就是共識，就是以那個共識為主了，就幾乎沒有再動過。因為我們在那個場合也

看到其他科的一些想法，所以發現大家的意見其實是一樣的，那就很容易凝聚起來，就

會朝那個方向去走。（1051006-A1） 

104 學年度，恆遠高中安排兩次大型增能研習講座，分別針對：（1）107 校訂

課程研發討論，定位校訂必修課程方式或內容；（2）教師與 107 課綱共識營，以

領域學科為單位，審視學校過往三年的發展歷程，以未來進入新課綱為焦點，各

領域教師討論所需的實質行動方案與未來的教學發展。經由活動的設計，引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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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們進行系統思考，教師們重新凝聚學校共識、願景，修正學校系統發展圖，討

論課程定位，跨領域的分享交流，體驗團隊的意義，教師們已經具備共同的價值

與願景（觀 1050511）。教師們不但樂於學習，並且願意嘗試突破，跨領域協同合

作、學習，提升專業能力，共同為教與學而努力。 

當初只是覺得這個研習對我蠻有幫助，可能在教學上面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做法跟想法，

但是抱著這樣的心態下去跑，跑完之後又發現：「诶!因為我們也懂一些，所以可以幫忙

科裡面，有一些東西可以談」，它就會慢慢變成是中間領導的東西可以出來。（1051006-A1） 

在一系列活動、討論之下，中間領導者願意承擔領導責任，而一般的教師在

漸進式的過程中，慢慢可以接受改變（觀 1050120）。此外，在競爭型計畫的經費

挹注之下，恆遠高中教師有機會進行一連串的深度教育參訪（文 A3-2），教師們將

國內外參訪活動的資訊透過報告與分享，讓校內其他教師了解到教育的趨勢，帶

動校內教師社群的共備與討論的契機。 

因為我們也剛好還有機會到國外去看看，看到東西可能相對來講會稍微多一些，那我們

也希望把一些經驗帶回來。（1051006-A1） 

如果校長帶回來[國外課程發展實務資訊]或者說其它老師，我們就會去看。就會覺得他們

真的比較好，比較快。所以我一直會覺得說如果老師不變，其實是一種怠惰，然後會影

響學生的未來。（1050912-T2） 

104學年度六大學科教學研究會導入以活動理論為根基的變革實驗室，並且辦

理教師開放空間論壇（Open Space Technology）。除了校長、主任等由行政端安排

的增能活動之外，中間領導者亦會視情況引進增能研習活動。 

我今天如果有一些想法讓大家知道我就會辦研習，所以大部分辦研習的老師也可以講就

是中間領導的老師，他認為要讓OO科老師學會什麼，所以他就辦。（1051011-T6） 

106學年度，恆遠高中預計推動107課綱精熟計畫，為全校教師規劃各式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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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如新舊課綱銜接研討、研讀理解新課綱，將部定必修、加深加廣、自然探

究與實作列為工作重點，增能教師們對領綱的理解以及滿足教師對自編教材的增

能需求，以利進行教材之編寫與整合（文A8-1）。 

有了對的時間與地點，教師們有共同學習的機會與時間，更方便專業社群的形

成及討論。歷經教學分享、專家增能等能量儲備過程，恆遠高中逐步跨大教師社

群參與學校整體發展的規模。因為知能研習具有時效性，因此穩定校內的專業社

群發展，配合知能研習能量補充，維持老師改革動力是發展中間領導的關鍵。 

2. 因應 107 課綱課程設計之增能 

107 課綱一改過去學校以行政、教師或課程為中心的型態，轉變為以學習者為

中心，重視學生理解的課程設計，學校課程發展上必須兼顧學習者差異化、彈性

化、適性化的需求，因此在課程的內容與設計上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更強調跨

學科間的合作，各學科教師之間必須學習如何共同做決策，透過共同討論、協商，

逐步規畫學校總體課程發展。恆遠高中設有教師進修規劃小組蒐集各學科領域教

師進修需求，系統性安排課程、教學等相關的教師研習活動。恆遠高中預計將持

續精進教師發展 107 課綱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之學習活動，重點活動包括：（1）課

程輔導諮詢教師知能研習：教師學習如何協助學生適性選課；（2）多元評量知能

研習：建立與加深多元評量概念；（3）專題導向教學知能研習：培養教師以專題

探究的方式進行教學的能力；（4）差異化教學研討：學科知識點的拆與合（文

A4-1）。  

因應新課綱規定教師每學年至少公開觀課 1 次，恆遠高中自 104 學年度起，規

劃每學期觀課活動，期望透過觀課的歷程，教師之間可以交流、分享教學經驗，

彼此學習、成長，精進教師教學能力，進一步形塑學校共備之合作氛圍。同時，

自 105 學年度起，恆遠高中規劃每學期特色課程分享會，有系統地呈現、分享、

討論與修正，完備課程設計的歷程（觀 1051014）。公開觀課計畫又或是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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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兩者皆期望透過活動的設計，讓教師重新審視、安排課程，教師之間也

能彼此回饋，省思、修正課程。 

105學年度後，恆遠高中進入實質課發展階段，針對教師未來在設計107學年

度新課程時所需具備的課程設計知能，安排一系列的研習活動，協助教師有效轉

化新知和技術於課程設計與發展。 

六、 行政支援 

隨著教育潮流改變，學校發展需要抓住變革的力量：教師。恆遠高中開始重

視組織裏頭每一個次級組織，強調中間領導的發生，期待看到組織產生自轉的成

效。然而，學校是一個龐大的組織，中間領導在發展上會遇到許多困境，可能是

學生、家長或是同儕，許多因素是中間領導無法靠自身解決，阻礙了中間領導者

發揮的空間，因此需仰賴行政端給予充分的支持，讓中間領導者有空間發揮領導

力，也促使其他教師必須一起改變。 

讓中間領導發生，就是讓他有舞台可以發生。比如說你看到老師們就是中間領導出來了…

然後他們正在改變文化當中，他們正在試圖跟舊的制度、舊的慣性…他們正在試試看能

不能撼動。所以如果從校長有去發現這事情的話，那就要先想辦法去幫他把那個路障搬

開來。（1051014-P1） 

恆遠高中透過行政的權力與支持，賦予中間領導者正當性，讓學校改革成為

理所當然。 

今天如果校長說 12/30要做這件事情，那他就可以說…我就給他一個合理化的理由就是

你一定要去做這個事情，那這就是領導人對中間領導的支持。（1051014-P1） 

一改過去行政主導的模式，由教師與行政藉由各種形式與管道的對話、討論、

研究，建立教師與行政之間的暢通互動，讓行政成為教師最堅強的後盾，教師與

行政團隊共同努力，成為學校課程發展的重要基礎（文 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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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蠻多學校大概都是校長說什麼老師跟著做，可是未來的教育現場應該會比較像是歐

洲那種老師決定我們要怎麼樣做，那校長可能是陪著我們或者是跟著我們一起把這個事

情完成，而不是告訴你要這樣做。（1051006-A1） 

學校的行政是抓住了這股改變的力量，由這種思想改變了老師然後跟著他們，給他們協

助讓他們往前走，這樣會造出每個學校的特色。（1051011-T6） 

以教師為行動主體，行政團隊成為最佳後援系統，支持教師課程改革與創新。

行政與教師之間透過來回對話建立信任關係，了解教師的擔憂與制度的限制，同

時教師亦能解讀行政的理念與創新的可能（文 C-6）。行政端給予教師充分的支持，

讓有想法的教師，願意跟著這個改變的潮流一起走。 

有時候辦一些工作坊時，會有老師來跟我說很希望再多學一點，所以我也有跟老師們說

如果老師社群想要學得更多，只要他們給我時間我一定可以邀請[講師]過來跟大家談一

談。（1051014-P1） 

恆遠高中透過凝聚願景、開放的對話、團隊的形塑營造行政與教師間彼此信

賴的關係。行政給予教師全力支持，在會議場合中盡量為教師解惑，和滿足教師

教學支援上的需求，並且慰勞教師辛勞，肯定教師的付出與努力，並在會議過程

中會不時詢問教師意見，顯示出行政與教師之間彼此尊重的關係（觀 1050415-1）。

在核心小組討論會議中，恆遠高中將行政配套支援列為討論重點，行政團隊及課

程核心小組聚焦討論課程模組及配套，核心小組成員集思廣益「哪些是行政一定

要幫老師考量的?」、「哪些是必須優先滿足的需求?」，藉此了解教師的擔憂與需求，

利用盤整表逐一檢核及研討行政因應作為（文 A1-2），會議結束後若有教師尚有疑

慮，行政端再向教師們解惑（觀 1050530）。此外，透過通訊軟體、網路社群，成

員能夠無時無差距互動溝通，打造暢通的溝通管道（文 D-1）。 

恆遠高中在各種會議或研習活動中，廣邀學校教師與行政共同參與（觀 10501 

20），持續擴大參與人數，使教師了解學校行政工作進度，廣泛收集各方意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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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師與行政公開對話的場域，教師可以現場反應，行政能掌握教師課程發展上

的困難，並提供即時的資源協助。相對的，中間領導團隊對於行政上有任何的意

見，亦能有效向上反應（觀 1050120）。 

由此可以看出藉由擴大教師參與校務決策，來回溝通討論，行政與教師建立

夥伴關係，校長也開放時段，各學科有任何困難均可尋求協助。暢通的溝通管道

以及行政支援，讓教師更願意面對改革挑戰。 

我為什麼會畫出一個表格跟他們說我這個半天都有空喔…這個就是在告訴他們說我願意

陪伴你們…有些時候也是給這些中間領導的老師們一個支持，就是他跟我約了這一天半

天要來，他很自然地就要跟他底下的老師們說我們非得那一天就是要做到一個什麼程度，

那我們有哪些問題要去跟校長討論。（1051014-P1） 

課程改革的研討需要靠中間領導回到各科執行，然而中間領導的運作需要行

政的助力和願意穿梭於不同教師團體的協商，如提供場域、訂定時程。由此可知，

恆遠高中建立起行政與教師互惠系統，行政給與教師充足的自由與空間，並給予

適時的協助，盡可能滿足教師在課程發展上的需求，讓教師更加願意投入課程改

革與發展。 

除了行政端給予中間領導充分支持，學校亦引進外部資源，透過各種知能研

習活動增能。由行政端協助安排各式討論活動、工作坊，鼓勵教師參與研習、社

群，增能中間領導團隊發展，提升教師共同對話的能力。 

我們從行政的力量介入進去，比如說專業的教授，或者是專家可以進入到你們的社群裡

面來幫助你們釐清下一步想要做什麼。（1051014-P1） 

七、 小結 

綜觀 103 年到 105 年以來，恆遠高中透過核心小組、課發會、教學研究會以

及教師社群的分工合作，啟動了大規模的課程討論。在確認學校中間領導團隊的

任務與定位後，恆遠高中擴大校內課程發展會議，並且訂定明確的目標期程，將

 



133 

 

各領域教師分配至不同的任務小組，形成溝通對話之網絡，綿密互動連結原本分

立的學科組織，因而可以打開原本封閉或壁壘分明的對話空間，展開 107 課綱課

程規畫與研發的多種可能（觀 1051014），同時經由一系列的增能活動以及行政支

持，穩健推動學校課程的發展，其過程如圖 4-8 所示。圓中核心為中間領導團隊，

以課程發展會議、設定任務期程目標以及課程發展為核心任務，最外圈則是外部

資源的挹注，包含行政支持以及專業增能，它是機動性的，在中間領導發展的過

程中，視實際需要提供支持與增能。 

 

圖 4-8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發展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貳、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之困境挑戰與因應作為 

恆遠高中以學校課程創新改革做為學校發展主軸，過去七年穩健推動課程轉

化。透過願景創建、凝聚共識，中間領導團隊的來回溝通、協商，教師團隊對於

課發展的方向與行動具備共同的認知。然而，在課程發展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許多

困境與挑戰，同時亦影響中間領導的發展。包含人、組織及系統因素都會影響學

校中間領導的發展。回顧校長上任八年以來，發展中間領導的過程中，在教師關

係、文化形塑、政策回應上都曾遭遇到許多問題。面對未來，校長任期即將屆滿，

學校再次面臨高層領導的轉變，亦影響了學校改革氛圍、教師參與改革的意願以

及中間領導團隊的永續發展。同時，外部政策使學校組織、系統產生巨大的轉變

也讓許多教師卻步，因此如何說服學校成員參與課程改革，成為學校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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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的因素：參與領導的動機與意願 

中間領導會受到領導內涵、任務的不確定性或是缺乏領導專業能力，而影響

其參與改革的意願與動機。回顧 98 學年度恆遠高中校長上任之初，恆遠高中教師

之間彼此相互不信任，教師們也缺乏改革的感知與信心，但是校長體認到現今學

校經營必須將學校領導進行轉化與分享，讓學校教師參與、深耕學校課程發展，

授權第一線課程設計者，教師充分參與課程轉化歷程。因此，自校長上任以來，

不斷倡導「擴大教師社群與動能之策動中間領導計畫」，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場合

中，提倡學校中間領導，凝聚學校願景與共識，鼓勵教師參與課程發展，提升教

師們的信心，並藉由競爭型計畫的資源挹注，讓更多教師組織教師社群，進行專

業成長以及跨領域對話，並且支援教師專業增能，提升學校「中間領導」之領導

路徑 （文 A1-5），逐漸喚起具備領導潛能的種子教師。然而，如今校長任期即將

屆滿，學校再次面臨校長更任的衝擊，對於學校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讓部分教

師轉向保守觀望，降低了教師參與改革的意願，中間領導的推行與學校課程轉化

面臨巨大的挑戰。 

因為整個大環境或制度，整個校長遴選制度對整個學校的發展上是很大很大的灼傷，因

為有些東西其實是要深耕的，這時候他們[教師]從原本的中間領導又跳回去原本的行政領

導。（1051006-A1） 

儘管在任期屆滿的時間壓力之下，校長仍期望透過長遠的期程規劃，來確保

學校中間領導的永續發展。因此，恆遠高中於 105 學年度開始，緊鑼密鼓著手規

劃 106-109 未來三年課程發展之重要期程。 

只要各學科確認在他們在自己學科領域裡面 107、108、109 三年，他們要怎麼把這三年

新課綱的課程建置起來，他們就有努力的方向了，我就不怕了…你至少忙碌到 109 年吧…

所以有沒有可能這樣學校中間領導的文化就可以確立。（105101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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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訂定任務期程目標，讓教師團隊有明確的努力方向，校長也希望透過前

後任校長確實的交接，延續學校中間領導團隊與行政團隊之間的關係。 

當我交棒給新校長的時候我也會告訴他[新校長]我們目前正在…比如說正在蓋一棟房子，

這房子藍圖都已經畫好了，材料也都叫進來了，現在只差把這個工程完成，那每一個次

級團體、每一個中間領導的老師他們都已經分好工了，那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確保經費、

確保常常去鼓勵他們或者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你要幫助他們解決。（1051014-P1） 

然而，領導者的領導理念與風格確實影響學校風氣的樣態與中間領導之開展，

除了維持學校中間領導團隊的運作動機，尚須依賴學校行政領導者對中間領導的

重視與支持，對於中間領導的運作無疑是一大挑戰。 

二、 組織因素：學校文化與組織結構 

高度的信任關係及協作的組織文化，對學校中間領導發展有相當的影響。校

長回顧自上任以來實踐中間領導的過程，明顯感受到組織文化以及信任關係的改

變是影響教師參與改革的重要因素。 

剛開始我們信任關係還不夠的時候，老師可能還會猶豫一下，可是現在的信任關係夠的

時候，我覺得這幾個領頭羊的老師，他們其實都已經非常的理解，就是學校的目標是什

麼、校長想要做什麼。（1051014-P1） 

因此，校長期望透過經營學校的團體動能提升學校的改革力量，創造協同合

作的組織文化。然而，組織文化以及信任關係需要長時間的經營，如今恆遠高中

中間領導團隊能夠有效運作，教師能以社群為基礎，進行課程的研發與改革，過

程中其實歷經了長時間的培養。  

他們對我的信任大概是在恩...上任的前四年慢慢地建立起來的，到了第四年我決定要連任

的時候，他們就會知道說你是來做事的，你不是想要把這邊當作跳板。（105101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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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組織文化以及科層化結構，上下層級分明，強調標準化、正式化，對於

學科的定位亦影響教師變革的意願，間接影響組織的改革動力，成為學校發展中

間領導的困境。 

某些學科的老師有一些的特質就是說在這個學校裡頭，這個學科他們特別的不為所動，

那我們就覺得那樣子很難溝通。像我們學校就是數學科，讓我覺得就是最困難的。他們

會覺得:「我是很重要的一個學科，不能沒有我，所以我不用改變，我就一定可以存在。」

（1051014-P1） 

面對種種組織因素，恆遠高中透過長時間的經營，確立行政及教師間的正向

關係。並透過組織重建，逐漸建立起以教師為改革行動主體的中間領導策略。 

三、 新舊課綱銜接之衝擊與落差 

隨著教育潮流不斷變動，然而教師長期固著於例行模式而形成慣性，當學校

面臨改革時可能就會感到不安或抗拒。12 年國教及 107 課綱的改革對於所有學校

來說無疑是一大衝擊，從課綱的精神理念、升學制度到課程內涵的變革皆為學校

帶來巨大的挑戰。 

(一) 107 課綱之理念與精神 

學校面臨 12 年國教學生入學差異性擴大，分級教學勢在必行，如何提供學生

適性、多元、彈性化之差異化教學，有待教師社群進一步精進研發，挑戰學校教

師的人力與能力。再加上 107 課綱強調學生核心素養、多元適性發展，倡議以學

生學習為中心的理想教育，重視學生差異性與性向發展，甚至期望可以朝一生一

課表的理想邁進，學生能夠依據自己的興趣選修課程，思索未來發展目標。學校

體制雖然仍受到傳統與應試制度的限制，實踐 107 課綱一生一課表之政策理想仍

勢在必行，學校希望政府能提供明確的實施辦法和搭配各項政策配套，讓課綱政

策能確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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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7 課綱課程架構之變革 

107 學年度後學校將會面臨課程架構模組的大幅變動，除了上述課程架構對學

校產生的衝擊，未來將近有三分之一的課程是選修課，高中必須開出比班級多 1.2

到 1.5 倍之選修課程，學校面對大量課程需求與教學空間，教師人力不足以及師資

員額配置的問題也浮上檯面。學生跑班選修亦挑戰現今班級制以及導師制度，校

園學習環境之規畫以及師生關係之經營，絕非只是校長、行政單獨面對的問題，

包括學校教師以及政府配套措施應及早規劃。最後，大學入學與招生制度無法銜

接高中教改，成為高中端進行課程轉化的組礙。縱使高中努力翻轉傳統教育窠臼，

然而大學入學考試的科目數依舊繁多，考試制度造成學生高三學習低落的情況嚴

重，連帶影響學生自主學習的成效。因此大學考招制度如何配合高中課程改革，

擺脫考試領導教學，不再流於形式，著實影響高中端實踐新課綱之可能性。相關

配套措施的延宕與不明朗，一再擴大新舊課綱銜接落差，亦影響教學現場教師參

與改革的意願。 

(三) 落實 107 課綱之挑戰與作為 

為有效銜接 107 課綱，恆遠高中除了針對入學新生規劃三年課程總體計畫之

外，亦提出新課程轉銜之草案，試圖直接挑戰當前課綱轉銜所面臨的種種挑戰。

104 學年度行政團隊召集核心小組密集討論，並與六大學科進行深度會談，提出恆

遠高中學校本位課程變動最大版本「一生一課表行動草案」，試圖打破學期制、班

級制以及現有教學型態，創造出校內教師的討論的空間，引起學校全體成員熱烈

的討論（觀 1041016）。儘管恆遠高中透過開放空間會議，於課發會、核心小組討

論會以及各科教學研究會與教師們展開密集的對話與討論，期望修正並具體化 107

課綱之未來圖像，然而巨大的變動仍然引起校內教師的不安，最終仍採取最小變

化版本的草案。 

上學期第一次課發會我很大膽的提出來說希望 107年的時候可以把現在全部的制度都改

掉，那當然引起學校老師的恐慌…開始捍衛這件事情。在沒有辦法說服的情況下…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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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開始一科一科談。進入第二次課發會大家還是否決了這個案子…不過我們校內有同

仁他們就提議說雖然不正式實施但是可以試辦，我們辦一個校中校的概念，做完之後再

來告訴我們結果會怎樣，那這個案子就獲得了課發會的同意。（1050722-P1） 

由此可見，在既有國情強調班級制、導師制以及尚有學校空間、經費與資源

配合等問題有待考量，外部政策配套措施的不明確以及學校內部對於大規模改革

的疑慮，真正要落實 107 課綱之精神，實踐一生一課表，實際上存在許多現實問

題待學校解決。 

面對上述的困境與挑戰，恆遠高中試圖透過理念的實踐與具體的實驗行動，

檢視 107 課綱的變革訴求，模擬 107 學年度入學之後學生在學期間的學習圖像以

及草案的可行性。經由校內討論折衷後，104 學年度課發會通過決議，計畫利用

105、106 年暑假期間，推出 107 課綱課程轉化的行動試驗方案，試辦高一新生先

修營，打破原有學制，試驗學生適性選課、教師社群開課、行政配套措施的可行

性（文 A4-1）。教師將部定必修課程重組，並做差異化的教學設計；跨學科領域發

展多元選修新課程。不分必修、選修所有科目均開放選讀，開放學生自主選課。

學生亦可以個人為單位，選擇最後一周的學習活動安排彈性學習時間，課程理想

趨近於「一生一課表」的課程模型，做為未來 107 課綱的課程實驗計畫，刺激學

校變革的可能。  

恆遠高中之 107 課綱課程實驗計畫係經由核心小組多次密集討論與反思，經

由檢討，再次修正方案，形成不斷循環的對話過程，利用中間領導機制，來回應

外部變遷的行動作為。最終通過課發會決議，對未來總體校本課程作系統式的規

劃。 

在整體學校發展的過程中，透過具體的實驗計畫直接面對困境與挑戰，不僅

創建新系統課程運作原型，檢驗未來 107 課綱學制改變的可行性，模擬未來課程

地圖，測試老師課程開發能力，也因為在實驗的歷程中，課程的架構細節完全由

教師決定，各學科領域的教師團隊進行新領綱課程設計，試行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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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課機制，教師團隊與行政進行長時間的協同合作與課程開發。在一次對話過

程中 A2 主任提到行政端在實驗計畫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是一個實驗的行動，所以

老師們決定怎麼處裡我們就怎麼尊重」（1050713-A2）。行政在當中扮演催化與支援的角

色，鼓勵教師積極參與，並盡全力滿足教師需求。 

此次課程模組試驗計畫，不僅是將來新課綱的實作基礎，更是教師參與學校

整體課程發展的實踐，是發展學校中間領導共識與能力的契機，引導參與計畫之

教師，進行對話、反思、修正與建立認同。教師們從實驗計畫過程中體驗未來課

程設計模組，多元選修、彈性學習時間的設計，成為未來精緻化課程的關鍵，提

供後續行政程序建議，未來課程模組操作將更完備，同時也提升了教師對於課程

改革的信心。 

其實不管是哪一科都是在用新方法，那至於能不能變成確切的課程那就看以後的課綱怎

麼規劃，看課綱的規劃，至少我是就我的那個教學層次來看我是不排斥了。（1050912-T1） 

我們事後有檢討說這個[課程活動設計]對學生來說需求性，或者是適用性是不是這麼高，

所以如果再有機會再開的話課程應該會比較適合學生。（1050912-T8） 

越來越多教師願意嘗試改變，今年試辦的暑期實驗計畫，共有 33 位老師自願

參加，且不斷有老師希望加入（觀 1050623）。 

我第一次聽校長跟我們談一生一課表這件事情時，我當時的回饋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的嘗試。我會思考我們過往的制度這樣訓練學生真的有成效嗎，後來我又聽到這個實驗

計畫我就覺得可以試試看。（1050713-T9） 

這不只是教師勇於學習與挑戰，更突顯政策與實務的連結需仰賴中間領導，

將挑戰化為實際可執行的試驗或行動方案。透過開放對話、合作與學習，共享願

景與目標，約定行動方向與策略，過程中建構出新的組織運作，重整參與成員之

間的關係，凝聚認同並塑造彼此間的信任關係，進而累積學校課程轉化的動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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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航力，打造學校永續發展的動能。創新的行動、關係與價值形成的組織記憶，

漸漸轉化組織文化和新的運作邏輯。 

參、 小結 

根據台灣中間領導的發展背景與現況，可以描繪出台灣中間領導的特性。所

謂中間領導是指透過組織當中的中層團隊，發揮串聯、連結、橋樑的功能，有效

銜接組織上層與下層，同時啟動組織的改革動能。以教師為改革行動主體的中間

領導團隊作為學校課程發展的智囊團，並且善用中間領導團隊在組織中的特殊位

置，水平式對話與協作，能夠針對各種課程議題帶領組織進行縱向與橫向的連結

與探討，並能提出解決方案或建議，發揮「中間」「領導」的效能。 

不同於英國、香港設有學科領導人、課程統籌主任；澳洲將中間領導者視為

校長的預備人選，副校長、助理校長等職位亦屬於中間領導的範疇。反觀國內學

校體制，不論是否具備正式職位，包含學科召集人、學科代表、社群召集人、教

師等皆可能參與學校課程發展的決策過程。如學科召集人並不具備法定職位及加

給，實質上亦兼負起領導學科發展、領導及管理教職員以及協助學校行政事務的

責任。社群召集人亦是自發性領導教師團隊專業發展，偕同教師同儕一同進行課

程開發。 

我自己也不是特別厲害的人，我只是想說我們可不可以有機會大家一起參與、一起討論，

一起學習這樣而已。其實擔任這個東西[社群領召]只是陪伴大家、協助大家可以再多想

一點，然後陪大家讀書、陪大家設計課程。（1051005-T5） 

恆遠高中自 98 學年度以來課程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這八年之中恆遠高中歷

經了一些重大的轉折與改變。首先，從新校長上任到之後的 12 年國教，加上競爭

型計畫的挹注之下，恆遠高中累積了許多課程發展的成果，包含學生課程地圖的

建置、探索式選修的開發，過程中越來越多教師有機會加入選修課程的設計規劃。

如今，隨著 107 學年度新課綱即將實施，課程發展不再只是校長、行政的任務或

是教師自願性參與，課程發展需要全校成員共同面對、合作、規劃，提升為校訂

 



141 

 

必修或選修課程。因此，學校需要更縝密的組織規劃，透過建立組織中層的領導

團隊，建立核心小組，集結原本分散的六大領域教師，透過中間領導的機制，向

上對應校長行政團隊向下與基層老師溝通，串聯教師們形成如互聯網般的網絡系

統，一群人共同進行跨學科領域的協作，各種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決策或溝通約

定，累積了知識經驗並帶起教師的行動能夠有所作為。在此脈絡之下，中間領導

係指介於行政與教學之間的一群教師，形成一種水平式擴大參與的領導形式，擔

任學校上層與下層間的橋樑，填補行政與教學間的鴻溝，參與學校的整體發展與

決策，過程中涉及行政與專業知能。 

綜合上述，台灣在課程改革的脈絡中面臨體制的全面翻轉，因應新課綱的精

神，課程設計與教學必須從學習者出發，需仰賴教師團隊的共識與聚焦合作，面

對差距與挑戰，此時學校當中串聯理想與實踐的中間領導階層自然展開，當中的

過程即中間領導。 

教師們自主喊出了中間領導一詞，因為他們正是一群介於學校中層結構中的

橋樑。這個以教師為主的行動體，領導角色不會固著於特定的領導者，而是隨著

任務的不同，組成成員以及領導任務也會隨之改變。中間領導者開始發揮策略性

的角色與功能，將各小組的成員串聯在一起，學校成員彼此之間更加緊密，促成

改革的聯合行動，同時進行大規模的課程轉化任務，朝向課程改革與創新前進，

永續推動學校發展，以下第三節將進一步探究中間領導者角色的發揮以及其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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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之角色與效益 

窺探近年來國內外教育改革的趨勢，12 年國教的實施將台灣帶領進教育新紀

元，爾後頒布的 107 課綱，為符應十二年國教的教育目標，徹底顛覆了過去課綱

的理念、架構，對學校課程架構與設計上，做出了重大的突破。台灣教育嘗試實

施全面性的變革，包含課程的設計、教師配課、教師鐘點費用、教師專業評估、

學校環境規劃到課程評鑑等流程，需進行全面的系統改革，我國現今正歷經課程

調整的過渡期，學校端也正努力回應著教育改革帶來的改變與衝擊。 

觀察國內教育現場發現，教師參與領導的頻率、密度提升，人員代表性變的

廣泛，參與課程改革的人數不斷增加。從恆遠高中中間領導發展進程可以看出，

中間領導的產生需要透過高層力量引導並加以強化，將原本分散於組織中的教師

個體，凝聚串聯組織中間領導團隊，並且能夠有效發揮中間領導的策略性角色，

參與校內課程的改革以及學校整體發展，使學校能夠突破傳統的框架，發展出課

程與教學創新體制，對學校課程發展產生直接且明顯的影響。 

壹、 中間領導之策略性角色與任務 

參閱國內外文獻後發現，中間領導者的角色大致上分為課程開發者、中介協調

者、領導者、引導者、輔導者、決策者。實際研究後發現，恆遠高中建立中間領

導團隊後，中間領導者開始發揮其策略性角色與功能，展開大規模的課程轉化。

中間領導者的核心任務聚焦在課程發展以及學生學習，其領導角色的發揮至少包

含下列 4 種，如表 4-7 所示。 

表 4-7 中間領導者之領導角色與作為 

領導角色 領導作為 

中介協調者 
溝通、轉化、傳遞資訊，並進行資訊的收集、歸納與分析。

能夠向上倡議、向下詮釋，串聯起組織上下有效溝通。 

引導者、輔導者 
引導、說服教師進行思考，透過實際行動，成為教師模範，

進一步號召更多教師協同合作。 

團隊領導者 
領導團隊發展，設定發展方向，以身作則，影響其他教師加

入改革，扶植更多具備中間領導潛力的教師。  

議題規劃、 直接參與課程校務發展核心，規劃學校未來課程之架構。負

(續下頁) 

 



143 

 

方向決策者 責學校課程發展之研擬、規劃，決議，影響學校決策之方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校長固然是學校領導的重要樞紐，必須洞察學校教育的趨勢與變革，了解學

校的優勢與發展潛力，引領、凝聚學校發展的願景與方向，支援學校發展。然而

面對大規模的課程改革，學校需要全體教師的共同參與，發展教師的多重領導角

色。透過不同的教師角色以及系統性的組織結構帶動學校組織中不同於傳統的互

動模式、合作模式，來回應學校組織面臨的問題或需求。以下將進一步論述中間

領導者策略角色內涵，詳述如下： 

一、 中介協調者 

  中間領導者是組織當中的中介角色，是介於行政與教師之間的角色，能夠穿

梭於組織上下層，負責資訊的溝通、轉化與傳遞。具備向上倡議、向下詮釋，傳

遞資訊的功能，能夠帶動組織有效溝通，並進行資訊的收集、歸納與分析。能夠

同時理解高層領導者與一般教師的想法，將學校高層的想法轉化成基層教師能夠

理解的語言。 

比較像小老師或助教吧，因為有時候校長講得很深奧，我們剛聽完有時候蠻難理解的，然

後核心小組有討論或參與的能把它轉化成我們比較能理解的語言（1051012-T4） 

 當學校高層領導之政策推行過於快速或變動幅度太過劇烈時，容易引起校內

教師的恐慌或反彈，此時中間領導者能運用自身的領導策略，在原本的結構中尋

找行動的空間，將學校政策轉換為一般教師較能接受的模式，成為學校組織中高

層領導者與一般教師之間的緩衝劑，亦為推動改革的推進器。 

我知道校長很想要有這樣的改變，真的能達到所謂一生一課表，可是一生一課表這個概念

太新了，可能就沒辦法達到他的改變…我會覺得是慢慢開始改變，然後慢慢一個一個拉，

千萬不能急，如果你真的一次就要做到，就會吃快撞破碗，其他人也不會想要配合，你連

後來慢慢推都不可能會成功了。（1051005-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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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詮釋，透過教學研究會或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會議場合，以及充分授權

中間領導者參與討論整體校務發展，教師們接觸、了解 107 課綱及領綱草案，中

間領導者將相關議題帶回學科或社群中，使 107 課綱成為各學科組織間的話題。 

要把學校的案子整理成科內的老師要看的懂，然後讓大家去做有點像 Q&A一樣，或許他的

問題就變成未來我們要帶到會場去的。（1051011-T6） 

 學校重大的課程發展決定是經由核心小組共議，通過課發會決議的結果，因

此課發委員以及核心小組成員能夠充分發揮溝通橋樑的特性，將課程發展資訊向

下傳遞給一般老師，學校成員都能夠了解學校課程發展情形。 

我通常傳遞消息的來源都是三個到四個，第一個是三個年級的年級召集人，再來是科主席

再來其次是我們這幾個小的社群夥伴會知道，因為這樣算一算科裡面其實科裡面就會有三

分之一到一半的人知道這些訊息了（1051006-A1） 

因為它[107學年度課程架構]其實在課發會跟核心小組討論，但是我們課發委會把訊息帶

回來科內跟我們講。（1051012-T4） 

中間領導者獲取資訊之後，依照任務發展需求，能夠主動於學科、社群內召

開會議，將資訊傳遞給其他教師。 

比如說今天假設開了一個行政會議，那我們有 OO科的科主席開了會，他可能要跟大家講

話就可能號召。比如說我去開了課發會，有一些新的東出來了，那要跟大家講就我來號召

一下。（1051011-T6） 

向上倡議，中間領導者能夠利用共備時間針對學校所提出的 107 學年度課程架

構進行討論（觀 1041030），並收集科內教師們的意見，向學校上層領導反映。讓

學校在不斷對話與試驗的過程中，納入學校多數教師的想法與意見，凝聚學校願

景與學生學習圖像，找到未來學校系統的定位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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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好在開教學研究會我們有討論說裡面的一些比較要改進的部份，實驗計畫要改進的， 

比如說像所謂導師的角色。（1050912-T5） 

中間領導者統整科內教師意見後，將意見討論彙整後向學校上層反映。 

先發散式先想，講完之後是我們三個課發委員先坐下來，然後請召集人還有科主席下來，

然後我們先溝通，先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或是意見，然後最後彙整之後再送出去，

所以是先發散式的去想然後再收攏、再聚焦。（1051006-A1） 

就先用問卷調查大家有一些共識，整理過後，就是整理把這個結果給大家看到這樣子

（1051005-T5） 

像我核心小組開完會有什麼重要的決定我就會做成問卷，用 google表單讓同仁去填，填

完之後我就有一個大家意見的表達，然後我在第二次開會的時候我就可以帶到會場去討論。

（1051011-T6） 

除了向上層領導者表達意見之外，中間領導者亦能向上提出創新方案，因此

學校課程發展過程將會更全面，不單單只是校長或是行政團隊的觀點，而是集結

全體成員意見，上下交織所形成的共識。 

我已經把大家去討論它的一個興趣拉起來了，如果你不做這個動作，其實就是行政丟出一

個版本，可能未來在執行有問題都沒辦法發現，因為你只有一個版本，沒有人提出第二個

版本然後就要開始做表決，那這樣會很危險。（1051011-T6） 

以恆遠高中課程發展歷程來看，策略上學校由上而下營造中間領導發展的空

間，透過組織系統化的中間領導團隊，不僅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更擴大課程

規劃會議的參與人員，建置協調的團隊運作機制，使中間領導發揮中介協調的功

能，彙整、研討、決議學校課程發展。課發會、核心小組、教學研究會以及教師

社群各司其職，針對被賦予的任務內容，進行討論、資料收集與規劃。核心小組

成員負責課程架構的草創，透過對話、協商，提出具體方案，會後再經由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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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將議題帶回各學科，透過教學研究會或是教師社群的共備時間，將訊息傳達給

科內其他教師，並且進行意見的彙整，最終提至課發會決議。學科領域間縱向及

橫向的的交流使領導團隊能跳脫框架，進行反思與修正。各領導團隊在互助、協

作的模式之下，課程改革能夠快速地且大規模地展開，而教師是其中主要的參與

者與執行者，搭起行政與教師間的橋樑。 

二、 引導者、輔導者 

中間領導者能夠發揮輔導的角色，引導學科內教師發展，跨領域推動學校進

步。中間領導者對於教師生態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懂得轉換引導模式，採用漸進

式的方式，逐步引領教師前行。 

我自己對學校的觀察是，我們學校的特性是不能夠強推，一定要給一點時間、給你空間，

帶著走，那帶著走可能需要兩年三年，但是最後一定會動。（1051006-A1） 

當中間領導者接受到資訊時，必須要能夠將資訊與底下教師分享，除了單純

的傳遞資訊，亦會利用社群共同時間，引導教師進行思考。可知中間領導者除了

自身是課程開發者、中介協調者同時也是課程引導者。 

我比較喜歡走的路線是在我們社群討論的時候是提問者，就不斷的在社群中提問、引導，

慢慢地引導，因為如果一下子講那就是分享，那就是工作坊，老師就沒有課程設計的能力。

（1051005-T5） 

你不可以自己去執行，你一定要讓別人會。比如說我可以做到十分的等級，但是我必須把

他降到八分甚至六分給這個老師做。（1051011-T6） 

由於教師本身擁有很高的自主性，因此作為引導者，中間領導者必須運用策

略來引導教師。中間領導者將自身轉換成示範者，率先投入課程發展，期望透過

實際行動，進一步號召更多教師協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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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較像是我先走一段…有點像是變成模範，或者是說一個 sample，讓其他老師看其實

大家一開始反對的東西其實也沒有到不能做，就是的確可以做。（1051006-A1） 

其實這樣的東西你說沒有用，但是你用做的人家就會來跟隨，所以我帶老師來做課程的時

候，我都是第一年我自己投進去，所以我第一年我就先開發了課，就開始上…當你投進去

的時候其他老師會看，那看久了他會覺得說蠻有意意思的，就會跟進。（1051011-T6） 

為了拉攏更多教師加入課程發展，策略性地降低難度，一步步說服、引導，

越來越多老師自願加入課程轉化的行列。 

不願意改變的老師是會因為願意改變的人增加而做調整。所以你就要去抓樁腳，就把他們

一個一個抓出來，這是一種方法…你把難度下降了給他了，如果參與的人越來越多，那不

願意的人就會少了。那不願意的少到一個臨界值，最後大家就都會參與了。（1051011-T6） 

我覺得可以不用那麼快就講術語。因為成人教育，我們有學過教學與輔導教育，因為成人

教育他們只想先學馬上就學的到的東西，跟他們切身相關的。（1051005-T5） 

依據目的以及對象的不同，中間領導者會改變引導模式，運用不一樣的方法，

策略性的引導。 

如果你是對跨領域的這個[系統思考]就會帶的進來，可是如果是領域內的我還是覺得走

UbD慢慢來。系統思考可能是屬於高一、高二、高三整個的共備團才有可能做得到，可是

如果單獨的共備比較不可能。（1051005-T5） 

中間領導者發揮引導的功能，成為一般教師的觀摩對象，引領其他教師進行

課程的改革或創新設計。科內許多教師在中間領導者的引導之下，逐漸形成社群，

一群人願意為了相同的目標而改變。 

他自己做他有興趣的某些單元、某些領域，就不斷不斷的去找很多資料，然後也跟年輕老

師一起談，就是帶更新的老師這樣子…發揮中間領導的角色，可是他完全不是透過行政給

他的支持，他完全是自發性地出來帶這樣子。（105101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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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老師擅長的模式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可能會做這個東西，然後在學生身上看到回饋還

不錯，大家就會都試試看，比如說我就把他這東西變成我的模式，然後在我的班上使用這

樣。（1051012-T4） 

由上述可知，中間領導者引導的角色非常多元，除了課程設計的引導，還包

含思想的引導，過程當中亦展現了許多領導策略。以角色定位來說，儘管中間領

導者的範疇具備彈性，依據任務不同而有不同的領導者，但是學校在發展過程中

往往會有一群教師擔任領頭羊的角色，中間領頭羊教師具備領導者特質，勇於面

對挑戰，影響力的發揮並非取決於職位上的服務性質，並且將改革視為責任而非

取決於職位上的義務。因此發展中間領導策略上，首先必須尋覓學校當中的中間

領頭羊教師，他們多半了解自身的任務，並且願意承擔責任，主動參與變革，扮

演啟動中間領導的關鍵角色。 

我一開始會覺得為什麼那麼多的理念會出不去，我其實有灰心…那我只能做另外一件事就

是我做我能做的，我先不改變其他人我先改變我自己，我先把我能夠做的教學部分我就先

再往前行。（1051006-A1） 

我們覺得有些東西是需要克服的，大概科裡面要坐下來想一想，如果這是個趨勢的話，我

們科可以怎麼變，而不是再把他拉回去。（1051005-T5）  

中間領導的發展需要由這些具有代表性或號召力的教師為出發點，再去帶領

其他教師。秉持找對的人做對的事，恆遠高中透過各種研習活動與觀察，尋覓教

師中的領頭羊，激發有潛力的教師共同參與學校改革的過程，讓教師成為領導人，

包括教學的領導、課程的領導都是老師。 

信任關係夠的時候，我覺得這幾個領頭羊的老師，他們其實都已經非常的理解學校的目標

是什麼、校長想要做什麼，那我的角色就是我多幫助一些老師，拉進來一起做這些事。

（105101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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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抓住這些本來就有一些不一樣想法的老師，那他們又不見得一定是領導者…如果你能

夠讓這群有影響力的人又願意往教育的方向走…善用這股力量轉換為學校的動力，這樣的

話就能夠帶學校走進另外一個我們希望的教學領域。（1051011-T6） 

中間領導者將領導視為責任並期待發揮影響力，對於教育的理念願景，能夠

將組織願景、目標、價值觀轉化為行動，使組織成員的能力得以被釋放，具備帶

動教師一同合作的特質，進而影響其他教師的想法、作為，越來越多的老師願意

參與改革的過程。 

我之前是很希望說在課綱的變化裡面我們先往前衝，先試一些東西，那試發現錯誤之後讓

後面跟的老師知道說其實你可以不要往這邊走。（1051006-A1） 

我後來就接了校訂必修…那時候又加上優質化要寫計畫什麼的，所以我說好，要不然我先

跳出來寫，那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其它意見…我就想說大家如果不反對，那不然我就先來認

一個，那大家如果願意跟，就來跟。（1050912-T3） 

你當老師你要把它當作是什麼樣的一份工作，如果你認為這份工作他必須要有一點點影響

力，那你該做的東西就不只是在課堂上教學…而不是說像現在看到說這叫額外的，我倒覺

得每個老師都應該要寫計畫，每個老師都應該要做這些才對。（1051011-T6） 

由此可看出中間領導者的共通特點是對於教師工作的責任感、對學校的認同

感以及對教育的熱情，他們不見得具備正式職位，但是往往具備號召力，通常是

組織中的代表性人物，能夠影響組織成員。 

一個一個的社群都須要有領導人，而這個領導人他得到的不是法職權，那純粹是從心裡頭

的使命感，或者是對自己工作、對自己所在學校的一種價值吧，或者是一種使命，他的責

任，或者是他對於自己有另外一種定位是：我不要再做以前那種樣子的老師了，那我想要

邀請我的同仁跟我一起來改變。（105101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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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領頭羊教師站出來後自然會慢慢改變組織文化，當他卸下階段性領導任

務後，其他教師自然的補位、接軌，此時改革的動力也就產生了。 

就歷史科來講我會覺得他們有自己那個 run的文化已經形成了，是一個在社會科裡面龍頭

的角色，就是他也會去呼籲其他科說要不要一起來。（1051014-P1） 

教師長期在學校環境下依循固定模式形成慣性，因此當學校面臨改革時，要

「適應」和「應變」就會備感辛苦。因此在改革過程中，無法達到教師百分之百

的認同與參與。對於未來課程的發展在改革動力啟動後，校內的文化漸漸改變，

願意改變的教師自願承擔領導的責任，原本較保守的教師受到學校改革氛圍的影

響，漸漸改變自己的想法與作為，表示自己慢慢聽、漸漸就可以接受，等到不得

不的時候就會去做了（觀 1050120）。因此，發展中間領導在策略上必須尋找出先

找出第一批領頭羊教師，再透過這些領頭羊教師號召更多的教師一同加入中間領

導團隊。不論改革幅度為何，對於學校及學生都是一大躍進。學校未來的發展方

向是由全體成員共同決定，而中間領導者正是穿梭於組織上下，彙整、凝聚組織

發展的重要關鍵。 

三、 團隊領導者 

學校課程及永續發展需仰賴中間領導的有效運作，中間領導者同時具備教師

與領導者之雙重身分，回到各學科後，中間領導者能發揮領導者的效能，領導團

隊發展，以身作則，設定團隊發展方向，分派任務，驅動其他老師參加課程改革

的意願，同時扶植更多具備中間領導潛力的教師。透過經驗分享與傳承，中間領

導者扶植一般老師成為未來中間領導者，當越多教師具備中間領導的能力時，不

論是否具備正式職位皆可能成為中間領導者，領導的界線因為任務不同而快速變

動，參與的人員會不停變動，動員規模可大可小，成員間可以傳承、互補，學校

課程發展亦不會間斷。中間領導者必須要發揮領導的作用，與底下教師一同合作，

逐步發展共同領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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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領導的發生不是看已經有成果很好的就是有中間領導，中間領導其實是這個次級的團

體或組織裏頭分眾的小組織們他們是一起在運作的，他們形成一種有人在帶他們他們跟著

走這樣子。（1051014-P1） 

  領導的內涵涉及團隊領導、願景以及團隊發展方向的設定，當成員間建立起

信任關係後，改革也變得相對容易。 

你一個帶領團隊的人，能不能看的很遠，底下人他們的期待是什麼，你就是要勾勒出這種

被認同的區間，社群才能走得遠…所以當我出了一個非常驚訝的點子的時候，他們也會覺

得很正常，他們通常都會相信做的到。（1051011-T6） 

  擴大中間領導團隊，讓更多的教師具備中間領導的動能是學校永續推動中間

領導的重要策略之一。 

我的想法是我必須要退下來，要不然人會有惰性，永遠都是那批人在做，所以我就會開始

慢慢退慢慢退，所以現在對我來講已經退到科裡的第二線。（1051006-A1） 

在中間領導者的帶領之下，教師們開始有了課程設計的能力，或是願意主動

創新課程。 

OO班它主要的成立當時我訂的就是兩個方向，第一就是你要培養這個方向學生的專業人

才，第二個就是讓老師能夠帶領專業的課程，怎麼去做專題，習慣去做課程的開發…就是

變成中間領導的老師，他們就有能力開發新的課程。（1051011-T6） 

一般教師可以成為中間領導者，原本的中間領導者亦可退居二線成為支持的

力量。組織在協作與傳承的氛圍之下，領導範圍不斷擴大。 

有點像潛移默化，就可能帶著他談，可能把一些訊息互相的就是…可能彼此利用課餘時間

聊一聊談一談，然後也把自己在校外社群的東西再帶回來，甚至於是跟其他科老師們的溝

通，想法也跟科裡面的同仁分享…我們也不會一直在前面當領頭羊…所以順勢退下來讓這

些人可以再接上去。（1051006-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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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的夥伴可能從起初志同道合的老師，慢慢擴散到學科整體氛圍的改變。

中間領導者透過經驗傳承，穩定社群運作，學校教師團隊能自主運作，不管行政

人事、教育環境如何變遷，中間領導機制自然會自主運作。 

那時候離我們高一跑班選修還有兩年，其實科內就已經在做討論，所以已經設計了良好不

同的課程，所以那時候有一點其實被帶著，然後覺得好像真是還蠻正常。（1050912-T7） 

因為 107它已經快了，所以如果明年才開始就來不及了，我們就約禮拜四下午來共備。然

後去說服同年級，那大家說服好了才可以把段考那些注音、解釋全部換成問答，那是變成

慢慢擴散的。（1050912-T2）  

教師成為學校經營的基石，不再過度仰賴校長行政。面對校長遴選制度規範

的兩任八年的任期，為避免「人去政息」的情形發生，學校不能仰賴單一領導者，

當學校的教師人人都有機會參與學校改革，依照任務的不同，分派、分擔學校改

革的責任，成員能透過相互協作，分攤龐大的課程轉化任務，大家都了解了以後，

學校才能傳承、調適與創新，永續發展。 

中間領導的老師都有自信而且願意承擔這個工作，甚至於他也願意在交棒給下一個人的時

候，比如說他覺得他已經輪兩年了、做兩年了、累了，今年他可能改教高三，他覺得我高

三壓力比較大，沒有辦法再繼續帶社群，那我是不是交給誰，那交給誰這件事他們就有一

個很好的流動跟傳承這樣子，做到這樣的時候校長換誰都沒關係，他們就會運作。

（1051014-P1） 

教師才是最了解學校發展的人，若中間領導者也能意識到學校永續發展的重

要性，與校長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對於學校的發展才會是穩定的、正向的。 

我其實是比較希望新校長來他…就是他可能要先花一年或兩年的時間先觀察這個學校需

要什麼，那他再把他的專長利用中間領導的這個模式，跟教師們站在同一線一起把學校往

上推，我覺得應該這樣會比較理想。（1051006-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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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組織的傳承與扶植，逐漸改變學科內的文化氛圍，中間領導團隊逐漸擴

大，領導人員可能會相互接力，但不會停滯不前，此時組織即具備前行的動能，

能夠面對各種外來的挑戰。 

四、 議題規劃、方向決策者 

中間領導者參與學校事務的規劃，是 107 課綱轉化的重要決策組織，影響學

校的課程發展與改革。以運作模式來說，核心小組配合課發會的期程規劃，負責

草擬、規劃、決議學校未來總體課程發展方向與架構，在議題上做出某種程度的

決策，各小組委員將議題帶入學科，進行意見蒐集與持續研討，進一步引發全校

性的討論，分析資料後做出最貼近學校全體成員想法的議案。平等開放的對話空

間使中間領導者能將自身理念或代表學科將意見置入討論議題之中，形成溝通約

定後，成為共識，自然變成學校未來發展主軸，影響學校未來發展。 

我把自己對課程的想像我會偷偷的帶進去，就我希望它是一個多元的、開放的課程，我會

把這個帶進去，大家不表達意見、不反對，那就會到各科去帶，那他自然就會有機會變成

是這個校的主軸。（1051006-A1） 

105 學年度恆遠高中規劃「107 課綱各式課程進度報告」，期望中間領導者發揮

課程專業領導的角色，在通過學校未來課程發展方向以及執行期程後，帶動各領

域進入課程內容發展的實質階段。在中間領導者的號召之下，各學科開始針對未

來課程設計分組討論，以社群或課程主題為單位，進一步討論課程發展細節規畫，

甚至進行跨領域的課程協同設計。 

校訂必修六門課，之前是六門為什麼現在變成七門，就是這群老師他們就偷偷來跟教務處

說他們又要再做一門課，然後他們打算怎麼做怎麼做…他們真的確實就在做了，然後他們

甚至去跟其他科年輕老師串聯，然後打算做什麼。（1051014-P1） 

我們[社群]選好時間，比如說接下來兩次時間，然後大概要討論什麼，就是希望這學期[課

程]能夠再結構化一點，或者是再精細一點。（1050912-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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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間領導者因角色定位的不同，能夠開創組織不同的思考格局跟向度，

當組織中有反對意見時才會回頭思考是否有遺漏缺失，這是中間領導效能的發揮，

可以同時從不同學科的角度思考，審視領導政策的缺失。中間領導者能發揮影響

力，創造改變決策的可能。 

我提這個版本[107新課綱學校總體課程架構]有兩個目的，第一個就是要把課發會對於

107課綱的架構框架的大小要能訂出來，就是說它有多大的彈性空間。然後第二個就是你

在提出來大家看到這個極端以後才會開始去思考原來 107課綱的架構要注意些什麼，因為

你看到極端的東西出現了一些狀況，所以行政它們或是其他的老師開始動起來去想更細部

的問題。（1051011-T6） 

 綜合上述發現，恆遠高中充分授權中間領導團隊參與課程開發與決策。中間

領導者在學校組織中的角色定位是議題規劃與方向決策者，任務小組如同學校課

程發展的智能團，負責討論學校重要辦學方針、探究課程運作模組、盤整統合教

師、行政課程開發過程所需資源，規劃 107 課綱相關配套可行性規劃草案，發展

可行的課程總體計畫（文 A8-1）。 

比較中間領導角色的特殊性發現，中間領導者與一般教師最大的不同在於中間

領導者具備領導的潛能與帶動、號召教師的能力，較具敏銳性且能夠洞察事件行

動背後的意義，透過中間領導者策略性的說服、引領，利用其介於教師與行政間

的角色定位，相較於由行政端來號召，中間領導者較容易帶動一般教師一同進行

課程開發或決策。當中間領導者充分發揮其中介、引導、領導、議題規劃以及方

向決策的角色時，便能促使學校中的次級組織能夠有效運轉。 

貳、 中間領導之效益 

一、 形成聯合行動體 

在中間領導中，中間領導團隊在學校組織中扮演著中介協調者、引導者的角

色，穿梭、串聯於組織上下層，透過協商，進行議題的規劃、方向設定與決策。

面對課程發展的目標或任務，由核心小組通過的各種決議，促使學科必須一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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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發展。將學校全體成員納入課程轉化的過程，形成決定學校未來發展的聯

合行動體。 

[中間領導者]可以告訴他們我們非要一起合作一些事情不可，然後這些人剛開始也許是

被迫的吧，可是無論如何他們終究要一起完成一些事情，那完成一些事情的過程裡面就

會發生中間領導。（1051014-P1） 

而後組成的社群提供空間讓教師重新學習並激發教師願意承接新挑戰，發展

解決策略以及面對組織衝突（陳佩英，2015）。社群的共備文化促進學科課內良好

的互動與運作，教師間同心協力形成互助合作的環境，將改革視為任務，不會推

託或逃避，也能欣然接受挑戰與困難。中間領導的發展仰賴教師群共同協作，跨

領域、社群之間以此觀摩、學習。 

如果兩種不同參與這個課的那個思想能夠能夠交流的話，那說不定可以出來新東西，你

不知道的資訊人家知道，他不知道的資訊你知道，那可以平時交流嘛，對啊，那你也會

你也會更加的凝聚跟這個科的向心力，跟這個科的輪廓也會更明顯。（1050912-T1） 

社會科的老師都會蠻積極努力的共同備課，如果說要單打獨鬥的話，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不可能，因為你沒有辦法一個人 cover這麼多新的課程…大家合作起來，其實每個人分

攤的很輕鬆，而且每個人視角不一樣，就可以架構出比較完整的內容…大家願意去改變，

而且大家有共識可以一起來合作。（1050912-T8） 

如果你沒有一起共同備課，你不太能確定你這樣的教法可以達成你教育的目標

（1050912-T2） 

中間領導建立起全校性的溝通機制以及開放的校園文化，影響教師擔任中間

領導者或是接受挑戰的意願。透過中間領導機制，形成「教師群體協作」，建立緊

密的夥伴關係，教師不再是單打獨鬥，而是一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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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願[參加暑期實驗計畫]的…因為我喜歡在暑假上課，我覺得暑假的課比較沒有拼，

就是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我覺得又可以做個事情，然後又有很好的那個團隊老師一起。

（1050912-T4） 

社群的共備我覺得會讓我比較敢動，就是說老師會願意，而且還會想說：「诶!我可不可

以下學期繼續下去」。它其實是有幫助的，思考就不是片段的。（1051005-T5） 

要找一群夥伴是要一起做同一個目標的，就是因為自己要做我覺得難度還蠻高的，而且

面向也很窄。如果自己科內有一群人聚集起來做同一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會比較容易

去進行。（1051012-T4） 

學科、社群中的領導者，發揮中間領導者之輔導者角色，進一步的引導新進

的教師或是說服不願改變的同儕，領導部門或其他教師發展。 

所以為什麼我去年要去年陪他們共事，他們今年的高二這個，然後今年我是陪高一共備。

我們高一都有在共備，高三的有一兩個老師是比較喜歡保持那個樣子，他們願意陪我們

分級跑班，他們已經慢慢在改變了。（1050912-T5） 

我們在我們的 line群組上面討論一些事情的時候他們就也會配合，然後慢慢也會在自己

的教學上面[改變]，而且他的學生慢慢的也在影響他們，因為他們覺得他的學生怎麼難

帶，其實他們有在慢慢的改變。（1050912-T5）  

不論是跨校或是校內的教師社群，教師們共同備課、分享經驗，創新的教育

理念在組織中發芽並演化成新的範式，透過社群組織的力量發揮由下而上的力量，

除了改變學校課程樣貌外，亦有可能擴大政策的空間。 

就是有些社群，我們有一些大學的臉書社群其實就有加入考招會議這樣子，然後其實我

們學校也有類似是加入考招委員會當中，代表高中端這樣子，就像我們的 OO老師，然後

他就會表達這些東西。（1050912-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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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中間領導的發展，甚至可以突破學校範圍，延伸至教育政策層級。

中間領導團隊能夠發揮它介於組織中層的力量，能夠擴大組織參與改革的規模，

由老師擔任改革行動主體，形成一種水平參與式的領導模式，同時串聯行政團隊

以及一般教師，中間領導者發揮其穿梭引介的影響力，領導、引導、協調、規劃

課程發展，讓更多的教師可以參與，形成共同決策，其關係如圖 4-9 所示。 

 
圖 4-9 中間領導擴大水平式參與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二、 學校永續發展：提升改革動能 

恆遠高中面對課程發展與教學改進的挑戰，鎖定課程與教學進行翻轉變革。

啟動校內成員專業對話機制，將教師視為學校系統創新的核心，沒有教師的支持

與參與，學校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因此在面對困境與挑戰時，恆遠高中組成中間

領導團隊，激發教師領導潛能，將教師視為改革的關鍵，並指引團隊持續前進的

方向。以中間領導機制回應內、外部的挑戰。中間領導的成效不僅止於課程發展

成果，若將目標放大，可以看出在中間領導的影響之下，恆遠高中參與學校改革

的人數越來越多，意願也越來越強，具備領導潛能的種子教師逐漸被喚醒。打破

過往學科間壁壘分明的僵局，開啟暢通的對話機制。教師們的信心增加了，面對

改革的領導動能也提升了，當學校中每個次級組織都能有效運作，組織也能往好

的地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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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後我覺得整個學校的那個活力跑出來了，老師們都很忙，然後老師們都覺得自己

越來越重要，因為他們在做新的事情。然後學校的聲望我覺得是有提升的，因為大家慢

慢的發現這是一所一直在嘗試改變的學校。（1051014-P1） 

中間領導的實踐本身是一種良性的循環，組織中間領導團隊，形成團隊共識，

全體成員上下一心，教師習慣先從學校發展焦點定位開始思考與調整，進一步推

動校內課程轉化與改革（觀 1051011）。學校的課程遂在不斷溝通、對話的過程中

逐步成形，伴隨著豐富的課程創新成果，教師們從當中或的成就感，更有活力、

自信面對挑戰。 

一直會覺得應該還有新的東西可以嘗試，就會一直往前行。因為像我自己開了選修課開

了一兩年，總覺得好像可以再玩點不一樣的東西。（1051006-A1） 

做了之後真的開始 run了，就會享受到辛苦背後的一些收獲，因為首先你在進行自我的

解構跟再建構本身就會有成就感。（1050912-T2） 

中間領導團隊的成功經驗，附帶增生價值展現在教師專業發展的提升，以及

校園改革動能之提升。教師組成教師社群，共同面對問題成為改革的行動者，願

意承擔責任，過程中提升課程發展抑或是領導的專業知能。 

像差異化教學或分級跑班些這成就感對我來說課程上會想要繼續改變，不是只是選修課

而已，應該是普通的校本課程或者是部定課程都要改變。（1051005-T5） 

中間領導者在課程轉化的過程中率先擔任課程改革的領頭羊，成為啟動課程

改革的「點」，起初可能串聯幾位有共識之教師形成課程改革的「線」，爾後課程

改革的成果效益會不段擴散，逐漸形成課程改革的「面」，吸引更多教師願意加入

課程改革的行列。 

比如說新增加探索式課程，那開來開去都是某幾個老師…可是我覺得有越來越多老師自

己會覺得這是一個 OK的嘗試，就會慢慢跳下來…對這個有興趣的老師他看到你的成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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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會一起加入。（1051012-T4） 

因此，實踐中間領導，讓恆遠高中展開了螺旋式的溝通機制，架起了學校永

續發展的模型。不斷的探索、增能，促使社群發展、課程創新，達成階段性任務

後又有新的任務，越來越多成員被納入機制當中，從成功的經驗中，讓教師更具

改革的主動性，教師更有自信面對下一階段的挑戰。 

經由不同任務階段的互動與學習，中間領導者的有效傳承，扶植更多教師願

意成為中間領導者。教師們彼此之間有補位的默契，當階段性任務不斷出現，中

間領導團隊能自主協商，選出新的領導人並進行工作分配，繼續往目標前進。課

程發展的經驗加強了教師願意面對挑戰的意願。當學校教師具備了改革的動能與

意識，學校自然能永續發展與創新。 

參、 結語 

深入探究中間領導展開的背景脈絡後，可以發現中間領導起因於教育制度、

課程改革的影響。教育權力重心逐漸下放到學校層級，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

學校特色營造。同時，教育部委請國家教育研究院研訂高中職特色課程的實施原

則與事例，欲以特色課程達到促進學生適性學習的目標與創造學校的亮點與優勢

（劉欣宜、洪詠善，2013），發展特色課程成為高中課程發展的主要重點。 

有關高中特色課程的相關政策，以往多散落在各種不同的方案計劃之中，然

而如今公布 107 課綱後，課程轉化的任務提升至校本層級，不僅是每一所學校都

需要面臨的挑戰，特色課程的發展也是校長及全體教師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需要學校全體成員一同建立專業學習組織生態圈，共享課程發展的專業成就（教

育部，2016）。因此，學校需要建立一套課程轉化的機制，足以牽動全體教師一同

參與特色課程的發展。中間領導就像是組織中的橋樑，連結學校上層與下層，能

夠啟動課程改革。中間領導團隊補足傳統領導模式的不足，推動全體朝共同的任

務目標前進，透過團隊的分工，將課程轉化的任務交付到教師手上。中間領導者

的角色在課程發展過程中，涉及團隊領導、資訊整合、協調溝通，充分展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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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協調、領導、輔導以及決策的角色。教師不再只是教學者或只是單純的肩負行

政工作，更參與學校層級校務決定，在一定的範圍內發揮影響力。 

由恆遠高中中間領導的實踐歷程可以發現，中間領導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過

程，當中涉及許多策略性的領導手段，支持中間領導機制的有效運作。中間領導

就像學校中潛在的一種能量，需要被喚醒。因此在實踐中間領導的策略上，大致

可以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首先必須仰賴的是學校高層的支持，創造、凝聚願

景共識，藉由建立共識開啟對話的可能性，醞釀學校的動能並建立中間領導團隊。

透過對話機制來回對話的結果，淬鍊出最精緻的課程；第二階段，當中間領導的

力量被重視後，它便會開始發揮作用，透過訂定明確的目標期程、授權教師直接

參與課程規劃，並且提供專業增能的機會以及行政支持，讓中間領導者有足夠的

空間、能力、意願，有效發揮中間領導者中介協調、引導、領導、決策的任務角

色，穩固中間領導的發展。教師透過團隊協作，從目標出發，探索議題，學校懂

得運用領頭羊教師擔任中間領導者，適時發揮領導的角色，組織社群，並且以社

群為單位，展開協同行動，進一步扶植更多中間領導者，參與任務性目標，最後

達到課程轉化、學校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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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在面對課程轉化的脈絡之下，如何運用中間領導策略，

透過中間領導團隊推動課程改革與創新，探究學校中間領導團隊運作情況，並進

一步分析學校中間領導與學校課程改革之過程與成效。本章將依據第四章研究結

果內容為基礎，分成兩節。第一節將針對文獻探討及個案研究之結果提出研究結

論；第二部分進一步對中間領導相關主題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訪談、觀察以及文件分析為主要研究途徑，對個案學校中間領導及

課程轉化過程進行深度的探究與描繪，所獲致結論結果分述如下。 

壹、 個案高中中間領導的發展脈絡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組織再造，由行政團

隊主導，打底建基；第二階段積極回應課程轉化，以中間領導團隊為主體，

推動校內課程發展 

隨著國際趨勢的改變，世界教育潮流對人才培育的改觀，影響我國教育政策

方針，12 年國教以及 107 課綱的頒布，宣示未來學校教育走向。面對教育變革，

學校期望透過積極發展課程與教學，來回應 12 年國教所揭示的教育理想。因此，

恆遠高中校長上任之初，立即意識到課程改革對於學校發展來說是重要的契機，

於是將課程轉化列為學校發展的重點項目，開始推動校內課程發展。 

整理恆遠高中課程轉化歷程，學校中間領導發展脈絡可以分為兩階段：第一

階段「組織再造：啟動團隊動能」，過去恆遠高中學科之間壁壘分明，教師之間彼

此互不信任，校長上任後開始透過共識凝聚、暢通溝通管道，營造可對話的空間，

讓教師們可以進行專業溝通，領導者由上而下系統性、規劃性、方向性的引導，

建立暢通的溝通平台以及充足的資源，進行組織再造，改變學校的文化同時啟動

教師的改革動能。從 98 年到 103 年，透過校長、行政的方向引導，教師在潛移默

化之下展開對話，並且開始組織教師社群，嘗試競爭型計畫校本課程的開發，並

產生階段性的成果，此時教師團體動能已被啟動，教師們習慣社群發展課程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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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協同合作；第二階段「積極回應課程轉化：發展中間領導」，103 年 107 課綱

頒布之後，促使學校必須展開大規模的課程架構翻新與規劃，學校開始組織、強

化以教師為改革行動主體並且能夠與行政體系配合的系統機制，此時中間領導便

開始運轉。領導模式由傳統的行政領導，逐漸轉變為擴大水平參與式的中間領導

機制。集結六大領域教師的中間領導團隊，經由任務性的分組與討論，針對各種

課程議題進行縱向與橫向的研討，廣泛收集資訊讓更多的教師可以表達意見，共

同參與學校課程改革的規劃，形成一種新式的決策方式，可以同時進行大規模課

程的改革並形成決策，迅速架構出學校課程藍圖。 

中間領導者以過往的經驗與討論為基礎，實踐課程轉化行動策略，並且發揮

其角色功能，扶植更多老師加入領導團隊。當新任務出現，學校可以透過中間領

導機制尋求永續發展的能量。 

綜觀恆遠高中之中間領導發展進程可以歸納為圖 5-1。首先確立、凝聚學校願

景與共識後，教師們彼此之間建立起信任關係，組織教師社群，共同備課，時而

因應競爭型計畫的需求，透過社群共同發展課程。此時期，透過校長、上層領導

者的引導，慢慢發展、活絡教師的團隊動能。107 課綱頒布後，課程發展提升至校

本層級，因此恆遠高中組織中間領導團隊，再透過實際授權與一系列增能活動，

啟動中間領導團隊，中間領導者角色得以發揮，以利達到課程轉化之目標。經由

中間領導機制，學校能夠在課程行動實踐及成果展現中轉換自如永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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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恆遠高中中間領導發展軌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貳、 中間領導的組織運作須獲得高層領導的關注與扶植，建立系統性分工機制提

升組織團體動能，漸進推動學校課程轉化  

依據研究發現，為有效銜接 107 課綱，落實新課綱之理想，恆遠高中高層領

導了解並且善用教師潛在的力量，關注與支持中間領導的發展，喚起學校教師課

程發展的動能。推動策略上，透過凝聚學校願景與共識，確立學校的核心能力以

及辦學理念，讓具備中間領導能力的教師願意站出來，自發性的參與改革，發起

由內而外自發性的改革行動，中間領導者秉持著自身的信念，願意肩負起領導的

責任，面對改革，將其視為義務，並且能引領、帶動組織文化。 

其次，恆遠高中組織中間領導團隊，建置課程核心工作小組，配合課發會的

工作期程，負責研擬、規劃、協商、盤整學校課程架構。核心小組於定期會議中

針對不同的課程發展議題，不斷來回討論、聚焦後，再進一步擴大課發會、各科

教學研究會或是教師社群的討論與意見交換，展開一系列的課程發展分工與規劃，

結合六大領域與行政團隊，中間領導團隊能夠更加效率的運作與分工。透過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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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間領導組織結構，持續精進中間領導團隊系統性分工，系統化的任務分配

以及時程安排，讓需要全部教師共同參與的課程轉化能夠成功實踐。 

校長、行政在中間領導的過程中擔任支持的角色，中間領導者遇到困境挑戰

時，高層領導者能夠給予充分的支持，讓中間領導的正向能量能夠發揮。透過專

業增能活動、設定目標期程，給予中間領導發芽的空間。過程中，中間領導者扶

植或號召更多教師參與，推動學校的改革，教師團隊之間能夠有良好的傳承，更

多教師願意並成為中間領導者，提升教師社群自轉的能力，是中間領導發展系統

的關鍵。 

檢視恆遠高中中間領導發展進程以及當中的策略，可以發現兩者猶如同心圓

般，是一個相互影響的循環機制，環環相扣，不同階段發揮的關鍵不同，運用不

同的領導策略，而每一階段的策略亦牽動著下一階段中間領導的發展，進而影響

組織的認知、行動與作為，其關係如圖 5-2 所示。 

 

圖 5-2 中間領導發展系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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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啟動中間領導的過程需要高層領導的關注與支持，透過行政支持

系統與專業增能活動，讓中間領導合理化。同時，學校必須建置系統性的中間領

導團隊，讓具有目標性、任務性之中間領導團隊彼此分工、協作，展開課程創新、

推動學校改革甚至是學校永續發展。 

參、 中間領導具策略性與策動性角色與意義，可促進團隊領導、課程轉化與學校

永續發展 

一、 中間領導角色之意義 

面對 107 課綱變革，影響範圍擴及學校全體人員，課程的發展不只是校長、

行政的責任，而是需要全體成員共同加入並持續穩定推動，由教師為行動主體的

中間領導團隊成為實踐課程轉化的重要組織。恆遠高中為回應 107 課綱大規模的

課程翻轉，召集更多教師一同參與，發展出多重的教師中間領導策略性角色，教

師的領導角色被喚醒後，能夠肩負起學校課程轉化之任務，帶領學校成員一同朝

課程改革目標前進。 

中間領導者能夠穿梭於行政與教師之間，搭起學校組織溝通的橋樑，負責傳

遞資訊並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讓更多教師可以參與並做出決策。中間領導者

發揮中介協調的角色，同時理解行政與教師的考量，透過來回不斷的溝通協商，

歸納學校全體成員的想法與意見並將其轉化為可行的行動方案。 

中間領導者透過各種會議、研習場合，以一種擴大水平式參與的方式，準確

聚焦未來課程方式與定位，並引導全校成員共同做出決策，教師能就自己學科領

域所需的實質行動方案進行討論，發展訂出願景與行動計畫。 

透過中間領導者的引導與傳承，擴大學校中間領導團隊，讓更多的教師願意

承擔中間領導的責任。依研究發現，中間領導者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教

師領頭羊」，是第一批中間領導教師，這群教師通常具有領導潛能，可能是學科裡

的代表性人物，或是具備號召力、感染力，能夠影響、說服其他教師；第二種則

是「願意」成為中間領導者的教師，通常是在想法或作法上願意突破的教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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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教師領頭羊的帶領，而逐漸成為中間領導者。中間領導要能自主運轉，需

要依靠教師領頭羊有效發揮中間領導者「團隊領導」的角色，設定發展方向，領

導部門或是教師發展，資訊傳遞並給予適時的輔導與協助。中間領導者能夠說服

或吸引一般教師協同合作，組織社群，教師們形成聯合行動體，隨著參與的人數

越多，中間領導團隊擴大的可能性就越高。此時，中間領導便有了良好的傳承與

接替，當中間領導團隊影響範疇越來越大，參與改革的人員就不會只有幾位領頭

羊教師，學校能夠有更全面性的發展。當階段性任務產生時，中間領導團隊自然

會依照任務的內容、時間，進行工作分配、補位、協調，此時組織自轉的能力就

顯而易見。 

綜合上述可知，一旦中間領導者能夠有效扮演中間領導的策略性角色，作為

學校組織當中的中介協調者、團隊領導者、引導者、輔導者、議題規劃、方向決

策者，發揮其研擬、規劃、協商、議題規劃、決策的功能，能夠串聯學校全體成

員形成聯合行動體，擴大參與改革成員的廣度與深度，穩定推動 107 課綱轉銜計

畫。 

此外，經由訪談、觀察國內中間領導的特性後，發現教師責任性的領導作為，

並非起源於一般行政職銜所賦予教師的義務性質，而是起源於教師對於自身職業

的價值，對於教育的一份熱忱。可以看出國內中間領導有別於它國，並非像國外

一樣是制度性的角色，對於角色的職責有明確的規範，屬於行政例行性事務。因

此，正式領導職位甚至是獎勵加給制度，對於中間領導的發展並非絕對正相關。

教師一旦體認到身為中間領導者的角色與責任，意識到自己所做的選擇，願意承

擔學校課程轉化的責任，成為學校改革的領頭羊，透過文化形塑，帶動全體教師

的改革動力，透過持續不斷的對話機制，能夠完成一系列課程轉化之任務，並從

豐沛的成果果實中，醞釀下一次的轉化能量。 

因此，在實踐中間領導上，並不強調大張旗鼓的倡導中間領導，設置中間領

導的正式職位或是設計相關加給制度，而是應該營造適合中間領導發展的環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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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適當的支持，喚起教師對於自身角色的覺知，在下放權力的同時，教師們必

須體認到改革行動的意義，改革的動力並不是由外而內強加的，這樣的中間領導

才是能永續運轉的。不論是否卸下行政職務或是領召職責，中間領導者面對改革、

挑戰時，依舊能夠發揮專業，勇於改變。 

二、 中間領導之效益 

(一) 教師專業發展 

恆遠高中運用中間領導的力量，擴大教師的參與校務改革的幅度，後續學校

所辦理之系列知能研習活動凝聚了全員的共識，學校的團體動能被激發，教師們

開始以學科或社群為單位，解決問題、面對挑戰。自 98 學年度以來，恆遠高中以

推動課程轉化為目標，透過各種增能與支持活動，間接提升教師專業素養，促使

教師社群數量以及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數逐年成長。教師代表出席會議或參

與研習，將所學新知學帶回科內分享與討論，研習或會議中跨科別的對話過程，

教師們腦力激盪，互相學習，建立起學科間的橫向聯結。 

恆遠高中在建立起暢通的溝通管道之後，每位成員的聲音都能被傾聽與尊重，

教師之間存在信任關係，各學科間也能有良好的運作，有了中間領導的支持力量，

減緩了行政端龐大的業務負擔。換言之，學科內問題解決的能力提升了，教師們

面對改革，懂得如何協作、討論、分工，跨領域之間也能透過協商、合作取得共

識。教師間的關係變得更為緊密，校內形成良好的動態循環生態，協同合作的教

師文化、課程發展以及教師專業提升，彼此之間不斷影響，並且在成就感的催化

下，孕育下一波改革的動能。 

(二) 學校永續發展 

根據研究發現，中間領導的效能不僅止於教學上或是在課程上能發揮功能而

已，亦會帶動組織整體文化氛圍的改變，它能改變學校的系統、組織文化，提升

學校動能，讓組織從穩定、保守的狀態，走向較為開放、互動多的或者是積極追

求改變的文化。學校不再是行政由上而下的單向領導，教師們亦具備領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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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決策的自信與能力，能夠透過學科間專業的對話，彼此交流、辯論、合作，共

同決議課程發展甚至是校務議題，進而影響學校整體決策與發展，促進學校永續

發展。一旦中間領導能夠有效運作時，教師能夠發揮更大的功能與潛力，協助行

政或校務發展，成為具有潛力的領導，學校能夠自轉，不論教育內、外部環境如

何改變，學校能依然能不停轉動，朝目標邁進。 

第二節 建議 

針對文獻分析以及研究結果，以下提出三部份建議。首先，針對學校實踐中

間領導實踐上提出建議；其次，向教育主管機關支持中間領導發展提出建議；最

後，則是對未來研究之建議，詳述如下。 

壹、 對學校實踐中間領導之建議 

一、 建立系統性對話機制，找尋合適的中間領導者 

由於課程改革是長期且龐雜的任務，涉及的廣度與深度相對需要更多的教師

一同參與，才有大規模轉化課程的可能。因此在實踐策略上，學校須建立暢通的

對話管道與開放的對話空間，確保溝通無礙，開啟理性對話的可能性。所有決策

過程與結果是經由中間領導團隊透過各種專業對話，多次、密集的來回溝通，不

斷的探索、展開議題，並且訂定期程，透過任務性分組，組織社群，推動課程改

革，將學校的發展主軸融入基本的課程與教學之中。中間領導者發揮其中介作用，

向上倡議，向下傳遞資訊，教師們勇於提出想法，並且願意承擔責任。 

由恆遠高中中間領導的發展脈絡可以發現，說服教師參與並強化中間領導團

隊，是實踐中間領導首要任務，找尋最初參與的人員是發展中間領導的關鍵，學

校策略上應審慎檢視校內的資本，尋找合適的領頭羊，讓合適的領頭羊教師能在

對的位置上做對的事情，再透過中間領頭羊教師的號召與引導，校內的社群或中

間領導團隊自然會逐漸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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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與學校合作創新的教師社群組織文化 

如同研究結論中所述，要激發教師承擔中間領導的意願，需喚起教師對於教

師工作本質、未來教育發展方向或學校與自身連結的意識。面對新的挑戰與改革，

教師具備主動性、自主性，不是由外而內強推，而是自發參與。 

因此，學校應該營造教師與學校之間的緊密關係，建立教師與學校相應的文

化，透過系統性的歷史回顧與環境掃描，再次思考教師在學校當中的角色定位與

意義。教師是學校發展的基石，是最能代表學校的群體，教師全體應共同分享組

織發展的責任與義務。透過建立與學校相應的學科、社群組織文化，教師團隊了

解並認同學校的歷史背景、發展脈絡、學生特性，對於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亦有

共識。進而能夠以學校的特色以及學校的願景作為課程發展的出發點，進一步的

發展學校的課程與活化教學。當組織產生與學校相應的組織文化，發展方向與學

校願景一致後，才能時時檢視自身是否在正確的道路上，最終成果才能與學校的

願景目標相契合。 

三、 訂定目標期程，透過中間領導逐步推動課程發展系統  

由研究結論可知，具有目標性之中間領導團隊能夠有效推動學校課程轉化。

學校應訂定任務目標期程，給予中間領導團隊階段性任務，確保中間領導的有效

運行；其次，合理化中間領導者的領導作為，透過中間領導發展課程。 

中間領導是課程任務導向之領導機制，依照任務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任務型組

織，當階段性任務結束後，組織效能降低。因此，學校必須清楚了解中間領導團

隊任務發展的生命週期，在階段性任務即將結束的時候，適時給予下一階段的目

標與任務，確保中間領導的有效運轉。其次，由於中間領導者不限於正式或非正

式職位，加上教師工作性質富含高度自主性，因此中間領導者在領導上可能會遇

到挫折與困難，此時需要學校透過行政的支持力量，給予中間領導者合理化的指

令與任務，讓中間領導者回到各學科領域、社群之後有充足的理由與權力，號召

組員、教師，進行任務的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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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的規畫安排學校課程發展的目標與期程，擴大課程發展會議，一系列

課程發展會議成為學校課程轉化的重要平台。透過中間領導團隊的協作，依照任

務的不同，詳實記錄會議過程以及彙整歷年課程發展的重要經驗與資料，穩定推

動學校課程發展。 

四、 建立行政支持系統，安排回應課程發展需求之增能研習 

學校面對課程改革除了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的轉變，當中亦涉及學校體制變

革，如選課機制、導師制度、學段安排、教室安排、設備添購、教師鐘點費用等

等，完備的行政配套是課程轉化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因此，儘管中間領導一改

過去行政為主導的領導模式，以教師團隊為行動主體，然而在推動改革過程中，

仍然需要高層領導與行政端的扶持與協助。學校應建立良好的行政支持系統，暢

通學校溝通管道，營造行政端與教師團隊良好、信任的關係，藉由各種形式的對

話、討論、研究，教師團隊與行政團隊協同努力，行政支持系統成為推動課程轉

化的最佳助力。在各種會議或研習活動中，廣邀學校教師與行政共同參與，提供

教師與行政公開對話的場域。行政團隊在會議場合中為教師解惑，教師亦有向上

反應的機會，因此行政能掌握教師課程發展上的困難，並提供即時的資源協助。

行政與教師形成夥伴關係，能夠互相尊重與體諒，讓教師更願意面對課程改革的

挑戰。 

增能需求方面，教師在中間領導過程中需要認同 107 課綱理念以及學校發展

願景，使教師在沒有正式職銜的情況下願意參與改革；此外，中間領導者必須了

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學習如何帶領組織進行討論、協商，在沒有正式職位的狀

況下，能夠偕同教師們進行課程改革的任務；最後，中間領導者對新政策必須要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引導教師們一同討論，確定課程發展方向與政策的一致

性。因此，學校行政單位在了解到教師增能所需之後，應針對教師在中間領導過

程中的各種需求，協助安排各式討論活動、工作坊。透過系統性的規劃系列增能

活動，協助教師澄清學校願景目標、領導角色以及支持專業發展。 

 



171 

 

貳、 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 強化學校高層領導對中間領導角色之重視 

經由本研究結果可知，中間領導仰賴校長等高層領導的啟動與支持。校長的

角色就像開啟中間領導的鑰匙，啟動中間領導團隊的改革動能。此外，加上現今

教育新政不斷推出，光靠校長一人絕對無法應付龐大的學校組織與改革任務。因

此，了解中間領導的意涵並懂得善用中間領導的力量，是未來學校經營發展上很

重要的一環。 

儘管中間領導一詞目前在國內尚未廣為人知，但是就國外經驗看來，各國已

經開始注重中間領導的力量並且由政府自上而下積極的推動。就國內教育生態來

說，由於教師普遍不認為自身是領導者，由上而下的公開倡導中間領導或許不是

最適合的方式，然而中間領導絕對是推動學校課程轉化的有效途徑之一，如何喚

起學校教師中間領導的潛能，善用中間領導的策略性角色，是未來學校課程發展

重要的領導策略，因此充實校長等高層領導者對於中間領導的重視及運用有其必

要性。 

二、 推行中間領導支持計畫，培養中間領導人才 

經由研究結果發現中間領導的發展仰賴外部資源的挹注與增能，包含跨校的

研習、社群或是共備經驗，皆是增能中間領導的重要途徑之一。建議政府應重視

中間領導者對於學校課程發展之重要性，透過支持計畫與資源挹注，提供跨界交

流的學習平台，教師們能夠於工作坊、專業成長研習等場域相互學習、交流，並

且在參與的過程中進行分享、交流、反思與行動。政策給予中間領導發展的空間，

在政策的支持之下，喚起教師對於中間領導角色的覺知，同時增能教師成為中間

領導之種子教師。教師有意願以及動力在既有學校組織結構中，尋找領導突破之

路徑，教師能夠在課程設計、教學教法上做出突破，共同形塑新型態的教育模式，

展開改革行動。有了教育政策的支持，學校有了強力的後盾，校內才能打破舊有

的慣性思維，發展由下而上的變革行動，實踐中間領導，積極回應課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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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持續追蹤個案學校之發展動態 

研究者最早自 103 年開始接觸恆遠高中課程發展的歷程，自 104 年正式進入

研究現場，前後約兩年時間，當中參與各種行政會議、教師社群共備會議、知能

研習，觀察到教師態度的轉變，積極參與學校課程發展的過程，看見學校發展課

程的歷程與階段性成效。從高一選修課程發展、英文科及數學科分級教學，到成

為 107 課綱前導學校後，校內展開一連串 107 課綱方案討論，從規劃 103 學年度、

104-106 學年度課程地圖，如今已經開始著手規劃 107-109 學年度課程地圖，並在

105 年暑假試辦模擬 107 課綱之實驗計畫，從中了解到中間領導與課程轉化之間所

產生的效應。目前恆遠高中正處於課程發展的高峰，隨著 107 課綱即將上路，校

內正如火如荼展開大規模課程改革。然而，礙於研究期程考量，本研究只能呈現

研究期間內所發生之課程轉化歷程，對於未來課程發展之具體成果以及新校長上

任後，中間領導的發展情形無法進一步探究，因而建議未來之研究可以持續追蹤

中間領導團隊在歷經校長輪替後，如何維持動能，當中的過程及策略值得再進一

步探討。 

二、 擴大中間領導之研究主題 

中間領導是近年興起的領導理論，亦是學校未來推動課程轉化之重要領導策

略之一，然而在國內尚未引起廣泛注意，因此本研究聚焦在中間領導之發展脈絡

以及運作模式，期望作為未來學校實踐中間領導之參考。然而，中間領導的影響

層面以及效益不僅限於課程轉化，包含教師社群、學校文化、課程結構、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皆會受到中間領導之影響而改變。本研究礙於於人力、時間等限制，

無法一一探究中間領導與各變項之間的關係，相關議題如實踐中間領導是否促進

校內教師之間的關係以及教師社群運作模式、內涵的改變；中間領導與提升學校

文化，學校改革動力之關聯性；抑或是實踐中間領導是否影響教師教學教法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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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進一步影響學生學習之成效。建議往後研究者可以持續探究、深度發掘，以豐

富台灣中間領導之特性與內涵。 

三、 擴大中間領導之研究範圍 

受限於研究者的人力以及時間因素，本研究僅以一所高中為研究對象。未來

研究可以擴展研究的對象、層級以及研究主題，針對不同的學段、學校、學區或

任務，進一步分析不同學校面對各種改革、挑戰或任務時，如何運用中間領導，

推動學校發展，充實中間領導的理論內涵及實踐效能。 

此外，經由研究發現，擔任中間領導的教師通常具備相似的人格特質，而尋

覓具有中間領導能力的教師又是發展中間領導的重要過程。因此，建議未來研究

或許可以進一步探究中間領導者的特質、覺知等，以作為學校在運用中間領導策

略推動學校課程轉化之參考建議。 

四、 採用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 

過去研究多以量化研究法探討學校領導與各變項間的相關性，故本研究採用

個案研究法，期望透過深度的現場資料收集，以訪談、觀察以及資料分析為主要

研究途徑，深度描繪個案學校中間領導發展個脈絡與意義，詳實記錄當過程中人

與物之間的互動關係。建議日後研究若能輔以問卷等量化資料，更全面的收集學

校全體成員，包含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甚至是家長的意見與想法，更可以豐富

或是更透徹的了解中間領導的過程以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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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訪談記錄表格與觀察記錄表格 

一、 訪談記錄表格 

1050630-T1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對象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編碼 逐字稿內容 反思與備註 

   

轉錄時間： 

 

 

 

 

二、 觀察記錄表格 

觀 1041023 觀察記錄 

觀察時間  

觀察地點  

與會人員  

編碼 觀察主要內容 反思與備註 

   

轉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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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 

1. 請問老師您的教學年資有幾年？ 

2. 請問您是否有擔任（過）核心小組/學科召集人/社群領召? 

3. 您是否有參與教師社群或是其他與課程發展相關的團體? 

二、態度與目標 

1. 您當初是否是自願擔任核心小組成員、學科召集人或是社群領導者?動機為

何?現今是否仍（不）願意? 

2. 學校願景、創新系統發展是否對您有影響?更願意與學校一同面對改革挑戰? 

3. 當校長提出 107 學年度課程架構時您的態度為何?為什麼?如何面對? 

4. 您覺得您在社群/學科中擔任的角色為何? 

5. 參與課程發展過程對您是否造成改變?（更勇於突破、成員間的關係更緊密、

說服其他教師參與、共同語言約定…） 

6. 您覺得豐富的課程創新成果所帶來的成就感是否成為您改革的動力? 

三、中間領導與課程改革 

1. 請問貴科的課程是如何設計產出的呢?教學研究會所扮演的功能角色為何? 

教師之間如何進行共備?過程為何? 

2. 請問您參與的教師社群是如何運作的?如何組成、組成多久?組成人員為何? 

3. 您如何與組織成員互動?如何互相激勵?工作分配? 

4. 社群夥伴對您的意義為何? 

5. 在課程改革過程中您是如何確認發展方向?如何聚焦，回應教與學的核心?貴

科又是如何回應新課綱帶來的改變? 

6. 您認為溝通對話對您課程設計是否有幫助? 

7. 請問進行課程設計時是否運用課程設計核心理念工具圖?此工具是否幫助您

課程設計? 

8. 請問貴科、社群發展課程與學校整體發展理念是否相符合?不符合時如何協

調? 遇到課程發展的問題時如何解決? 

9. 請問當初貴科是如何決定分級教學?科內如何溝通?表決? 

10. 貴科有意願與其他科協作開發課程是科內老師共同的共識嗎? 

11. 請問您如何持續課程改革的動能呢? 

12. 開放課程觀摩對您的教學有何影響? 

四、教師支持系統 

1. 您覺得校內所辦之知能研習對您是否有幫助? 

2. 您認為在教學研究會中的研習活動有助於您發展課程嗎? 

3. 您覺得在領導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什麼?（行政端支持、社群） 

4. 您覺得目前學校行政端是否給予充足的行政支持?您會向行政端提出建議嗎? 

5. 您覺得目前在課程改革過程中缺少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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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            老師您好： 

十分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本研究。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

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學生，目前在陳佩英老師指導下進行研究論文的撰寫，研究

的論文題目為「高中中間領導與課程轉化之個案研究」，旨在瞭解學校在課程改革

的脈絡之下，如何運用中間領導策略，透過中間領導團隊推動課程改革與創新，

探究學校中間領導團隊運作情況，並進一步分析學校中間領導與學校課程改革之

過程與成效。 

 很榮幸有機會進入貴校研究，這份研究希望邀請您接受我的訪談，每次訪談

時間約為一小時。考量到訪談內容需要進一步的整理與分析，以避免誤記或是誤

解訪談內容，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並會在錄音之前徵取您的同意，若訪談過程

中對內容有任何疑問，您保有拒絕的權利或關掉錄音機。 

基於研究倫理，訪談及相關文件資料均不會對外公開，論文撰寫的內容有關

姓名、地點等可辨識身分的資料均會匿名處理，以維護您的權益。訪談結果以及

蒐集的資料僅作為本次學術研究之用，不會用於其他用途。如有需要，研究者將

於訪談資料整理完畢後，將檔案寄予您過目，以確認訪談內容是否確切符合您的

想法。 

非常感謝您願意參與本次研究，期望您的參與共同完成此項研究，對學校中

間領導生態有進一步的認識，刻畫出屬於台灣自身的領導模式。若您同意參與本

研究，請在下方簽名，過程中若有任何疑問或建議，也請您隨時與我聯繫，再次

感謝您的參與! 

 

 

 

 

 

 

  研究參與者：                （簽名）   

日期      ：       年    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黃中昕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