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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高中特色課程發展之組織變革歷程研究 

摘要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學校將面臨許多接踵而至的衝擊與挑戰。

爰此，學校勢必要做些調整與改變，方能在變動的環境下，突顯學校辦學特色

與創新學校價值。故本研究將以一所公立個案高中為研究對象，採質性個案研

究法，運用訪談、觀察和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研究資料，以描繪出個案學校

於發展特色課程的脈絡中，所歷經的變革階段以及涉及的變革影響因素，同時

亦會針對學校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加以探討，進而勾勒出個案高中如實的變革

路徑。 

根據個案的研究分析與發現，歸結出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壹、透過校長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藍圖形塑，確立學校變革方向與願景。 

貳、經由例行性、任務性與自發性會議的頻繁交流，引導成員採取變革行動以

及解決各方衝突與意見。 

參、針對特色課程規畫與實施情形進行成效評估與改進。 

肆、鞏固學校變革動力因素，減低與因應成員的抗力因素。 

伍、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尚待解決結構面、技術面、人員面的困難與挑戰。 

 

關鍵字：組織變革、特色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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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process through developing  

a high school niche curriculum  

 

Abstract 

With the launch of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schools will confront many 

challenges. Therefore, schools are boun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by,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r innovating core value of schools under such 

uncertain environm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pict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of a high school 

niche curriculum. A public high school was intentionally chosen as a case study, and 

data collection contain interview,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s were also explored to urderstand the process 

of nic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The major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Forming the taskforce group for developing the niche curriculum, and setting the 

direction and vision of change. 

2.Guiding members to take changes through frequent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3.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the niche curriculum. 

4.Consolidating the change of motive factors, and reducing resistant factors. 

5.There exist unresolved structural, technical, and personnel aspects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nnovation of niche curriculum in the school.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change, niche curriculum,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vi 
 

 

 

 

 

 

 

 

 

 

 

 

 

 

 

 

 

 

 

 

 

 

 

 

 

 

 

 

 

 

 

 

 

 

 

 

 

 

 



vii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5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6 

第四節  研究限制 ....................................................................................................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1 

第一節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探討 ...................................................................... 11 

第二節  組織變革之探討 ...................................................................................... 25 

第三節  相關研究 .................................................................................................. 45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51 

第一節  研究方法 .................................................................................................. 51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53 

第三節  研究程序 .................................................................................................. 55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 59 

第五節  研究倫理 .................................................................................................. 64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 67 

第一節  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之變革概況 .................................................. 69 

第二節  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之變革歷程 .................................................. 76 

第三節  變革影響因素、困難、挑戰及展望 .................................................... 122 

第五章  結論、反思與建議 .................................... 145 

第一節 結論........................................................................................................ 145 

第二節 反思........................................................................................................ 148 



viii 
 

第三節 建議........................................................................................................ 149 

參考文獻 .................................................................... 153 

中文部分 ................................................................................................................ 153 

英文部分 ................................................................................................................ 167 

附錄 ............................................................................ 172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 172 

附錄二  訪談大綱 ................................................................................................ 173 

 

 

 

 

 

 

 

 

 

 

 

 

 

 

 

 

 

 

 

 

 

 

 

 

 

 



ix 
 

表次 
表 2-1  領先計畫特色課程與特色招生特色課程之比較 ................................... 15 

表 3-1  文件資料編號之示例 ............................................................................... 60 

表 3-2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和代號 ....................................................................... 61 

表 3-3  輔助訪談逐字稿的符號意義表 ............................................................... 62 

表 3-4  資料編號綜合整理 ................................................................................... 62 

表 4-1  特色課程時數一覽表 ............................................................................... 75 

表 4-2  組織變革歷程修改前後之對照表 ........................................................... 77 

表 4-3  校務會議期程 ........................................................................................... 98 

表 4-4  校務發展委員會期程 ............................................................................... 99 

表 4-5  課程發展委員會期程 ............................................................................. 100 

表 4-6  教學研究會期程 ..................................................................................... 101 

表 4-7  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期程 ................................................................. 102 

表 4-8  教師工作坊期程 ..................................................................................... 105 

表 4-9  學科說明會期程 ..................................................................................... 106 

表 4-10 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相關會議期程 ..................................................... 108 

 

 

 

 

 

 

 

 

 

 

 



x 
 

 

 

 

 

 

 

 

 

 

 

 

 

 

 

 

 

 

 

 



xi 
 

圖次 
圖 2-1  系統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 ....................................................................... 40 

圖 2-2  過程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 ....................................................................... 42 

圖 2-3  組織變革之理論依據架構 ....................................................................... 44 

圖 3-1  研究實施流程圖 ....................................................................................... 58 

圖 4-1  研究架構圖 ............................................................................................... 68 

圖 4-2  課程類型之架構圖 ................................................................................... 73 

圖 4-3  特色課程審查與評鑑的初構 ................................................................. 122 

 

 

 

 

 

 

 

 

 

 

 

 

 

 

 

 

 

 

 

 

 

 

 

 

 

 

 

 

 



xii 
 

 

 

 

 

 

 

 

 

 

 

 

 

 

 

 

 

 

 

 

 

 

 

 

 

 

 

 

 

 

 

 

 

 



1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曉暢學校在發展特色課程當中，會面臨的組織變革階段，並分

析組織變革所涉及的影響因素。本章共分為四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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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則說

明本研究的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以下茲就世界教育改革潮流、國內教育改革脈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

策之實施，論述本研究的背景及動機： 

壹、世界教育改革潮流 

二十世紀以來教育環境不斷變遷，教育理念與教育舉措亦隨之滾動和修正。

其中，校長領導、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本位管理、課程改革、組織學習與改變

均為教育改革的重點。相關於此的研究相當豐富，如 2010 年在麥肯錫公司

（McKinsey & Company）出版的《世界改進最多的學校系統如何持續進步》

（How the world’s most improved school systems keep getting better）研究報告書

中，整理全球 20 個不同學校體系的教育變革，提出最常被使用的共通成功改革

措施為：（一）培養教育人員的專業技能；（二）建立學生評量；（三）設立學校

資料系統；（四）調整課程及其標準；（五）教師與校長薪資分級；（六）修訂教

育法規等六大共通措施。 

除此之外，Fullan（2007）則指出教育改革涉及多面向的創新，所以在執行

任何新方案或政策時，至少可從三個面向作分析：（一）課程內容的改變；（二）

教學方法的改變；（三）信念的改變。倘若一項方案或政策沒包括此三者面向，

就稱不上是重要的教育改革。其次，其亦主張須以「聚焦於革新的途徑」及

「聚焦於能力發展的途徑」兩種方法，來看待教育改革，方有助於因應萬變的

教育變革。 

由上可見，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下，改革措施的內涵會有些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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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rshed, Chijioke, & Barber, 2010）。然而，教育改革往往會帶動教育組織的

變革（張明輝，2003），所以，從麥肯錫公司出版的研究報告書（2010）或

Fullan（2007）的觀點，可發現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的改革、校長與教師專業能

力的發展等面向，均會牽動組織的變革及變動。因而，在不斷變遷的教育環境

下，不論是教育改革所關注課程與教學、教育人員專業發展等面向的改變，抑

或是組織變革的現象，皆值得進一步作研究與闡述。 

 

貳、國內教育改革脈絡 

回顧臺灣教育改革脈絡，可從中看出與世界改革趨勢相似的端倪。從 1994

年教育改革運動，民間提出教改四大訴求：（一）實施小班小校；（二）訂定教

育基本法；（三）廣設高中大學；（四）提昇教育品質（林新發，2001）。 

至 1998 年《教育改革行動方案》提出十二項行動方案，包含健全師資培育

與教師進修制度、健全國民教育等。其中，健全國民教育的行動方案列舉了四

大執行事項：（一）釐清中央與地方權責，協助地方政府更加自主；（二）降低

國民中小學班級人數，並提升小班教學效果；（三）革新課程與教材；（四）辦

理補救教學，以充分展現政府革新國民教育的決心（林新發，2001；教育部，

2012b）。 

到了 1999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該法內涵上包括許多符合現

代化精神的教育理念與措施，諸如中央教育權力的下放、教育行政體制的重建、

適時延長國民教育年限、教育方式多元化、學校配合社區需要發展、明定家長

具有教育選擇權、教師專業自主等，對我國教育的本質、目的、實施方針及結

構體制等，皆重新釐清、調整、規劃及實施（吳清山，2002；顏國樑，2002）。 

2000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並於 2001

實施，其課程綱要要求各校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個學習領域的課程小組，

其具體作為則包括：（一）各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提供學校及教師推展特色課

程及彈性教學的空間；（二）各校訂定學年課程實施計劃，並且可以打破學習領

域的界限，彈性調整學科及教學節數，實施大單元或統整主題式的教學；（三）

中央政府需要建立各學科學力指標，並督導地方及學校的課程實施成效等（林

新發，2001；教育部，無日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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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臺灣教育改革的歷程發現，改革的重點包含教育行政體制與學校組

織變革，教師專業發展的促進、課程內容與結構的重構等要素，大致與世界教

育改革所牽動的要素及內涵相似。因此，本研究試圖將研究的焦點聚焦於學校

組織變革和課程層面作探討，以瞭解此兩者課題的發展與脈動。 

 

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實施 

自西元 2011 年總統公布 2014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十二年國教）

以來，國內十二年國教變成全國性重點議題。《遠見雜誌》就曾報導十二年國教

帶來三個改變，第一是不必為學區遷戶口，家長和教師都應調整觀念，讓學生

適性發展才是重點；第二是公私立學校大翻轉，免學費效應，可使公私立學校

發展特色，站在公平的立足點競爭；第三是只要有競爭，明星學校仍會存在，

就讀明星學校並非通往成功唯一的道路（彭杏珠，2012a，2012b，2012c）。是

以，張國恩（2012）認為十二年國教宜透過推動多元化的創新教學、多元化評

量、新型態的課程發展、職能探索與輔導機制的強化、特殊專長與資優學生的

發掘與培育等策略，增進學生的福祉。 

不過，對於十二年國教政策各界仍有不同疑義與爭論，尚待揉合與釐清，

如：（一）師資與課程的整備問題；（二）配套措施的完善問題；（三）入學方式

的規劃問題；（四）經費的分配問題（林倖妃、周原，2011；林曉雲、蘇孟娟、

陳鳳麗，2012）。由上可見對於十二年國教的爭議，實則有待相關單位研議更為

整全的配套措施，才能於 2014 年有效且順利實施十二年國教。 

故針對未來十二年國教的施行，教育部目前正積極研擬相關工作要項。其

中，以「入學方式」及「推動高中職優質化及均質化」要項為例。「入學方式」

中的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案（特色招生），即明定考試入學相關規定，

鼓勵學校提升辦學品質與發展辦學特色，所以其審查重點則多是要求申請學校

的課程規劃須具特色、特色招生目標清楚且與課程特色相符。除此之外，「推動

高中職優質化及均質化」即是期冀達成高中職優質化及特色發展，並鼓勵高中

職能結合地方社區資源與特性，發展社區適性課程與創新特色教學，以引導學

生就近入學（教育部，2011a）。 

此外，地方層級亦有呼應十二年國教的相關課程改革政策，如「臺北市十



4 
 

二年國教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領先計畫）」便是為激勵臺北市公私立高

中職持續精進課程與教學品質，期望透過校本特色課程的發展，促發高中職團

隊的進步動能、深耕教師專業成長以及落實學生多元適性發展（臺北市教育局，

2012b）。 

由上述論述顯示出，十二年國教需要高中職的課程改革配合作為因應措施，

教師亦需改變傳統教學方式教學，而學校則需依據其所處的情境特質，發展學

校特色，以期學生能從課程當中尋找自我及發展潛能，以達適才適性的教育願

景。因此，在十二年國教的改革脈絡下，如能深描高中職端學校課程發展的變

革情形，將有助於其他高中職學校引領課程改革和政府修訂政策之參考。爰此，

本研究將選取一所個案高中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如何於十二年國教的挑戰下，

學校特色課程的研發和變革之發展歷程。 

另外，《親子天下雜誌》針對十二年國教政策下全臺灣國中教師做調查，成

功回收 2880 份問卷，結果顯示出 63%的教師表示學校已開始採取變革行動，有

95%的教師表示願意改變，但只有 17%的教師付諸行動，教師個人改變較快速

的縣市為─臺北市和新北市，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教師實際興革（吳挺鋒、黃

啟彰、陳雅慧，2012）。可見，國中對於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教已有所準備，教

師願意學習與面對者的比例也頗多，但是實際付諸行動者則稍嫌不足。是以，

反觀高中職學校實際變革的情況是否如國中端一樣做好了準備，或教師是否針

對十二年國教的變化，調適課程與教學策略，均有待分析與考證。 

然而，就學校特色課程發展與組織變革的關聯而言，林天佑（2009）指出

學校特色發展是基於學校本身條件，所進行的一種組織變革，目的在增進學校

的效能，而研發特色課程就是學校特色發展的一環，故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即為

學校所進行的一種組織變革；楊振昇（2005）則認為倘若學校欲推動學校特色

之課程發展，是以往學校組織未曾實施或較少被關注的，對組織各利害關係人

而言，就是一種組織變革（引自陳幸仁、余佳儒，2011）。所以本研究後續將深

究個案高中在發展特色課程所發生的組織變革，是如何於此歷程當中調適與應

對，方能驅動學校組織興革的動力，有待進一步深描與發現。 

綜合上述可知，國內外教育改革的趨勢，皆與課程改革、學校組織興革及

教師專業發展等課題有關；反觀我國近年推動的十二年國教政策要項中，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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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課程改革，然此課程改革必定會衝擊原本學校成員的

價值與信念、教師教學方式、課程內容與結構，造成學校組織的變革現象（鍾

晨音、劉迎春，2007），因此，誘使研究者對特色課程與組織變革兩議題作探討

的動機。除此之外，審視目前國內探討特色課程與組織變革的相關研究，對象

分別都是以國小為主（杜岐旺，2001；李明堂，2006；李曉婷，2011；李家鳳，

2012；陳怡靜，2011；），所以相關於此兩議題的研究，仍有待開拓其他族群的

探究；再者，組織變革的研究多以量化研究為大宗（杜岐旺，2001；李宥賢，

2008；李貴翔，2009；李明來，2010；吳佩倫，2006；余秀文，2011；林善樑，

2003；孫志麟、陳建銘，2007；彭國鈞，2012；詹恬恬，2009；趙桂芬，2006；

廖婉琦，2010；劉麗蓉，2002；戴雪卿，2002；Salinas, 2010），然欲分析學校

發展特色課程的組織變革歷程，可以從微觀的質化方法，揭示此一動態發展過

程，補足量化研究僅呈現鉅觀層面之缺憾；此外，過去缺乏探究特色課程與組

織變革的研究，故尚增添此兩課題的研討與貢獻。職是故，本研究將以特色課

程為主題，以組織變革為分析架構，探究學校在發展特色課程所涉及的組織變

革歷程，期描繪出個案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的組織變革生命史。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論述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以便

於確立後續的研究方向，如下：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以下就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加以說明： 

一、探究個案學校研發特色課程的歷程。 

二、分析個案學校在發展特色課程的脈絡下，學校組織變革的過程及其影響因

素。 

三、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學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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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問題 

為釐清研究重點，茲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一、個案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背景、動機與目的為何? 

二、個案學校的特色課程藍圖與執行措施為何? 

三、個案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變革階段為何？ 

四、個案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所涉及到的變革層面為何？ 

五、個案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所驅動的變革動力因素、遭遇的抗力因素以及解決

之道為何？ 

六、個案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特定名詞意義，能清晰、明確，對於本研究出現之名詞，應有

一致性的界定，以便於研究進行時的探討與分析。茲將本研究所涉及重要名詞

加以詮釋，如下： 

壹、特色課程 

就本研究個案學校所實施的特色課程而言，其原初目的是為了因應十二年

國教的挑戰而研發具有校本特色的特色課程。不過，由於 2012 年臺北市教育局

公布領先計畫，所以更加速個案學校的特色課程之產出，並且亦希冀以此作為

日後申請特色招生的特色課程之基礎。是故，在特色課程的意涵上，便有些許

差異。就「領先計畫」的觀點，所謂的特色課程係強調以學校本位課程之精神，

將學生學習置於核心，依據政策法令、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學校

情境等要素，透過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由下而上凝聚相關學校成員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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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規劃課程方案，發展出全校性的校本課程。此外，就「特色招生」的觀點，

其係依據創新思維，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課程綱要之架構下，考量其學校

內外部優勢條件、願景目標及有關成員需求，並須通過申請審核後實施之課程，

方可稱為特色招生特色課程。 

 

貳、組織變革 

本研究將組織變革定義為：「組織隨內、外在環境的變化，適時地對其組織

要素進行重整與修正，主要目的在於維繫組織的永續發展、提升其競爭力以及

改善組織效能。」 

 

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於西元 2011 年 1 月至西

元 2014 年 7 月，為啟動準備階段；西元 2014 年 8 月起，為全面實施階段。就

目前啟動準備階段而言，共計有七大工作要項、十項方案。如：(一)「規劃入

學方式」工作要項：高中高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

招生實施方案；(二)「劃分免試就學區」工作要項：高中高職免試就學區規劃

實施方案；(三)「實施高中職免學費」工作要項：高中職免學費方案；(四)

「推動高中職優質化及均質化」工作要項：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高職優質化

輔助方案、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五)「落實國中教

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工作要項：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

及品質提升方案；(六)「財務規劃」工作要項：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財務規劃

方案；(七)「法制作業」工作要項：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法制作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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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儘管研究過程嚴謹，還是免不了有一些限制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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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研究的限制： 

壹、研究範圍之限制 

由於研究者本身的時間、經費、生涯規劃等限制，本研究僅能觀察到個案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解凍與改變階段，至於復凍階段的結果需要兩到三年，方

可觀知，所以本研究結束時，復凍階段尚未發生，因此無法詳實地刻畫出學校

變革的全貌。而且，由於短時間無法充分於研究場域觀察理論上較完整的學校

變革歷程，所以觀察資料與訪談資料只能足夠說明兩階段之變革情形而難以作

周全的理論對話與檢證。 

 

貳、研究對象之限制 

本研究為深入瞭解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變革歷程，以彰顯其變革過程的深

意與內涵，僅援以一所臺北市高中作為研究對象，因而無法詳見其他高中實施

特色課程的學校變革之普遍狀態，係為本研究的一大限制。再者，由於礙於人

力、物力、經費及時間等限制，研究者僅將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學生以及

家長等十二位相關人員，作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然而此些人員只反映少數利

害關係人的觀點，未能代表所有相關人員的想法與意見，爰此後續的研究者可

納入更多的利害關係人作為訪談對象，從而勾勒出相對完整的研究訊息與結果。 

 

參、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是質性研究法的個案研究，當中藉由訪談法、非參與觀察法以及文

件分析法，抽絲剝繭地描繪出個案學校於發展特色課程的變革情形。不過，運

用質性研究易受到研究者情感、知覺等個人經驗因素影響，使得研究結果有其詮釋

的限制。另外，由於研究者的訪談與觀察技巧、訪談對象回答的真實性等面向，都

會影響研究結果的代表性。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會透過時常的反思與紀錄，



9 
 

省思研究的意識以增加結果信實度。 

 

肆、研究推論之限制 

本研究採質化個案研究方式，僅以臺北市某所高中作為研究對象，在研究

結果的推論上，較無法推論至其他學校情境中。再者，訪談的對象只邀請十二

位學校相關人員會談，而無法邀集更多的其他利害關係人，訪談的結果可能無

法充分或完全的展現如實的個案資訊。此外，由於訪談及參與觀察的時間有限，

研究結論也未必具有該校的代表性。然而，探析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變革歷程，

主要的目的是要瞭解在此過程中，學校變革的啟示與意義，是故本研究所關注的焦

點並非為研究結果的整體推論，而是在於個案學校興革內涵的深描，發現重要變革

因素和耙梳參與變革的行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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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深入瞭解在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脈絡下，學校組織變革的歷程與情形，

本章將蒐集與歸納國內外文獻，作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本章總共分為三節，

第一節是針對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作探討；第二節是對於組織變革的概念作研討；

第三節則是分別分析特色課程和組織變革的相關研究，並探究特色課程和組織

變革關係的相關研究，進而說明兩者間的關聯。 

第一節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探討 

近年來，由於各種趨勢與政策的影響，發展特色學校以及學校特色漸成為

各界所關注的焦點。然而，教育係以學生為主體，課程是直接關乎到學生學習

的關鍵要素。是以，特色學校、學校特色的概念，均有必要與課程的發展做連

結。也就是說學校應關注特色課程發展的相關課題，方能引領學校創新，吸引

更多學生的就讀及選擇意願。以下茲就「學校發展特色課之基本概念」、「我國

特色課程之實際推動情形」及「國外學校特色發展或特色課程之發展情形」闡

述： 

壹、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基本概念 

我國學校發展特色課程行之有年，但在不同時代背景與政策脈絡下，特色

課程的意涵稍有不同。因此，為了瞭解與釐清特色課程的基本概念，茲就「我

國學校特色課程發展背景與脈絡」、「特色課程意涵」、「特色課程相關概念」作

說明，如後： 

一、 我國學校特色課程發展背景與脈絡 

我國自西元 1980 年起，已有學校著手進行實驗性質的特色課程教育（簡世

峯，2009）。西元 1990 年代學校本位管理的概念日益盛行，許多特色學校的發

展開始廣泛受到重視，學校課程自然成為學校發展特色的變革主軸，因此學校

就常藉由特色課程來行銷學校特色（李曉婷，2011；吳清山、林天佑，2009）。 

自西元 2001 年，九年一貫政策於中小學課程正式實施後，教育邁向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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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用生，2002），此際教學不再侷限於課本與課程標準中，轉而將課程決定的

權力下放給學校，且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中更明確指出─「彈性學習

時數」是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和全年級活動、執行依學校特色所設計的

課程或活動、安排學習領域選修節數等內涵（吳炳銅，2003），顯見九年一貫課

程政策賦予了學校特色課程一個發展的新契機，使得學校課程得依據各校情境

與社區特色來設計校本課程，以激發學生學習及增進學校獨特性與能見度。 

西元 2006 年我國重新修訂教育基本法，於第八條明定於國民教育階段內，

家長具有子女的教育選擇權，意即家長有權為子女選擇所就讀的學校，所以學

校更積極發展自己辦學特色（陳明德，2000）、設計校本特色課程。 

此外，隨著少子化的衝擊，偏遠地區學校面臨了減班、裁併、教師超額等

問題，教育部亦於西元 2007 年起辦理「推動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持續扶助各縣市的偏遠小校，結合地方特色資源，發展學校特色

課程（教育部，2011b；賴忠和，2009）。 

直至近日，在中央層級方面，為了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十二年國教）」

奠立基礎，教育部於西元 2001 年開始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政策，直至西元 2009

年，延續高中職社區化之成果，發布了「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

實施方案（高中職均質化方案）」，其中的辦理原則提及，期冀高中職得以特色

發展，促進各社區高中職合作發展學校特色，鼓勵社區高中職與國中共同建構

特色課程、教學與輔導的合作機制，提升社區整體的教育品質（教育部，2011c，

無日期 a）。此外，「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與「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合稱高

中職優質化方案）於西元 2007 年公布實施，也皆強調促進高中職的特色發展。

爾後，教育部將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及高中職均質化方案，整合於十二年國

教政策七大面向之「推動高中職優質化與均質化」面向中，提出促進高中職特

色發展、校校都有特色亮點的目標，當中亦包含特色課程的創新之內涵（教育

部，2011a，無日期 b）。除此之外，在十二年國教的「入學方式」面向中，教

育部主張欲申請「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案（特色招生）」的學校，需

具有特色課程之學校，且申請特色招生的前提是學校須經主管機關認證為優質

之公私立高中職以及經評鑑優良之公私立五專，方可申請（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2a）。由上可見，十二年國教試著拋開傳統侷限於課本知識的教學方式，鼓

勵學校發展特色、創新課程型態，並且透過特色課程的呈現方式，為新世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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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注入新色彩。 

在地方政府層級方面，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因應十二年國教的實施，便

在西元 2012 年 5 月宣布推出「臺北市十二年國教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領先計畫)」，提供 5 年 6 億的課程與教學發展競爭型經費，讓臺北市高中職申

請，鼓勵高中職學校發展校本的特色課程與教學，以激勵全市公私立高中職課

程與教學之發展與精進，共同追求教育的卓越與進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2a），顯見中央政府提倡特色課程的同時，地方政府也不斷倡導學校的特色

課程發展，課程特性愈趨多元、創新。 

綜上所述，可以瞭解我國過去特色課程的發展，多在學校本位課程、九年

一貫政策、家長選擇權及少子化趨勢等因素的交織影響下，方建立特色學校、

發揚學校特色及特色課程。不過，昔日致力於發展特色課程的學校，多以中小

學為主；至於高中職，則往往受到升學主義的影響，普遍均有考試領導教學的

傾向，因而課程多較無新意。一直到近年十二年國教的推動，高中職的特色課

程發展方較有進展。如本研究援以的個案高中，便是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

情境下，以領先計畫為基礎，發展專屬於其的校本特色課程，同時亦申請特色

招生，以建立適性多元的特色招生之特色課程。因此，本研究後續茲將聚焦於

中等教育後期學校之特色課程的討論，以瞭解其詳細的脈絡與內涵。 

二、 特色課程之意涵 

特色係指關於事物所表現出獨特優異的地方（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2007）。顧名思義，特色課程即為學校發展出稀少、優於他校的課程，以利於學

校永續經營。因此，為了使學校課程達到獨創性、優質性與卓越性，發展特色

課程的歷程多會由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專家學者

等相關人員，依據教育法令、學校環境脈絡、社區在地特性、學生需求及家長

期望，自發且自主地參與課程的研發、計畫、實施與評鑑，以創造出更有意義

及附加價值的課程（林佩璇，2004；張銀瓶，2009；劉美嬌，2006；歐用生，

1999）。 

至於，學校特色課程的特質，有以下六點要項，得以做辨識（吳炳銅，

2003）： 

(一)實現學校願景：是學校全體相關人員所奉行的目標與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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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凝聚教師共識：是全校教師共同關心的議題和目標，並匯集共同的努力，

精心規劃學校課程。 

(三)具有獨特性：是別校沒有的特色，並具有用心與創意。 

(四)符合整體課程目標：教育活動符合教育本質與課程目標，且必須在學校

的環境、設備，以及教育的形式、內容和過程中力求精緻。 

(五)考量整全性：非少數學生的學習利益，以實現社會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 

(六)具有延續性：必須延續推動與實施特色課程，而非片面式或即興式的課

程。 

由於本研究對象所處的情境脈絡與領先計畫與特色招生有關，是以，深究

領先計畫下的特色課程，其目的是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效能、激勵高中職課程與

教學之研發、深化學生多元學習和適性發展，且從其審查要項要求申請學校須

檢附學校校本課程的潛力、學校課程的目標與課程實施方式及經費需求、學校

校本課程的執行力等計畫內容（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2b），可知領先計畫的

特色課程相當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的內涵，得以全校性或全年級推展的方式，施

行校本課程；而特色招生的特色課程則是包含：（一）以提供學生多元入學管道，

重視學生學習權及家長選擇權；（二）引導學生多元智能發展，追求適性學習及

卓越發展；（三）發展學校辦學特色，提升教學品質等目標，規劃的特色課程類

別包含高中課綱版、高中教育實驗版、綜高學術學程版、綜高專門學程版、高

職單科單班版、高職多科多班版（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a；教育部，2013），

但特色招生特色課程的推展普及程度，則是由學校特色招生人數來論定。 

總而言之，領先計畫的特色課程，主要係以照顧所有學生為基礎，以促進

學校課程與教學兼顧達成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特色招生的特色課程則是除了

亦以學生學習為出發點，同時也以招生為標的。然而，特色招生目前只是研究

案，尚未形成整全的政策，所以關乎特色招生的特色課程定位仍不夠明確。 

為了釐清這兩種特色課程的涵義，表 2-1 茲將領先計畫的特色課程及特色

招生的特色課程做比較與討論。雖然兩者的特色課程意涵有差異，但對於未來

要實施的特色招生而言，領先計畫特色課程的規劃將有助於日後特色招生特色

課程的推動，所以此兩者仍是存在著些許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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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領先計畫特色課程與特色招生特色課程之比較 

 領先計畫的特色課程 特色招生的特色課程 

實施源由 

臺北市教育局為 12 年國教推

動以及培養臺北市學生六大

核心能力(品格力、知識力、

閱讀力、思考力、創造力與

移動力)的需要 

教育部為因應十二年國教  

發展目標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效能；激

勵高中職課程與教學之研

發；深化學生多元學習和適

性發展 

提供學生多元入學管道，重

視學生學習權及家長選擇

權；引導學生多元智能發

展，追求適性學習及卓越發

展；發展學校辦學特色，提

升教學品質 

依循法規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綜合高中課程綱要》、《高

級中等學校教育實驗辦法》、

《專科學校法》 

辦理對象 

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與高職 全台公私立高中、綜高、高

職、五專（須為優質高中職

以及經評鑑優良之公私立五

專始得申請） 

普及程度 全校性或全年級推動 視特色招生人數而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另外，探析領先計畫的特色課程，大致上包含實現學校願景、凝聚教師共

識、具備獨特性、符合整體課程目標、考量整全性以及具有延續性等特性；至

若特色招生的特色課程而言，依照每校特色招生人數有限，所以整全性的特質

可能均有待商榷，因此，特色招生的特色課程特性大抵包含實現學校願景、凝

聚教師共識、具備獨特性、符合整體課程目標以及具有延續性等特性。 

綜合上述，就領先計畫的觀點，其強調以學校本位課程的精神，將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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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置於核心，依據政策法令、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學校情境等要

素，透過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由下而上凝聚相關學校成員的共識，審慎規劃

課程方案，發展出全校性的校本課程，其特色包括實現學校願景、凝聚教師共

識、具備獨特性、符合整體課程目標、考量整全性以及具有延續性。此外，就

特色招生的觀點，係依據創新思維，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課程綱要之架構

下，考量其學校內外部優勢條件、願景目標及有關成員需求，並須通過申請審

核後實施之課程，方可稱為特色招生特色課程，其特色則大抵包含實現學校願

景、凝聚教師共識、具備獨特性、符合整體課程目標以及具有延續性。 

三、 與特色課程相關之概念 

在教育名詞中，與特色課程相關的概念常容易混淆，如特色學校、學校特

色、學校本位課程等。  

特色學校係指依據在地特性與人文特質，藉由活化學校空間、人員觀念、

課程教學、學生學習、社區資源、組織結構，所發展出來具有獨特優異教育表

現的學校，這樣的學校內涵通常包括卓越的校長領導風格、精緻的課程設計、

創意的教學方式、前瞻的綜合領域、創新的評量方式以及永續的經營策略等，

以突破固有的學校發展風格，形塑學校品牌特色，打照新概念的校園（吳清山、

林天祐，2009；林進山，2006；林志成等，2011；教育部，2008）。 

學校特色則是指學校植基於本身以及地區環境特性，創造學校在某項特色

的與眾不同表現，而這項特色的範疇，舉凡校園景觀、建築設施、課程教學、

師生關係、師資素質、組織結構、領導方式、學校文化、家長參與等項目，均

可作為學校特色發展的素材（吳明清，1997；林天佑，2009；劉陳衡，2010）。 

由上可見，特色學校與學校特色涵義大抵相同，相關學者（林志成等，

2011）認為兩者皆具有教育性、獨特性、卓越性、創新性、永續性、穩定性、

先進性、校本性、有效性以及整體性，但是相較之下，特色學校所涉及的特色

概念比學校特色要廣與深，兩者的差異在於特色學校比學校特色更強調相關成

員廣泛參與，且學校特色指的是學校教育某方面形成的特色，是局部的特色，

而特色學校的特色則是滲透在學校工作的各個方面（王劍榮、沈洪昌，2003）。

所以特色學校須以發展學校特色為基礎，學校特色宜以特色學校為發展成熟的

指標。不過，學校具有特色不見得為特色學校，但特色學校則必然具有學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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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黃彥超，2006；張劍杰，2006）。至於特色課程與特色學校、學校特色的關

係而言，特色學校通常會以學校特色為基礎，發展特色課程，以提升學校效能

與教育品質，是以特色課程的發展可視為特色學校的產物之一（許惠茹，2010）。 

另外，學校本位課程則是以學校為主體，非中央主管機關主導，整合學校

與社區資源，並考量法規命令、學校情境、社區特性及大眾的期望，對學校課

程進行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鑑等課程發展與結果，此為一種草根性民主、共

體參與的課程決策，能充分反映出地方特質及充分應用資源（教育部，2000；

Marsh et al., 1990；Simpson, 1989）。 

至如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的關係而言，學校本位課程可以是由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會所通過的課程方案，也可以是具有學校特色的特色課程，並且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具有多種組合型態，如下：（一）創新型：打破現有課程架構與

組織，設計時會考量如何達成學校課程規劃願景，是一種創新的設計與組織；

（二）轉化型：將現成的教科書所設計的教學活動轉化，以適合本校師生的學

習需求；（三）調適型：增、刪、修、補現有的教科書，使具多樣化、地區性、

適切性和變遷性；（四）重組型：將現有教科書之單元、順序配合學校行事需求、

學生特性、資源材料供應等重組（高新建，2002；張素貞，2001）。因此，由上

所述可知學校本位課程和特色課程的課程決策權都是由學校方面主導，但是學

校本位課程可能著重於學校特色課程的形塑，抑或者較不標榜課程特色的塑造，

而僅是對校本課程的結構與內容做小幅的修正、調整及重組而已。 

綜上所述，可知特色學校、學校特色、學校本位課程、特色課程在意涵上

具有相似與相異之處，因而在討論相關課題時，概念常易令人混亂。經由上述

的探討可知，特色課程是以學校課程與教學特色為基礎，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的方式，應運而生的特色學校之產物。是以，特色學校、學校特色、學校本

位課程及特色課程具有某些關聯性，惟在談論任一議題時，均須清楚其內涵意

義，方能掌握其範疇與價值。 

 

貳、我國特色課程之實際推動情形 

由於少子化、教育市場化、家長選擇權興起等趨勢影響，我國學校課程的

設計與實施，不再侷限於官方所提供的課程綱要與教科書，而是會依據各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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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等要素作分析，以發展出別於他校的特色課程。昔日，

在學校本位管理思潮以及九年一貫政策的影響下，特色課程的發展風氣，以中

小學較為興盛，課程的發展主題，也多以「自然生態」類別為主（林志成，

2010），並且偏遠小型學校在入學人數遽減的危機下，亦紛紛力求轉型，發展學

校特色及特色課程，以期建立特色學校品牌，吸引學子與家長的目光。 

近年來，為符應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有關特色課程的政策，在中央層面有

「高中職優質化與均質化」以及「入學方式」等面向倡導。就「高中職優質化

與均質化」面向而言，在高中職優質化方面，尤重於課程與教學的績效考核，

不但要達到優質化目標，亦須結合社區與學校特色，發展特色課程，至西元

2011 年度全國高中職接受輔助的學校，總計有 344 校，公私立學校分別為 229

校和 115 校，輔助達全國高中職校數 70%之比例，期冀至西元 2014 年度全國各

就學區達成 80%以上之優質高中職目標，以創造校校皆優質、處處有特色的學

習環境（教育部，2011a，無日期 c）。在高中職均質化方面，西元 2009 至

2011 年度教育部分別補助 628 所高中職，共提出 169 個總計畫，目標是在發展

社區特色教學，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旨在促進各社區高中職合作推動特色發展，

鼓勵社區高中職與國中共同建構特色課程，實施方式包括特色課程的教材研發、

教學創新與特色課程發展的辦理等，目的在提升社區整體的教育品質。 

除此之外，就「入學方式」面向而言，自西元 2014 年起，全國 75%以上國

民中學學生將能依其意願免試入學，但得保留 0-25%小比率名額提供部分學生

透過甄選或考試入學，即教育部所研擬之特色招生方案。此方案係為落實因材

施教與適性揚才、發展學校辦學特色，凡通過校務評鑑並經教育部認證為優質，

且具特色課程的高中職，申請獲主管機關核准後，可辦理特色招生（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2b；教育部，2012a）。 

至於，特色招生的特色課程取向，可分為學術或知識中心取向、社會或實

用中心取向；特色課程設計原則，可包括跨學科或領域課程統整模式、單一學

科或領域深化模式、教學活化取向模式、學習者/歷程中心取向；特色課程協作

模式，可有大學合作模式、產學合作模式、高中職校際聯盟模式（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2b；教育部，2012a），僅依各校的情境與特質，選擇適合的特色課程

取向、設計原則以及協作模式，以發展出別具特色的學校課程。日前，教育部

已於西元 2012 年 3 月 14 日發布「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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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原則」，後續即將於 2013 年 4 月至 7 月在各區召開特色招生審查會，審核學

校申辦特色招生計畫書；同年 8 月公告各區各校免試入學名額、比序項目及辦

理特色招生之學校名單、名額；於 2014 年 1 月公布特色招生簡章，分別在 6、

7 月辦理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教育部，無日期 b）。 

同樣為符應十二年國教的潮流，地方政府亦積極於特色課程部分，啟動相

關政策。例如臺北市的領先計畫，從 2013 年度起至 2017 年度止，分 3 個期程

辦理，每個期程 3 年，申請通過的學校最高可獲得 3 年總共一千五百萬的經費

補助，以期透過發展校本課程，拓展課程的亮點和特色。目前，臺北市教育局

已於西元 2012 年 11 月 25 日公布了 2013 年度領先計畫審查初審結果，通過初

審學校共計有 21 校，包括建國中學、北一女中、成功高中、中山女中、景美女

中、中正高中、麗山高中、市立大同高中、大直高中、和平高中、西松高中、

永春高中、成淵高中、南湖高中、南港高中、育成高中、私立復興實中、私立

達人女中、大安高工、木柵高工、松山工農（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2012a，臺

北市教育局，2012b）。隨後於同年 12 月 3 日即公布通過複審的學校，包括有建

國中學、北一女中、中山女中、成功高中、中正高中、永春高中、南港高中、

木柵高工、松山工農、私立復興實中等十所學校（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2012b）。 

另外，如新北市的「新北市高中高職旗艦計畫（旗艦計畫）」，實施期程為

2012 年至 2015 年，每年編列三億共計十二億元的旗艦計畫，開放給各校競爭，

計畫內容包含「建構高中卓越教育方案」及「發展精緻技職教育方案」兩項方

案，前者內容包括特色課程教學與規劃、教師專業精進與發展、教學設備充實

與更新、計畫行銷整合與發展等四個方向；後者包括深耕國中技藝教育、精進

高職特色發展、推動技職產業聯盟等 3 個方向，以期每學年辦理校本特色課程

校數能達到 60%之目標（新北市教育局，2012，無日期）。 

綜合上述，可知我國由過去九年一貫政策、學校本位管理等走向之影響，

中小學教育開始致力於特色學校的品牌形塑、特色課程的設計與發展，直至近

日，由於十二年國教的驅動力，中央教育部積極研擬十二年國教的配套措施，

如推動高中職優質化與均質化、特色招生等方案，地方局處則如臺北市教育局

推展的領先計畫、新北市啟動的旗艦計畫，都是為了迎接十二年國教的挑戰所

擬定的相關政策，均有助於未來學校特色課程的開展，增進我國整體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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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 

參、國外學校特色發展或特色課程之發展情形 

除了探討我國特色課程施行情況外，亦須針對他國情形作分析與瞭解，作

為我國擬定相關政策和措施的參考，以下茲就美國、英國、日本與中國有關特

色課程實施的情形作論述：  

一、 美國 

特色學校是學校整體具有獨特性與優異性，特色課程亦當為特色學校的特

點之一，是故，以下茲先介紹美國的專門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高中、磁石

學校、特許學校內涵，進而說明這些特色學校所施行的特色課程： 

(一)專門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高中（Specialized STEM schools） 

西元 2007 年美國通過《美國競爭法》(America COMPETES Act)，目的是

為了促進美國在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與

數學（Mathematics）（STEM）方面的卓越。其具體的做法是加強公立高中在此

些學科上的發展，同時，亦通過和創建額外的專門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高

中（專門高中）。 

2008 年 12 月，美國世界新聞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USN）發

布了全國頂尖高中排名。通過測試的公立學校數據，排名學校的所有學生都符

合國家所設定的熟練程度標準以及準備入大學的水平基礎上。當中，有 13 所學

校提供的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在科學、技術和數學的良好表現。另外有 100 所

學校的課程，旨在提供嚴謹與專業的商業教育、健康服務、媒體技術的特色課

程。不過，專門高中不單單僅是提供予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有天分

的學生，對這些領域有興趣者亦可就讀（Thomas & Williams, 2010）。 

建立專門高中的理念甚好，不但促進學生對於此些學科更為深入的瞭解與

學習，更是為教育帶來新契機。然而，如此構建學校教育的宏觀願景，必然會

為固有學校的辦學模式帶來改變與衝擊。因此，專門學校也會因應組織與結構

的變化作調整，以持續精進教師的專業發展，進而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動機。

例如：建構一個學校專業發展系統，使教師間能於此系統中共同分享學科知識

及討論學生學習需求（Means, Confrey, House, & Bhanot, 2008），增進溝通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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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與組織結構的緊密性，並一同激盪出創新的課程想法。 

(二)磁石學校（Magnet schools） 

「磁石學校」係為了消除、減少與防止學校種族隔離而設置的，顧名思義

磁石學校如同有磁性般，吸引學生與家長選擇權，當中主要的吸引力植基於特

色的課程與特殊的教學模式，加上亦會提供學生多元機會選擇其興趣課程學習，

形成磁石學校獨特的辦學風格（Carrington, 2001）。 

深究磁石學校所提供的特色課程，則包括科學數學、表演藝術等有別於一

般公立學校體制內的一貫性課程主題，且教學內容常涵蓋多元文化的課題，讓

學生能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從中習得相互尊重和欣賞的重要性，發展積極的

多元種族關係。在評量方面，其評量兼重學生學業成就、進步情形和努力程度，

主張學生和自己前次的成績比較，進而設定下一階段的學習目標，以驅動其學

習的動機（張明輝，1998；Chen, 2007b）。 

磁石學校這種廢除種族隔離的辦學理念，正也間接影響了學校組織的變化。

在一個美國中西部磁石學校的研究調查中，即指出為促成學校組織的權力平衡，

便須將具體改變措施落實於學校的工作實務中，以及緊密連結學校內系統和個

別學校間的互動網絡，並且視家長為顧客，不斷注入新能量於學校當中，使家

長對學校具有信心與信任（Metz, 1981）。如此學校的改變，將有助於增進學校

效能、增加學校磁力，吸引更多學子前來就讀。 

(三)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 

特許學校是介於公營與民營性質間的學校，係由政府撥款補助，由民間團

體自主經營。一旦在特許學校成立的三至五年間，學校績效不佳且表現落後於

同類型的公立學校，學校便有可能面臨關閉的窘境（Chen, 2007a）。是故，特許

學校除了要具有良好的辦學績效外，吸引學生與家長選擇權亦同等重要，所以

特許學校的課程設計方式之變化，自然也成為學校經營的關鍵要素。 

特許學校的課程是依據不同的社區特性與學生特質，自行開發課程，進行

教學方法實驗。詳言之，多數特許學校的教學核心主要是著眼於跨領域、回歸

基本能力的教學。然而，各個特許學校的課程目標不同，有的學校以提高學習

落後學生的學習效果為課程設計重點；有的學校與鄰近大學合作，全面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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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成就；有的學校以提高弱勢族群學生學習成就為訴求；還有的學校以塑

造活潑、祥和、溫馨的學習環境為目標，端賴學校所處的情境而定。再者，在

學科方面，不同的特許學校亦會有不同突出的學科課程，如馬薩諸塞州羅威爾

社區的特許學校，就開設道德、健康與體育、社會研究等跨領域特色課程。此

外，特許學校亦相當重視學生實踐的能力，如明尼蘇達州的城市中學就會透過

購物、理財、烹飪等特色課程，增進學生的生活與實作技能（林天佑，1998；

姚靜，2010）。 

特許學校倡議於課程、教學等方面的新想法與價值，突破傳統學校的教育

理念及辦學模式，不但在課程與教學的技術、策略上有所變革，亦會影響學校

組織的結構、人員及文化，創造學校的新教育圖像，拓展教育新能量。 

二、 英國 

在中等教育階段，有關英國特色課程的推展情形，可由其專門學校

（specialist schools）的發展探知。 

「專門學校計畫」(The specialist schools programme)早在西元 1994 年，英

國為了提升次級中學的教育品質，就開始著手進行專門學校的發展。至西元

1997 年起，更以「中學發展學科重點」理念，發揚專門重點中學，每所專門重

點中學可以選擇某一學科作為發展的特色，主要重點科目包含科技、語文、體

育、人文、音樂、藝術、商業、工程、科學、數學與電腦、綜合科目以及特殊

教育需求等範疇，並建立學校與校外機構夥伴關係，以提升學校辦學績效。此

外，亦規定每個重點專門中學至多 10%的學生，得以甄選的方式招收（教育部，

2011a；黃藿，2003；Castle & Evans, 2006）。在西元 2003 年教育與技術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公布了「嶄新專門系統：中等教育

的轉型」計畫（A new specialist system: Transforming secondary education），希冀

次級高中能更踴躍申請加入此計畫，以及全國高中均能躍升為專門高中，以提

升整體學生的受教品質，使二十一世紀的學生不但能習得特色課程的知識外，

亦能增進學生在某項或所有重點學科的成就水準（DfES, 2003）。 

所有有關專門學校的研究幾乎指出學校重要的改變表現在教學與學習的方

法上，當中專門學校會聘請該領域專業的教師指導學生，並且會利用通訊網路

技術（Yeomans, Higham, & Sharp, 2000），促進課程教學更加豐富與深入。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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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建構專門學校，將會使學校組織的人員專業、教學或招生策略等方面有些

許調整及改變，有助於引領專門學校躍升為優質高中，培養學生成為優秀人才。 

三、 日本 

與特色課程推展有關的政策，可推及至日本在 1998 年公布《學習指導要

領》，增設「綜合學習時間」實施統整課程，充分體現個性化教育和個別化教育

的理念，以及強調體驗學習、問題解決學習的重要性，且課程主題的選定、設

計，全權交由學校及教師做決定，大幅增加課程內容的多元性。綜合學習時間

自小學三年級開始設置，每週三節課，中學校也是每週三節課，高中則為每週

二節課，在新課程中占不小的比重。至 2008 年修訂了新《學習指導要領》，其

係以綜合學習為主軸，創造學校特色，實現活化個性的教育。即綜合學習中，

依課題、主題、選擇科目等編成多元的學習小組，推展橫向的多樣化，依各種

不同的學習程度分組，促進縱向的多樣化。此外，綜合學習時間沒有課程標準，

不規定具體的內容，也不使用教科書，正是因為學習指導要領改革的目標之一，

是在發展教育特色、創造有特色的學校，各學校要發揮創意，積極的展開有意

義的教育活動，對於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提供了發展的空間（歐用生，2005，

2009）。爰此，「綜合學習時間」教學之實施，可能蘊藏著教師的教學指導觀、

學生的學習觀、社區或社會的教育意識等均將產生重大變革（林世英，1998），

翻轉了原先學校課程的架構、成員的價值觀，迎來教育的新氣象與契機。 

其次，隨著少子化現象對高中教育階段的衝擊，日本高中紛紛朝向特色辦

學及推動特色課程等措施來因應。如橫濱的市立高中─戶塚高中，便設立音樂

特色課程。在該校的音樂課程中，設計了磨鍊每位學生各自選擇樂器之演奏技

法的「演奏法」等共計 10 學分以上的專業科目，以期成為從公立普通科高中升

學至藝術類大學之學生的養成之處。因此，該校和位於川崎市麻生區的昭和音

樂大學締結協定，未來將由該大學派教授至該校授課，暑假期間學生則可以在

大學聽講與學習（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2012）。 

另外，為加強學生科技教育的素養，日本文部科學省於 2002 年啟動課程改

革計畫，提出了「超級科學高中」（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計畫，以期透過

創新課程開發及強化有關觀察、實驗、研究等體驗式學習活動，培養未來在科

技領域的人才。因此，這些超級科學高中不但自行開發具有獨創性的教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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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學、研究機構及其他縣市合作開展有關科學的活動，激發了此些學校的發

展活力和改革動力（許健將，2003） 

從日本的政策與學校改革的脈絡中可知，政府日漸授權予學校單位，使其

自主發展校本課程，發展課程特色；而教師也試著挑戰新的教學方法與創新課

程設計，將教育回歸到以學生為主體的思考，讓學生得以適性學習與多元發展，

為學校教育帶來新風貌與改變。 

四、 中國 

西元 1999 年在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了「關

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該決定明確規定，建立新的基礎

教育課程體系，試行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及學校課程，意即實行中央、地方與

學校三級管理課程制度。詳言之，中央教育主管部門會根據中央頒發的指導性

課程計畫，規劃國家課程；地方教育主管部門亦會根據中央的指導性課程計畫，

結合地方特性，制定合適於地方特色的課程；學校則再依循其所處的情境脈絡，

整合中央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的課程計畫，制定學校課程（張芊，2012）。如此

三級制的課程管理，釋放了地方政府與學校課程規劃的空間，予以地方政府和

學校更多的彈性。 

至於中等教育階段的特色課程建設，中國則有重點學校的制度。早在 1950

年代，周恩來便倡導集中資源辦好重點學校，之後歷經文革取消重點學校制度，

西元 1978 年，教育部重建重點學校制度，制定「關於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的試

行方案」，並且政府對重點中學的建設，主要是增加重點中學的附加經費，以培

養國家專業人才（重點學校：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教育，2011）。關於重點

中學實施特色課程的情形，如華南師大附中的德育教育課程，嘗試透過社會實

踐活動，塑造學生良好品格；如中山市華僑中學以英語課程作為其學校發展特

色的重點之一，採取的措施包括教學評量以口試為主、舉辦英語夏令營、進行

教學研究，另外，該校也相當重視職業教育，其普通班的職業課程曾開設過會

計、剪裁、電子等課程（李巧萍，1993）。 

西元 2010 年，國務院審議通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樹立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教育發展觀，注重教育內涵發展，鼓

勵學校開展辦學特色，出名師、育英才。可見學校特色建設受到更高的肯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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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特色課程自然也成為學校特色發展的一環。 

從中國的教改過程可知，在教育政策以及學校建設上，皆日漸提供特色課

程良好的實施平台與契機，改變了學校既定且僵固的課程生態，為學校課程發

展與改革注入新力量與新革命。 

綜合上列所述，在學校型態上，可知美國、英國、日本和中國都有類似專

門重點學校的學校設置，其是專以某些學科作為學校的發展核心，從中增進學

生在此些學科領域的知能外，教師亦會針對此些領域課程多加設計與規劃，形

成學校獨特的特色課程。再者，尚有其他另類學校如美國的磁石學校、特許學

校，在課程發展上，有別於正規學校的課程設計。除此之外，在政策面上，日

本的「綜合學習時間」、中國的「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

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均提供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空間與彈

性，使學校課程更多元、有趣。由上列各國有關特色課程實施的情形，啟發我

國得於學校型態和政策面向作思考。如在學校型態上，我國的十二年國教政策

鼓勵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在此同時，可參考國外學校將課程特色聚焦於重點幾

個學科發展，以集中焦點為學生打造適性的學習空間；在政策面向，亦須對學

校特色課程的規劃，給予適度的彈性及權力，以讓學校擁有課程發揮的空間。

爰此，若能將國外經驗作為我國教育舉措之參考，定能讓政府、學校、教師在

思考教育課題時，更具系統性的思考，最後作出較佳的教育決定。 

 

 

第二節  組織變革之探討 

世界不斷在變動、前進，處於變革漩渦中，無法完全掌握住所有變化，唯

一能做的是走在它之前，創造契機，為變革催生（鄒雲華譯，2004）。然而，其

實要一個人大大改變其行為是極困難之事，要改變一百零一人或一萬零一人，

那更是難上加難。不過，成功躍進未來的組織就是辦得到（潘東傑譯，2002）。

因而，本節茲就組織變革的課題探究，以增進組織變革的基本概念、組織變革

的原因與因應方式，以及組織變革的理論取向等觀念，進而瞭解成功引領變革

之道，茲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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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組織變革之基本概念 

要了解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組織變革歷程，便須先針對組織變革的概念加

以明晰與拓展，以奠立後續研究組織變革概念的基礎，以下茲就組織變革之意

義、類型及相關理論基礎作討論： 

一、 組織變革之意義 

由於行政管理典範的轉移，組織系統從封閉性走向開放性，組織再也不能

閉門造車，而應是隨內、外在環境的變化，創造與革新組織的新選項，方能於

全球化的競爭下，屹立不搖。因此，變革便是組織必須關注的課題。 

變革（change）具有改變、變化、變更、變遷、興革和革新等意涵，其係

為一中性名詞，包括正向與負向，計畫性與非計畫性的改變（張明輝，2003）。

詳言之，變革並非均是依循計畫而行，有時組織的變革也可能是計畫外、突發

性的發生，且變革的結果不一定都會產生預期的成效，也許會變得更好，也許

會變得更糟，但是沒有變革，組織就不能改進（Robbins, 1995），所以變革對

於組織發展是很重要的。因此，便有許多相關研究在探討組織變革議題。 

組織變革（organizational change）源自於組織行為學（吳清山、林天佑，

1997），最早有系統提出組織變革理論的學者，便是變革之父─Lewin，其提出

變革三階段論和力場分析理論，為後續的組織變革理論研究奠立穩固的基礎

（徐家偉，2007）。Lewin 以組織學的觀點，將組織變革定義為組織由舊的狀態

提升到新的穩定狀態，其目的在於促進組織生存與發展（林怡芬，2008）。之後，

國外學者 Dessler（1986）提出組織變革包含組織結構的改變、組織技術的革新

與組織人員的調整。承接 Dessler 對於組織變革的理解，Hanson（1996）視組織

變革的概念為改變行為、組織結構、工作程序、組織目的或是產品輸出單位之

過程。 

另外，國內學者對於組織變革意義亦有詮釋。如吳定（1996）主張組織變

革係指組織受到外在環境的衝擊，並配合外在環境的需要，而調整內部的若干

狀況，以維持本身的均衡，進而達到組織生存與發展目的的調整過程。林欽榮

（2004）指出組織變革是組織為了適應內外環境變化，必須採取革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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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內部結構與生產效能，增進本身和外界的競爭力，使其能適存於社會。

楊振昇（2006）進而認為組織變革係指當組織遭受內外在因素的衝擊時，為配

合環境需要，乃針對相關的人、事、物等因素進行調整，期能持續維持組織的

平衡，促進組織的進步。謝文全（2009）進一步提出組織變革係組織爲適應內、

外環境變遷，對組成元素進行調整，提昇自我更新能力，發揮以變應變維持組

織的平衡，進而達到組織的持續生存與進步發展的過程。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可知，組織變革大抵有幾個特徵：(一)組織變革是由

於內、外在環境的變遷而導致的；(二)組織變革包括組織結構、人員、技術等

組織要素的調整；(三)組織變革的目標是為了維繫與增進組織永續發展、競爭

力以及效能。爰此，本研究試將組織變革定義為組織隨內、外在環境的變化，

適時地對其組織要素進行重整與修正，主要目的在於維繫組織的永續發展、提

升其競爭力以及改善組織效能。 

學校組織為組織類型的一種，所以其亦會受到內、外在環境的衝擊與影響。

為了要使學校能永續經營，勢必要對學校組織要素做調整。是故，學校組織變

革係為學校需針對其內部環境的需求及外部環境的趨勢，適時地調整學校組織

結構、人員理念、技術發展等組織要素（林郁絲，2000；林新發、張瑞貞，

2004），方能使學校持續成長與進步。 

二、 組織變革之類型 

組織變革類型的劃分，依各學者專家觀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劃分方式。

如有將組織變革依變革的意圖性分成計畫性變革（planned change）、自發性變

革（spontaneous change）、漸進式變革（evolutionary change）（張德銳，1998；

Hanson, 1996）；依變革方式或計畫與否分成計畫型變革、非計畫型變革（吳秉

恩，2002；溫金豐，2009）；依變革程度或形態分成漸進式變革、激進式變革

（吳秉恩，2002；吳清山，2005；溫金豐，2009）；依變革發動者或變革的主體

分成由上而下的變革、由下而上的變革（吳清山，2005；溫金豐，2009）；依組

織標的分成結構興革、人員興革、技術興革、工作興革、文化興革、策略興革、

領導興革（溫金豐，2009；謝文全，2009；Leavitt, 1964）。 

由上述學者專家的分類可知，組織變革的分類上，許多變革類型的意涵，

有些許雷同與相似。職此之故，茲就「組織變革的計畫與否」、「組織變革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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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組織變革的主體」、「組織變革的標的」作為組織變革類型的劃分方式，

分述如下： 

(一)依組織變革的計畫與否區分 

1.計畫性變革 

係指經過審慎規劃的過程，將組織變革的目標、經營與管理策略、工作程

序等相關要素做詳盡地系統性分析與設定，並且事先安排變革的期程，以利變

革能有計畫的執行。 

2.非計畫性變革 

指的是其組織變革未經縝密的評估與計畫，變革的產生是較為隨機、偶然

性的，且有時變革的發生，並非組織本身或成員能掌控的，所以此種類型的變

革通常考驗著成員的智慧與應變能力。 

(二)依組織變革的程度區分 

1.漸進式變革 

又稱演進式變革。係指組織變革不躁進，而是以循序漸進的態度，進行小

幅修正與調整的過程。此種類型可以使成員漸漸適應變革所帶來的變化，一般

來說，成員的接受度較高。 

2.激進式變革 

又稱激烈式變革、劇烈式變革或革命式變革。是指採取的變革手段與態度

是較為激烈的、激進的，以進行巨幅組織元素的改變。 

(三)依組織變革的主體區分 

1.由上而下式變革 

由組織的領導者或高階管理人運用職權與權威的影響力，發動和主導整個

變革的歷程，其他成員較無決定與拒絕的機會。 

2.由下而上式變革 

由第一線的成員發起或主導的變革，這種變革類型的組織特別重視成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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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度，使其了解情形，以減低成員對變革的不確定感及增進對變革的認同感。 

(四)依組織變革的標的區分 

1.結構變革 

指的是對於組織的結構進行調整與變化，如組織層級劃分方式、控制幅度

的增加或減少、權責分配、改變組織設計等結構上的革新。 

2.人員變革 

係涉及成員的價值觀、行為模式、認知、態度、期望等之改變，為增進成

員對變革的支持，可藉由提供誘因或予以其參與變革的歷程，來促進人員變革

的有效性。 

3.文化變革 

是指組織文化的變革，涉及組織潛藏的基本假設、主觀的價值、表徵的器

物創制等層面之改革，以期使組織煥然一新，擁有新氣象和新文化。 

4.技術變革 

係指隨著科技等技術的日益進步，對於組織的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工作

設備等工作技術所做的調整與改進。 

5.策略變革 

指的是將組織原先的策略作些許的革新與改變，包含組織經營與運作策略、

領導策略、產品與服務策略等之變革。 

綜合上述所論，組織類型繁多，針對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所導致的組織變革

而言，大抵會涉及成員價值、學校文化、教學模式與教學設計、目標與願景等

層面的改變，詳言之，即涵蓋人員變革、文化變革、技術變革及策略變革等類

型的組織變革。再者，為使發展特色課程的變革歷程能夠穩固與延續，通常均

會事先擬好計畫，並組成特色課程規劃小組，鼓勵教師們踴躍參與，進而逐步

地推廣特色課程的理念及促其發展，也就是說，除了上述的組織變革類型外，

尚包括計畫性變革、由下而上變革及漸進式變革。由此可知，組織變革可以同

時類屬多種類型，惟依變革情境不同，適當地調整變革策略與方向，才能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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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出成員與組織發展的無限可能。 

 

三、 組織變革之相關理論基礎 

組織變革的概念，源自於組織生態論、資源依賴論、目的論及策略選擇觀

點等理論基礎發展而來，主要是由內、外在環境與組織的互動，探究組織發生

變革的力量和條件，以下茲就此四種組織變革的理論基礎說明： 

(一)組織生態論 

組織生態論指出組織生態系統是由各利害關係組織與外部環境所構成的系

統狀態，所以組織與環境的關係宛若自然界的生態系統，環境主宰著組織族群

與個別組織的生命（徐家偉，2007）。因此，以生態學的觀點來探討組織變革的

歷程，可以發現組織變革有些類似於生物演進的過程，係經過長時期與其他組

織或外在環境相互磋商、互動所導致的，中間可能會歷經環境的變遷與激進性

變革的阻斷，這些變化可能是由科技、競爭者、政策或是經濟上的變化所趨動

（Tushman & O’Rielly, 1996）。 

(二)資源依賴論 

資源依賴論認為在開放系統中，組織並不能完全仰賴自給自足，尚需外部

資源或其他組織的支援與協助，方得生存，因此，組織與外部環境具有互賴關

係（Pfeffer & Salancik, 1974）。一旦組織獲得重要資源時，就會掌握權力

（power），控制資源依賴者。為了不受擁有重要資源的組織操控，組織通常均

有自我調適的能力，以調適環境對組織的影響與衝擊。因此，資源依賴理論與

組織變革的連結性係為宜透過組織變革的歷程，降低組織對外在環境的不確定

性及依賴度（陳怡靜，2007；Newman & Nollen, 1998）。是以，在組織變革的

歷程中，組織領導者應妥善管理組織對外的依賴狀況，透過改變、協商與創造

等策略，從外部限制中，爭取更多的自主性，以拓展組織的營運空間，並降低

環境變動所造成的影響（徐家偉，2007）。 

(三)目的論 

目的論源自於 March & Olsen（1976）的適應性學習與 Chakravart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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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nge（1991）的策略規劃與目標設定。其假設每一組織的存在，均具有其各

自的目的性，會透過與其他組織的互動，逐步地建構與達成此一預設目標，並

且在過程中不斷進行監控與修正，所以組織變革為一連串目標設定、執行、評

估與修正的重覆性程序，而且此一目標為預設的結果（陳怡靜，2007；Van de 

Ven & Poole, 1995）。然而，儘管目的論假定組織有預設的發展目標，不過組織

內、外在環境的變動，有時亦會使組織無法朝期望的方向發展，是故，組織目

標僅能作為組織發展藍圖與願景，組織變革的結果並非能完全依循此目的邁進。 

(四)策略選擇觀點 

策略選擇觀點不認為環境能決然宰制組織的一切，重要的是組織內部決策

者如何因應環境的挑戰，盡其所能調適環境與組織的緊密程度，這樣的調適亦

即組織策略的改變，進而採取適當的行動（Child, 1972；Draft, 1983；Judge & 

Zeithaml, 1992）。將策略選擇觀點應用於組織變革中，即為決策者分析環境中

的機會與威脅、設立目標、分配資源的策略選擇過程（Newman & Nollen, 

1998）。也就是說，組織決策者會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有所體察，並經由其主觀認

知與知覺理解，蒐集資訊及分析組織所處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以發展

一套合適於組織變革的因應策略。 

綜合以上討論，可發現從組織生態論到資源依賴論、目的論和策略選擇觀

點，對於組織仰賴環境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組織生態論著重於與外在環境

的調和與配合，相較之下，資源依賴論、目的論及策略觀點進一步考量到須依

組織內部情境因素的不同，適時地調整組織目標和策略，而非一味地隨著環境

變化。由此可知，組織變革應衡量內、外在環境的影響與衝擊，擬出合宜的決

策與措施，避免人云亦云、躊躇無措。是以，對於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啟示，

係為學校宜參酌教育政策、教育趨勢、教育時事等外部環境，以及學校設備、

教學模式、教師專業發展等內部環境因素，確立學校的變革策略與方向，方得

使特色課程發展順利。 

 

貳、組織變革之原因與因應方式 

世界不斷在變化，普世價值與全球趨勢亦不停地在革新。然而，萬事的變

動均有驅使其改變的驅動力，組織變革亦復如此，總有一變革的原動力轉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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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變革歷程。不過，當每個組織在推展組織變革之初，組織成員難免會出現焦

躁、不安與抗拒等情緒，此時正考驗者領導者如何發揮其領導智慧與因應策略。

以下茲將就推動組織變革之動力原因以及所會遭遇的阻礙原因做闡述，進而針

對這些抗拒的因素，擬出因應措施： 

一、 組織變革之動力原因 

就驅動組織變革的原因而言，有學者專家將組織變革變革動力原因作通盤

的思考（林欽榮，2004；楊仁壽、許碧芬、俞慧芸譯，2005；鄭燕祥，1995；

Robbins, 1994），亦有學者專家將組織變革原因歸納為組織層次和個人層次做探

討（戴國良，2004），抑或是就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兩層面對組織變革原因做探

析（杜岐旺，2001；黃哲彬，2007；劉麗蓉，2002；Schermerhorn, 1996；

Nelson & Quick, 2006），根據學者專家的論點，此研究將對於組織變革的動力原

因，聚焦於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兩方面討論，詳述如下： 

(一)外部因素 

1.社會的變遷與趨勢 

就目前社會的趨勢而言，正面臨全球化、數位化、少子化、民主自由化、

知識經濟化等多元的社會變遷。組織處於此態勢中，自當會針對環境的變化作

調整，方能佇立於時代洪流中，永佇不搖。 

2.科技技術的革新與進步 

隨著科技與技術持續的進步與發展，組織即須不斷更新、增進其科技知能

與設備，以免在競爭的社會下淘汰與出局。 

3.政策法令的修訂與頒布 

法理為現代公民所奉行的生活規範。因此，政策法令一旦入法，勢必左右

組織的決策方向和發展。 

(二)內部因素 

1.領導者的推動 

領導者是組織中的精神領袖，同時亦代表組織的精神象徵與指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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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的信念、態度、價值，均會影響組織的走向。 

2.成員期待、需求與價值的變化 

在後現代的社會中，企求尊重不同性別、不同社會階級、不同種族或族群

成員的差異性，其心中的願望、需要與價值亦可能不一致。故為了使組織具有

良好的工作氛圍與績效，便須對成員的期待、需求、價值，適時調整，以期符

合成員的想望。 

3.組織運作方式(策略)的變化 

當出現組織效能不佳、經營不善、產品品質低落、消費者滿意度低落等問

題之際，組織的運作方式或策略便可能需要重新評估與改進，以解決組織當前

所面臨的危機。 

4.組織文化與氣氛的轉變 

組織文化與氣氛會影響組織的走向與成員的價值、行為模式。倘若組織面

對各項政策與趨勢，持有肯學習、肯接受、肯面對的積極心態，定能引領組織

迎向未來各個挑戰。 

5.組織效能的影響 

組織效能是各個組織均關切的課題，其關乎到組織的整體營運、成本與利

潤等問題，所以易引發組織興起變革。 

綜上而論，係為綜覽任何組織發生變革之可能誘因做論述，對於學校發展

特色課程的組織變革而言，在外部因素方面，可能會有社會的變遷與趨勢、科

技技術的革新與進步、政策法令的修訂與頒布等動力原因，詳言之，首先學校

組織變革受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的驅動，迫使學校教育施為須隨政策改

變，加上少子化社會趨勢與科技技術持續進步效應，學校會修正其經營管理方

式以及導入數位軟體與硬體，以吸引家長選擇權；在內部因素方面，特色課程

促使組織進行變革的原因，可能會受到領導者的推動、成員期待需求與價值的

變化、組織運作方式的變化、組織文化與氣氛的轉變、組織效能的影響等因素

之影響，也就是說學校變革是受到校長的感召或教師、學生、家長本身期待與

價值改變之影響，所以學校會革新既有的課程與教學模式，以符應學校成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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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與需要，另外，學校在發展特色課程的歷程中，可能會藉由全體學校成員

支持與否的態度、特色課程策略及實施效能的評估與檢視等因素，促使學校推

動特色課程的決心。由上可知，不論是組織變革的外部因素或外部因素，均會

是轉動學校變革的關鍵，學校領導者在推展變革之際，宜挖掘組織變革的動力

因素，將有助於學校變革的推動。 

二、 組織變革之阻礙原因 

有時候，變革免不了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窘境，使得這樣組織的

興革可能不是成員自願的改變，此時，便有可能產生抗拒的聲浪。綜觀多數學

者專家將組織變革的抗拒因素以個人因素、群體因素或組織因素做區分，故以

下研究者茲將變革因素分為組織因素及個人因素作探討（李長貴，1998；李茂

興、李慕華、林宗鴻譯，1994；余朝權，2005；杜岐旺，2001；林靈宏譯，

1992；林永順，2006；陳木金，1999；張德銳，1998；楊仁壽、許碧芬、俞慧

芸譯，2005；廖春文，2004；Schermerhorn, 1996）： 

(一)組織因素 

1.組織既有文化傳統的抵制 

個人的行為會受組織的價值觀念、行為規範與角色期望影響至深且鉅，也

就是當組織產生變革之際，若對既有的組織文化產生重大改變，可能會遭到成

員對新文化的抵制。 

2.非正式組織的抗衡 

既有正式組織的存在，必然也會有非正式組織的存在。然而，非正式組織

可協助組織革新；同時，也有可能阻礙組織的變革，例如：非正式組織可能會

抵制正式組織的革新、壓抑成員的獨特性與創造性及減少成員對組織的貢獻等。 

3.資源的限制 

儘管組織試圖想進行改革，但礙於缺乏變革的資金、金錢、人力和技術，

最後往往被迫延後改變，甚至被迫放棄。 

4.激勵系統的缺乏 

組織倡議變革，卻無規劃對於成員改變的激勵措施，將使得成員在額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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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與負擔之際，無法得到相對應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報酬，成員在衡量得失之

後，自然會抗拒革新。 

(二)個人因素 

1.慣性與惰性的反彈 

人們常會仰賴習慣行事，不願改變其行為作風，因而對於與以往慣習不同

的變革變化，常會表現出反彈、抵抗的反應。 

2.選擇性的知覺 

在攫取變革資訊中，成員總是會挑選自己想要聽取的訊息，以致於無法確

切地瞭解組織變革的目標與內涵，甚至對變革產生誤解，因而心生抵抗，使得

組織變革無法順利推展。 

3.未知的恐懼 

由於未來變革成功與否，並不能完全掌握，再加上變革過程未予成員參與

和溝通，所以成員多會對變革的歷程產生不確定感、不安全感與不信任感。 

4.權力與利益的威脅 

對變革持抗拒的原因，可能是由於變革後，會導致原有權益的減損、專業

權威的消失、沉澱成本的浪費、增加工作負荷量、革新帶來的不方便等，使得

成員不願改變。 

5.變革時機的不當 

有時，可能是因為變革過於匆促或當前組織根本不須變革等因素，招致成

員反彈與抗拒。 

綜上觀點，學校在推動任何變革時，重重的阻礙可能會導致變革無法如預

期般進展。如可能會受到既有組織文化傳統的抵制、非正式組織的抗衡、資源

的限制、激勵系統的缺乏、教師的慣性與惰性之反彈、選擇性知覺、未知的恐

懼、權力與利益的威脅、變革時機的不當等阻礙因素影響，而悖離原先期待的

變革方向，上述影響因素即為變革歷程中須考量與克服的焦點，方能有利於學

校變革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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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應方式 

組織變革會轉變組織原有的生態，所以多數的人在面臨變革時，總會有不

安、恐懼等抗拒情緒，當屬自然現象，不過，倘若我們試圖將變革視為機會，

就不會恐懼了（齊思賢譯，2005）。換句話說，變革是組織生存的契機，應當欣

喜且把握機會，並且須積極擬定因應策略，將成員的抗拒降至最低，甚至接受

變革。因而，領導者對於抗拒變革的成員應採合宜的配套措施，讓成員均能做

好心理準備，迎向變革。以下茲整理學者專家的觀點（余朝權，2005；林欽榮，

2004；鄭燕祥，1996；閻自安，1999；戴國良，2004；謝文全，2009；齊思賢

譯，2005；Nelson & Quick, 2006；Schermerhorn, 1996），析論組織對於抗拒變

革所宜採取的因應方式： 

(一)實施教育訓練或在職進修 

組織若有健全的教育訓練制度或在職進修機制，在進行變革時，將有助於

成員深入瞭解變革的背景、願景與方針，且利於其精進專業知識與技能，使得

成員能對變革的工作與事物順利上手，亦能使成員不會因誤解組織變革的內涵

而抗拒組織興革。 

(二)授權參與 

成員若能參與組織變革的決策過程，必定會減少其對變革的抵抗。興革歷

程中，可以邀請成員們加入變革計畫的研商，增權賦能、廣納成員意見，促使

成員能瞭解變革計畫的來龍去脈，而較不會產生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此外，

亦能滿足成員的尊榮感和成就感，增進其更多的工作動能。 

(三)採取漸進式變革 

由於既定的工作流程或工作模式已深植成員心中，突然改變必然須予成員

適應的緩衝時間，以免成員因不適應而引起激烈反彈。因此逐步地實施變革是

必要的，不但能使成員能有足夠的時間調適與準備，亦能在此過程中發現與改

善變革的缺失，促使變革推動較為無礙。 

(四)提供協助與支持 

在組織興革中，應適時的給予成員必要的協助與精神上的支持，使其能應



37 
 

對工作上的難題，亦能得到心靈上的滿足。具體而言，提供成員的協助與支持

可包括加強溝通、教育訓練、支援諮商、建立師徒制、申述制度、獎勵機制等。 

(五)進行操弄與延攬 

操弄與延攬較屬於政治運行的手段，有時在組織變革時，由於要消除抗拒

的力量，必要時便需操弄與延攬變革抗拒者，方能使組織的興革順利運作下去。

然而，操弄與延攬雖可化解一時的抗拒，但不謹慎運用，恐怕會招致反效果。 

(六)運用強制與威嚇 

最不得已的策略，就是運用強制與威嚇的方式。藉著直接對抗拒者施以高

壓和威脅嚇阻，雖可迅速使抗拒者妥協，卻無法真正平息其抵抗的心理，此方

法為治標不治本的方式，除非必要，建議仍是以溝通協調、提供誘因、協助支

援等方式作為因應抗拒的策略。 

綜合言之，上述對於本研究的啟示係為組織變革的動力原因及抗拒原因，

均是組織變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學校領導者宜於變革前或變革中，分析組

織變革的推動力和抑制力，有效地應用變革的推動力，促使組織前進，並且針

對變革的阻礙因素，視時機、情況的不同，權變地應用解決的策略，方使組織

能連續不斷地創造機會。對於本研究發展特色課程之學校變革歷程而言，學校

教師、家長、學生和社區人士均有可能對新的課程理念或新的學校措施感到反

彈與抗拒，此時，教育主管單位和學校領導者應適時的鼓勵教師在職進修、舉

辦座談會與公聽會、充分溝通與協調、廣納各方意見、採取漸進式的改革、提

供諮商與輔導等途徑，以減少學校相關成員的抵抗心理，使變革能創造彼此間

的雙贏。 

 

參、組織變革理論之理論取向 

針對組織變革理論的論述繁多，包羅將變革理論歸納為策略性變革取向、

過程性取向與焦點性取向，或是整理為計畫性變革取向、策略性變革與階段性

變革取向等方式，研究者擬參考杜岐旺（2001）、商永齡（2003）與廖春文

（2004）等人的見解，將組織變革理論歸類為策略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系統

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以及過程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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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策略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而論，策略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主張在面臨內

外部環境的衝擊時，應採取合適的策略來因應內外在情境的變化，如 Chin 和

Benne 變革模式最受教育行政界推崇，他們主張應依循實證理性策略、規範再

教育策略以及權力強制策略三種類型的策略，作為組織變革的途徑。實證理性

策略（empirical-rational strategies）是假定人具有理性，一旦具有有力的實證資

料，成員便會根據資料所顯示的目標與方向進行組織興革；規範再教育策略

（normative-re-educative strategies）係透過再教育的歷程，使成員接受組織變革

的概念，最後形成成員的工作規範與文化。權力強制策略（power-coercive 

strategies）是指運用各種權力的力量，迫使成員接受變革（Chin & Benne, 1976）。 

就系統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而論，Leavitt 認為組織是環境系統的一小部分，

會受到複雜外在環境的影響而變化。在如此繁雜的世界中，可從人員、結構或

科技等因素來瞭解組織。此三個因素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互有關聯的，只要

改變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會影響到另外兩個因素（劉君業譯，1987），後又有

Steers 與 Black（1994）主張此三項因素均會對組織活動效能產生相互作用力，

形成一系統網絡關係，所以探討組織需統合人員、結構與技術三項因素，由不

同的角度討論，才能勾勒出較全面的組織發展圖像。爰此，在組織進行興革時，

可援引系統取向的理論觀點，周全地考量變革所涉及的系統因素，將有助於組

織效能的提升。關於此三者因素的詳盡內涵如圖 2-1 及後文所述： 

一、 人員 

人員因素的假設為成員的行動和特質會決定組織最終的運作效能，如此可

藉由人員訓練、溝通、做決策等方式，改變成員的基本假設、歸因、態度、價

值或動機，啟發其看待世界與事物的角度，進而提升其工作技能、問題解決方

式、人際關係等方面的能力(杜岐旺，2001；Steers & Black, 1994)。而探究人們

具有改變的動機，是因為這些價值與行為係具有吸引力、挑戰性、可達到的或

能獲得成就的目標。這些目標會幫助人們理解他們的工作，使其能夠找到一種

認同感，所以他們才會有意願接受此種改變（Leithwood, Louis, Anderson, & 

Wahlstrom, 2004）。 

另外，依據 Kurt Lewin 和 Ed Schein 所主張的人員變革中提及，要促成人

員因素的改變，首先，成員會覺知其不足、不滿現實或渴望改變；接著，其就



39 
 

會企圖打破現狀，發展新的態度、行為模式。在此過程中，成員可能逐漸將新

態度與行為內在化，成為其工作或問題解決的方式，而其他成員見狀，亦可能

趕上其腳步或隨之改變。最後，則是將這種改變的態度整合於其人格特質中，

變成其日後思考的方式（Steers & Black, 1994）。 

二、 結構 

組織結構的變革主要是回應組織目標的訴求，其影響著組織成員的行為、

表現及效能。而組織結構的改變有許多形式，如：(一)組織特質：1.調整組織

部門；2.增加或減少組織階層（hierarchy）及控制幅度（span of control）；3. 改

變組織權力結構。(二)組織設計：1.組織的工作內容設計之改變；2.澄清工作目

標和成員角色期望；3.闡明組織協調結構（黃柏勳，2007；廖春文，2004；

Steers & Black, 1994）。 

在學校情境中，隨著外在環境不斷變化，學校結構應隨之調整與改善，通

常做法有：加強地區和學校文化的連結、修改組織結構，並建立協作流程

（Leithwood, Louis, Anderson, & Wahlstrom, 2004）。另外，Cliver Dimmock

（2000）亦指出當學校遭遇困難時，須盡可能地使組織安排（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更具彈性，這樣的組織安排包括：學校組織、教師團體、學生團

體、教師及學生角色的改變、自願參與者與志工、使用的空間、使用的科技、

期程、教室中和教室外的學習、學生評量等。可見學校涉及結構的調整，會牽

動到眾多學校要素，惟學校在變革之際，不可忽視結構層面帶來的影響力和衝

擊力，方能引領學校往成功的變革之路邁進。 

三、 技術 

技術性變革的基本假設為：技術與工作方法的改進，會使組織運作更有效

率、增進效能、改善工作環境以及減少乏味的工作任務。因而，技術性變革是

成員不再拘泥於原本的工作方法或形式，而能打破工作慣性，變換或運用新技

術，來增進整體組織的成長，抑或者是改變其原有的生產方式，創新產品及創

造其價值（Steers & Black, 1994）。 

在學校中，學校成員執行教育事務的能力，有一部分需仰賴學校領導者協

助做技術升級（Leithwood, Louis, Anderson, & Wahlstrom, 2004），有一部分則須

透過行政人員支援與提供專業變革技能訓練的機會，方能有效增進學校成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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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和學習能力的提升（Sims & Sims, 2004）。 

 

 

 

 

 

 

 

圖 2-1  系統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 

資料來源：修改自劉君業譯（1987：306） 

就過程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而論，首推最具代表性的人物─Lewin。Lewin

是最早提出變革模式的學者，其變革模式奠基於力場分析法，此法有助於分析

變革的歷程以及協助克服組織變革的抗拒。再者，Lewin 聲稱組織成員的行為

是受到兩股對立的力量所致，一種力量是驅使組織變革的驅動力（driving 

forces），另一種力量則是抑止組織改變的抑制力（restraining forces）。惟當抑制

力大於驅動力時，組織將會保持現狀，不做任何改變；反之，當驅動力大於抑

制力時，組織將會啟動變革模式進行改變（Sims & Sims, 2004）。此外，Lewin

（1951）認為組織變革會組織變革會歷經三個步驟，依序為解凍（unfreezing）、

改變（change）、復凍（refreezing）。解凍指成功的變革應先讓組織成員理解變

革的必要性，並協助成員克服對於變革與抵抗變革的恐懼，以及以開放的態度

接受變革，本階段驅動力和抑制力所形成的平衡漸被解凍；改變指組織成員已

經體認到變革的必要性，變革推動者即應發展出新的行為、價值、態度與運作

方式，並將成員的意見整合於變革方案中，同時給予成員適當的支持與協助，

以激勵其改變的動力，本階段驅動力與抑制力對陣，平衡漸趨改變；復凍則是

指於組織完成變革後，逐步將新運作模式制度化，使成員變革後的行為與態度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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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新的穩定狀態，而不再回復成原有的工作模式，本階段驅動力與抑制力

形成新的平衡（杜岐旺，2001；閻自安，1999；戴國良，2004）。 

後續亦有學者專家學者，提出更詳盡的變革歷程（Knoop, 1987；Kotter, 

1995；Lippit, Watson, & Wesley, 1958；Sims & Sims, 2004）。其中，如 French 將

變革大致分為七個階段：1.對問題察覺、探究與診斷；2.變革推動者的加入；3.

蒐集與分析資料；4.資料回饋：5.共同規劃行動；6.採取變革行動；7.評估成效

（戴國樑，2004；廖春文，2004；French & Bell, 1995）；此外，S. J. Sims 與 R. 

R. Sims（2004）更進一步將七個成功學校體系變革的關鍵與 Lewin 的三階段整

合：1. 提供有力的、清晰的變革領導；2.予以利害關係人能夠盡早且經常性地

投入變革；3.建立一個能被清楚闡明與分享的願景；4.提供頻繁的、一致的與開

放的交流；5.影響有才幹與可信任的利害關係人，使其成為變革擁護者；6.設定

可檢視的運作與行為目標；7.慶祝成功及重新處理缺失。依據 French 和 S. J. 

Sims 與 R. R. Sims 的主張，茲將過程取向變革模式歸納如圖 2-2 及下文： 

一、 解凍 

(一)實施變革領導 

一開始，須知覺學校所處的內外部環境變化與困境，進而探究與診斷問題。

並且學校管理者對於學校變革目標展現堅定的承諾，透過團隊合作，促進學校

進行系統變革。 

(二)利害關係人的加入 

學校管理者須確保讓相關利害關係人盡早加入變革計畫中，並且在其能力

範圍內，引領學校進行變革。 

(三)建立清楚明確的願景 

透過資料的蒐集與回饋，發展出清楚的、分享的願景，以勾勒出未來變革

的遵循方向。 

二、 改變 

(一)提供頻繁交流的管道與機會 

分享相關變革資訊、溝通與交流彼此的想法，進而共同規劃行動，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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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廣益、群策群力之效。 

(二)採取變革行動 

學校管理者需延攬具有熱忱且可信賴的利害關係人，使其共同引領學校變

革，展現其典範行為，進而影響學校其他成員。 

三、 復凍 

(一)設定可檢視的運作與行為目標 

學校管理者宜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研擬有意義的變革目標，此目標需可檢視

變革運作的結果，並能增進教師與其他成員的專業技術與能力，以及能持續穩

固變革的運作。 

(二)評估與檢討變革成效 

學校管理者要抓住機會，增加變革成功機率，並且對於缺失之處，亦須重

新評估與省思。 

 

 

 

 

 

 

 

 

 

圖 2-2  過程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 

資料來源：修改自 Sims & Sims（2004: 54） 

綜合上述，組織變革理論大致上分為策略取向、系統取向和過程取向的變

革理論，每一種取向的變革模式，均可作為研究的焦點與方向。然而，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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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探討學校在發展特色課程的過程中所歷經的學校組織變革歷程和其變

革層面，故僅聚焦於過程取向與系統取向組織變革理論的討論，將個案學校的

變革情形和組織變革理論作對應，構築出學校變革更完善的架構及脈絡。 

 

肆、小結 

透過本節對於組織變革內涵與理論的探討，可知組織的變革影響整體組織

發展甚鉅，一旦組織變革的走向不同，長出的新組織形態亦會有所迥異。因此，

各組織在進行改革時，宜視內外在環境的情勢，調整變革形式，或者是同時兼

具多種變革類型，促使組織興革順利，進而永續組織的發展。如此組織變革的

態樣需考量成員動力與抗力因素，經由深入了解成員來自外部或內部的動力原

因，以及源自於組織層面與個人層面的阻礙原因，有效延續成員動力因素及因

應阻礙因素，有助於組織變革力量的延展與穩固。 

至於，組織變革理論則包含策略取向、系統取向及過程取向的組織變革理

論。首先，策略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提供組織在面臨內外部環境衝擊時，可採

取的對應策略之參考；其次，系統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有助於更全面的觀察組

織改革所涉及的人員、結構與技術等層面的改變；最後，運用過程取向的組織

變革理論利於描繪出組織興革的真實歷程，以協助讀者重建組織變革的面貌。 

然而，研究者盱衡各個理論意涵多有重複與雷同之處，故研究者衡估個案

學校的改革情形，採系統取向及過程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作為本研究理論的依

據。如圖 2-3 所示，本研究將參考過程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為主、系統取向的

組織變革理論為輔，構建出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所涉及的組織變革歷程；此外，

亦會從中探究學校成員興革的主要動力與阻礙原因，以深描出個案學校變革的

如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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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組織變革之理論依據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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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研究 

針對國內外與本研究較有關聯之研究為主要分析對象，本節將分別探討特

色課程和組織變革的相關研究，並探究特色課程和組織變革關係的相關實徵研

究，以作為研究設計之參考，亦有助於加深、加廣此兩類領域的知識與智慧。 

壹、特色課程之相關研究 

有關特色課程的研究，搜尋國內文獻，特色課程的研究幾乎都是採文件分

析法、訪談法、觀察法等質性研究方法為主（王惠儀，2012；李儒容，2008；

李曉婷，2011；李家鳳，2012；陳怡靜，2011；陳冠州，2009；陳幸仁、余佳

儒，2011；傅珍紹，2012；盧安來，2005）；研究對象則是以國小為大宗（李曉

婷，2011；李家鳳，2012；陳怡靜，2011；陳幸仁、余佳儒，2011；傅珍紹，

2012；葉國輝，2006；劉美嬌，2006；鄭伊伶，2011；盧安來，2005；龍玉珊，

2008；簡世峯，2009），且多以校長、行政人員與教師為研究對象。 

至若，綜觀特色課程的文獻主題，大抵可將文獻分為兩類作討論：第一類

研究主題多是析述特色課程的設計與發展、影響因素、利害關係人、歷程、成

效（李儒容，2008；李家鳳，2012；陳冠州，2009；陳幸仁、余佳儒，2011；

傅珍紹，2012；劉美嬌，2006；鄭伊伶，2011；盧安來，2005；簡世峯，2009）。

其研究的結果普遍認為特色課程是由教師主導特色課程及校長領導教師合作下，

以學生學習為課程的核心目標，開發學校的優勢特色，進而運用社區與自然資

源，塑造課程特色，如此多元化特色課程教學，學生學習興趣自然高昂、學習

成效自然卓著（李曉婷，2011；李家鳳，2012；劉美嬌，2006）。 

第二類研究主題則將其他概念與特色課程融合探討，如龍玉珊（2008）透

過「達竿統整課程設計模式」（達竿模式）於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中分析，認為達

竿模式是協助教師踏出課程設計的第一步，其係將活動設計先經由擴散思考主

題概念至各方面可能的課題，之後再從學生的興趣、能力、需求指標，篩選找

出適合學習的方法與學科，故此研究提及教師須先對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發

展原則有所認知，進而教師與學生組成學習型組織的教學夥伴關係。不過，其

最後的研究結果指出，教師擔心沒有足夠課程統整設計的能力，但是教師卻認

同「達竿模式」實施的理念及「透過團隊協同合作，增進專業成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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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可知教師具有運用統整課程設計模式的意願，如能透過研習會、在職進修等

途徑來增進教師專業成長，便較能實踐其想望。 

葉國輝（2006）和陳怡靜（2011）均是結合校長領導的概念與特色課程作

探討。其中，葉國輝（2006）將校長領導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歷程歸類為三階

段九層面，如後：（一）觀察：1.了解學校優劣勢；2.體察學校文化並與不同團

體良性互動。（二）立與廢：1.維繫優良傳統；2.廢棄不合時宜；3.開創新局建

立特色。（三）深耕發展：1.建構堅強執行團隊；2.厚植發展理論基礎；3.用人

唯才百花齊放；4.培養成員參與能力；陳怡靜（2011）則指出校長如能以身作

則帶領課程對話之特質，將能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有效提升教師學習動能。由

此可見，特色課程的發展歷程大致與本研究的組織變革過程相似，可相互作應

證與比較。 

王惠儀（2012）則是就學校發展特色過程之際，如何進行空間運用作探究，

其研究結果強調學校應先瞭解學校自身優勢及特質，透過校長領導、社區支持、

外部資源支援、計畫經費資源等，使其課程多元，引發學童學習興趣，讓學生

有更多的體驗學習模式。故在空間運用上，宜應用通廊空間配合空間區劃安排，

活化成特色教學廊道輔助教學活動，使學校空間都能充分作運用。 

綜合上述可知，對於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多數研究多是從課程發展或領

導微觀的角度去探究此一歷程。本研究試圖深描潛藏於事件背後的意涵，所以

將選擇以訪談、觀察與文件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來描繪個案學校發展特色課

程的歷程。另外，綜覽過去的研究發現，多數文獻多是研究九年一貫政策、學

校本位管理及少子化趨勢的影響下，所發展學校特色課程之研討，因此研究對

象大多以國小為主，以高中作為研究對象者幾乎微乎其微。職此之故，本研究

方以個案高中作為本研究的被研究者，勾勒出於十二年國教的浪潮下，個案高

中如何回應學生學習，發展特色課程。 

貳、教育組織變革之相關研究 

由於組織變革是源自於組織行為學的概念，故關於組織變革的研究，以研

究企業組織的組織變革文獻為眾。後來，教育行政學者借用組織行為學的觀點，

將組織變革運用至教育組織中討論，因而，漸趨有許多的研究都在探討教育組

織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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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關於教育組織變革的文獻可發現，大多數的研究以量化的問卷調查法

為主（杜岐旺，2001；李宥賢，2008；李貴翔，2009；李明來，2010；吳佩倫，

2006；余秀文，2011；林善樑，2003；孫志麟、陳建銘，2007；彭國鈞，2012；

詹恬恬，2009；趙桂芬，2006；廖婉琦，2010；劉麗蓉，2002；戴雪卿，2002；

Salinas, 2010），且歷年來的研究多偏向以國小階段，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杜

岐旺，2001；李明堂，2006；李宥賢，2008；李明來，2010；吳若瑛，2007；

吳明雅，2009；林善樑，2003；林言同，2011；孫志麟、陳建銘，2007；陳玟

伶，2009；黃瑟雅，2005；趙桂芬，2006；廖婉琦，2010；劉麗蓉，2002；謝

文豪，2003；Daniels, 2009）。 

至於，閱覽教育組織變革相關文獻，可觀察出大多數文獻所探討的面向有

趨同的現象，因此，大致可將文獻研究的主題分為兩類：第一類文獻主要是介

紹組織變革之內涵、關鍵人物、抗拒、策略、歷程及現況（李鴻章，2006；李

明堂，2006；林政宏，2004；林言同，2011；侯世昌，2005；范熾文，2005；

秦夢群，2005；陳玟伶，2009；陳建銘，2004；黃瑟雅，2005；張德銳，2000；

劉怡君，2008；戴雪卿，2002；Bell, 2008；Peachey, 2009；Watson, 2011），研

究的結果大抵和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的內容雷同，在此不再贅述。 

第二類文獻則是將組織變革與其他議題結合作討論。比方說有的文獻是將

組織變革的概念運用於校長領導上，專門研討校長的變革領導（吳若瑛，2007；

吳明雅，2009；徐國樹，2008；廖婉琦，2010；謝文豪，2003，2004；謝文豪、

鍾志長，2006）；有些文獻則是應用關注本位採用模式、展望理論框架效應等理

論模式，探究學校組織變革情形（吳佩倫，2006；彭國鈞，2012）；有的文獻是

從組織變革的觀點來描繪對教學領導、學校行政、學校整併、學校評鑑等之啟

示（陳芝筠，2009；陳慶瑞、陳光亮、張惠怡、王紅，2011；黃哲彬，2007；

楊振昇，2004）；而大多數的研究主要是析論組織變革與校長領導型態、教師知

覺與認同、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學校效能等概念的關係或影響（杜岐旺，

2001；李宥賢，2008；李貴翔，2009；李明來，2010；余秀文，2011；林善樑，

2003；趙桂芬，2006；詹恬恬，2009；劉麗蓉，2002；劉建宏，2010；Daniels, 

2009），其中又以組織變革與學校效能的討論為最大宗。 

綜觀此類文獻均可發現組織變革與另一議題具有密切之關係。然而，對於

學校組織變革的期望、認知、知覺與接受度，會因不同年資、職務、建校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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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響，教育人員有不同的表現程度（杜岐旺，2001；李宥賢，2008；詹恬恬，

2009；劉麗蓉，2002）。其中，詹恬恬（2009）就指出年齡大與資歷深的教師，

在學校歷練多且身心成熟，對組織變革有高的認知程度；擔任行政職務的教師，

參與學校事務的決策與執行，對組織變革認知程度高；歷史悠久的學校教師對

組織變革的認知高於創校歷史短的學校教師。由此可知年資、職務、建校歷史

等因素，對學校組織變革均有些許的影響，可作為後續研究觀察與調查的參考。 

綜合上述可知，關於組織變革的研究甚多，然在研究範圍上，大多是運用

量化的問卷調查法來研討國小組織變革情況，因此，應用質性方法來探析高中

階段的研究則相當缺乏。職此之故，本研究擇取一所個案高中作為研究對象，

試圖透過質性的個案研究法，去挖掘個案學校組織變革的原因與過程，增添對

組織變革研究領域之貢獻。 

 

參、特色課程與組織變革之關係 

組織變革的研究，多與其他概念結合作討論，綜觀文獻又以組織變革與學

校效能的探討為大宗（杜岐旺，2001；吳明雅，2009；詹恬恬，2009；陳建東，

2001；黃金池，2004；盧中原，2006；顏士程，2006）。特色課程與組織變革的

文獻，國內則是少之又少，研究者僅搜索到陳幸仁、余佳儒（2011）與謝文豪

（2003）的研究，有稍微觸及此兩者關聯課題的討論。不過實質上，陳幸仁與

余佳儒（2011）是將研究的焦點置於校長、教師和家長三方利害關係人於學校

發展特色課程的歷程中，所進行三方權力運作型態和策略探討；謝文豪（2003）

則是在探討校長在推動學校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時的變革領導。是故，上述文獻

雖稍有提及兩者關係的內容，但實際研究此兩者關聯的實證研究仍是缺乏。 

研究者於參閱相關文獻後，認為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與組織變革是有關聯

的。其原因如同 Fullan（1992）主張任何企圖改進學生學習結果的努力，都可

視之為學校變革（school change），而特色課程的發展則是學校為改善學生學習

所做的努力，所以依據 Fullan 的觀點，特色課程的發展亦可視為學校變革的一

環。也就是說，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歷程，可能會牽動學校組織要素的改變，

因此，過去的課程和教學方式可能就不再適合於現下的教育環境使用。職是故，

教師勢必須嘗試以嶄新的思維去重新思考課程要素與設計。此時，學校若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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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學習型組織，對於教師設計課程及其專業的提升定能有所幫助。而如同

Senge（陳琇玲譯，2001）指稱的，由於學習型組織能夠使成員建立共同願景、

改善成員的心智模式、幫助成員作系統思考，所以學習型組織的形成不但可提

升教師專業知能外同時亦能在團隊相互學習中，啟發成員認知到整個環境的變

化，並瞭解如何掌握變化與開創組織新局，因而學校組織就會逐漸產生些許轉

變與興革，進而組織便會將此變革動能漸轉化為教師們發展特色課程的能量。 

因此，由上述可見，組織變革與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詳言之，組織變革是導引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發展特色課

程的成功亦會與學校組織變革有所關聯。爰此，學校於發展特色課程時，有必

要將特色課程的改革與學校組織變革的概念一併討論，方能周全顧及課程改革

中所涉及的重要改變因素及茲以因應的對策，促使特色課程的推動減少抗力，

無礙地以獨具特色的課程來驅動學生學習的熱忱與動機，間接使學生學習受益，

進而增進學校辦學的效能。 

 

 

 

 

 

 

 

 

 

 

 

 



50 
 

 

 

 

 

 

 

 

 

 

 

 

 

 

 

 

 

 

 

 

 

 

 



51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於搜索相關文獻後，漸形成本研究的研究架

構與實施雛形。本章將針對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方式，規劃成五小節來探討。

第一節即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節介紹研究對象；第三節描述研

究程序；第四節敘明資料處理與分析；第五節則說明應注意的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個案研究多是檢核研究當時的特

殊事件，但期間有關的行為，研究者無法予以操縱，只能藉細緻、動態的文字，

將描述與分析的焦點置於個案如何在特定的情境脈絡下運作，所以個案研究屬

於縱貫式的研究途徑，旨在揭示某段期間的發展現象（王文科，2001；陳向明，

2002；潘慧玲，2003）。其特性有：須為詳實的描述、全盤的分析、意義的詮釋、

可理解性、探討現象的過程（Stake, 1995)。 

而此研究情境與主題必須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及意義性，Yin（2009）認為模

範的個案研究是人們會有興趣的個案，或具有全國重要性的理論、政策與實務，

抑或是同時具有前述兩者之研究。因此，本研究係在十二年國教鼓勵各校發展

特色課程的脈絡下，對於個案高中於發展特色課程期間，所涉及的變革歷程作

研討，並非訴求研究結果的概括化與推論性，而強調的是深度分析個案學校所

處的場域與變化的情形，以揭示其發展現象。 

其次，Yin 亦主張個案研究探尋研究情境的訊息時，多倚賴多重證據的論

證與比對，以收斂資料、建立研究結論，並使研究結果得益於先前發展的理論

命題，以引導資料的蒐集和分析（尚榮安譯，2001）。為多重分析與比較資料，

可由下列三種資料的蒐集獲得：（一）書面文件：包括會議資料、報告、計畫書

等文件；（二）觀察：包括對人們之活動、行為、會談、互動及組織歷程等的詳

盡描述和實地札記；（三）訪談：可由人們的經驗、知覺、意見、感受和知識等

的直接引述（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爰此，研究者將以訪談為主，觀察與

文件分析為輔的方式，進行本研究的描述、詮釋與歸納，以下茲就此三種方法

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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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又可稱為文獻分析或內容分析，係依文獻資料進行的研究，運用

演繹、歸納方法，將文件中涉及的資訊、論點或事件予以綜合，進而挖掘出研

究現象的關係或影響（王文科，2001）。因此，文件分析可提供研究者更完整的

研究資訊，補足其他研究方法所錯失的重要訊息，使研究者在揭示研究結果時，

能如實地呈現研究現象。是以，研究者將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料，如個案

學校的相關會議資料、活動資料等文件，與研究者所觀察與訪談的紀錄相互補

充與佐證，以構築出詳實的研究結果。 

 

貳、觀察 

本研究採取的觀察方法屬於非參與式的觀察，在自然的研究情境下，隨著

研究現象的自然發展，予以紀錄和研討，研究者不直接涉入被觀察的情境中，

而是以局外人的角度看待事件的變化，不與被觀察的對象互動（王文科，2001）。

在觀察初期，蒐集資料的方式是以開放的態度，敏銳地對研究現場進行全方位、

整體、感受性的觀察。待對觀察現場有整理的認識後，才逐漸將觀察的焦點聚

焦於研究的目的、問題與對象上（陳向明，2002）。對於研究的結果，質性研究

要求研究者對研究場域的深描，所以研究者將會盡量保持客觀的立場，敏銳地

觀看研究現象，並如實地記錄成豐富的田野筆記，透過事後多方研究資料的交

叉比對，確認研究資料的真實性與可信度，以避免觀察者偏見。 

 

參、訪談 

訪談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塑義的過程，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再現他們

的生命經驗，也表露了他們的情感（潘慧玲，2003）。因此，本研究為發掘學校

發展特色課程的變革歷程，便欲透過訪談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及家長

來構築出完整的研究資訊。爰此，研究者會先依據所獲得的文件、觀察資料，

形成訪談的問題意識後，方擬定訪談大綱如附錄二，再將訪談內容寄予受訪者

參閱，使受訪者做好心理準備，避免其臨場無法連結記憶或語塞狀況發生。當

正式訪談時，研究者會事先徵求受訪者的同意後再進行錄音，且訪談採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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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方式，以先前擬好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主要內容，但過程中會視受訪者

的情緒、反應等情況，適時調整問題的順序或採取較具彈性的方式進行訪談，

以使受訪者較能發揮及呈現真實的面貌。最後，訪談結束便會立即將訪談內容

記錄成逐字稿，並進行分析、整理之工作，過程中也同時檢視訪談內容，作為

下次訪談的依據。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將於田野中進行觀察與訪談的研討，故以

下將先說明研究者選取個案學校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接著則分別介紹個案學

校與訪談對象資訊： 

壹、選取個案學校之原因 

本研究為瞭解在十二年國教的影響下，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時，所引起的組

織改變態樣，將選取個案學校是正在建構學校特色課程者，以瞭解學校變革的

情形。其次，在選擇個案學校時，由於研究者人力、財力等限制，僅考量目前

大臺北地區正在發展特色課程的學校。 

在研究者尋覓個案學校的過程中，經由一次參與某高中舉辦於周末的計畫

工作坊之機會，發現該所高中的成員不惜犧牲休假而前來共同構思學校發展特

色課程的方向，從中可知這所高中的成員確有改變的動力；並且，在會議中也

觀察到校長與教師不斷透過各種活動、影片、話語來引導其他成員對於現下環

境的問題覺知，充分展現變革領導的智慧；除此之外，當天下午成員在撰寫課

程計畫書時，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學科雖然是各自群集討論計畫書的撰寫，但

其中卻有兩桌不同學科的教師合併成一大桌，討論關於特色課程規劃之事宜，

可見有些學科已不再固守學科本位的思考，而是能嘗試課程規畫的相互合作、

想法價值的相互激盪，讓研究者興起對此所學校成員轉變的關鍵因素作探索。 

其次，由於高中特色課程發展屬於進行式，需要近身觀察了解其變化過程，

研究者目前正好也擔任個案高中另一計畫的兼任助理工作，方便於工作過程中

熟悉研究場域，並且從旁觀察學校的組織氣氛與文化，有助於研究者更瞭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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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整體運作情形。 

故基於以上理由，研究者便選取這所高中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貳、個案學校之背景介紹 

由於顧及研究倫理的規範，本研究將個案高中匿名為「新世紀高中」。 

新世紀高中位於臺北地區，創始於西元 1898 年，迄今已有百年歷史。一直

以來，在其自由學風下，多群聚優秀的學子前來就讀，而這些學子畢業後，也

多成為政治、學術、企業等方面的重要人士，故可知新世紀高中在人才培育上，

係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和心得。 

近年來，由於十二年國教政策的影響下，新世紀高中為因應十二年國教的

挑戰，已於 2011 年 10 月逕自組成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籌劃校本特色課程的研

擬工作。此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校長擁有專業課程領導經驗，常被邀請在各大

講座分享校長領導議題；加上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成員的組成，涵蓋六大學科的

代表，並且經由個案學校進一步地數據統計，小組裡約有 71.2%的成員為具有

11 年資的經歷、28.8%的成員為 10 年以下年資。故在校長與小組的資深學校成

員的引領下，將驅使學校啟動變革動能；同時由小組中的資深學校成員引導資

淺成員實施與規劃變革策略，進而將此影響力不斷持續擴散出去，使學校的變

革力日益擴大，終至期望讓變革的氛圍拓展為全校性的變革活動。 

因此，新世紀高中後來亦陸續提報與特色課程相關的計畫，如：領先計畫、

教育實驗計畫及特色招生計畫。未來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除了配合相關計畫

之期程外，亦突破課程時數框架，整合原有課綱和學校本位課程的內容，規劃

出跨領域課程或進階的深化學習課程，以期現下研發的特色課程能讓學生適性

學習與發展。 

 

參、訪談對象 

本研究為明悉新世紀高中研發特色課程內涵以及當中學校組織變革的歷程

與影響因素，考慮訪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成員較能深描學校整個興革過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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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選取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進行訪談。 

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成員包括校長、行政人員及教師，由於人

力、時間的限制，研究者只擇取新世紀高中的校長、3 位行政人員、6 位教師及

曾參與過小組會議的 1 位學生、1 位家長等十二位相關人員，作為本研究的訪

談對象。為勾勒出學校在發展特色課程的脈絡下所歷經的變革故事，故即須選

取深入參與學校特色課程規劃的學校成員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如 P1 校長、

A1 秘書、A2 主任、T1 老師、T3 老師、T5 老師，皆為協助重建研究者未參與

新世紀高中變革歷程的描繪者；而 A3 主任、T2 老師、T4 老師則是後續加入特

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其觀點會較貼近與反應其他教師的心聲；T6 老師是後

來無繼續參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然其卸下小組任務後，也多能私下瞭

解到其他教師的反應情形，有助於研究者更整全地概知學校成員的態度與學校

變革的情形；至於，S1 學生和 H1 家長雖非小組成員，但考量其為曾經參與過

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的人員，且衡量其可對學校變革的情形，從不同的觀點

切入，故也邀請其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倫理，以上所有受訪者均如同上述所敘述的編號匿名呈現，以保

護其個資與隱私，避免帶來困擾與傷害。 

 

 

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研究程序包含三階段、五步驟，三階段係涵蓋準備階段、研究階

段以及研究完成階段，而五步驟則是從三階段中再細分成的步驟，包括選定研

究主題、確定研究對象與方向、進入現場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資料、撰寫與

完成研究論文步驟，詳細內容的敘述如下： 

壹、準備階段 

研究者在準備階段，已確定好研究主題、方向以及選定好研究對象，以便

於後續研究能有效的進行，避免毫無頭緒與缺乏研究意識。故準備階段大抵包

含選定研究主題、確定研究對象與方向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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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定研究主題 

首先，先擬出多項研究者有興趣探索的主題，這些主題多是關乎教育行政

理論與政策的相關議題，幾經蒐集資料後，即確立研究的主題，並以此作為未

來研究的依循方向。 

二、確定研究對象與方向 

選定研究主題後，經由研究者多次衡量，最後選取臺北市的新世紀高中作

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並且進一步開始思索研究問題及研究方法，以確定研究

的方向，有助於日後進入研究場域時，能迅速地掌握觀察與研究的面向。 

 

貳、研究階段 

準備好進入研究現場後，便進入實地研究場域蒐集資訊，並且將所見所聞

立即紀錄與整理，有助於日後能有效地分析資料。所以，研究階段大概包括進

入現場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資料步驟。 

一、進入現場蒐集資料 

研究者進入研究現場前，以徵得新世紀高中的同意，不過，為了使後續的

研究能順利進行、建立彼此和諧與友好關係，研究者始終秉持著誠懇、謙遜的

態度與學校接觸，以贏得其信任與合作機會。在蒐集資料上，研究者藉由新世

紀高中於網路平台上所建置的特色課程平台，取得特色課程發展概況之相關文

件、檔案等資料，以作為文件分析的依據，其次，透過參與有關會議，紀錄所

觀察到有關研究主題的面向、學校成員的互動與組織現象。此外，經由多次邀

約，邀請 12 位受訪者接受訪談，多方蒐集研究資訊。 

二、整理與分析資料 

待蒐集的資料豐實與足夠後，則將編碼的訪談資料、觀察記錄、文件檔案

交叉比對與分析，並於發現研究訊息模糊或不足，則會再進入研究場域蒐集資

訊，並且翻閱相關文獻佐證與釐清，以因應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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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完成階段 

經由研究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析後，則進一步撰寫與完成研究論文，呈

現研究結果的全貌。是以研究完成階段，即有撰寫與完成研究論文的步驟。 

一、撰寫與完成研究論文 

根據先前已整理與分析好的訪談資料、觀察記錄與文件檔案，描繪出新世

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與組織變革的故事。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同圖 3-1 所繪製的程序，會歷經選定

研究主題、確定研究對象與方向、進入現場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資料、撰寫

與完成研究論文五步驟。然而，於此研究歷程任一步驟中，倘若研究者有疑惑

或是研究資訊有待佐證時，將會持續閱覽相關文獻，以增進研究者為工具的有

效性。另外，當整理與分析資料、撰寫與完成研究論文步驟面臨研究資訊的缺

漏時，亦會以誠摯的態度，再度拜訪研究對象，以獲致整全的研究資訊。 

 

 

 

 

 

 

 

 

 

 



58 
 

 

 

 

 

 

準備階段 

 

 

 

 

 

 

 

 

 

 

 

研究階段 

 

 

 

 

 
 

研究完成階段 

 
 

 

 

圖 3-1  研究實施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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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節將就研究者的背景與立場，以及本研究所採取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

作說明，如後。 

壹、研究者的背景與立場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背景與立場會影響研究結果的分析與描述。就研

究者對於教育現場的熟悉度而言，研究者過去曾修習國小師資培育的課程，也

順利歷經教育實習及教師檢定的考驗。然而，研究者雖然對於國小階段的教學

現場較為熟諳，但是對於學校組織的運作及氛圍則是略有瞭解。因此，在研究

的過程中，研究者會提醒自己保持開闊與學習的視角，並透過不斷地反省與多

方檢證資料，避免因經驗限制而使詮釋產生偏頗。 

此外，研究者在研究所一年級時，曾經修習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法的課程，

在課堂中，除了瞭解質性研究的相關內涵外，亦有實際進行觀察、訪談等研究

方法的練習，故對於此些研究方法的運用，雖說不上熟練，卻也可謂是稍可掌

握；並且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在指導教授的協助下，仍會不斷涉略有關研究

方法的相關書籍，故對於研究者的研究意識與研究方法之提升，均有所助益。 

 

貳、資料整理 

本研究整理的資料有文件資料、觀察記錄、訪談資料，以下茲闡述此三者

的資料整理方式： 

一、文件資料的整理 

本研究所蒐羅的文件資料包含個案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背景與歷程之簡介、

會議資料以及相關計畫的書面資料等。研究者將這些資料分別編號整理，以便

日後資料的處理與分析。例如：將有關領先計畫的文件歸類為「文 1」，此類中

的個別文件則編號為「文 1-1」、「文 1-2」等；有關特色招生的文件歸類為「文

2」，此類中的個別文件則編號為「文 2-1」、「文 2-2」等；有關教育實驗計畫的

文件歸類為「文 3」，此類中的個別文件則編號為「文 3-1」、「文 3-2」；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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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特色課程網路平台上，所公布的網路資訊歸類為「文 4」，個別文件則編

號為「文 4-1」、「文 4-2」；會議紀錄則歸類為「文 5」，個別文件則編號為「文

5-1」、「文 5-2」等。以下茲就整理的文件資料臚列於表 3-1：  

表 3-1  文件資料編號之示例 

項目  編號  文件名稱 

領先計畫資料 

(文 1) 

 

 
文 1-1  101 領先計畫總計畫申請書 

特色招生資料 

（文 2） 

 

 
文 2-1 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  

教育實驗資料 

(文 3) 

 

 
文 3-1  教育實驗計畫 

網路平台資料 

(文 4) 

 

 
文 4-1  特色課程發展背景 

會議記錄 

(文 5) 

 

 
文 5-1  第一次會議記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觀察紀錄的整理 

觀察紀錄主要是研究者將參與會議及訪談間所見之現象，予以概要之敘述，

並於會議或訪談結束後，以厚實的文字描述，盡快將觀察到的研究景象整理成

正式紀錄。由於新世紀高中每個星期四均會召開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故研

究者每個星期均會進入研究現場作觀察。 

在正式的觀察紀錄中，觀察紀錄的最上方附有此次紀錄的主題、出席人員、

日期等。下方則有分為三欄位的表格，其最左欄為編號欄，中間欄為觀察的主

要內容，最右欄為備註，可敘寫研究者的疑惑、評註與省思。 



61 
 

至於，當觀察紀錄要被引用於研究結果與討論時，則會依該次觀察的時間

與觀察的種類作編號，以便於研究分析時的比對。例如：「觀 20120908」即為

2012 年 9 月 8 日的觀察紀錄。 

三、訪談資料的整理 

訪談的受訪者主要是邀請新世紀高中的 1 位校長、3 位行政人員、6 位教師、

1 位學生、1 位家長，共計訪談十二位新世紀高中的成員。為遵守研究倫理的匿

名與保密原則，將以代號取替其真實姓名與身分。如校長即以「P」表示，行文

時則以 P1 校長稱呼；行政人員以「A」表示，依據受訪時間順序與職稱，稱呼

A1 秘書、A2 主任……等；教師以「T」表示，亦依據訪談時間先後，稱呼 T1

老師、T2 老師……等；學生以「S」表示，行文以 S1 稱呼；家長以「H」表示，

行文以 H1 稱呼。而其受訪者的個別資料則彙整於表 3-2，如下： 

 

表 3-2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和代號 

職稱  身分代碼  角色任務 

校長  P1  特色課程召集人 

秘書  A1  特色課程執行秘書 

主任  A2  特色課程規劃小組第三組主持人 

主任  A3  特色課程副召集人 

國文教師  T1  特色課程規劃小組成員 

英文教師  T2  特色課程規劃小組成員 

數學教師  T3  特色課程規劃小組成員 

自然教師  T4  特色課程規劃小組成員 

社會教師  T5  特色課程副召集人 

藝能教師  T6  曾為特色課程規劃小組成員 

學生  S1  班聯會學生代表 

家長  H1  家長會家長代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每次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將訪談的錄影檔立即歸檔，並經由反覆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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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後，將訪談內容打成逐字稿。每份逐字稿上方會標註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時間、地點等，而標題的下方則為三欄式的表格，最左欄為編號欄，

中間欄為訪談內容，最右欄則為研究者的感想、評註與省思。最後，將編輯完

成的逐字稿，寄給受訪者，確認是否有誤解處或需修正處，確定逐字稿無誤後，

研究者方會繼續進行訪談資料的編碼工作。 

在訪談資料的編號使用上，會依據受訪者的身分代碼、訪談日期以及引用

訪談逐字稿的頁碼作編輯。例如：「訪 P1_20121103-10」意指引用 2012 年 11 月

3 日，訪談校長的逐字稿中擷取第 10 頁的內容。此外，為使引用的逐字稿文意

更為完整、清楚，研究者使用些許符號作輔助，如表 3-3。 

表 3-3  輔助訪談逐字稿的符號意義表 

符號 意義 舉例 

… 表示省略的語句 1 個改變不難…但 10 個改變就沒動力了 

○○ 表示匿名處理 ○○高中亦通過領先計畫複審資格 

[] 
為使文句完整，研究

者補充的字句 

﹝學校﹞原先就有在發展特色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最後，為明晰本研究的資料整理方式，以下將就文字資料、觀察紀錄及訪

談資料的編號方法，綜合整理於表 3-4。 

 

表 3-4 資料編號綜合整理 

資料類別  資料編號 意義 

文字資料 
文 1 

（文 1-1、文 1-2） 

有關領先計畫的文件 

觀察紀錄 觀 20120908 
引用 2012 年 9 月 8 日的觀察紀錄 

訪談資料 訪 P1_20121103-10 
引用 2012 年 11 月 3 日訪談校長的逐

字稿中第 10 頁的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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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分析 

由於本研究採質性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結果方面，可能因經驗局限而產生

的偏頗或過度詮釋的疑慮。因此，研究者除了會交叉比對資料來源、邀請多個

回饋者檢視資料、運用多種方法蒐集資料外，亦會於資料不明確或不足時，持

續閱覽昔日研究文獻，抑或是再次進入研究場域蒐羅資料，以求獲取周延、正

確的研究訊息與資料。另外，為使資料分析程序系統化運作，研究者將以

Nvivo10 質性資料分析軟體來輔助研究資訊解析的工作，逐步地挖掘研究現象

潛藏的意義，構建相對周延的研究訊息。 

 

肆、資料信實度 

本研究為求提升研究結果的信實度，將以三角檢證法、參與者查證及研究

的反思等方式進行研究資料信實度的檢視，茲敘明如下： 

一、三角檢證法 

Denzin 將三角檢證區分為四種基本類型：(一)資料三角檢證：在研究中利

用多樣化資料來源；(二)研究者三角檢證：使用不同的研究人員；(三)理論三

角檢證：使用多元視角去詮釋一組資料；(四)方法論三角檢證：以多種方法去

研究一個問題或方案（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 

本研究將參考三角檢證法的方式，採資料、研究者、方法論作檢證，意即

在資料方面，本研究主要是以訪談方式為主，故在獲取個別對象的訪談資料後，

亦會從其他受訪者的訪談中，間接驗證個別對象予以的資訊是否正確，以提高

資料的信實度；在研究者方面，主要是邀請大學教授以及研究者的同儕，協助

檢視研究的盲點與矛盾處，並對內容作指正與建議。在方法論方面，經由交叉

比對文件、觀察與訪談資料，以檢驗資料的信實性。 

二、參與者查證 

參與者查證就是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可將蒐集的資料或所做的分析、詮

釋與結論拿給參與者表示意見，檢視其中是否有偏失之處（潘慧玲，2003）。因

此，本研究將每次的訪談與觀察紀錄整理與解析後，會邀集研究對象共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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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修正研究者所分析的資料，以檢證研究者的詮釋是否信實無誤。 

三、研究的反思 

研究者在進入田野時，勢必會帶有自己的經驗、意識、背景去看待任何一

個研究現象，這樣的預設立場自然存在著些許偏見（潘慧玲，2003）。因此，在

研究者在撰寫與分析訪談與觀察紀錄的同時，亦會再次思考資料當中的詮釋觀

點是否能價值中立，一旦發現研究資料有不當或偏頗的預設觀點，便立即作調

整與修正，確保資料能貼近研究資料所呈現的現實。 

 

 

第五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採取的是質性研究方法，一般而言，質性研究者應對研究倫理具有

敏銳性，因為質性研究通常涉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面對面互動與接觸，研究者

對於被研究者的相關資訊便會瞭若指掌，因此往往會產生研究倫理的疑慮。是

故，在進行研究之際，惟有依循研究倫理的準則，方能保障被研究者的權益，

以下茲就研究倫理的原則闡述（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 

壹、告知與同意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前，必須事先告知被研究者有關本研究的主題、目的、

用途等訊息，使其充分了解研究資訊後，簽署願意參與研究的書面同意書，以

建立雙方的合作與互信關係。然而，雖然被研究者已簽署同意書，但其仍可隨

時要求終止研究關係，研究者須尊重被研究者的意願與決定，不得恣意進行研

究。 

 

貳、守密與匿名 

隱私屬於私人領域中不可以被隨意公開的資訊，且被研究者可能會畏懼其

隱私被他人知曉而產生防衛機轉，不願透露出真實的研究現象，所以研究者在

進行研究時，應對研究所收集的資訊保密，以保障被研究者的隱私，避免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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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受到傷害。最後在呈現研究結果時，亦須嚴守匿名原則，將被研究者的姓名

或名稱化名，以符合研究倫理的規範。 

 

參、不欺騙與不隱瞞 

原則上，研究者不應隱瞞研究的目的與身份，應盡可能誠實以對，讓研究

對象了解研究目的和性質。但有時候於不得已的情形下，如研究須在自然的情

境下進行等理由，隱瞞是可被接受的。然而，即使在此情況下，也應減低對被

研究者的傷害，保障被研究者的權益。 

 

肆、公正合理 

由於質性研究法易於涉入研究者主觀的意念與價值，所以研究者須按照一

定的道德原則「公正地」對待被研究者、蒐集的資料及報導的結果，「合理地」

處理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方能客觀地詮釋所得之資料，呈現出良好信實度的研

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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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是以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為研究的脈絡，期從新世紀高中

發展特色課程的過程中來探討學校變革的情形。故本章根據訪談資料、觀察紀

錄和文件檔案等資料的分析，歸納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4-1。 

圖 4-1 呈現出本研究將聚焦於學校課程發展所歷經解凍、改變及復凍的變

革歷程作探討，並且也深究影響成員變革的動力因素及抗力因素，進而再針對

學校目前規劃特色課程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作說明。是以，本章將依據研究目

的與問題、文獻探討、資料蒐集與探析，彙整出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即第一節

先針對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所產生的學校氛圍改變的情形作描述；第二節

係探討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所歷經的組織變革歷程；第三節則是分析新世

紀高中在變革過程中所涉及的革新影響因素、困難、挑戰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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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歷程 

實施變革領導 
學校成員的問題意識與

覺知 

校長的變革領導策略 

建立清楚明確的願景 
願景的對話途徑 

願景的具象化 

成員的願景態度 

解凍 

提供頻繁交流的管道與
機會 
例行性會議的交流管道

與機會 
任務性會議的交流管道

與機會 

自發性會議的交流管道

與機會 

組織變革行動 
人員層面 

結構層面 

技術層面 

改變 

設定可檢視的運作與行
為目標 

學校內部設定可檢視的

目標 

外部專家協助設定可檢

視的目標 

評估與檢討變革成效 

復凍 

動力因素 

外部因素 
社會的變遷與趨勢 

政策法令的頒布與實施 

內部因素 
職務與責任使然 
使命與期望的驅力 
立基於學生學習的著想 
專業成長的促進 

抗力因素 

組織因素 
非正式組織的抗衡 
資源的限制 
激勵系統的缺乏 
個人因素 
慣性的反彈 
未知的恐懼 
權力與利益的威脅 

困難與挑戰 

 
人員層面 
新觀念價值的衝擊 
課程需求的擔憂 

結構層面 
政策的限制 

資源的不足或侷限 

溝通與協調的結構問題 

技術層面 
課程定位與實施的窒礙 
課程調配的困難開課模

式的問題 
教學方法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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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之變革概況 

為了描繪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變革輪廓，本節茲先就新世紀高中特

色課程的發展脈絡作探討；其次，再描述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的規劃內涵，分

述如下： 

壹、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的發展脈絡 

以下茲針對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脈絡作說明，第一部分先概描新世

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種子，第二部分則是就新世紀高中的蛻變與成長作描繪： 

一、發展特色課程的種子 

新世紀高中是一所創立百年的學校，除了學生於課業表現傑出外，在各項

活動競賽上亦屢次獲得佳績，塑立了卓越、優質的學校形象。再者其校內社團

活動蓬勃又多元，提供了學生潛能開發、人際互動、自我探索與成長的機會，

展現其充實的校園生活。此外，一直以來在其自由民主的學校風氣下，培養出

的學生也多具備自主學習、創造性思考的能力（訪 A1_20130322-04）。不過，

儘管新世紀高中的學生已相當出類拔萃，但 A1 秘書指出： 

其實○○高中應該是有一直在思考說，我們的學生這麼的特別，按照教育部規定

的課綱，其實無法突顯出學生的能力或者是特質。(訪 A1_20130322-06) 

同時，過去學校課程受限於政府法令規章、時數等限制，新世紀高中的特

色課程多呈現在活動、營隊等潛在課程或非正式課程當中，所以僅有部分學生

能享受到特色課程的啟迪與陶冶，並非所有的學生均能受益，如 A2 主任所說： 

這些﹝特色﹞課程它有可能只是針對某些比較特殊的學生，或者是利用寒暑假或

是假日的營隊，才能夠去實施……以前○○高中就有一些教育理想，但是受限於

整個教育的環境，尤其是制度的部分，所以這些部分的課程會變成是比較潛在的

或者是非正式的課程，它其實有在進行，有在做，但是它不是很檯面上、很制度

化的或是正式的課程。（訪 A2_20130401-04,05） 

由上可見，實際檢視我國既有課綱內容，並無法滿足新世紀高中學生學習

的需求，所以新世紀高中一直有針對課程實施情形進行省思，重新思考課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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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方向與架構，甚至已於非正式課程中實施具有獨創性的課程，期能藉由適

才適性的課程內容，更加突顯上述的學生特質，延續學校優良的歷史傳統。 

二、蛻變與成長 

直至 96 學年度，由當時新世紀高中的校長邀集幾位具有課程發展經驗與熱

誠的老師，自發性地組成課程規劃團隊，期望共同勾勒出學校本位課程的架構

和方向。不過，卻苦無機會實踐與施展，最後校本課程的推展便落入無疾而終

的結果。 

96 學年度的時候，當時的校長就已經有邀集一些老師們，針對學校的校本課程做

一些討論，那個時候也有一個架構出現，可是我們之前在查閱資料時，發現 96

年有這樣一個架構出來，可是它並沒有推展出去，也就是學科老師其實不知道…，

所以感覺起來，○○高中在對於說自己校本課程的構想上，它其實一直有在討論。

（訪 A1_20130322-02） 

近幾年來，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動，衝擊著原本學校與教學現場的生態，

引起學校陣陣騷動，但新世紀高中的教師和成員卻認為此契機或許會是另一個

轉機（觀 20130507），可能會為學校推展特色課程，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平台

與機會，使學校得發揮課程改革的理想，落實校本特色課程的理念。如 A3 主

任和 T5 老師所述： 

這是個歷史轉捩點，…撐得住又是另一種正向的…就是所謂的無限的轉機嘛！

（訪 A3_20130411-13） 

我覺得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改變，其實是一個轉機，或是一個危機，它讓這些可能

性出現，因為在這之前，你想要去鬆綁課綱課程，你想都不要想，沒有機會，政

策上也不給你這個機會。（訪 T5_20130409-10） 

同時，新世紀高中亦不願隨著時代趨勢與政策的變化而被動的改變，希冀

能藉由學校主動的改變，由自己掌舵變革的方向盤，從中逐步調整變革速度、

軌跡與策略，以保留學校自由民主、多元發展的學風與傳統，迎來學校新契機

與新希望（文 1-1；文 4-1）。 

在這個歷史下面所塑造出來的○○的校友，他應該有一種獨特的特質，那我們不

希望這種特質，因為突然的改變而改變這個學校的型態…，那我們覺得在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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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預知未來政策改變之後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如果我們特色可以出來的時

候，那或許我們在外界的政策變動的時候，不會是像是隨波逐流，或是隨著政策

會改變學校的生態。（訪 A1_20130322-03,04） 

改變有兩種，一種是主動，一種是被動，你要哪個？那從我來看，我當然希望主

動改變啦！因為至少我可以控制啊，如果我是被迫改變的話，那很多不可抗力的

因素會跑出來。（訪 T5_20130409-9） 

因此，在 100 學年度，新世紀高中又再度啟動其動能，組成特色課程推動

小組，開始發想未來學校課程發展的可能性與願景，期待藉由課程的改革，使

學生學習獲取更佳的福祉，提升學校整體的教育品質。後來，在新世紀高中逐

步構建校本特色課程的同時，教育部和教育局紛紛針對十二國教提出相關的特

色課程配套計畫。新世紀高中為了使學校特色課程的產出與實施更為順遂、完

善，便申請臺北市教育局的領先計畫以及教育部的特色招生、教育實驗計畫

（訪 A1_20130322-08,09,10；訪 T5_20130409-05,06），以期結合政策與法令的

支持，為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奠立更穩固的基石，亦提供其特色課程良

好的表現空間與平台。 

 

貳、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的規劃內涵 

將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規劃的內涵分為兩部分扼要描述，首先，先就新世

紀高中所規劃的特色課程藍圖作說明，接著再分析未來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的

開設情形，分述如下： 

一、特色課程的規劃藍圖 

(一)課程理念 

新世紀高中於課程規劃過程中，將課程發展主軸環繞在其所訂定的學生形

象、學校願景、核心能力中，其課程理念主要是立基於對於學生形象的想像，

希冀透過三年高中課程的養成，培育出具有通才特質的學生（文 1-1；文 2-1；

訪 A2_20130401-02），並且，依據對於學生形象的勾畫，設定出符應的核心能

力，以此作為課程與教學的主要目標，誠如 A1 秘書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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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其實是從大的架構開始走的，…比如說我們希望○○高中的學生唸完三年的

高中課程之後，他出去，或者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塑造出什麼樣的○○人的

形象，這樣一個○○高中人的形象，他應該具有怎麼樣的核心能力，就像我們有

規劃一些願景、課程主要目標這類的東西，所以我們其實是從這樣的架構開始

走，…符合這樣的架構下，去規劃出這個課程的內容。（訪 A1_20130322-01） 

由此可見，新世紀高中將純粹的文字標語化為實際行動的動力與方向，非

僅流於口號與形式，而是希望將課程理念真正地滲入學校成員的信念當中，成

為其共同信守的信仰和價值，對於日後學校實施的課程改革、教師設計的課程

內容及學生領受的課程薰陶，均有莫大的助益。 

(二)課程實施方式 

1.任務執行方式 

課程研展為一浩大的學校工程，為能有效執行特色課程改革事務，新世紀

高中並非仰賴既有處室的職務分工進行，而是轉以任務分組的型式，將特色課

程規劃任務分為四個組別分別處理各項要務。第一組為建立學校整體及個別課

程的檢核制度，並予以其他三個組別適時的協助；第二組負責課程研發事項，

第三組為發展多元評量工具；第四組則專責管理教師專業成長等增能事務（文

1-1；文 2-1；訪 P1_20130608-01）。 

2.課程類型 

新世紀高中為落實課程理念，將課程的類型分成 a 課程、b 課程以及 c 課

程（詳見圖 4-2），分述如後：(1)a 課程：又分為 a1 必修課程及 a2 必選修課程。

前者課程內容多為配合 99 課綱所規劃的課程內容；後者則又細分為 a2-1 課程、

a2-2 課程及 a2-3 課程，依據學生學習需求，三種課程可擇一選修。(2)b 課程：

課程內涵主要是培養學生生活能力及核心能力，學生可依據興趣修習。(3)c 課

程：開課對象主要是針對學術性向較明顯的學生，經由申請審核通過後，即可

選修；開課模式包括校內教師授課、大學教授授課、校內教師和大學教授合作

開課（觀 20130507；文 1-1；文 2-1）。 

可見新世紀高中在特色課程的結構、技術和人員教育觀上，均有些許變化，

方能規劃出如此迥異於以往的課程設計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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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課程類型之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3.編班模式 

為落實適性、多元的選修精神，新世紀高中預期打破班級邊界，讓學生得

以依其興趣自主選修。未來將規劃三種編班模式：(1)班級人數約莫 40 人：於

必修科目的學習；(2)班級人數約莫 100~300 人：多為概念性的引導課程；(3)班

級人數約莫 15~30 人：依學生學習需求選修，精進其能力（文 1-1；文 2-1；訪

A3_20130411-17）。如此突破以往班級建置的方式，並非一開始就輕易取得學校

教師的認同，如 A3 主任表示： 

原來我們好像滿傳統的…，因為一兩下，我也不可能隨時跟大家灌輸這些觀念，

只是說慢慢地擴散出去啦！因為像我被改變啦！這次去參訪的老師也被改變啦！

所以就慢慢擴散，一個變了，說不定就會有第二個人可能改變…（訪

A3_20130411-18） 

a2-3 課程(卓著課

a2-2 課程(補強課

a2-1 課程(共同課a 課程 

(課綱類) 

特色課程 b 課程 

(自由選修類) 

c 課程 

(申請審核類) 

a1 課程(必修類) 

a2 課程(必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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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經由多次會議講習與國外參訪經驗的啟發（訪 A3_20130411-15），

才漸獲致教師們的認同。簡言之，這種涉及觀念價值的變化，並非一朝一夕就

可改變，係有待漸進式的變革方能促成。 

4.實施期程 

預計於 102 學年度進行課程的試辦，將聚焦於部分課程進行試辦，過程中

進行課程審查與評鑑，不斷滾動式的修正課程內容，以確保未來課程內涵、開

課能量及開課模式能符應學生學習需求。於 103 學年度起，由高一開始正式的

實施校本特色課程，逐年推動，並於 105 學年度達成實施全校性特色課程的目

標（文 1-1；文 1-2）。 

二、未來特色課程的開設情形 

不同於以往學校須依循課綱規範開設課程，未來新世紀高中將增設 a、b、

c 三大類型的特色課程。 

由於 a 課程多為既有課綱規範內所調整與修改的特色課程，而 b、c 課程多

為教師另外研發與試驗的課程，因此表 4-1 僅針對 b、c 課程的時數變化作探討

（文 4-8）。從表 4-1 可發現，新世紀高中透過學科原本時數的釋放或調整，計

量目前規劃特色課程的時數，b、c 類課程分別為 49 學分和 18 學分，未來開設

的特色課程總計為 67 學分，可見新世紀高中的教師變革動能甚大，幾乎大部分

的學科皆願意嘗試發展不同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儘管如此，新世紀高中仍

不忘顧及升學課題，如研究者於會議中觀察到教師們仍會考慮到現實面的升學

問題，故在安排特色課程的開設年段，也多是於高一開設，且不僅只有老師衡

量到此點，學生也提及：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一直有提到一個問題是，因為畢竟考大學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因

素，感覺特色課程…，有的可能是跟學科緊密結合的，有的可能是你自己的興趣

發展的，可是畢竟升學主義還是最重要的嘛！（訪 S1_20130508-06） 

爰此，可知新世紀高中雖欲設計符合學生興趣、學習需求的特色課程，不

過，在此同時教師們依然會考量到學生於高三升學的需要和壓力，而適時調整

課程內容，抑或是於高三減少特色課程的開課量，讓學生能有充分時間迎接未

來考驗（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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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特色課程時數一覽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年段 課程類型 各科特色課程時數總計 

高一 
b 課程 

國文：2學分（2學分跨科） 

英文：2學分 

數學：4學分 

地理：2學分 

公民：2學分 

生物：2學分 

化學：2學分 

地球科學：4學分（2學分跨科） 

藝術與生活：2學分（2學分跨科） 

美術：2學分（2學分跨科） 

c 課程 國文：2學分 

高二 

b 課程 

國文：1學分 

英文：1學分 

數學：4學分 

歷史：4學分 

地理：1學分 

公民：2學分 

物理：1學分 

地球科學：2學分（2學分跨科） 

藝術與生活：2學分 

c 課程 

國文：2學分（1學分跨科） 

歷史：2學分 

公民：2學分 

生物：2學分 

化學：1學分 

物理：1學分 

地球科學：1學分 

高三 

b 課程 

國文：2學分 

地理：2學分 

生物：1學分（跨科1學分） 

藝術與生活：2學分 

c 課程 
化學：4學分 

家政：1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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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之變革歷程 

回顧前文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研究者將 French 以及 S. J. Sims、R. R. Sims

所提出的組織變革模式，彙整成三階段、七步驟的歷程，欲作為後續探究新世

紀高中變革過程的行文參考。不過，研究者實際進入研究場域，並幾經多次的

訪談、觀察與蒐集資料後，發現新世紀高中的變革時間軸似乎不完全與研究者

先前歸納專家學者的主張吻合，研究現場的變革發展均處在藍圖規劃階段，學

校完整的變革歷程，仍待 103 年新世紀高中正式實施特色課程後，方能窺探得

知。但是，即使新世紀高中的組織變革係在藍圖階段，當中組織要素依然會涉

及解凍、改變與復凍的過程，是故研究者依據個案學校現場的情形，將第二章

文獻探討歸結的組織變革理論架構做了些許的調整。詳言之，如步驟二的「利

害關係人的加入」於步驟一「實施變革領導」時，便加入了變革核心人物並組

成變革核心團隊，並且於步驟三「提供頻繁交流的管道與機會」之際，亦有被

學校變革感動者陸續加入，所以原來的步驟二將融入於步驟一和步驟三中探討。 

其次，除了援引上述組織變革理論的過程取向外，亦將系統取向的變革理

論納入學校變革歷程的討論當中。雖然各階段均會有人員、結構與技術的變化，

但由於新世紀高中的變革仍於藍圖規劃階段，經由研究者深入訪談與觀察，發

現「組織變革行動」步驟涉及此三層面的改變較為巨大，而受訪者者對於人員、

結構和技術三層面改變的描述，多表示因變革歷程尚未走完，因而未能掌握學

校在此三層面的變動。職是故，研究者僅將此三層面聚焦於「組織變革行動」

探究，期能系統性地深入描繪新世紀高中的變革情形。爰此，修正後的組織變

革歷程更能真確地呈現新世紀高中改變的過程，詳見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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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組織變革歷程修改前後之對照表 

 組織變革歷程 新世紀高中組織變革歷程 

解 

凍 

1.實施變革領導 

2.利害關係人的加入 

3.建立清楚明確的願景 

1.實施變革領導（利害關係人的加入） 

2.建立清楚明確的願景 

改 

變 

4.提供頻繁交流的管道與機會 

5.採取變革行動 

 

3.提供頻繁交流的管道與機會 

 （利害關係人的加入） 

4.組織變革行動 

人員層面 

結構層面 

技術層面 

復 

凍 

6.設定可檢視的運作與行為目標 

7.評估與檢討變革成效 

5.設定可檢視的運作與行為目標 

6.評估與檢討變革成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為能使理論和實務得以相互銜接和應證，以下將以此歸納後的組織變革過

程模式，作為剖析新世紀高中的蛻化歷程之依據：  

壹、解凍階段 

此階段包含「實施變革領導」及「建立清楚明確的願景」，茲說明如下： 

一、實施變革領導 

學校變革初始，有賴學校領導者的變革領導，誘發成員對問題的敏覺及指

引學校發展的方向，故現就學校成員的問題意識和覺知、校長的變革領導策略，

分別描繪如下： 

(一)學校成員的問題意識和覺知 

隨著內外在環境的變化，學校成員對環境變換的意識和覺知，通常會成為

學校變革的驅動力。而新世紀高中的成員的確於初始就察覺到政策的變動、民

主自由的學風有永續保留之必要，以及課程與教學的重新省思等問題，故以下

將分別深入描繪之： 

1.政策的變動 

由於，2014 年將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教政策，此消息一出，即掀起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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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陣陣討論。不過，起初，十二年國教政策內涵未明，且新世紀高中的成員亦

不甚了解十二年國教的規劃方式，更遑論會感知到這項政策對學校的撞擊力有

多大。 

以前我們根本搞不清楚，甚至什麼十二年國教我們也不管它，因為認為○○高中

就是○○高中嘛！○○高中已經存在那麼久了，甚至還有老師講說，那我們就給

他免試呀！反正這是大環境嘛！也有老師這樣講。（訪 A3_20130411-13） 

後來，十二年國教政策規劃方針愈漸明晰，加上校長於會議上的多次引導，

促使學校成員仔細思考十二國教對新世紀高中的影響程度。如研究者先前參與

新世紀高中的領先計畫工作坊時，就觀察到學校成員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挑戰作

發想，討論結果大致如下：(1)學生異質化的挑戰：學生的程度差異可能會變大。

(2)教師教學的挑戰：教師的教學和班級經營也會面臨重大挑戰，不但要適應學

生的差異，也須尊重學生的多元能力，所以教師在心態上須做一些調整與改變。

(3)外力的挑戰：即須合乎教育主管機關、家長團體等的期待。(4)多元的升學管

道的挑戰：學生可由特色招生或免試等管道入學，但仍希望維持學校升學力。

(5)多元能力評估的挑戰：如道德課題，如何去評量學生能力。(6)外在條件的挑

戰：包括家長參與度、經費、資源。(7)學校行政的挑戰：未來特色課程的實施，

涉及排課、時數等問題（觀 20120908）。由此可知，學校成員已開始意識到十

二年國教對既有公立高中生態的衝擊，將涉及眾多因素的影響與改變，不得不

慎。 

因此，在十二年國教逐漸推展下，學校成員大多漸認同新世紀高中應有所

改變的認知（訪 A1_20130322-07；訪 A2_20130401-17；訪 T1_20130429-02），

否則，就容易使新世紀高中社區化，缺乏其學校的特色，誠如 A3 主任所提及

的狀況： 

十二年國教如果我們都不做這些改變的話，就隨十二年國教的政策走下去的話，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高中就沒了，以前的○○高中就不在存在了，就社區化

了…，因為你希望在這個學校，就是這種所謂光環啊，或是這種地位吧，要能把

他撐住，甚至讓他提升，非做不可。（訪 A3_20130411-06） 

可見新世紀高中的成員大多嗅到政策的推動會帶給學校巨大的衝擊，若要

維繫住學校的特質，勢必要做些調整與改變，方能形塑新世紀高中別於他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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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吸引學生及家長選擇權。 

2.民主自由的學風有永續保留的必要性 

在臺灣高中的教育體制下，各校雖已釋放些許權力予學生，但多數高中的

學校風氣仍擁有許多教條與限制，學生聲音有時只能流於理想而無法落實。相

較之下，新世紀高中被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其自由民主的校園風氣。在這樣的

自由學校風氣下，A1 秘書就指出所孕育的學生特質如下： 

○○高中學校特質最被大家所記得就是自由學風，那其實自由學風下，所培育的

學生，就是他比較不會在固定的框架裡面作發展，他會有很多很多元的想法，他

也可以自己有創造力的去突破一些東西，…，就是同學的自主性其實是很強的，

同學也會很積極的參與一些議題的討論，…，他們的想法或是行動，都已經有跳

脫高中階段的那種。（訪 A1_20130322-04） 

另外，S1 學生也指稱新世紀高中對於學生自治的權力，也是相當授權的： 

○○高中有一個東西，我覺得那就真的是我們學校的特色，是其他學校比較難模

仿的，就是我覺得是學生自治這一塊，像學校給社團的寬度啊，或是給學生自治

的範圍是很大的，這是台灣其他學校比較不能比的上我們的啊（訪 S1_20130508-

01,02） 

是以，新世紀高中即認為在外在的變化下，仍需更加保留學生及學校這樣

的特質，如 A1 秘書所提及的： 

學界也有一些討論，加上校友給我們的一些期待，我們接受到的訊息是說，○○

高中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個歷史下面所塑造出來的○○高中的校友，他

應該有一種獨特的特質，那我們不希望這種特質，因為突然的改變而改變這個學

校的型態。（訪 A1_20130322-03） 

因此，由上可知在新世紀高中自由民主學風的潛移默化下，學生特質多展

現創造性思考的優異能力，所以學校不願任意隨外在環境的影響而改變學校原

有的型態，期冀持續留存學生這樣的獨特特質，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突顯學校辦學特色（訪 A1_20130322-03）。 

3.課程與教學的重新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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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的教改經驗中，可以發現大多數的人都會把問題的焦點聚焦在升學

制度上的討論，而校長則是認為課程與教學才是需要去深思與改變的癥結。 

也許大家都會比較把問題歸咎在升學制度上，…，我比較把歸咎在於…就是我們

臺灣的教育界常年沒有針對課程與教學作變革，所以我們也撼動不了升學制度的

考試對我們的影響。（訪 P1_20121104-03,04） 

然而，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動，正好提供新世紀高中思索課程與教學定位

的良好時機。因此，在這個前提底下，校長便企圖對新世紀高中的課程作解構

與再建構，以期藉由課程的改革，翻轉教育無限發展的可能性。 

在找尋課程解構和重構的方向過程中，由於長久以來在新世紀高中的辦學

模式下，培養了許多優秀的人才（訪 A1_20130322-03），同時新世紀高中也多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故 A2 主任即認為在人才培植上，新世紀高中的教師擁有

相當豐富的教學經驗。並且，家長也表示希望國家仍能繼續保留菁英高中培育

人才的特點，持續保存新世紀高中善於作育英才的特色（訪 H1_20130509-03）。 

因此，新世紀高中即漸覺知其課程架構應朝向培植人才為方向，方能更有

效培育具有博雅特質的新世紀高中人，如 T6 老師反思： 

我們去反省說，在這整個教育的制度底下，我們到底想要教出什麼樣的學生，那

對於這樣的學生，我們如果想要教出這樣的學生，什麼樣課程的架構是適合他們

的…。那未來這些人如果出了社會，他沒有被去開啟他其他的視野的時候，他進

了社會，他還是一樣只看到他的專業的部分，他對於其他的人文或是社會的這一

塊，我覺得他是冷漠的，他未來可能是國家政策的決策者的時候，我覺得這對整

個台灣的未來，其實都是滿恐怖的。（訪 T6_20130514-13,14） 

由此可知，新世紀高中有感於課程改革的必須性以及其孕育人才的豐富經

驗應繼續留存，故開始對既有課程架構作反省，設想要培育具有全人特點的人

才（訪 A2_2013041-08），課程規劃的轉向和精進方式。於是，其最後以學生興

趣與學習需求的出發點作思考，構想出 a（課綱類）、b（自由選修類）、c（須

申請審核類）課程，期待藉由此些課程的教化，擴展學生的視野、培養國家未

來的棟樑。 

(二)校長的變革領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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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在學校變革之際，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為了能讓改變成為可能，

校長先延攬足以勝任變革推動者的理念與方向發想者；接著展現堅定的變革目

標，促使成員形成方向共識；同時，校長領導不只是由上而下的領導，尚兼顧

由下而上及漸進式的變革模式，以促進學校進行系統變革。爰此，以下將延攬

理念與方向的發想者、掌握方向共識、兼顧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及漸進式的變革

領導作說明： 

1.延攬理念與方向的發想者 

學校組織變革非賴校長一人便能成就，尚待利害關係人的投入與交流，方

能確保變革的品質與持續性。因此，變革初始，校長應先與成員建立變革的夥

伴關係，尋覓的利害關係人須為理念與方向的發想者，才能一同鞏固變革能量，

為學校發展共同努力。 

其中，校長就提及： 

你是一個 driver，要把那個方向往前走，可是那四個輪子你要把他找出來啊！輪

子沒有找出來的話，他是不會走的，所以你光是方向盤沒有用，那個輪子要找出

來，這個輪子找出來後，就有人當那個輪子，你就可以把方向盤抓穩。（訪

P1_20130608-13） 

校長將學校領導者比喻為司機，理念與方向的發想者為車子的四個輪子，

若校長緊握方向盤，卻獨缺車的輪子，那麼也無法幫助車體順利向前；但如能

把輪子均找出來，將有助於穩固方向，轉動輪子，朝變革目標邁進。是以，變

革並非是一位偉大的領導者所促成，仍有賴成員的參與，使組織變革能持續的

轉動進行。 

校長認為從 100 學年度校長就任至 103 學年度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整整有

三年的準備期，可以由點、線到面的漸進方式，逐步地加入理念與方向的發想

者，如下所述： 

我後來就在想說，如果我要讓這件事情是用三年做這樣的一個準備的話，那我就

可以從比較代表性人的參與，然後再變成比較就是更擴大參與，最後才進到所有

的人參與，我就把它分成這樣三個階段…，所以用這種由點到線到面的漸進式，

應該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過程（訪 P1_2012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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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校長一開始係先邀集九個具有代表性的教師和行政人員，形成十人

小組，啟動變革動能，接著邀請校務發展委員參與討論，待課程架構大致有初

步構想後，則再請六大學科代表加入，期冀日後能擴及至學校全面性的參與。 

(1)從十人小組開啟變革動能 

學校啟動變革的開始，可能無法動員所有的學校成員一起構思和規劃變革

之路，那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與混亂（訪 A2_20130401-12）。所以，起初校

長僅邀請九位學校成員參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 

一開始，校長、秘書及幾位主任係機動性行動小組（訪 P1_20130206-19），

為了尋覓適宜的小組人選，處處探訪下，探知到 T5 老師在 96 學年度曾有參與

當時的校本課程發展計畫，因此校長便邀請其一同加入此特色課程推動小組，

同時，也探詢其他在 96 學年度做課程研發的老師進來參與。 

那個時候我們是在找 96 年當時開發的一個暫時性的成果，然後我們打聽了之後

發現，歷史科的○○老師有參與過那個計畫，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找○○老師…， 

一開始就是校長，然後找○○老師跟我，我們三個會做一些資料的蒐集，在這個

蒐集過程中，就會知道說曾經參加過 96 年那個計畫的前輩，然後那個時候就有

邀請那個時候有參與的前輩進來。(訪 A1_20130322-07) 

另外，校長私下亦探詢在新世紀高中具有豐富課程經驗且具有熱忱的老師

(訪 A1_20130322-7；訪 A2_20130401-12)，邀請其一同加入特色課程推動小組。 

我就開始去做那個私底下的探尋，應該是說請大家推薦名單，那些人比較適合這

樣，各科的推薦名單，我再把這些名單做一個交集這樣，然後我推薦名單得到以

後，我就去邀請，因為這樣的推薦過程，大家大概能夠想到的人選還滿聚焦的，

所以那個邀請還算滿順利的。(訪 P1_20121104-02) 

不過，一開始的變革時機，倘若找的小組成員為較不合適者，則可能會產

生如 A1 秘書所表示的情形： 

我們在從零開始做的時候，那個步伐其實很重要，就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把科主

席或者是課發委員都找來的話，那我們會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學校傳統的包袱。就

是他在看待這種課程改革的時候，他先想到的不會是課程方向，而是時數。那我

們還真的經歷過這個過程，就是今天只要談時數，就沒解了。(訪 A1_2013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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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此，學校變革的初始，應先選擇合適的小組成員進場，因為學校改變的

成功與否，這些原初的小組成員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當他們將其關鍵力量

逐漸擴散出去時，便能較易開啟學校變革的動能，群策其他學校成員共同朝向

同一目標邁進。 

至於這個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任務，A2 主任說道： 

這個小組就是提供方向跟建議，可是它的方向跟建議是具體的建議，很多的決策

在這個小組裡面，其實就已經有做了初步的決策，然後它累積到一定的成果後，

它會提供給課發會或是校務發展委員會，來去認可或者是修正，所以它是任務型

的小組，然後專門就是草擬一些有關課程規劃的方向跟建議。(訪 A2_20130401-

13) 

由上可知，特色課程推動小組主要是發想學校課程發展方向及建議，待這

些方向及建議形成小組共識且具體化後，再到課程發展委員會、校務發展委員

會等會議廣為宣導或修正，所以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是專責研發學

校特色課程的網狀型組織，係屬於一種任務型的小組。 

(2)校務發展委員的加入 

十人小組形成後，開始構思學校的變革方向，然而，十人小組的代表性仍

稍嫌不足。於是，校長便在尚未與其他學科老師報告前，於特色課程推動小組

召開第三次會議時，邀請所有的校務發展委員一同加入會議作討論（文 5-3；訪

P1_20121104-10）。原本是請校務發展委員不必每次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都來

參與，但有一些校務發展委員卻很踴躍參加會議，至此就沒有缺席過。 

那我們本來是講好說，我們是每個禮拜或兩個禮拜開一次，那他們可能是一個月

或我們覺得一個段落你可以進來開就好。但他們第一次來開以後，他們就說那他

們有空他們就來，所以後面的這個會議就是我們會議通知一塊發了，那他們就是

比較不是固定的，而是說我有空，我就留下來這樣。然後這個過程當中，也有幾

位學科的校發會委員是從頭到尾沒有停過的，像國文的、英文的都是這樣子（訪

P1_20121104-11） 

新世紀高中的校務發展委員除了學校教師和行政人員外，尚包括家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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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委員會的家長代表參加過小組會議幾次，但後來因為個人因素，所以

便無再參與（訪 H1_20130509-01）。但校長認為倘若能夠讓更多家長參與會議，

或許可以激盪出更大的火花和想法，同時對學校的特色課程發展可能會更有助

益（訪 P1_20121104-1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歷程中，亦有邀請班聯會的正副主席代表出席，

因為學生們對於十二年國教的議題甚是關心（訪 P1_20121104-11），因此也很樂

於參加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在會議上，學生主要會與其他小組成員一起構

想學校課程發展的可能方向，甚至欲開課的老師亦會詢問班聯會正副主席的意

見與建議，以確保未來開設的課程能符合學生學習需求與興趣。 

比如說博雅人，或者是我們開榮譽課程發展課程這些，問他們的看法這樣。（訪

P1_20121104-11） 

那我們比較像是做的事是說，就是討論一個學校的大方向跟願景，然後設計一下

下就是寫特色課程可能要有哪些基本的表格、規劃這樣子，他們有時候也會參考

我們學生意見，大概就是假如說，因為好像各學科都有一個代表，假如說生物老

師就有問我們說，如果生物科以後開什麼樣的課，學生們會有興趣嗎？就是我們

學生可能比較給這樣的一個意見啦！（訪 S1_20130508-01） 

因此，新世紀高中在草擬與構思變革方向時，並沒有閉門造車地僅讓少數

成員參與課程發展規劃，而是讓多方利害關係人加入討論，使多元的聲音可以

被考慮到，這樣的安排係較能使學校的變革方向與措施臻於周全、完善。 

(3)六大學科代表的加入 

待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架構和內涵等方向有初步的雛形後（文 5-2），特

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為了使學校課程發展建議更為完整，也開始意識到有再

擴大參與的必要性，且衡估發展課程架構與理念尚未觸及實際操作的細節問題，

所以學科本位的色彩還不會太強烈（訪 A1_20130322-07）。是故，校長便再邀

集其他的學科代表加入，誠如 A1 秘書所描述： 

我們討論出一些方向的時候，就會開始察覺說，我們今天要把這個東西訂明確，

可能需要學科的人進來，那這個時候校長就開始在尋找學科的代表，那學校的學

科有小學科和大學科，就是國、英、數、社、自、藝能六大學科，所以一開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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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目標放在六大學科都有人參與，所以小組開始有在擴張，然後六大學科都有

人代表進來的時候，那個意見會比較完整…到這個階段，其實我們的課程小組裡

面，…六大學科都有 1 到 2 個代表在裡面，所以那個時候的小組大概就是 10 幾

到 20 位（訪 A1_20130322-07） 

不過，擴大教師參與並非只有特色課程小組的成員主張，翻閱會議記錄，

在小組會議討論日後可能的課程意見蒐羅方式時，即有校務發展委員建議宜再

納入更多的學科老師加入，故對於再擴增學科代表進場，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成

員和校務發展委員大多是站在同意的立場（文 5-3）。因此，此時特色課程推動

小組的組織又再持續擴大，不但網羅更多利害關係人參與校本課程發展，更逐

漸凝聚與擴散變革力量。 

2.掌握變革方向 

既然要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便須明確建立學校未來發展的方向。T1 老師就

敘述校長在此過程中，不斷引導與喚起教師們改變的意願，並描繪出美好的學

校願景方向，以逐步與成員形成學校發展的方向共識（訪 T1_20130429-06）。

此外，校長也述說此變革方向並非由學校領導者一人所決定，而是須先經由特

色課程推動小組成員的共同構思，形成共識。至於，這項方向的確保及擴散，

校長則覺得是學校領導者責無旁貸的責任，考驗著學校領導者的領導智慧與本

領。 

因為我們既然講校本，那他就是一個學校發展的主軸，那學校發展的主軸當然不

是以校長為核心，不是說校長要把學校變成什麼樣子，而是這個學校他應該能發

展成什麼樣子，所以那個發展的方向應該是經過大家的討論共識，但是這個方向

能不能被確保，這是校長的責任。（訪 P1_20130608-12） 

樹立好學校發展方向後，就須進一步的將此方向與課程發展目標、願景相

結合，才能將課程方向與學校發展方向緊扣，所以兩者並非互無關聯的，一旦

發現兩者方向悖離時（訪 P1_20130608-12），校長表示就須採取的行動： 

﹝學校發展方向與課程方向﹞萬一有偏離，你要讓他跑回來，所以這個東西整個

帶領的部分，就等於是校長是司機，車子往前走的時候，那個方向要對，你要把

這個方向用對。（訪 P1_201306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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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校長肩負將方向盤導正的重要義務，使課程規劃方向仍能於學校發

展的軌道上運行。然而，這樣的方向是真切、具體的，但實際的做法與策略則

是較不明確的，如同 A2 主任所道： 

但是我們有很多東西，課程的發展在我們看起來，它並不是一個蓋房子，沒有辦

法有藍圖，它比較像是在長一棵樹，會長成什麼樣子，我們不知道，但是就是一

邊長的時候，你可能一邊修，然後那個型才會修出來（訪 A2_20130401-08） 

由上可見，學校在變革時，必須掌握變革方向的共識，才能凝結成員的變

革動力，齊心為學校教育目標竭力。至若，具體的實施舉措，則有待滾動式的

修正與調整，方能建立整全的具體措施。茲就新世紀高中校長所引導的變革方

向，分述如下： 

(1)以學生為主體的變革思考 

雖然學校方向是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成員共同研擬出來的，但校長仍有他個

人所主張的發展原則，其多環繞在以學生學習為主的核心思考上，這樣的理念

原則校長在很多場合都有不斷地述及，最終，學校成員也漸漸地將此原則作為

學校和課程發展的圭臬。 

我訂的是原則，就是剛剛講的原則。比如說，學生應該是主體、我們的課程應該

是有選擇的、我們應該是要符合學生需要的，這個原則我們有明白的說出來，也

是當作我們一個主軸在走的（P1_20130206-32） 

值得一提的是，當學科之間有不同的歧見產生時，校長均會將問題引航至

以學生為主體的思維上，如 A2 主任所提及： 

那這些方向也是在課程發展的過程當中，如果學科和學科之間，產生歧見的時候，

能夠解決歧見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大家還是回過頭來，就是我們怎麼樣對學生是

比較好的，如果不是站在這個最大公約數的話，我想各個學科他當然還是會站在

自己有一些既定的角度上面看事情啦！（訪 A2_20130401-08） 

是以，變革思考從學生的角度切入，可使學校的發展與課程的規劃，更能

回歸到教育的本質作思量，不致偏離教育原初的目標，且看似疑難的問題，只

要能立基於學生學習作量估，很多事情都能破除爭議、迎刃而解，進而構建出

具人味兒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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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校性課程為變革的標的 

新世紀高中透過課程的重新定位來引導教師們教學方式的改變，也開啟了

新世紀高中成員對課程變革的覺知，T5 老師便指出課程的改革是學校一切變革

的基礎，一旦課程架構不完善，其他的改革再周全，也是徒然： 

可是我們真正關心的是特色課程，因為當你把課程做好的時候，一切東西你才有

辦法去談，你課程的組織不好，你想談別的都是多餘的，因為那些終究都是虛幻

的。P1 校長在一開始就把焦點鎖定在課程，我覺得這是對的。（訪 T5_20130409-

19） 

這樣的課程改革並非只限於部分班級實施，而是屬於全學科、全年級的全

校課程改革之規模。也就是說，未來不管是透過免試或特色招生等入學管道進

來的學生，均能夠享受到新世紀高中所開設的特色課程（訪 A2_20130401-01）。 

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校長希望做一個全校性的課程解構、課程改革，所以一開始

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情是全校性的，不是某一學科，或是某一個年級，或是某一個

班級的這種範圍，所以最清晰的部分就是那個全校性的部分。（訪 A1_20130322-

04,05） 

然而，如此實施全校性特色課程的意念，不是校長突然的發想就直接指令

成員要做全校性規模的課程改革，而可溯及至校長在遴選校長時，就有在會上

宣揚此項理念，所以這樣的想法是有跡可循，且也是被成員認同過的。 

我覺得他是有承諾他當初來我們學校時候他的承諾嘛，他當時來我們學校競選校

長時候，他就有承諾，他有講過類似的觀點，所以這也不是突然間就掉下來的，

這是有邏輯可循的啦！對啊，就是他本來就想做這件事情，那本來國家十二年國

教，所以剛好。（訪 T3_20130430-11） 

後來，因為十二年國教的衝擊，正好提供全校性特色課程發展的平台，是

以，校長在許多會議上談論與溝通此事時，便沒有出現什麼重大的阻礙。不過，

其實為了要做全校性的特色課程，在學校大大小小的會議當中，校長做了許多

的導引： 

我們要在會議中去談，就是說這是一個普遍原則嘛，那個普遍原則就是說，如果

我們這個東西是○○高中的一個新課程，而有學科說因為這個跟我的學科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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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跳開。那如果我同意你 A 跳開的話，那我必須同意 B 也要跳開。我說我要

談的事情不是你可不可以跳開，而是說我們要不要做這個事情，就是說我們要談

的是，不是你能不能不做，而是○○高中要不要做這樣子…在這件事情就像剛剛

講的，是不可妥協的部分。（訪 P1_20130206-03,04） 

由於這樣全校性課程的推動，目前尚未對教師權益有所威脅與損失，所以

教師們對此事也無太大的反彈，如 T3 老師所示： 

應該是說，目前老師覺得對他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所以他就是…就這樣吧！

（訪 T3_20130430-11） 

在推行全校性課程理念時，校長多是將討論的軸心置於為全體學校發展著

想的立場，跳脫以各個學科與教師個人意願的思考點，由整體學校的發展關鍵

去引發教師們對此目標的認同，而教師們也多能感知到外在環境不斷在變動，

若要維持新世紀高中過往的歷史傳統，似乎不得不做些改變（訪 T5_20130409-

08）。故在不影響教師權益的前提下，多數的老師都對實施全校性課程表示同意

或默許，以致於這項變革方向得以有機會發展與落實。 

(3)創建優質的公立高中典範 

為了切合全體人民對於良好教育品質的期待，校長時常反問新世紀高中的

教師，如何提供優質公共教育的問題，日漸地教師們也開始省思這項命題，誠

如 T5 老師所述說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公立高中嘛，那我們得去問一個問題是說，我們如何提供臺灣社

會一個優質的公共教育，一個公立學校我們有責任去問這個問題。其實私立學校

也有責任去問這個問題，只是公立學校更是責無旁貸，因為你拿的是全體納稅義

務人的資源，你本來就應該問這個問題。（訪 T5_20130409-18） 

如上所述，校長引導新世紀高中的成員思考優質公立學校的典範價值，讓

成員重新去思量學校的定位和使命。其實，任何的教育改革均應不悖離這項目

標思考，且不管是菁英高中或普通高中、公立高中或私立高中，皆應不斷去反

思教育品質提升與否的問題，才能有助於增進學生學習的效益及符應人民對臺

灣教育的期待。 

3.兼顧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及漸進式的變革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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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校長到任至 2014 年十二年國教正式實施，尚有三年的因應時間，校長

認為這三年的期程，得以讓一個學校文化做漸進式的改變，所以不需要迫切地

將所有具體的改變策略在短時間內產出，而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小幅度

的多次修正，逐步構建完善的變革方針。 

我到○○高中是 100 年 8 月，然後估計 103 年 8 月是新的一種開始，算起來將近

有三年的時間做準備。那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認為說，這樣一個準備工作應該是可

以把一個學校文化改變歷程，我想把做一個比較完整，這是當時我的第一個想

法…，我並沒有要很急著做很具體的東西。（訪 P1_20121104-01） 

在第二章文獻蒐集時，便可獲知如此漸進的變革方式，不像激烈式變革是

在短期內進行巨幅組織元素的改變，而是進行逐步地小幅修正與調整的過程，

這樣的方式可使學校成員漸漸適應變革所帶來的變化，一般來說，成員的接受

度較高。從理論與教育現場做對照，校長採取不躁進的變革方式，的確較無引

起學校成員的抵抗聲浪，基本上，新世紀高中的成員就如同文獻所描述的，成

員對於變革的接受度普遍是高的。 

另一方面，校長為了表示對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重視，在他校多屬於教務

處負責的職務，提升至其層級去處理，每次召開相關會議時，校長幾乎都會蒞

臨主持或引導（訪 A2_20130401-10）。T5 老師就提及校長這樣由上而下的變革

方式，係較能引起成員改變的意願： 

有些學校是校長不引導，期待老師自己產生轉變，那個﹝變革效果﹞最後不會出

現的，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方式是比較好的…我覺得校長他擁有權力跟資源，他

本來就應該要先開始，但是這個開始是創造新的可能，然後去爭取所有成員的支

持跟認同…那目前陳校長的做法是這樣，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妥當的方式，而且

它比較可能產生好的結果（訪 T5_20130409-17） 

不過，在討論規劃的歷程中，校長自己說道其較傾向由下而上的引導方式，

將想法與問題的決定權交予學校成員： 

當時在考慮這件事情要怎麼去走的時候，我也有一個初步的想法就是，我不太想

用說，我把東西規劃好，然後再讓大家來討論這樣一個歷程，也就是說，這個東

西變成是我想怎麼做，請大家來認同；我比較想用的方式是比較 built up 的歷程，

慢慢讓它建構起來。所以我大概都是拋問題、拋一些想法，但我都沒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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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給他們。（訪 P1_20121104-02） 

同時，T1 老師也表示新世紀高中的教師專業自主權相當強，若校長僅是用

由上而下的變革領導，可能無法引起教師們的共鳴（訪 T1_20130429-06）。因

此，校長多是扮演溝通、協調及導引的角色，讓學校成員由下而上地充分參與

課程發展的討論與決定。而對於現階段的變革發展，T5 老師認為多屬由下而上

的方式進行變革： 

其實現在是在由下而上的階段，因為現在是各科開始去提出自己的想法，這些想

法就會有些需求，那上面的人就要想辦法去滿足這些需求或者是支持這些需求，

讓這樣一個課程設計能夠實現出來。所以目前這個階段，你看到的是一個由下而

上的力量在做引導，那行政這時候不是引導，行政這時候是支持跟配合，這是一

個相互的歷程…（訪 T5_20130409-16） 

除了校長實施的變革領導外，行政人員亦須於變革之際，適時提供資源與

支持，協助教師們得以將其課程想法落實，才能實現動態循環的網狀組織功能。

是故，學校若要讓變革能夠順利進行，不能只是單賴由上而下地讓學校領導者

發動與主導整個改變的歷程，尚須兼顧成員由下而上的發聲以及漸進式的逐步

改革，方能有助於變革的成功。 

二、建立清楚明確的願景 

學校願景的建立能使學校成員一齊持有共同的意念與價值，創造出全校成

員一體的感覺，且亦提供能量和焦點遍及至學校發展課程的變革活動中，將這

種感召力擴散出去，激發出全體變革的意願力量。故現茲就形成願景的對話途

徑、願景的具象化以及成員的願景態度分別敘述，以勾畫出學校建立願景的歷

程。 

(一)願景的對話途徑 

為了要形成願景共識，一開始的小組會議密集於平均每周或每兩周的星期

四晚上召開（訪 P1_20121104-08；訪 A1_20130322-12；訪 A2_20130401-13；

訪 T5_20130409-11），在會議進行前，行政團隊就會將會議須完成的工作進度

及待提案討論的議題先提列出來，便於會議的進行（訪 A1_20130322-11,12）。

會議中，校長指出小組的議題討論有很多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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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討論方式有很多種，我們的一種討論方式就是說，分組的，就是說我們可

能把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分成四五組，那每一組就討論你們要的東西，再把每一組

的東西把它湊起來，全部把它集合大成，然後再看哪些要，哪些不要，這是一種

我們常用的模式；那另外一種模式就是說，我們可能會先有個東西出來，然後再

來就是讓各組下去看，你要怎麼去改它，然後再回來，這也是一個。（訪

P1_20130206-18） 

如此的願景形構方式，成員皆很投入與配合，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且每

個小組成員均有發聲的機會，儘管一開始成員的想法很多元（訪 A1_20130322-

15），但每個成員的意見都會充分地被包容與尊重，讓小組成員都能於會議上談

其理想抱負，並擁有自我實現的成就感（訪 P1_20130206-19,21）。 

另外，由於學校是一個鬆散結合的組織，所以要讓會議上發散的討論變成

是一個很結構化的產出，其實並不容易（訪 P1_20130206-19），但校長卻認為

他們的願景交流方式是很有組織性的，如其提及： 

比如說：我們有網站，請大家有意見，要在網路上發表意見；我們有 Dropbox，

所有的、每一次的會議紀錄一定是丟 Dropbox，大家一定立刻看的到，然後我們

要給你東西，也一定是上 Dropbox 去抓，然後你做完，也是丟上來，類似這樣的

東西。然後，我們…就是…每一次再請大家提供資料的時候，我們是有表格先設

計好的，利於蒐集、利於討論，所以這東西我們會把他事先弄好，所以大家拿到

東西，就會是一個表格，你回去把表格填一填，然後拿出來。（訪 P1_20130206-

19,20） 

故可知小組成員除了會議上的互動外，還會透過學校網路平台、Dropbox

雲端空間以及社群網站社團等分享平台的建立，作為資料共享與交流的園地。

此外，這些網路平台也有利於新世紀高中做好資訊的知識管理（訪

A2_20130401-16；訪 T3_20130430-08），方便小組成員可立即性地於平台內取

得資料。經由多次的資料閱讀與心得回饋（訪 A2_20130401-15 ；訪

T5_20130409-12），可不斷激發出成員的新想法，所以校長認為在此歷程中，亦

為一個良好的學習成長機會： 

那我覺得更可貴的地方是在於其實在這裡面，因為你要去有新的想法，那你要去

形成共識，這過程當中，其實有些東西要去補習。比如說對理論的東西，或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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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的方法要怎麼做的東西，那其實這裡面，很多人他必須回去看資料的，所以

我們會發資料，大家回去看。所以會議其實也是一個學習的歷程。（訪

P1_20121104-08） 

最後，會議結束後，小組成員即會回到科內與其他教師討論會議的結果，

蒐集他們不同的意見和建議，或是將會議上尚未形成共識的想法，訴諸於文字

描述，待下次會議討論、修正與調整，才能形成大家所認許的願景目標（訪

P1_20121104-13,14；訪 A1_20130322-12；訪 A2_20130401-13）。 

故新世紀高中的願景對話途徑係一種擴散式的溝通模式，不過，這樣擴散

式的溝通卻不會流於零碎與支離的意見交換，因為小組會透過事前、事後的資

料統整與建立，系統性地彙整多方意見，讓整個願景的對話過程，更能凝集成

員共同的想法，實可作為他校仿效的佳例。 

(二)願景的具象化 

學校願景的建立能於變革時減低成員的無所適從感，而擁有共同努力的價

值、信念與目標，勢必有助於將學校的變革焦點更為聚焦、凝聚成員的共織，

進而促進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的順遂。 

新世紀高中為了發展校本特色課程，重新思索學校的課程定位，藉由願景

的重塑，建構符應校本課程需求的課程架構。在此歷程中，特色課程推動小組

發想的願景包括學校整體願景目標及相對應的學生形象、核心能力。首先在學

生形象的想像中，新世紀高中對於學生的想像為其能兼備人文與科學素養，以

實現通才教育的辦學理念（文 1-1；文 1-3）。T5 老師剖析： 

高中本來就是通識教育，高職走的是比較專門嘛，它是一個專門教育嘛！高中也

不是專業教育，專業教育是大學以後的事情，高中顯然就是通識教育嘛！○○高

中本來就是學術性向比較明顯的高中，我們當然希望走的是通識教育，所以我們

最後的設定就是博雅教育。（訪 T5_20130409-12） 

在學校願景規劃上，則是希望學生能擁有多元文化的素養，並且可將所學

付諸實踐（訪 T5_20130409-15）。待學生形象和學校整體願景目標均構想出來

後，小組成員便開始構思與課程相對應的核心能力（訪 A1_20130322-07；訪

T1_20130429-05），這些核心能力的內涵中，廣泛涵蓋至康德所指稱的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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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要義（訪 T5_20130409-12）。然而，H1 家長仍認為新世紀高中的課程依然會

較著力於知識層面核心能力的努力，如下： 

我個人感覺啦，其實○○高中雖然是這樣子講，但是他們覺得還是一樣，會比較

取向於比較是知識方面的那個啦，老實講，這個是最實際的嘛！但是我們必須要

講，他們進○○高中就有很大的期望說，他的小孩會上台大（訪 H1_20130509-03） 

而在新世紀高中將學校課程相關的願景具像化之過程，校長和 A2 主任皆

回憶粗估小組是用三個月的時間構築出願景（訪 P1_20120206-04；訪

A2_20130401-16）；而 T5 老師則是進一步地指出願景的設定很快就完成，但詮

釋願景的關聯和意涵，方為其耗費較多心神所在。 

因為你要去做一個具體的設定跟詮釋，其實後面這些都是詮釋，其實它會花的時

間比較多，因為那個難度比較高。而且這個東西後面接著就是課程設計，所以你

本身也不能太抽象，但是也不能夠有一些太偏的東西，因為它變成是一個環節，

它是從抽象到最具體的課程設計中間的一個平台，所以這邊怎麼設計，其實花了

比較多力氣，也做了很多次的修改。（訪 T5_20130409-15,16） 

經由研究者實際查閱會議紀錄，新世紀高中願景的設立大約為一個月的時

間即產出（文 4-13），但詮釋學校願景及未來課程架構的關係，則約莫花費三個

月的期間（文 5-5）。由此可知，學校願景原初為一抽象概念，倘若要將願景融

入於課程中落實，仍有待將願景詮釋並具體化，方能使學校願景有效實踐，而

非僅是口號與形式。 

(三)成員的願景態度 

為了傳遞願景信念，校長在很多的會議上多有重覆述說學校的願景理念。

不過，並非每一個人對願景的態度都是一致的，Senge（郭進隆、齊若蘭譯，

2010）就將組織成員的願景態度分為七種類型，分別為：(1)奉獻：衷心嚮往之，

並願意創造或改變任何必要的法則，以全心全意地實現它；(2)投入：衷心嚮往

之，願意在精神的法則內做任何事情；(3)真正遵從：看到願景的好處，能夠完

成或超出被期望的任務，能遵從規定，是個好戰士；(4)適度遵從：大體上看到

願景的好處，做所有被期望做的事情，但僅此而已，是個不錯的戰士；(5)勉強

遵從：未看到願景的好處，但是也不想打破飯碗，不得不做符合期望的事；(6)

不遵從：看不到願景的好處，也不願做被期望做的事情；(7)冷漠：既不支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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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對願景，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幹勁。 

爰此，可知不同願景態度者，對於變革的認同與表現也會有所不同。不過，

在新世紀高中的場域中，研究者對於奉獻、投入和真正遵從等願景態度之區隔

較難辨別，故以下僅就「奉獻、投入或真正遵從」、「適度遵從」、「勉強遵從」、

「不遵從」、「冷漠」等五個願景態度，來探討新世紀高中成員的變革態度： 

1.奉獻、投入或真正遵從 

當成員屬於奉獻、投入或真正遵從者時，不論學校做出什麼決定，基本上，

他們通常會是願意遵循學校變革方向及做出貢獻的人，這樣類型的成員在新世

紀高中的課程改革中，佔有相當多數比例的成員屬之（訪 P1_20130206-01），

究其原因，如同 A2 主任表示： 

老師們有一些人不會很拘泥在這些文字上面，我想這會有幾種情況，第一種是信

任，信任學校這個特色課程小組的人已經有很多很棒的老師，所以這個小組討論

出來的結論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我相信有一些老師是這樣（訪

A2_20130401-16） 

其次，這種類型的成員除了信任小組成員的決定外，A2 主任指出尚有另一

原因： 

那有一些老師會覺得說，這個沒有關係，學校會想辦法，告訴我們要做什麼事，

到時候呢，我們會支持，我們就這樣做。（訪 A2_20130401-18） 

另外，校長也說明這種類型的成員有可能是認同學校變革理念的，但其卻

無表達出來或是不知道如何表達： 

有些人是認同的…他可能贊成，他可能也不會說（訪 P1_20130206-01） 

可知，雖然這類型的人多會依循學校變革的步調前進，不過心理的支持程

度，仍然有層次上的相異之處。倘若學校領導者能善用這種類型的人作為其變

革擁護者，相信定能有助於學校變革的進行。 

2.適度遵從 

不同於前種類型的人無論如何皆願意為學校改革犧牲、奉獻與努力，適度

遵從者大體上還是肯定學校願景的好處，不過，其對於學校變革的擁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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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些許保留。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在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推動小組中，有

一些小組成員即屬於此種類型的願景態度者，其中如 T3 老師說： 

我當然有部分有支持校長的理念啦！只是說，你要做到多少，不是我們一個就能

做啊！你要你們科裡面的同仁大家都這樣做啊！那當然說我覺得至少我們做點東

西。（訪 T3_20130430-04） 

當研究者追問其對學校改變的態度時，T3 老師就提及： 

現在大家覺得老師很混啊！就是有社會的壓力存在啊！老師還是要做些改變，而

且這個跟科技裡面的環境都不一樣嘛！本來教學就是要調整…。不改變當然情況

會比較穩定一點，你改變，一定會紛擾不斷啊！（訪 T3_20130430-03） 

從這樣的對話歷程中，可推論 T3 老師基本上是認同學校變革的理念，但

改變難免還是會讓平靜的學校生活起漣漪，不過若這樣的改變有其他學科教師

的配合與協助，便能支持成員及學校變革的動力與持續性。 

另外，A2 主任對於適度遵從類型者的觀察為： 

那有一些老師其實就是他可能更在乎一些更具像的東西，對於這種比較高層次、

上位的東西，他會覺得只要不是有問題，那應該沒問題（訪 A2_20130401-16） 

由此觀之，有些教師不見得會對抽象的願景概念有感知或共鳴，但是，他

們在乎的是實際策略、配套措施等規畫，只要這些舉措沒有損及學校、教師或

學生的利益，大致上，這些教師仍會配合學校的安排，做出符應學校變革期待

的表現。 

3.勉強遵從 

對於願景勉強遵從者，學校的變革願景通常較無法引起其改變的意願，但

礙於職務和外在壓力，便只好埋頭苦撐地執行變革任務。這樣類型的願景態度

者，可能由於研究者於現場觀察時間短促，尚未察知此類型的成員，並且，校

長也指出這種類型的人，不一定會表態其想法，所以有時是無法得知此種類型

者的意見。 

不過，在訪談 A2 主任時，瞭解到： 

我不認為說﹝學校發展特色課程﹞這件事情會多麼受歡迎，可能不會，可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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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應該要做些改變，這個認知是有的，只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滿辛苦的，這

目前看來是這樣（訪 A2_20130401-18） 

可推知，此類型願景態度者儘管已明白學校勢必要改變的原因，但是發展

特色課程的歷程中，很多東西都是從零到有而產出的，這當中必然會耗費相當

多的時間，以及增加額外的工作負擔，所以如同 A2 主任所推測的，這樣的課

程改革應該不會產生多大的迴響。不過，由於整體大環境變化使然，學校也隨

之改變，故還是得勉強跟著改變。 

4.不遵從 

對於學校變革願景完全不遵從者，即是其較不願投入任何一點付出，基本

上，此類型的願景態度持有者，目前於新世紀高中不太多見，原因可能如 T3

老師所推論的： 

應該這麼說啦，如果讓老師有選擇的機會，那當然不同意的比較多啊！因為學校

總是首長制嘛，我們沒有所謂…除了法定校務會議有法令職權之外，其實這些事

情…那基本上這些課程還是要經過課發會嘛，課程都還是行政要主導，應該有類

似首長制吧！（訪 T3_20130430-10） 

由於一開始新世紀高中推展特色課程時，校長係先經由由上而下地聚集特

色課程推動小組成員談論與交流此事，後來才逐漸擴大參與，讓更多的利害關

係人能由下而上地主導學校變革方向，所以 T3 老師才會推論如果有選擇的機

會，可能多數的老師會較傾向於不同意改革。 

5.冷漠 

冷漠型的人通常對於願景沒有太大的意見，也沒有興趣與熱忱投身學校變

革的活動。在新世紀高中裡，校長和 T3 老師都推測這樣的人與第一種類型者，

均是在學校中佔有較多比例的，這類型的願景態度者大致如校長和 T3 老師所

描述的： 

有些老師對於全校系的課程改革，沒有同意，也沒有太大的不同意…，這也沒什

麼不好，反正他就是覺得校長、主任他怎麼做，我就配合做這樣。（訪

T3_201304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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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人可能是沒有意見的，他覺得都可以的。（訪 P1_20130206-01） 

根據研究者進入研究現場多次的觀察與耳聞，持有此種願景態度的人，其

變革態度多半是較為被動的，甚至看到他人投身變革努力時，也是較為無動於

衷的。經由研究者的訪談調查，T2 老師便推測此類型的願景態度者改變的意願

多是由上級長官、政策有所指示或是擔任科內行政職務時，才會驅使其去執行

變革事務（訪 T2_20130514-06）。不過，若能在此願景態度者執行變革任務時，

間接影響與傳遞革新的信念於其，定能延攬到更多的變革推動者，協助學校變

革的順利推行。  

 

貳、改變階段 

改變的階段主要會歷經成員間的頻繁交流及實際採取革新的行動，故以下

茲就「提供頻繁交流的管道與機會」、「組織變革行動」作說明： 

一、提供頻繁交流的管道與機會 

新世紀高中在特色課程改革中，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為學校課程發展的重要

命脈，缺少其的籌畫與運作，將使學校特色課程規劃易陷於無所適從，甚至是

停滯不前的地步，故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的召開，對於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

的進展有莫大的助益。同時，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屬於任務性會議的一環，

但其會導引其他例行性會議、任務性會議及自發性會議的召開，以使交流管道

更為暢通，有效將意見彙集及訊息傳遞。爰此，可知新世紀高中為了將發展特

色課程的訊息廣為宣傳，透過例行性會議、任務性會議及自發性會議來提供學

校成員頻繁的交流管道與機會，以下茲就這些會議的內容、期程及成員參與情

形，作詳細的說明： 

(一)例行性會議的交流管道與機會 

例行性會議是學校每學期都會召開的法定會議，由於本研究是在探討新世

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歷程，故僅針對討論有關特色課程的會議包括校務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學研究會等例行性會議作敘述： 

1.召開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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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是一例行性的法定會議，只要是議決校務重大事務，即會由校長

召集主持，各單位主管、教師、職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列席。由於新世紀高中

特色課程的實施對象擴及至全校的學生施行，故即須提案於校務會議上討論、

表決，才能合法地將課程計畫付諸實踐，如 A1 秘書所述： 

到校務會議的時候，就等於是把這整個東西再跟全校的老師做一個報告，因為它

也是一個法定的會議，這個會議才是真的可以通過全校的東西，所以校務會議也

是一定要走的。（訪 A1_20130322-14） 

目前，召開有關特色課程提案的校務會議如表 4-3 所示，可知這幾次的校

務會議主軸多為商議課程規劃內涵，以及將其定案。然而，校務會議雖是全體

教師均會到齊的會議，但是由於會議場面太大，會議的訊息無法有效地傳達，

以致於有些訊息依然會遺漏（訪 A1_20130322-13）。職是故，宣達特色課程規

畫的理念與策略時，除了召開校務會議外，尚需舉行其他會議，將會議資訊反

覆地傳遞出去，才能讓成員瞭解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安排與現況。 

表 4-3  校務會議期程 

時間 會議內容 

2012/6 提特色課程規劃案及課程架構 

2013/1 特色課程規劃研議定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 

新世紀高中的校務發展委員會（校發會）係學校既有的組織，為了推展學

校的校本特色課程，校長亦啟動校發會的運作（訪 P1_20121104-10）。於是，校

長召開有關特色課程討論的校發會時，多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會議聯合舉行，

會議討論的內容大致如表 4-4 所示，而與會的人就包括校長、教職員、學生及

家長等（訪 H1_20130509-01），後來有一些委員甚至每一次的小組會議均有參

與，校長表示委員們的加入，不但無影響原本小組的運作，反而為小組運作增

添助益： 

沒有影響，我們覺得很好，因為他們加進來以後，我們也讓他們表示意見，然後

他們也參與討論這樣，然後要分工作的時候，我們也請他們一起幫忙分工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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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都是這樣做。（訪 P1_20121104-11） 

可見校發會的委員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往來密切，且許多委員也相當具有

熱忱地投身於學校課程發展的事務中，方能促使新世紀高中的變革延續至今。 

表 4-4  校務發展委員會期程 

時間 會議內容 

2011/11 討論課程發展主軸及原則 

2011/12 討論課程規劃內涵、教育實驗架構 

2012/1 
統整核心能力以及 

修訂教育實驗計畫、SWOT 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發會）的任務與功能為規劃課程架構、計畫、評

鑑等相關校本課程事務，所以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規畫勢必要通過課發會的

認肯，方能實際執行（訪 P1_201300206-05；訪 A1_20130322-08,13）。因此，

新世紀高中課發會召開的期程大致如表 4-5 所示。第一次會議主要是向課發會

報告特色課程規劃的方向、架構，課發委員基本上都是認同的（訪

A1_20130322-16），但卻也出現一些疑問： 

那個會議基本上就比較沒有結論，是因為剛剛講的那些問題就出來了…，那個討

論就是說，可不可以就是有更具體的規劃，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規劃還沒有那

麼具體，都是比較原則性的東西。（訪 P1_201300206-04） 

由於課程研發的過程，一開始提出的原則必然無法涵蓋周全的細節措施，

所以，這些原則若獲得課發會的認可，才能讓學校特色課程發展方向確立，以

利於後續課程規劃更為整全的細項措施（訪 P1_201300206-04）。 

於是，因為第一次課發會通過了學校特色課程規劃草案，特色課程推動小

組在第二次的課發會上，就更進一步地提出課程時數草案，不過，在提案前，

小組已與各學科討論過課程時數的安排，A1 秘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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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課發會我們就提草案，我們就提時數草案，時數草案他們當然會有一些修

正，可是阻力就稍微比較小，因為時數草案我們也跟各科真的討論過了，他們可

以接受的變化，我們就列上去，他們真的不能解決的變化，我們就先做一點點的

微調，這個東西到課發會上面，其實大家也沒有太大的阻力，其實也沒有人拍桌

說不行，然後他就過了，然後我們就先用這個草案先出來。（訪 A1_20130322-18） 

爰此，第二次的課程時數草案就更為具體化及符合各學科實際的需求，所

以在提案時，阻礙就稍稍減少些。從第二次課發會到第三次課發會期間，特色

課程推動小組便繼續努力將課程規劃得更為詳細（訪 P1_201300206-06），所幸

第三次課發會也順利通過特色課程時數之提案，可見從第一次到第三次課發會

間，特色課程推動小組花費甚多心力要將此課程規劃更為完善，後來果然不負

眾望通過課發會對於課程時數的認可，促使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得以繼續向

前發展。 

表 4-5  課程發展委員會期程 

時間 會議內容 

2012/4 提特色課程規劃草案 

2012/9 提課程規劃原則 

2013/1 統整特色課程以及通過特色課程時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召開教學研究會 

原本學校的教學研究會是針對每學期的教學進度、教材內容、教學方法等

教學事宜所舉辦的會議，但為了這次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的規劃，則有特別對

特色課程發展的相關事務作討論，會議討論內容詳見表 4-6，而召開教學研究會

的頻率也若過往增加許多（訪 A2_20130401-16,17,19）。詳言之，新世紀高中有

六大學科領域，所以教學研究會就是以此六大學科為單位，一次提案報告便會

分 成 六 場 會 議 舉 行 （ 訪 P1_20121104-08 ； 訪 A1_20130322-13 ； 訪

A2_20130401-17；訪 T6_20130514-12），校長提到分六次召開的好處： 

分六次講，這樣等於說，第一個因為人少，第二個你可以講得比較清楚，然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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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聽得比較清楚，那我們是專門講給這科聽的，所以你可以從這科的角度去談他

們需求，用他們的語言去談他想知道的事情這樣。（訪 P1_20121104-09） 

原則上，在教學研究會上向各領域報告者不會只是校長一人，還會協請行

政同仁和學科老師分別在會議上向該領域教師們報告，教學研究會的會議流程

大略如下： 

我們的講法就是我們三個人都講，我們先讓行政同仁先講我們這件事情為什麼要

做？以及我們做哪些事？然後我們請學科老師講說，從學科的角度，我們覺得我

們學科應該怎麼來看待這件事情？然後我們將來應該怎麼來配合？我們需要做哪

些事情來配合？那我的部分，我就做一個總結，一個是再做一點補充，或者是再

從學校大的方向上做一個 summarize。（訪 P1_20121104-09） 

校長對於會議流程的舖陳，不是只有安排其自己向教師們說明，還有行政

人員和學科老師代表亦會向大家解說，所以基本上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對學校發

展特色課程計畫的阻力很小，乃至能引發教師們去思索學校未來課程籌畫的相

關事宜（訪 A1_20130322-15；訪 A2_20130401-19）。 

因此，教學研究會等於是向其他教師廣發訊息、回收意見以及做出決議，

倘若教師們有提出各自的建議，小組也會視其建議，修改課程計畫（訪

A1_20130322-13；訪 T3_20130430-09）。不過 T1 老師認為教學研究會雖然是法

定程序必須走的程序，但是要讓學校特色課程推動順利，仍有賴平時成員們的

聯繫和共識建立，方能讓學校變革行得長久（訪 T1_20130429-16）。 

表 4-6  教學研究會期程 

時間 會議內容 

2012/4~2012/5 說明本校特色課程規劃原則草案。 

2012/9 各學科提出特色課程規劃案 

2012/12 
報告開課時數規劃、試辦規模 

、課程審查標準及期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任務性會議的交流管道與機會 



102 
 

任務性會議並非若例行會議係法規明定學校需召開的會議，所以任務性會

議是依其任務執行的狀態，由學校自行決定舉行的彈性會議。經研究者彙整，

新世紀高中的任務性會議包括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教師工作坊、學科說明

會。當中，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有別於其他兩者，係較為定期舉行的會議，

因其運作為學校特色課程推行順利與否的重要關鍵，故其會議舉辦的頻率自是

超乎其他會議。其他關於任務性會議的詳細描述，如下： 

1.舉辦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 

特色課程推動小組係學校推展特色課程的核心團隊，新世紀高中所有有關

特色課程的事宜均會先經由小組的磋商、激盪出共識後，再廣為向其他學校成

員宣傳，所以在小組會議時，很多問題和爭點就會先被小組成員提出並討論過

（訪 T3_20130430-07），故向外擴散訊息時，反彈聲音通常就會比較小。 

至於小組的會議時間，一開始，小組多是利用星期四晚上的下班時間進行，

2013 年 2 月則將時間更改至每個星期四的上午舉行，且開會的形式是分總計畫

與子計畫會議隔周召開（訪 P1_20130206-24）。詳言之，由於新世紀高中在領

先計畫任務分組時，就有分總計畫和子計畫執行任務，故小組會議的辦理就會

是一周為總計畫開會，一周為各子計畫的開會。前者為全部特色課程推動小組

均出席商議有關的提案，後者則是依其各子計畫組別，分別討論其負責事務的

議題。是以，如此的會議形式有助於工作的專業分工，讓學校特色課程事務皆

能有效處理。 

而小組會議的會議內容，經研究者整理後，大致如表 4-7： 

表 4-7  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期程 

時間 會議內容 

2011/10 課程發展說明及訂立工作進度 

2011/11 討論課程發展主軸及原則 

2011/12 修訂學校願景與課程內涵 

2012/1 
統整核心能力及 

修訂教育實驗計畫、SWOT分析 

2012/2 討論課程範例、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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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 
歸納各科課程定位以及 

討論課程規劃細節 

2012/4 研擬特色課程規劃書草案 

2012/5 
研議各課程類型時數、 

特色招生計畫撰寫說明與分工 

2012/6 
討論課程開課規劃與空間、 

特色招生計畫撰寫架構 

2012/8 
規劃 9 月教師工作坊以及 

調查下學期增列成員與共同時間 

2012/12 
研議課程時數規劃草案、 

試辦課程或規模 

2013/2 修訂課程規劃原則與時數 

2013/3 
彙整各科課程架構以及 

討論課程網站架構、經費需求 

2013/4 研議課程試辦、課程審查評鑑事宜 

2013/5 
討論預選作業、課程審查評鑑表、

經費執行要點 

2013/6 
調整預選作業、課程審查評鑑表、

經費執行要點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舉辦教師工作坊 

為了強化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機制，新世紀高中總共辦了兩場開放予全校

性教師的教師工作坊（工作坊），以協助教師增能以及創新其教學觀念與想法，

詳情見表 4-8。 

首先，第一次的工作坊，上午是設計思考的研習活動，請到臺灣某師資培

育大學的教育系教授，帶領新世紀高中的教師們完成設計思考的活動，激盪出

教師們擴散性思考及聚斂性思考的能力；下午則是進一步地邀請教師們集思廣

益，討論課程統合和學分突破之問題（文 4-14；文 4-15），以協助發想可能的

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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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則是為了領先計畫所設計的工作坊，上午主要是提供一些想法及活

動體驗，撞擊教師們的觀念及促進其創意思考（訪 P1_20130206-27），校長指

稱其工作坊的規劃構想： 

每當你碰到課程解構這個問題的時候，那你就要有那個破窗的思考，所以就要加

些外面的想法，或者是理論，或者是實例進來，讓大家思考上面不會做限制，所

以我們要去做課程解構這件事情之前，就要先做破窗的這個工作。（訪

P1_20121104-14） 

如此一來，教師們經歷上午想法的激盪，下午撰寫領先計畫書時，才能淬

鍊出教師們的想法結晶（訪 P1_20130206-27；訪 T2_20130501-04）。 

然而，這兩次的工作坊均是辦在周末，但都有約莫一百多位教師踴躍參加，

如 A1 秘書所描述的情形： 

這兩次的工作坊大概都有一百多個老師參與，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讓各科知道這件

事情，然後請各科老師踴躍參加。那兩次等於是除了讓老師們知道我們要做的方

向之外，老師們也會開始去想像在這個架構下，科裡面可以做出什麼樣的課程去

呼應，所以從那個時間點開始，大概就已經把整個的氛圍，就擴散到全部的老師。

（訪 A1_20130322-09） 

由上可知，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的改革力量正逐漸地擴大中。尤其，研究

者有親身參與第二次的工作坊，眼見多達百位的教師願意犧牲假日來參加，可

知教師們對學校課程的變革是關切的。而本以為下午的撰寫計畫書之任務較為

繁重，可能會有很多教師離席或力不從心，但實際上並不如研究者原先所假想

的，不但所有的教師幾乎未離席，且各學科教師均很熱衷於計畫書的討論上，

甚至，還有一些學科自發性地組成跨領域小組，討論計畫內涵。就連校長宣布

散會，現場的教師仍無立即離去，依然繼續留在原桌，熱烈地討論課程相關事

宜。由此可見工作坊的辦理，引發了教師們變革的動力，也愈發讓教師們更傾

心與挺力於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中（觀 2012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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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教師工作坊期程 

時間 會議內容 

2012/5 課程發展工作坊 

2012/9 領先計畫工作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舉辦學科說明會 

學科說明會即針對學校特色課程相關注意事項額外舉行的會議，因為有些

事務如課程規劃者、經費明細填報者，不見得為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成員所為，

故這些事情若需立即解決時，就會另開說明會向其他教師闡明相關注意原則，

以利訊息的有效傳達。 

目前新世紀高中已辦理兩場學科說明會（詳見表 4-9），其中一場是在新世

紀高中的特色課程方向大致確定後，為了幫助教師們在課程規劃時，有更精進

的教材設計能力（訪 T3_20130430-09），就有請到臺北美國學校的老師，為教

師們講授關於課程設計的內容，誠如 A1 秘書說： 

到了學科說明會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給老師們一些工具或者是能力…，大家就會

開始知道說我要發展一個課程，然後配合上學校特色課程的整個架構，我要用什

麼方式去設計課程…，那設計出來的東西就會貼合我們的六大核心能力。（訪

A1_20130322-14） 

此外，另一場學科說明會主要則是彙整與調整各學科的課程規劃表、經費

編列表，以求各學科的課程規劃填寫及經費提報方式更有系統性、一致性。 

所以，學科說明會的舉行常是出於臨時性的需要，而非例行性的會議，能

讓有關特色課程的訊息，機動性地傳遞予其他的教師瞭解，有利於學校資訊的

有效流通。 

 

 

 



106 
 

表 4-9  學科說明會期程 

時間 會議內容 

2012/4 課程設計研習 

2013/3 課程規劃及經費編列說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自發性會議的交流管道與機會 

除了上述例行性會議和任務性會議等正式會議外，學校成員尚會利用私下

時間，談論關於學校特色課程之事，而通常這樣的私下交流，係較正式會議更

能蒐集到教師們真實的意見（訪 T1_20130429-16；訪 T3_20130430-09），並且

經由此種非正式的交流，學科內的其他教師也會對學校目前課程的規劃，有大

概的了解，誠如 A2 主任所說： 

其實我們特色小組有各科的代表，所以他平常在交功課的時候，有很多事情是回

去學科問意見的，所以這個過程當中，不是說我們從完全不知道，一下子告訴我

們所有的事情，有一部分的老師，他在平常的時候，就已經大概知道他們在幹麻、

可能在幹麻，可是他可能不是知道那麼精準（訪 A2_20130401-17）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新世紀高中每年都會舉辦「我愛新世紀高中座談會」，

但 T6 老師認為往年座談會上討論的內容都較為空泛，於是，2013 年 5 月教師

會即欲將座談的焦點置於十二年國教對新世紀高中的衝擊作探討，邀請校長、

教職員一起參與討論（訪 T6_20130514-09,10），其談及此座談會最主要要傳遞

的訊息： 

我覺得我想要去刺激大家去想一想說，這件事其實跟你我都有關係，你要怎麼做，

其實會影響到接下來○○高中要怎麼走，影響到其實是你的教學的環境，對，影

響的是學校。（訪 T6_20130514-11） 

儘管座談會當天大家無法想出絕佳的因應策略，負責規劃此次座談會的 T6

老師也表示不會意外（訪 T6_20130514-11），因為這樣的會議主要是為了激發

學校成員對外在環境變化的覺知，讓教師們能去思維在這樣的環境下，新世紀

高中如何去迎戰未來的挑戰，並非迫切想要在座談會中產出什麼成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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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座談會有別於上述正式會議的拘謹、嚴肅，且也不會要求與會成員一定

要有貢獻或付出，所以通常成員會較為踴躍參與及表露意見。 

綜合上述，為了廣為宣達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資訊，新世紀高中透過多場

會議交流，集聚成員意見，研究者將這些會議的交流頻率彙整成表 4-10，從表

4-10 可發現，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為新世紀高中推展特色課程的主力，其他

會議則是協助特色課程推廣之助力，所以，相較之下，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會

議次數會較為頻繁，其他會議則多是於必要時或適當時機下，才會召開；並且

學校特色課程的規劃藍圖要先歷經校務會議、校發會、課發會等會議的認可，

方能取得舉措施行的合法性，接著再藉由召開各科的教學研究會，尋求執行細

節的可行性；至於學科說明會與教師工作坊，則多屬增進人員觀念的思考與技

術方法之溝通平台，以利成員變革動能和專業的提升，永續學校變革推展。 

然而，在這樣頻繁的會議交流下，果然讓更多的學校成員接受到特色課程

的訊息，A1 秘書就指出有些成員在瞭解學校特色課程的規劃後，也想一起努力

的，便自願地加入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研究者實際查閱會議記錄，發現在 2012

年 6 月和 8 月有一些課發委員和學科教師陸續加入，因此這樣的小組規模又持

續地擴大中，共識也漸漸地擴散出去（文 5-6；文 5-7；訪 A1_20130322-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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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相關會議期程 

    期程 

會議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校務會議         ●       ●      

校發會  ● ● ●                  

課發會       ●     ●    ●      

教學 

研究會 
      

●
●
● 

●
●
● 

   

●
●
●
●
●
● 

  

●
●
●
●
●
● 

      

學科 

說明會 
      ●           ●    

特色課程 

小組會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師 

工作坊 
       ●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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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變革行動 

由於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涉及改變面向廣泛，故研究者僅援用系統取向的

變革模式探討學校組織於人員、結構、技術層面的變化。根據本研究發現，人

員、結構和技術因素均會相互影響，區分不易、容易混淆，故研究者依循文獻

探討對此三者歸結的定義作判定。 

在人員層面，主要涉及成員基本假設、歸因、態度、價值與動機的改變，

在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到成員對於學校變革認知與

認同的價值觀點之轉變，至於教師們於教學理念與方法的觀點改變，由於亦與

技術層面的變化有關，且新世紀高中已有些許教師將這些新興教學理念與方法，

落實於教學課堂中，故對於教師們教學理念與方法的觀點之變動，則留待技術

層面的教育理念與方法之應用中作說明，於此不贅述。 

在結構層面，文獻歸納出結構的改變包含組織部門、控制幅度、組織權力

結構、工作內容設計、工作目標及組織協調結構，是以，本研究的結構層面聚

焦於組織方面的探討；至若課程結構，在此則不討論。因此，研究者擬就組織

協調結構擴及至外在資源協助之探究，如相關計畫的協力、外界力量的協助；

就組織部門、組織權力結構、工作內容設計及工作目標而言，則觀察到新世紀

高中有網狀型組織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成等變化。然而，就控制幅度而言，

上述組織的變化雖有牽涉到控制幅度的改變，但研究者在訪談與觀察中，較少

蒐集到此方面的資料，故於此便無作深入地論述。 

在技術層面，係指工作方法的變換，運用新技術來促進學生學習動機及提

升教師教學效能。因此，本研究將蒐羅到技術層面的改變加以論述，包括新世

紀高中教師對於教育理念與方法的應用情形外，尚有對於特色課程突破課綱時

數框架所要克服的排配課技術課題。 

因為新世紀高中目前仍在發展課程的改變階段，無法完整呈現每一層面的

組織變革內涵，故以下僅針對較為顯著的改變行動作描述： 

(一)人員層面 

學校課程規劃與教育理念的翻轉，有賴學校成員價值信念的轉換（訪

T4_20130516-05），一旦學校成員改變其固有想法與觀點，才有機會啟動學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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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可能性。如研究者訪談某位教師時，其就表示在尚未加入特色課程推動小

組時，其對於學校要發展特色課程是很不以為然的，甚至是抗拒的，但後來因

為職務關係加入小組後，在校長的帶領下及與小組成員的交流互動中，該名教

師便慢慢改變其原本抗拒的心理，且研究者也在其言談中，發現其已被小組的

感染力影響，成為一變革擁護者，不斷向研究者傳達學校勢必要改變的訊息。

可見要轉變學校成員固有的信念態度，除了成員對於現狀不滿而轉變其既有的

價值信念外，同儕的影響力也是成員們改變想法的關鍵。 

你會看到說各科其實有些老師的動作比較快，顯然就是他準備度可能比較高，或

是他對於既有課程不滿意的…比較強烈，所以他願意透過這次的經驗，做些改

變…我們過去在資優班的經驗，就是通常那個率先改變的人，做出了東西之後，

他就會激勵後面的人，因為好像也還不錯（訪 T5_20130409-07） 

然而，成員觀念價值的改變其實並不易觀察，但若用目前新世紀高中教師

們規劃的特色課程數量來看，或許也能對成員觀念價值改變的比例作推估。如

T5 老師就預估目前投入特色課程規劃的成員比例： 

我的觀察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以上，做了某種或多或少的改變。那從我來看，這樣

應該很夠了，…調整好不好再說，…不管他動機多強、多弱，但是他終究有一些

調整了。（訪 T5_20130409-19） 

由此可見，60%教師捨棄過往課程與教學的沉澱成本，願意投入設計新的

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當中勢必涉及其信念價值的轉變，故可推知這些教師的

價值信念必然已產生別於先前觀點的變化。 

進一步探究成員對於新世紀高中所引進的新興教育理念與方法之看法，根

據研究者的觀察，由於教育價值觀念的轉變係屬於個人內在深層的變化，要確

知成員的教育信念是否產生改變，惟待觀察其是否有將此方法與理念應用於實

際教學現場中來判定。而如此新方法與理念的運用，便涉及技術層面的改變，

故研究者擬於下列第三點的技術層面部分，再行探討成員對於這些教育價值的

接受與應用情形。 

(二)結構層面 

學校組織結構的改變通常會涉及協作結構的引入、權力結構的轉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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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增編等面向，故以下茲就相關計畫的協力、外界力量的協助、網狀型組

織的形成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成作探討： 

1.相關計畫的協力 

由於十二年國教的影響，新世紀高中即透過發展校本特色課程來維繫與突

顯其學校的獨特性。後來，臺北市教育局提出關於特色課程規劃的領先計畫，

新世紀高中為了取得經費的援助，就順勢申請了領先計畫。儘管在未提報領先

計畫前，新世紀高中就已經發展出一些課程架構與方向，但計畫的申請通常都

會有些許結構須遵循， A1 秘書就說： 

領先計畫那個東西在各校要提報的時候，它就要有很具體明確的結構化，那以學

校方面來說，我們的架構已經出來了，我們還需要一些課程進來當作整併。（訪

A1_20130322-08） 

是以，為了符合計畫架構，學校勢必要將些許課程作調整及整併。只不過

全校性特色課程的設計，規模相當大，時數已超出原先課綱的界限（訪

A1_20130322-09），所以 T5 老師表示必須提報教育實驗計畫，方能突破課程框

架： 

既然是特色課程，就允許某種程度的調整課綱，只是教育部的規劃是你只能動 5

個，如果超過的話，那不行。…我們最後算一算，會動到將近 20 個必修學分，

所以顯然超過教育部設定的容忍範圍，那我們就走教育實驗辦法啊！（訪

T5_20130409-11） 

之後，隨著十二年國教政策方針愈漸明晰，新世紀高中則又申報特色招生

計畫，以期招收到更多優秀的學子，讓他們均能接受適性及多元的學習環境

（訪 A1_20130322-10）。 

新世紀高中雖提報上述三個計畫，但是他們的發展軸線仍是置於特色課程

的規畫上（訪 A1_20130322-09；訪 T5_20130409-26），並且這些計畫也增加學

校課程發展的資源、彈性及凝聚共識的機會（訪 A3_20130411-25；訪

T1_20130429-13）。因此，新世紀高中有了這些政策與法令的支持，便能從種種

限制中走出自己的路；同時也能視這些計畫為校本特色課程運作的檢核點，讓

學校特色課程發展能更為完善與周全（訪 A1_20130322-10；訪 T5_2013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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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外界力量的輔助 

為了提升特色課程的品質，許多學科教師除了自己授課外，亦會自行邀請

如作家、外交人員和大學教授等專業人士來協助開課（訪 T1_20130429-17；訪

T2_20130501-01；訪 T4_20130516-15；訪 T6_20130514-22），而學校方面未來

也不排除與大學端合作開設課程，可能會請大學教授來校上課，或是學生去大

學修習課程（訪 A3_20130411-26）；此外，新世紀高中也邀請臺灣某師資培育

大學的教授擔任其課程顧問，提供新世紀高中立即的諮詢或課程增能；同時，

亦與某國立大學的師培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商請其協助學校課程審查、評鑑

等事宜，期待能減少學校規劃課程的盲點與錯誤，讓未來學校特色課程的施行

能更加順利（訪 A1_20130322-26；訪 A2_20130401-23；訪 A3_20130411-26；

訪 T5_20130409-26）。 

再者，由於過去新世紀高中培養許多社會菁英，未來也期待藉由校友的社

會影響力，繼續傳遞菁英高中必須留存的概念。 

校友那一塊，…就是在社會的影響力上面，因為十二年國教政策還在走，…，校

友這邊其實他們透過很多不同的場合在發聲，所以目前特色招生跟免試入學，這

兩個東西都還可以並存…。比如說校友…有機會遇到教育界相關的人，他們都會

去談相關的事情，所以他們其實在外面營造一個，現在我們需要精英教育的存在

類似這種概念（訪 A1_20130322-26,27） 

有鑑於此，未來學校試圖組成新世紀高中文教基金會，除了透過基金會持

續散播社會影響力外，亦能藉由基金會自行籌募資金，以免日後政府單位不再

提供經費作準備。然而，這個基金會的組成目前仍在醞釀中，這項決定也獲得

校友大會的決議與支持，若順利成立，將使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資源更

有所依（文 5-4；訪 A1_20130322-25）。 

3.網狀型組織的形成 

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推動小組即為成員因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任務而集

結，當中包含總計畫組、子計畫組、行政組、經費組等專案小組（文 5-12；訪

A1_20130322-19,20），各個專案小組就像是網狀圖中的一個小節點，彼此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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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織、連結成一網狀型態的組織。如此任務性的重新分工，已跳脫一般學校課

程事務皆交由教務處綜理的態樣，而是透過任務的重組及互相的協調，由小組

成員共同分擔課程發展的職司。新世紀高中的 A3 主任在 2012 年下半年方從學

科教師轉任為教務主任，其就有提到： 

理論上教務主任這些都要會，…我理解的像是配課啊、校內的簡單協調，這種東

西是重大改變，遠遠超出我的能力，但還好學校裡面有很多老師還滿厲害的…。

就像你講的權力的轉移、分工，他們就負責很大一塊，所以就是不是照我們行政

的編制。（訪 A3_20130411-23） 

並且，由於未來特色課程排課的難度頗高，所以 A3 主任也指出，原本僅

屬於教學組長的職務，歷任教學組長雖不在此位，見狀也是自願前來相助，形

成一排配課的顧問群，可見新世紀高中工作的劃分，已不是截然地由職務作區

分，而是由能者多擔待及協助，突破既有權力和職司的框架（訪 A3_20130411-

27）。 

在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歷程中，除了上述提及學校組織人事的異動

外，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亦非毫無變動，A2 主任即說道： 

因為每年的人事會有一些改變，有一些人是因為他今年變成科主席了，那他就變

得比較忙，所以他就找了別人進來；有些學科覺得這個很重要，是科主席要知道

的，所以他就送了今年的科主席進來，會不一樣。（訪 A2_20130401-14） 

不過，經研究者查閱會議紀錄及訪談資訊作比對，特色課程推動小組大部

分的成員仍是一樣的，僅有少部分學科因其科內職位的變換而有加入與退出小

組的情形，所以基本上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結構還算是滿穩定

的，有助於變革力量的鞏固與傳遞。 

在學科方面，亦能觀察出網狀型組織的特徵。為了讓學生享有良好的課程

與教學品質，各學科無不重新思考課程的走向與規劃，有的學科甚至有專司處

理特色課程發展的組織，如 A2 主任所述： 

有一些學科比較大的，像數學科，他就在學科裡面有對應的組織，例如說學校要

處理這件事情，我們在學科有一些人就要負責處理這些事，所以學科裡面也有一

些對應的組織，來去處理學校想要蒐集的資料和訊息。（訪 A2_20130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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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老師也說： 

當時老師們討論希望能夠成立一個語文表達中心，那當然它不是學校在制度裡面

編制行政單位來（訪 T1_20130429-01） 

而這些學科內專責處理特色課程的組織，並非是學科內全部的教師皆會參

與，因為 T2 老師就表示學科事務繁多，每項任務均有分工的人員，所以無法

為了做特色課程，全部的教師都投入（訪 T2_20130501-05）。因此，各學科大

概如同 T3 老師所描述的運作方式： 

我們是核心小組，我們自己設計課程，再尋求科裡的共識，然後再修改，就比較

像這樣子。（訪 T3_20130430-15） 

由此可見，特色課程推動小組和學科均有類似網狀型組織的特點，而特色

課程推動小組與學科間亦有學科代表在串接訊息，形成縱橫交錯的溝通網絡，

故雖不是學校整體成員都在動，但這樣變革互動已是相當難能可貴，以期日後

能將變革影響力擴散出去，逐漸讓學校的每位成員都能動起來。 

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成 

昔日在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上，學科教師們就有相互交流與合作的經驗，

只不過當時沒有將此運行方式制度化或是無若此時交流的頻繁，甚至是礙於法

令對社群人數的限制，所以無法形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訪 T3_20130430-13；

訪 T4_20130516-09；訪 T6_20130514-17），但有些學科裡其實早已有類似專業

學習社群的運作。 

後來，由於領先計畫提供專業學習社群經費的申請，便不必受限於教育局

對於社群人數的規範，同時亦可依循學校已安排好的時程，進行專業成長，所

以很多大學科、小學科均提出申請，使其專業學習社群訴諸正式化。因此，對

於許多學科紛紛提出專業學習社群的申請而言，係逐漸跨越以往教師專業自主

的藩籬，那樣的氛圍是組織結構較為明顯的改變，誠如 A1 秘書所述： 

這樣子的情況就會發現每一科幾乎都會有好幾位老師都是在動的，有一些還沒跟

上這個進度的老師，他可能在同儕的耳濡目染之下，他可能會跟著變；…對○○

高中教師生態來說，是比較大的改革（訪 A1_201303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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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在學校成員的相互簇擁和影響下，教師們漸漸發現組成專業社群的

好處，如下 T3 老師和 T4 老師所述：  

專業社群或什麼的，可以讓很多科的同仁就專業問題，可以進行交流跟討論，這

個其實是促進大家互相專業的成長，我覺得是我們可以獲得的好處啦！（訪

T3_20130430-04）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科裡最大的衝擊就是社群的產生，那我們老師們就會一起去做

那個教師專業評鑑，一起去報什麼研習，…所以就比較有科裡的研習的橫向交流；

那特色課程的內容討論，我們就變成是每兩個禮拜，我們科裡的那六個就一起來。

（訪 T4_20130516-09） 

由此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成，對於學校既有生態產生了一些化學

變化，除了原本就有進行交流的學科更加頻繁的合作與互動外，亦讓原先無運

作社群概念的學科群起仿效，此變化無疑能增進教師的專業成長，對學生的學

習更是有所助益。 

(三)技術層面 

學校執行變革事物時，有賴技術的調整及引入新技能的應用，而新世紀高

中的教師們將新引入的教育方法與理念應用於課堂教學的轉變，係突破過去教

學慣習的技術轉換與提升；其次，特色課程時數別於課綱規範，也須藉由排配

課技術來因應，故以下茲就新世紀在發展特色課程時所涉及新興教育方法與理

念的應用、課程調配等技術上的變革作討論： 

1.新興教育方法與理念的應用  

近日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概念在臺灣教育中發酵，新世紀高中也同樣引進

這項理念，教師們不但嘗試敞開教室的大門，與其他教師協同教學、共同觀課

和備課，亦讓學生藉由同儕的鷹架協助，相互進行協同學習（訪 A1_20130322-

22；訪 T1_20130429-04；訪 T3_20130420-15；訪 T4_20130516-03）。目前，新

世紀高中仍不斷努力朝這項理念前進，從研究者先前參與的觀課以及新世紀高

中辦理學習共同體的經驗分享中（文 5-20；觀 20130518），均可見得教師已不

再固守原先的教學方式。未來，新世紀高中將藉由 2013 年下半學期的課程試辦

中，將此概念更加普遍推廣與具體實踐（訪 P1_20130206-20），讓教師漸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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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的主導者轉變為學習者、傾聽者 、問題串聯者及反思者。 

其次，為了符應未來學生學習成就的差異及多元的學習需求，在課程設計

上，可觀察出教師已有對此規劃差異化教學及科技融入教學的設計。在差異化

教學方面，如 A1 秘書指出學科課程規劃的變化： 

差異化教學在某一些學科就出現了，…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學科都出現差異化教學

的規劃，那也有很多學科他就另外有開了我們希望特色課程的那種組成。（訪

A1_20130322-17） 

在科技融入教學方面，A2 主任也表示有些學科將數位科技與課程教學作結

合： 

有一些課程已經很多是跟電腦的技術結合的…數學有數學跟電腦的結合的課，自

然科有自然科…很多數位實驗器材跟教學結合的課程，這些都有談。（訪

A2_20130401-20） 

另外，新世紀高中也引入 UbD 的課程設計概念，引導教師們先從教學目標

與核心能力的設定，再思考課程多元評量的設置，最後才是設計教學活動（訪

T1_20130409-12,13；訪 T5_20130409-22；訪 T6_20130514-18）。然而，雖然

UbD 的概念成員普遍接受度是高的，但是執行上卻是相當有難度的（訪

P1_20130206-28），所以儘管目前學科計劃的課程規劃表是嘗試運用 UbD 的概

念設計，但是如此的操作仍是粗略的，誠如 T2 老師表示： 

因為學校還沒有給我們很明確的訊息，我們只是把課程規劃出來，那實際操作怎

麼樣，學校並沒有告訴我們，所以我們要等學校這方面確定了，才看要怎麼去做。

（訪 T2_20130501-03,04） 

故未來新世紀高中為了能將 UbD 的概念實踐於課程設計中，將辦理 UbD

工作坊（訪 T5_20130409-22），以協助教師藉由實際的操作研習，獲得課程設

計的知能，進而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2.課程的調配 

為了增設特色課程的開課空間與彈性，新世紀高中突破既有的課綱規範，

將課綱的必修和選修學分數作調整。綜合訪談對象的說明和文件的分析，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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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課程的調整方式分為三種，包括：(1)課程年段的調整：A3 主任就舉例「就以

物理為例，物理一年級有基礎物理，可是第一學期上，第二學期不上；那二年級、三

年級就有物理課嘛，…為什麼不把它整併起來？像一年級的把它併到二年級去嘛，節

數不變」；(2)跨學科整併課程：如校長舉例「我願意我們兩個來合作，…我兩節，

你兩節，…變成四節，…比如說：這個班的前十周我上，後十周你上之類的」；(3)釋

出或抽離課程時數： 如 T1 老師所述「就是除了一些既有的、共同的節數之外，如

果我們還要有更多的空間開設特色課程的話，勢必是每一科他必須要從自己原先的課

程節數裡面，勻出一部分來，提供學生選修特色課程的空間」，抑或是 A3 主任說

「例如我們有四節課，切一節出來做選修，三節是不變的，那節選修可能就是…可能

還是跟原來一樣，只是四堂課變成三加一」（訪 P1_20130206-14；訪 A3_20130411-

15；訪 T1_20130429-04）。 

首先，就課程年段的調整而言，欲打破教師們長久以來對於課程排課年段

之習慣，並不容易，並且，課程年段的改變，可能會出現如 A1 秘書描述的問

題： 

年段的調整其實很危險，因為他只要一調就會出現一年沒有課上…，那就會有問

題（訪 A1_20130322-28） 

由上可知，課程年段的變動，不但會衝擊教師們原先的開課年段之習慣，

亦會產生該年段教師沒有課程上的窘境。然而，後來還是有些學科接受課程年

段的調動，研究者後續查閱相關文件發現教師們改變的原因，主要是為了學生

學習的完整性著想，而捨棄自己的慣習及權益，可謂是回歸學生學習的面向作

思考（文 3-1）。 

其次，關於跨學科整併課程的部分，校長在會議上的引導如下所述： 

那如果你兩節連排，你就可以教得很密集，中間就少掉二分之一的換場時間。然

後你兩節課，他會覺得這個科目是比較重要的，…這裡面應該是這麼說，就是說

如果你願意合併的話，有兩種好處，一種是科目變少了，就算你的東西都沒有少，

也沒多，那就是科目變少，對學生學習是有幫助的（訪 P1_20130206-12） 

因此，經由長時間的引導與討論，學科漸漸地思量作跨學科課程整併的可

能性。從截至 2013 年 5 月的課程規劃表裡，研究者發現已有國文科、生物科、

地球科學、藝術與生活科、美術科等科目，未來均將籌畫開設跨領域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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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教師們為了讓學生得以深化學習，在課程的設計上，花費不少心思與努力

（文 4-8）。 

另外，對於釋出或抽離課程時數而論，原先很多學科皆以為開設特色課程

是可以在不變動到該科時數的前提下，多增設開課空間予各學科開設特色課程，

殊不知其實是要將既有的課程時數釋出或抽離時數（訪 A3_20130411-16）。是

以，一開始要學科犧牲或抽離原有的課程時數並不容易，但後來幾經協商下，

很多學科為了讓學生能有彈性的空間去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特色課程，便願意作

些許調整（訪 T4_20130516-11）。如從文件中可發現，新世紀高中因特色課程

實驗將會更動和調整 99 課綱「必修」課程，原本高一下學期英文、數學各必修

4 學分，將各 1 學分調整為特色課程選修；原高二第一類組上、下學期數學各

必修 4 學分，生活科技下學期必修 2 學分，均調整為特色課程選修，總計共更

動 10 學分必修學生（文 3-1），可見新世紀高中的課程時數出現了些許的變化，

不被課綱所限，而能彈性運用與轉換課程時數，頗具教育實驗的精神與勇氣。 

 

參、復凍階段 

復凍階段主要會歷經「設定可檢視的運作與行為目標」、「評估與檢討變革

成效」的過程，茲將敘述如下： 

一、設定可檢視的運作與行為目標 

為了確保學校發展的特色課程能達到校本課程的目標及幫助學生學習的標

的，新世紀高中試圖透過課程審查與評鑑來檢視課程設計和實施成效（訪

P1_20130608-01,11），故其便開始對課程審查與評鑑指標作規劃。 

起初，新世紀高中是先參酌相關資料，自行設計審查與評鑑重點，一直到

學校對於課程審查與評鑑方向有初步的構想時，才邀請外部專家進場協助，以

免在學校內部對於此定位尚未確立時，便引進外部力量而造成混亂的情形（訪

P1_20130608-02,03）。 

是故，新世紀高中是先從學校內部自行設定課程檢核的指標，再藉由外部

專家的協助，以有效訂定課程評核的目標。以下茲就學校內部設定可檢視的目

標以及外部專家協助設定可檢視目標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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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內部設定可檢視的目標 

為了有效規劃課程檢核目標，新世紀高中先由特色課程推動小組中的校長、

A1 秘書、A3 主任以及 T5 老師共同組成課程審查評鑑小組（文 5-24；訪

A2_20130401-24），進行課程審查與評鑑目標的構想（訪 P1_20130608-02），當

中也參考些許資料作規劃，如校長所說： 

這塊主要內容其實是根據教育部的 99 課綱，99 課綱他們對於高中怎麼去做課程

發展出來的一些資料，那我們根據我們學校的需求，作了小幅度的修改。（訪

P1_20130608-05） 

將初步的審查和評鑑指標設計出來後，課程審查評鑑小組便先將成果於特

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上展列，同時亦詢問教師們的想法，但是教師們的建議並

不多，校長推測是現場教師對於課程審查與評鑑指標較為陌生，可能要實際施

行時，教師們才會有不同的意見（訪 P1_20130608-05,06；觀 20130530）。 

另一方面，校長也指出： 

我想﹝開會中的自我檢核﹞是有的。其實我們就是不停地在引導啦！我們可能會

把問題在前面做一些思考、應該會帶大家來談什麼問題，那個部分會做比較多鋪

陳規劃，在固定會議中，再把這些問題拋出來，讓大家來提供意見（訪

P1_20130608-06,07） 

由此可見，除了課程審查評鑑小組著手努力籌畫課程與審查指標外，學校

內部也在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會議中，藉由成員的多次對話與溝通，不斷自行

檢視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運作問題與目標，以構建合乎學校課程架構的課程。 

(二)外部專家協助設定可檢視的目標 

由於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尚在發展階段，勢必會歷經不斷修正與調整的

過程。為避免盲目行事或偏離校本課程目標，新世紀高中除計畫邀請臺灣某師

資培育大學的教授為其課程改革的顧問外，亦與某國立大學師培中心簽訂合作

備忘錄，建立相互包容與配合的夥伴關係，以期日後能藉由課程審查與評鑑的

協助，輔導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訪 P1_20130608-02；訪 A2_20130401-23）。 

在新世紀高中自行發展出一套檢核指標的基礎下，當國立大學師培中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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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時，即能依據學校課程發展需求與學校情境，立即地對學校現下所發展的工

具作小幅度的修改（訪 P1_20130608-03,04）。其中，在研究者參與課程審查評

鑑會議時，觀察到師培中心的教授席間不斷強調課程指標的聚焦與簡化，後來

雙方也達成共識，縮減量化分數評估的面向（觀 20130531），如校長所述： 

我們那天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共識，就是說，最後我們在評鑑的時候，會以這個規

準作為一個評量的基準，而不會使每一個﹝評鑑﹞重點當作一個基準，所以我們

會把這三個﹝評鑑重點﹞變成一個分數。（訪 P1_20130608-04） 

外部專家的介入可能會為學校帶來幫助抑或是一種干擾，但新世紀高中在

構築出其清楚的課程檢核目標與方向後，方引入外部專家進場援助，如此不但

無對學校造成干預與困擾，更是增進其課程審查評鑑指標的周全性，無疑是對

新世紀高中設定課程檢核指標有莫大的助益。 

二、評估與檢討變革成效 

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雖經成員嘔心瀝血地產出，惟仍待一套課程檢核與

協助機制，來輔助學校特色課程設計能更符合原初所設定的課程目標。是以，

新世紀高中即研擬出「特色課程審查及評鑑實施計畫草案」，希冀未來能透過課

程審查以及課程評鑑來評核學校特色課程的實施成效。 

關於課程審查的部分，校長提到課程審查的目的： 

﹝課程審查﹞這指的是單一課程，就是你今天比如說你開這個課，我們會同

意，…只是同意和不同意過程中，我們要加入一些外部的意見進來。…如果沒有

這個審查指標，我們沒有辦法檢驗他有沒有回歸到校本來…還有一個好的課程該

有的重要元素，也是在這裡面先做把關。（訪 P1_20130608-07） 

2013 年 5 月新世紀高中便將各學科的課程規劃內容送至師培中心審查，針

對教授們給予的建議，希望各個撰寫特色課程的教師能對應地做些修正，讓特

色課程的課程設計更為整全（訪 P1_20130206-25；訪 A2_20130401-24；訪

A3_20130411-26）。同年 6 月，為使課程審查評鑑作業與特色課程設計更加一致，

新世紀高中便邀請師培中心教授蒞校與特色課程撰寫的教師進行交流（文 5-22）；

然而，在會前，有一名教師便指出，既已決定好試辦課程的內容，那與師培中

心對談的必要性為何之疑慮。對於教師的這項疑問，校長表示課程內容是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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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修改，或是試辦後再修改，將這項彈性保留予各學科作決定。除此之外，校

長也在特色課程小組會議中不斷提及課程審查的功能： 

我也跟他們講，請大家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評鑑，…這個是對校本發展是重要的，

這對學科老師來講，他也是會接受的，因為他知道這是有幫助的力量進來，而不

是來批判我的力量。（訪 P1_20130608-06） 

因此，一旦將課程審查與評鑑的立基點置於協助課程發展上，教師們便較

能接受與理解，相對地也較沒有什麼反對的聲浪。 

未來，課程審查與評鑑大致的規劃如圖 4-3 所示，依時間的先後順序分別

實施課程審查、期初評鑑、期中評鑑及期末評鑑，在 2014 年正式施行特色課程

前，預計將實施兩輪的課程審查與評鑑（文 4-11）。至於，這當中的評鑑人員不

僅為師培中心的教育專家，亦籌畫學科教授進場協助（訪 P1_20130608-07,08；

訪 A3_20130411-26），如 A1 秘書就說： 

整個課程評鑑會需要一些有教育專長的教授，進來做整個計畫的檢核，但是學科

的發展他們也需要支持，所以有些學科他們自己有在尋求大學端的教授協助，…

到時候我們也會請○○的師培中心也幫我們引進…（訪 A1_20130322-26） 

而師培中心的教授也建議，為了讓各學科課程更具專業度，學科專家應於

現階段課程規劃與調整之際，即須進場協助（觀 20130531）。然而，由於課程

審查與評鑑目前仍在籌謀策劃階段，所以很多審查與評鑑實施的細節仍在商議，

尚未形成整全的計畫案。是故，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大多為計畫草擬的構想，

期待日後新世紀高中將此構想實踐，使整個特色課程發展的完整性呈現，作為

他校課程發展與改革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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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評鑑會議 

期中評鑑會議 期末評鑑會議 

檢討與改進 

 

 

圖 4-3  特色課程審查與評鑑的初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三節  變革影響因素、困難、挑戰及展望 

本節茲先就學校變革中的抗力、動力等影響因素作論述，接著說明目前新

世紀高中變革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進而描述學校成員對未來學校革新的期許

與展望。 

壹、影響因素 

新世紀高中在發展特色課程中，難免會有人支持、有人不以為意，這些成

員的態度均會影響學校變革的進展，故以下茲就學校變革的動力因素和抗力因

素作說明，並進一步敘述新世紀高中因應成員的抗力所採取的對應措施： 

一、動力因素 

綜合文獻和研究現場蒐集資料的結果，發現成員願意投入學校特色課程發

展的原因，主要可分為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如下所述： 

(一)外部因素 

課程審查 

期初評鑑 

期中評鑑 

期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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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獻探討發現，要驅動學校進行變革，可能會受到社會的變遷與趨勢、

科技技術的革新與進步、政策法令的修訂與頒布等影響而採取革新行動，然而，

研究者認為社會趨勢廣泛地涵蓋有科技技術革新之內涵，故變革的動力因素茲

就社會的變遷與趨勢以及政策法令的修訂與頒布作探析： 

1.社會的變遷與趨勢 

隨著全球化、少子化及數位化時代的來臨，社會型態已不同往昔，學校現

場不能僅是固守過去的教育方式，而是須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作些轉變，方能

順應社會的變遷趨勢，維繫學校及學生的競爭力。 

以前社會的型態也許是出口加工業，那現在看到的都是需要有創意、需要有管理

能力等等，當人生的越來越少的時候，你會希望他每一個人都要比以前更優

秀，…這都是我們有的共識。（訪 A2_20130401-11） 

這個跟科技裡面的環境都不一樣嘛，本來教學就是要調整，對啊！其實就是這樣。

（訪 T3_20130430-03） 

有鑑於此，新世紀高中目前已有學科從國際化、電腦輔助教學等趨勢來設

計特色課程，以有效培育國家未來的人才，可見勢不可擋的社會趨勢已漸挑起

新世紀高中成員變革之心。 

2.政策法令的頒布與實施 

2014 年十二年國教即將正式實施，儘管目前政策規劃尚未周詳，但教育主

管機關已釋出未來將實施免試入學和特色招生雙向入學管道之消息，此政策方

針對於新世紀高中一直以來持有菁英高中的辦學模式來說，可謂是相當大的衝

擊。誠如 T5 老師所表示： 

因為十二年國教中間有一個東西，就是你要特色招生，還是要免試嘛，…如果你

要免試，ok，你可以不要動嘛，…但是你就很難維持現在的狀態…，顯然超過一

半的老師認為說，他可能不太希望是這個樣子，所以你就會改變。（訪

T5_20130409-08） 

因此，新世紀高中的成員開始意識到政策對於學校的衝力。為了要維繫既

有的學校生態，新世紀高中勢必要朝向規劃特色招生計畫之路前進（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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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_20130322-02；訪 A3_20130411-09；訪 T6_20130514-14）。然而，要申請特

生招生計畫便須發展學校特色課程，正好讓新世紀高中過去未將校本課程落實

之憾，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與平台，就如同 A2 主任所指出十二年國教的

頒布與實施，影響著學校成員變革的驅動力： 

十二年國教如果它有些什麼好的事情的話，那我覺得讓學校來做特色課程這件事

情，它的效果已經看到了，就是學校老師真的來做特色課程了。（訪 A2_20130401-

06） 

由此可見，教育主管單位的教育政策若具有革新教育的性質，則學校方面

勢必也會受到影響而採取必要的變革因應措施。不過，倘若政策革新能有助於

學生學習，又可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儘管會打亂學校的平靜，也都算是好的

變革動因。 

(二)內部因素 

由第二章文獻的蒐集可得知組織變革內部的動力因素包括領導者的推動、

成員期待需求與價值的變化、組織運作方式的變化、組織文化與氣氛的轉變以

及組織效能的影響，但根據研究者蒐集研究現場資料的結果，學校成員改變的

內部動因仍不脫離這幾項目，而研究者僅將文獻作為論述的參考，並依據研究

場域的實際情況，將組織變革的內部動力因素調整為下列幾點： 

1.職務與責任使然 

新世紀高中的校長在遴選校長時，即有傳遞其接任校長後的計畫與期待，

後來所幸順利當選新世紀高中的新任校長，當然便要將此理念付諸於實行，所

以行政人員不可免地即要承擔與推動學校特色課程的事宜（訪 A1_20130322-05；

訪 A2_20130401-10；訪 A3_20130411-06）。 

此外，在學科教師方面，除了被邀請與自願加入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

外，有些小組成員是被學科指派進來參與學校特色課程的研發任務，如 T2 老

師說： 

因為我被指派，不是被推派，…因為我是下個年度的科主席，所以我們這屆的科

主席就覺得我應該去了解一下。（訪 T2_20130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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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T2 老師表示加入學校變革行動原初因素雖為職務指派，但是後來卻

也覺得實際參與行動有助於其更瞭解學校課程發展的革新動向，對於學生學習

及學科規劃課程均有莫大的助益。 

是故，儘管學校有些成員加入課程改革行動起始原因是由於職務和責任的

使然，但經過多次參與和交流下，成員的變革動因也不僅侷限於此，漸漸地也

引出成員參與革新的其他動因。 

2.使命與期望的驅力 

由於十二年國教推動議題備受各界關注，大眾與外界對於菁英高中的質疑，

讓同屬菁英高中的新世紀高中腹背受敵， T5 老師和 T6 老師就指出外界對於新

世紀高中的批評為： 

我們很不高興外面的人一直在講○○高中的老師跟學校，因為你們收了一群好學

生，你們什麼事都不用做，然後你們就有這麼好的名聲。（訪 T5_20130409-04） 

譬如說你想要特招，比例這麼高，別人就會質疑你，…你為什麼可以這麼高，那

這個時候我們拿出什麼來說服大家…，那你還是繼續來○○高中。（訪

T6_20130514-11） 

因此，這樣的評論讓新世紀高中非常不平，其認為如此的觀點將否定一個

學校存在的功能。故為了向外界證明新世紀高中的價值，便引起成員做出一些

改變及產生行動的意念（訪 A1_20130322-05 ；訪 A3_20130411-07 ；訪

T3_20130430-03）。而如果行政人員或教師又是過去新世紀高中的校友，這份維

繫學校價值與生態的使命和期待就會更強烈（觀 20130322；觀 20130429）。 

除此之外，學校成員不辭勞苦地貢獻於學校課程的改革中，尚有出於對學

校的熱愛與使命（訪 T3_20130430-04），希望能將對學校的喜愛付諸貢獻與行

動，就像 T6 老師所描述： 

大家真的就是一直共同為○○高中努力啦！或許是被校長邀請來的老師，其實都

有一點使命感，因為我們剛開始去的時候，沒有加班費耶，也不能補休假，通通

都沒有，就一個便當。（訪 T6_20130514-19） 

3.立基於學生學習的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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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者訪談現場教師的變革意願因素時，多數的老師都指出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們期待能建構出一套適合新世紀高中學生學習的課程，讓學生們不但具

備學科專業知能，同時亦能具備生活的能力，使其得以多元學習、適性發展

（ 訪 T3_20130430-14 ； 訪 T4_20130516-07 ； 訪 T5_20130409-05 ； 訪

T6_20130514-16）。所以，要將這樣的想望付諸實踐，便須在制度上付出努力，

如 T1 老師所說的： 

就是我們相信學生可以更好，我們也期待學生要更好，那並不是個人的期待或用

嘴巴說說就好，它必須要在制度上面，進行一些改變，那這個改變它是很緩慢的，

它必須要有一個起點，那我就把特色課程當成是這樣的起點…（訪 T1_20130429-

15） 

爰此，可知教師對於變革的思考是立基於學生學習的著想，而校長在引導

新世紀高中進行變革時，也巧妙地將變革方向與教師變革動因結合，有助於成

員更加認同與擁護學校變革的進行。 

4.專業成長的促進 

在新世紀高中成員研發特色課程的歷程中，不但有行政協助及經費支援，

亦有大學端教授專家進場檢視課程的規劃與實施成效，對於教師專業發展可說

是相當有幫助，故有些教師看到發展課程的益處，便驅使其投身學校課程改革

的行列，誠如 T3 老師所述： 

我是覺得如果這個機會，學校又有提供經費，可以讓我們數學科很多老師可以參

與、可以 run 一下這個，也鍛鍊大家的專業能力啊，這樣也不錯啊！（訪

T3_20130430-04） 

是以，根據研究者的觀察（觀 20130430；觀 20130514；觀 20130516），持

有此動因的教師通常皆具有教學熱忱與試驗精神，不會因為教育現狀的安逸而

滿足，反而是會透過更多教學方法與教育理念的嘗試，期望給予學生更佳的教

育環境。爰此，若排除各項現實因素的阻礙，研究者認為持有此類型動因的教

師，其課程改革的動力較能永久維繫。 

二、抗力因素 

由第二章的文獻歸結出組織方面的抗力因素有組織既有文化傳統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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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組織的抗衡、資源的限制及激勵系統的缺乏，另一方面在個人的抗力因

素則有慣性與惰性的反彈、選擇性知覺、未知的恐懼、權力與利益的威脅以及

變革時機的不當等因素。然而，根據研究者進入新世紀高中訪談與觀察的結果，

發現研究現場成員的抗拒並非完全如文獻所分析。因此，以下僅就研究者所蒐

集到的資料，對學校進行課程改革所產生的抗力因素作探討： 

(一)組織因素 

組織層面的抗力因素包含非正式組織的抗衡、資源的限制、激勵系統的缺

乏，分述如下： 

1.非正式組織的抗衡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非正式組織正是如此。雖然非正式組織可以增進正式

組織的應變適應能力或是使其作為不致發生偏差，同時卻也有可能抵制正式組

織的革新、抑制成員的創造力及減少成員對組織的貢獻。在新世紀高中發展特

色課程的歷程中，不免也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如 T6 老師提到當其奮力奉獻變

革心力時，有成員對其的努力不以為意地表示： 

就是有老師就覺得說，你幹麻這麼認真…又不是你的事，需要你去煩惱嗎？…反

正到時候再說就好，你幹麻要預先煩惱起來放著…因為別人越講，你就會越覺得

說，哇！真的好像很恐怖。（訪 T6_20130514-06,20） 

是以，非正式組織成員的話語對於正奉獻心力的成員來說，仍是有些許程

度的影響力，由上述訪談便可獲知 T6 老師在與非正式組織成員的互動下，的

確多少有動搖其努力變革的心智，由此可謂非正式組織的力量不可小覷，嚴重

的話，可能會影響到學校變革的穩定性。 

2.資源的限制 

一個學校進行整全的課程發展，勢必需要有足夠的資源投入，方能有助於

學校課程革新的進行，但是若在此改變的過程中缺乏所需的資源，學校變革可

能會因而鎩羽而歸。新世紀高中原先預想能將領先計畫的資源有效地應用於學

校課程發展上，但是其資源的使用彈性，卻不如預期的可以支應所有課程改革

的費用，T4 老師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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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做這一些工作，…是否可以提供資源，甚至是支持，那你資源，譬如說現

在領先計畫看起來是一個資源，但實際執行上並不是資源啊…。（訪 T4_20130516-

06,13） 

領先計畫可以提供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的資源，但是其經費的支應卻有相當

多限制。研究者參與會議也發現新世紀高中不斷地在經費支用上，花費相當多

時間釐清經費的使用方式。然而，由於政策法令拘限的緣故，如課程研發的加

班費、編寫教材的稿費、課堂中的講座費等費用，都無法讓學校依其需求彈性

運用（觀 20130509），造成學校課程創新與發展的困擾及侷限。 

3.激勵系統的缺乏 

激勵措施可以增進成員的工作滿意度、提升工作士氣及減輕工作倦怠，故

學校組織的激勵措施可滿足成員的需要，亦可使成員產生變革的動機。不過，

目前新世紀高中受限於政策法令的限制，不但無法提供教師們發展課程的經費

報酬（觀 20130509），亦無法在行政制度上設計減少課程堂數或休假等激勵措

施，來滿足成員需求。因此，在學校成員衡量其在課程發展的歷程中所承受的

壓力和重擔無法獲致足夠的獎賞時，學校成員自然會對課程發展與改革萌生退

意。 

(二)個人因素 

個人層面的抗力因素則包括慣性的反彈、未知的恐懼、權力與利益的威脅，

闡釋如下： 

1.慣性的反彈 

人的行為模式或價值觀念一旦成形，一時之間即難以改變其習性。即便外

在環境有巨大的改變及衝擊，有些學校成員仍是抱持以不變應萬變或是不隨外

在因素有所更迭的心態（訪 A1_20130322-16 ；訪 T3_20130430-06 ；訪

T6_20130514-14）。持有如此態度的成員，T5 老師評估大概有一到兩成左右的

人屬之，但其也表示： 

可是問題是慣性並不等於他不好啊！…他不一定是壞的，他也不一定是懶惰。這

個部分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去想，其實他有他的道理跟他的脈絡在，…他們認為這

樣就夠了，而實際上可能也不差，那就先擱在那邊吧！（訪 T5_20130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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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T3 老師也說： 

不是他不好，他是覺得說，你沒有很明確證據證明說他比較好，他寧可保持現狀，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好…（訪 T3_20130430-14） 

故學校多少都存在著被動變革者或被慣性抑制者，但他們所秉持的習慣，

並非都無益處，只是在變動的環境下，這些習性可能對於變革的助益較少，只

能待時間的歷經及成員的相互影響力來向他們證明革新的益處。 

2.未知的恐懼 

由於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探索與創新的歷程，對於未來的走向

無法明確描繪，甚至連變革的下一步也需邊摸索邊修正，導致學校成員多少會

對這樣改革的不確定性感到不安或懷疑（訪 A2_20130401-24）。也許，目前成

員對於如此變革不確定性的不安感尚未那麼強烈，不過 2013 年下半學期學校開

始進行特色課程試辦時，校長推測那個不安全感將會逐漸擴大，引起成員較多

的恐慌（訪 P1_20130206-29）。如 T2 老師便設想現下發展的特色課程是否真能

對學生學習產生作用： 

我覺得我們規劃滿多課程是很多元，可是我的擔心是，學生買不買單、買不買帳，

然後對他們有沒有幫助？（訪 T2_20130501-06） 

並且，研究者也發現，T3 老師雖認同學校目前進行課程發展藍圖的勾勒與

想像，但從與其對談的過程中感覺到 T3 老師對學校未來課程變革亦是充滿著

許多不確定感的： 

但是藍圖是回事，你真的要實施，現在慢慢到細節部分，你怎麼排課啊？老師怎

麼安排啊？這個或許就是左右，是讓這件事情變成是成功的關鍵…（訪

T3_20130430-07） 

除此之外，政府政策與規範尚不明確，不斷地在變動，造成學校成員對於

政策的不信任與不確定感，如 A1 秘書提及教師們的質疑： 

有一些老師他們會覺得說，現在這個政策就是一直在變，那我們也不知道未來會

不會持續，為什麼○○高中一定要走？（訪 A1_20130322-16） 

校長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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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過程當中，也會不斷的被提出來說，教育部或是教育局對於我們課綱的彈性

到底給多大？…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課綱做解構，那大家就會擔心說，那我們講

了半天會不會上級不准？那我們怎麼做解構？（訪 P1_20131104-15） 

由此可知，囿於政策法令的彈性與規範之未知，增加學校成員對於課程改

革的不安全感與退縮，無疑會對學校進行課程發展產生阻礙。未來，政府若不

能立即於政策與法令上宣達相關課程訊息，衝擊的不只是新世紀高中，而是對

全臺灣欲作課程改革的學校，均會造成影響與動盪。 

3.權力與利益的威脅 

研究者訪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時，成員多指稱其觀察到學校其他成

員抗拒變革，大多是環繞在改革會對其權力與利益威脅的緣故，包括可能會減

損成員既有的權益、專業權威的消失、沉澱成本的浪費、增加工作負荷量以及

革新所帶來的不方便等原因。 

就成員既有權益的減損而言，T3 老師便強調在此變革的過程中，若學校規

劃的課程革新方式會對成員的權益產生危害，勢必會招致成員的反彈（訪

T3_20130430-10），故學校在策劃課程改革事宜時，對於成員權益的問題要小心

謹慎處理，以免引起成員抵制變革的情形發生。 

關於教師專業權威的問題，有學科即有發生類似的爭議。如 T2 老師說道： 

學生想要主導整個課程的走向，變成是說，不是老師在主導，可是它又不是社團，

你想想看，如果你去帶一個課，學生是這個樣子，他根本是不聽你的，他們甚至

有學長回來，就是告訴學弟你要怎麼做怎麼做…那老師心裡也會很不舒服（訪

T2_20130501-04） 

也就是說，若教師開設特色課程，學生對於課程的主導權與主張蓋過教師

專業權威，可能會讓教師們沒有意願開設課程。 

至於沉澱成本浪費的問題，像是過去運用的部編版或是民編版課程，都花

費相當多人力、財力與心力於研發課程上，故其教材品質都會在一定的水準之

上；同時教師們也較熟悉其課程內容，亦發展出相對應的教學方式。而如今新

世紀高中投入的課程研發資源相較於過去則顯得較少，所以教師們除了會擔心

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品質外，亦會不忍捨去昔日沉澱成本的投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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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_20130401-06）。 

就增加工作負擔而言，新世紀高中在發展特色課程上著力相當多，所以特

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的召開相當頻繁，且業務量也是非常的繁重（訪

A1_20130322-16；訪 A2_20130401-11；訪 A3_20130411-05；訪 T4_20130516-

16），故教師們紛紛感受到忙碌與辛苦，有些教師甚至猶豫是否要繼續投入其中，

而學生們亦擔心教師和行政人員是否能勝任與負荷龐大的工作量（訪

S1_20130508-10）。此外，也有老師提及若工作量分配不平均，會造成教師的不

平： 

每個學科貢獻一定的大約相等的選修課程嘛，然後去跑班嘛，那現在我們這個看

起來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平均…也會引起不同科目之間不同的意見。對啊！為什

麼我們都比較累，人家都很輕鬆…（訪 T3_20130430-16） 

最後，在課程研發的過程中，很多時候無法一次就確定變革的方向與模式，

需藉由不斷地滾動修正，方能逐步構建完善的變革形式。所以，這種滾動式的

改變，常會造成教師們的困擾與不便（訪 A2_20130401-21），如 A3 主任所述： 

老師會不開心嘛，一次修兩次修三次修，包括我的課程要修、我的經費要修，他

們有的以為一次到位，我覺得那太天真了，不可能一次到位，因為這課程真的是

很龐大的課程…（訪 A3_20130411-19） 

T6 老師也說道有教師甚至困擾到直接在學科說明會向學校行政單位吐訴： 

他就直接說，你看你，一下叫我們做，一下叫我們不要做，你現在到底要什

麼，…你可不可以講清楚，…尤其是領先提報的表格、那個經費，真的是一改再

改，我們也是改到快要受不了。（訪 T6_20130514-24） 

三、抗力的因應方式 

經由研究者深入研究場域後，發現研究現場對於成員變革抗力的因應方式，

並不如同研究者於第二章文獻探討所分析的一致，是以，以下僅就研究者發現

個案學校對於成員抗力的因應方式作說明： 

(一)舉辦教育訓練與研習 

學校進行變革之際，宜藉由辦理教師工作坊或教育訓練，精進成員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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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並使其瞭解教育脈動的情形，以減低其因未知而產生的變革抗拒（訪

A2_20130401-21）。目前，新世紀高中為了增進教師設計課程的知能及教學技巧

的運用，由特色課程推動小組任務編組的第四組別規劃學校整體教師專業成長

的事宜。未來，其預期於每學期的學期初辦理研習需求之調查，進而辦理全校

性以及學科型的工作坊、研習（文 1-2；訪 T2_20130501-03），以增加學校成員

變革的知能與動能。 

(二)提供協助與支持 

課程研發是一項重大任務，其增加的工作負擔與資源的消耗，可謂是相當

龐大。將來可望透過各處室的相互協助、行政與教學的相互配合，讓課程發展

任務能順利進行，減輕彼此的工作壓力與負擔（訪 A2_20130401-11,12）。另外，

對於資源的提供而言，礙於政策與法令的限制，使得學校較無法彈性運用計畫

經費作為成員的報酬；儘管如此，校長在會議上以及與研究者對談中均表示，

未來不排除和家長會商議給予學校成員適當的獎勵報酬，若此法再不可行，校

長也表明他會在精神的獎勵和鼓勵上作努力（觀 20130509；訪 P1_20130608-

14）。 

(三)給予變革希望以減低不安全感 

為了減輕成員對於變革未知的不確定感，校長和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成員都

很努力在構想讓學校成員安心的因應策略，如 A2 主任就說： 

可是讓老師安心這件事情，校長和我們都很努力在做，校長就有在會議上，有很

清楚地宣示，不會有任何一個老師，因為這樣的改變沒有工作、沒有書可以

教，…所以有一些基本上希望老師們安心，一起來因應這樣變革的一些策略是有

的（訪 A2_20130401-19） 

而校長又更進一步地提到目前已發想出的因應策略： 

怎麼樣讓它﹝不安全感﹞降到最低，…比如說：我們在規劃這件事情的周延度上

面的思考，就要更 organize，這個結構就要…更嚴謹；然後那個 support system 要

出來，然後我們怎麼樣讓大學的力量在這個部分可以發揮功能，學校內部的支

援…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用 PLC 的概念來做（訪 P1_20130206-29） 

也就是說，學校在規劃特色課程相關措施上，要更加有系統化地建立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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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連結與支援，使學校成員在發展特色課程的過程中，減少其無所適從感。

其次，在課程研發時，也提供外部專家及學科專業學習社群的交流與支援，以

確保其課程規劃方向與策略正確無誤，避免捨棄辛苦設計的課程沉澱成本。 

(四)瞭解、暫擱與包容成員抗力問題 

要讓學校變革能夠永續發展，便須瞭解成員抗拒變革的原因，能夠解決的

就先化解，不能化解者則可以先暫擱，待研擬更周全的因應策略（訪

T5_20130409-25），抑或是如 A2 主任所描述的方法： 

校長在這個地方，他還滿能夠換個觀點來想，或者是先從別的方向進行，回過頭

來，搞不好原來的問題也能一併解決（訪 A2_20130401-08） 

然而，一個變革的過程中，勢必不會全部的人都支持組織改革，若無法引

領其認同或改變的話，則也須包容及保留彈性空間予他們（訪 T5_20130409-

25），而盡量不要使用如文獻所歸結的強制與威嚇策略。否則，運用不得當可能

還會為學校掀起更大的駭浪。 

 

貳、困難、挑戰與展望 

以下茲就新世紀高中革新課程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以及對學校發展特色

課程的展望作描繪： 

一、困難與挑戰 

目前，新世紀高中仍在進行學校特色課程的改革，所以課程發展依然處在

摸索階段，尚有許多規劃不周全之處。惟這當中充斥著許多困難與挑戰，由於

為了系統性地說明新世紀高中目前或未來所遭遇的矛盾，故便借用系統取向的

組織變革理論中，人員、結構與技術層面的討論，以下茲就此三層面的困難與

挑戰作描述： 

(一)人員層面 

針對人員層面的問題，以下茲就新觀念價值的衝擊以及課程需求的擔憂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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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觀念價值的衝擊 

新世紀高中在整個發展特色課程的歷程中，引進一些新興教育理念與方法，

包括逆向課程設計（UbD)、設計思考、學習共同體與差異化教學等觀念，對於

擁有多年教學現場實務經驗教師而言，一時間要其調整內化已久的觀念與教學

方法，似乎不是那麼容易（訪 A1_20130322-16；訪 T3_20130430-06；訪

T6_20130514-14），就如同 T5 老師所述： 

當引進新的技術時，…因為我原來也不錯啊…那我為什麼要改變呢…而且你可能

要很大的說服力，證明說這個東西進來之後，會讓你原來的東西更好，而不是否

定你原來的東西…，而是更豐富，或是多一種可能性，但是操作不當，就會變成

是好像是要取代或否定你原來的東西，我想這個東西也是未來要特別小心的。

（訪 T5_20130409-22） 

因此，在引進新觀念價值之際，要格外小心操作，除了不能讓教師們過去

的教學方式與理念有被否定的感覺，亦須實際地證明新價值的益處，才能突破

教師們的顧忌與疑慮，願意信仰新價值理念所為學生學習帶來的助益。否則，

只是貿然將價值觀念引入，恐怕教師們不但無法信服，也會群起抗拒。 

2.課程需求的擔憂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最終目的都是希望課程能對學生學習有所助益以及能

切合學生學習的需求。研究者訪問 S1 學生有關於學生選課的依據時，通常都環

繞在課程設計是否為其有興趣者或是對於其升學是否有幫助的前提下論述（訪

S1_20130508-02,09,12）。只不過 S1 學生盱衡其他同學的普遍情況，說道： 

就是我們之前在討論也有擔心一個問題是說，萬一學生他到高中階段，他的興趣

還是不明顯，那要怎麼辦？那他要怎麼選這些特色課程（訪 S1_20130508-03） 

同時，其亦擔心家長會干預學生的選課： 

像我覺得光是現在選類組，…，他都會被他爸媽規定說，…，你選擇這個類組，

或是連科系都要干涉的話，那會不會以後甚至連你要不要選特色課程或我要選擇

什麼特色課程，我都被父母干涉呢？而且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其實很大…（訪

S1_20130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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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來看，學生選課不但會考量其內在學習的需求，其選擇還可能會囿限

於自己性向不明確或家長干涉而失去自主選修特色課程的意義，所以未來在引

導學生發現興趣以及協助家長教育價值的轉換上，都可能是學校需要思考抑或

觀念引導的向度。 

(二)結構層面 

新世紀高中變革中所涉及結構層面的困難與挑戰包括政策的限制、資源的

不足或侷限、溝通與協調結構的問題，茲分述如下： 

1.政策的限制 

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過程中，分別提報領先計畫、教育實驗計畫、

特色招生計畫等三項計畫。雖然這三項計畫可以提供學校資源及打破政策法令

的限制，卻也對學校課程的發展產生干擾。原本新世紀高中已規劃好課程發展

的期程，但為了呈報這些計畫，必定須花費額外的時間、心力去符合計畫規定

的格式與要求，因而增加了不少學校成員的工作負擔（訪 A1_20130322-10；訪

A2_20130401-22；訪 T1_20130429-13）；同時，也錯置與壓縮課程發展的時間，

校長就說： 

原來的步驟就是我們把架構架好了，然後就是我們要請各科開始去做細部的發展，

現在變成是我們先把那個計畫先寫出來了，才去發展﹝細部﹞…所以就有點倒過

來…。雖然這些﹝計畫﹞都有關聯性，…，你為了形式上要符合些東西的時候，

你勢必要停下來，…，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的進度有點落後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訪 P1_20130206-10） 

其實，這當中新世紀高中也有跟相關當局商量是否可將有關的計畫併在一

起提報，但相關當局卻以往昔的行政程序也是如此為由，婉拒學校的建議（訪

P1_20130206-09）。因此，在政策難以磋商下，學校仍是須在緊湊的計畫時序裡，

完成特色課程的規劃。只是此時政策方針又不夠明確時，便會使學校成員更加

無所適從與徬徨無措，如 T6 老師表示： 

讓我們比較痛苦的是，特色課程的規劃到底是要什麼樣的取向，…，其實教育部

一直沒有講，所以後來我們根本就是變成是說，不管，我們自己想要○○高中的

課程變成怎樣…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等著，你還沒有方向，我也還不能動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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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等著你給我結果（訪 T6_20130514-23,25） 

並且，若教育政策未入法前，政策方向不斷變動，也會造成學校方面的困

擾與動亂。如在 2013 年 6 月 13 日的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議上，校長即與小組

成員談及，起初教育主管機關係宣達 103 年十二年國教的招生方式為每一招生

區特色招生 75%、免試入學 25%的比例，然而 2013 年 6 月又宣布十二年國教

首年各校免試至少 25%。此消息一出，會議當下氣氛瞬間低靡，教師們亦皆低

著頭靜默不語，研究者推測學校成員大概是對於政策變動的無可奈何而無語

（觀 20130613）。是故，任何改革若不斷面臨政策變動不定的情形，將會使教

育現場的人員對於有關當局的不信任，甚至會對學校變革失去信心，最後只會

對學校革新造成重重的阻礙。 

2.資源的不足或侷限 

隨著學校課程改革的期程愈長，學校成員投入的心力就會愈多。伴隨著本

身就有繁重課務與業務的行政人員而言，工作負荷量真的是不在話下，研究者

在訪談中即深感行政人員所背負重擔的壓力，因而 T5 老師就提到若學校要永

續發展特色課程，便需要有足夠的人力配置。否則，成員的熱心總有一天仍會

燃盡，到時候可能連尋覓擔任行政人員職務者都會有困難（訪 T5_20130409-

20,21）。另一方面，在教學人力上，T3 老師擔憂一旦該科選修人數過多，相對

地開班數會增多，教師人力也勢必須增加（訪 T3_20130430-16）。若人力較多

的大學科都有此困擾，更何況是人力較少的學科，人力欠缺的問題更是難解

（訪 T6_-20130514-03）。 

況且，多編制人力也要有充足的硬體空間供其辦公，開設大課堂及小課堂

規模的課程亦需有足夠的教室設備供學生上課。以目前新世紀高中的教育環境，

家長便疑惑空間設備的問題是否真能解決，如下所述： 

當然規劃這個很好，那我相信如果○○高中今天他的大小有○○大學這麼大，這

個第一個空間可能會解決掉…那你要不要設一個分校，…這樣有可能啊，空間會

多一點…；還有你的設備，…要做科學的東西，比如說化學、生物、物理，這些

東西沒有設備，不可能啊（訪 H1_20130509-04） 

不僅家長有這項疑慮，新世紀高中的校長、主任與教師也都沒有辦法把握

未來學校可以解決教室設備的問題（訪 P1_20130206-14；訪 A3_20130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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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T1_20130429-18；訪 T4_20130516-16）。 

然而，人力編制與空間設備最終仍回歸到經費是否充裕支應的問題。儘管，

一期（三年）領先計畫最多提供各校一千五百萬元，但是對於新世紀高中要發

展全校性規模的特色課程而言，可能仍有經費不敷使用的情形。如 H1 家長在

臺灣某國立大學任教，對於學校現場的問題略有瞭解，故其認為領先計畫提供

的經費依然不足以支持新世紀高中發展課程所需的資源： 

五百萬對我來講，要發展這樣的東西，真的是微乎其微，加一個零或加兩個零，

我都覺得不為過…還有一個問題說，這個經費是不是永續的，也是很重要（訪

H1_20130509-04） 

由此可知，經費可說是特色課程發展的墊腳石，若缺少經費的支援，將會

使特色課程的落實重重受阻，無法達成預期的目標。故目前學校當局除了擁有

領先計劃的資源外，亦試圖從其他管道厚實校務基金（觀 20130418；觀

20130509），以貼補發展課程資金不足之處。 

3.溝通與協調的結構問題 

雖然新世紀高中會藉由例行性會議、任務性會議、自發性會議等向學校成

員宣達特色課程事宜，但仍有缺漏與不完善之處。例如：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會

議的開會訊息不見得會有效地傳遞出去，如 A3 主任所表述的： 

這代表進來，代表性有多大，是有問題的…，像社會科他代表是歷史、地理、公

民，自然科就是物理、化學、生物、地科，他來代表之後，他怎麼樣有效地傳達

到各科去？…，我是覺得中間這樣傳達，…有效度就會減少。…更何況，有沒有

時間這樣傳達，都有點困難。（訪 A3_20130411-03） 

可見該領域科別多的學科，較無法有效地將會議訊息傳遞至每一學科；至

於，該領域只有其一個學科者，也表示無法將所有訊息與學科內每位老師分享、

交流，如 T1 老師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科裡面只有十位以下的老師，…，那訊息的傳達就會很有效率。

但我們老師有 40 位左右，平常大家在教不同的學年，教室也分散在各個不同的

地方，所以我們很難利用共同的時間…，把所有的國文老師都召集起來（訪

T1_201304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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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訊息的傳遞仍會礙於現實的因素，無法讓每位成員都了解相關資訊，

但以新世紀高中頻繁舉行相關會議，已算是很充分提供交流與溝通的管道，所

以學校成員大致都知道學校規劃課程的方向，不過對於細項措施則不一定清楚

（訪 T2_20130501-02）。 

(三)技術層面 

技術層面的困難與挑戰主要包括課程定位與實施的窒礙、課程調配的困難、

開課模式的問題、教學方法的挑戰，茲分述如下： 

1.課程定位與實施的窒礙 

未來新世紀高中將規劃實施 a、b 與 c 類型的課程，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使其能夠適性學習及激發其多元智慧。不過，學校目前尚未將每個課程的內涵

建構詳細，教師們對於課程類型的解讀與操作就有可能不同，所以校長擔憂地

說： 

我們這個課程所謂的 a、b 或者是 c 課程，…，可能每個人的解讀會不同，或者這

個東西在每個學科解讀會不一樣，它甚至操作方式有可能不一樣，那這個東西對

我們來講，已是未來面臨的一個挑戰，到底是要讓它產生一個多元性？還是要有

一個整合的做法出來？這個東西我們還在嘗試。（訪 P1_20130206-25） 

至於，規劃 a、b 與 c 類型課程的立意固然好，但實際執行可能沒有想像中

的容易。例如：c 類型的卓著課程並非所有的教師均能勝任，A3 主任就說： 

我個人認為有些課根本不可能實施，…，開玩笑，我自己都不會，怎麼請學生去

上那種課啊！因為以我的能力來講，因為奧林匹亞初試還勉勉強強，因為那是高

中稍微進階版，複試就有點超過高中程度。（訪 A3_20130411-18） 

然而，雖然未來新世紀高中可能會商請大學端教授合作開設 c 類型的卓著

課程，但是這勢必又涉及另一個子題─經費的問題。 

同時，家長也對於這些課程於高中階段開設有些許質疑： 

因為你要到奧林匹亞這種東西嘛，…，我看這個都大學高年級的耶！…但是真的

有必要在高中就做這些東西﹝c 課程﹞嗎？…我仍然覺得這個課程太專門。（訪

H1_20130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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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課程設計的想像可以很多元、完善，但是實際的現實因素則可能會

阻礙課程規劃的美意，如何將課程想像落實，有待學校研擬出更詳盡的對策因

應。 

另外，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的規劃多著墨在 b 課程和 c 課程的思考為主，

儘管學校有針對學習成就較低者設計補強課程，但 T2 老師認為學校對於其的

關注仍是不足的： 

其實有一些規劃，我覺得忽略掉程度比較差的學生那一塊。……你有沒有想過高

一、高二有很多學生，他英文考不及格，那有沒有人替這些人設計課程？…大家

focus 在很頂尖的那一塊，但是我覺得這些人也是要想辦法把他們拉起來，或是讓

他們有成就感一點（訪 T2_20130501-07） 

而且，就算設計好完善的補強教學課程，是否會造成學生被標籤化，這也

是很矛盾的問題（訪 T2_20130501-08）。所以，一套制度並無法面面俱到、盡

善盡美，但是當矛盾產生時，應設法將傷害和問題減至最低，以發揮教育積極

作為的精神。 

2.課程調配的困難 

先前，在新世紀高中準備要突破現有課程框架時，時數問題的爭議可謂是

層出不窮，只要是討論議題觸及至時數，就會遭遇到瓶頸，會議便會沒有結論

（訪 A1_20130322-24），如 A2 主任就說： 

他會真的認為依他目前教學的內容，他就應該要有這麼多的節數，不然的話，學

生會學不到那麼程度。…他們也是為小孩好喔，可是就真的會變成在學科本位。

另外是你時數真的會牽動你那科師資的人數，這是工作權的問題…也不容易解決

（訪 A2_20130401-18） 

後來校長在時數方面的確花費很多心力引導，如下所述： 

校長他就必須要去想說，…那我們是不是回過頭來，看學生學習的情況是不是怎

麼樣比較好…那有時候真的走到瓶頸，校長可能會透過一些理念的引導，或是帶

一些小活動，讓他去思考背後的意義。（訪 A2_20130401-09） 

我們就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是把餅做大，…如果我們願意把時數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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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選修的話，按照法令的話，是可以乘 1.5 倍的選修，所以你捐一節課出來，

等於會多 1.5 節課，那當然這 1.5 節課大家來分，所以我們要擔心的是我們上不

了那麼多課，所以說你願意捐出來，你所要擔心的是課太多（訪 P1_20121104-16） 

對於時數的爭議，特色課程推動小組也針對時數問題提出時數規劃草案，

由於時數規劃草案是經由與各學科多次商議後所產出的草案，所以後來提課發

會時，所幸也順利獲得課發會的認可，故時數的爭議可謂是暫告一段落（訪

A1_20130322-17,18）。 

雖然時數問題暫時解決了，但是排配課程的困難，仍是研究者訪談多位老

師們共同的擔憂（訪 T1_20130429-18；訪 T6_20130514-01）。其中，A3 主任便

提到： 

因為我們學校排課非常難排，太多人，然後又有一些學科說這天不能排課、那天

不能排課。…如果說大家都可以排，比較好排嘛！他卡死死，他也卡死死的，大

家都卡死死的，那怎麼互相配合呢？（訪 A3_20130411-27） 

故校長就提及儘管現在大家都接受時數的問題，但是因為排配課的問題，

學校在規劃特色課程時，仍須保守地去做改變，畢竟課綱給予學校的彈性實在

不大，所以學校也無法做大幅度的改變（訪 P1_20130206-11）。 

3.開課模式的問題 

為了要讓 2014 年特色課程能順利地施行，新世紀高中已於 2013 年 6 月初

先行請校內學生進行課程預選作業，以作為下半學期高一學生可能選課的志願

序及開課能量之參考；並且其將於 2013 年 9 月起，於高一開設 14 門 b 類型的

選修課程，進行課程的試辦。 

在 2013 年 6 月 21 日的會議中，特色課程推動小組有將先前讓學生進行預

選課程的志願序比例作分析。當時，根據調查結果，排列第一志願序的學科便

表示其無法負荷這麼多學生的開課需求，但校長也建議若能用兩個班群、兩個

時段的排課方式，或許就可解決同一時間沒有那麼多人力可以開設如此多班級

的困擾。不過，當下該名學科代表則表明尚須回去與學科主席商量，畢竟這會

牽動教師們的負擔與工作量問題，所以開課能量問題目前仍未解決（觀

2013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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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先前研究者訪問該名學科代表時，其就表示學校應引導其他領域需

開出數量多的選修課程，否則就會發生如同上述的爭議問題（訪 T3_20130430-

17）。並且，學生也表示依據學校過去辦理非升選修課程的經驗，可供選修的課

程數量太少，以致於無法盡如人意的修習到自己有興趣的課程（訪

S1_20130508-04），而教師們也同樣地認為一旦課程非為學生有興趣者，學生可

能在課堂上便會較不容易融入與配合，教師的教學成就感也會因而減低（觀

20130621）。 

爰此，開課模式的問題仍有待後續的商榷，期待未來新世紀高中能滾動出

一套學校成員均能認同的開課機制。 

4.教學方法的挑戰 

雖然新世紀高中引進 UbD、學習共同體等相當多教學上的新觀念，由於尚

未落實，所以教師們對於未來實施的困難亦無法獲知。不過，日後十二年國教

的實施，學生有由特色招生入學的，也有由免試管道進校就讀的，如此學生學

習成就的差異，教師們即憂心能否真能顧全所有學生，依其個別差異及需求，

彈性調整教學內容、進度和評量方式，誠如 T2 老師所說：  

我們大家都很憂心，十二年國教之後，學生程度…甚至兩極化。…比方說，你上

小說、你上字彙，你可以上很難，也可以上很簡單，可是當一個班裡面，它有一

些是程度很好、程度不好，你怎麼去帶，那就是老師是非常辛苦的。（訪

T2_20130501-06） 

況且，新世紀高中的學生人數約莫多達三千七百人（訪 S1_20130508-10），

若此時一個班級的師生比過高，教師一人是否真能透過差異化教學，符應所有

學生的學習需求，這也是值得深思與再商榷的。 

二、展望 

對於未來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的發展，學校成員仍有許多期待和想望，故

以下茲就課程、教師與學生方面的展望作論述： 

(一)課程方面 

由於現行課程科目相當多，所以先前新世紀高中就有嘗試做課程整併，以



142 
 

期能透過課程的整併，達到減少課程科目的目的，進而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

不過，課程整併實在涉及太多組織結構、技術、人員等層面的改變，以致於實

施起來困難重重，故 A1 秘書期待日後學校課程整併的調整方向： 

這說不定開始做了之後，老師又發現好像也還好，沒那麼危險，然後大家就可以

在尋求不同的合作方式，所以到時候搞不好兩三科的跨科整合，而不是那種全校

擠出相同的時間，讓所有學科去開課的那種狀況，可能從兩三科的科際整合去釋

放時數，就慢慢地變得可行。（訪 A1_20130322-25） 

對於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抱有期待與理想固然是好，但 T3 老師也表示在落

實特色課程之際，仍要步步為營、小心謹慎處理每個課程規劃的環節與措施，

方能穩定課程變革的步調與力量（訪 T3_20130430-19）。 

(二)教師方面 

行政是手段，教學才是學校教育之目的，故行政應協助教師達成教學目標，

才不會造成教育的手段與目的之置換。雖然目前，新世紀高中的課程領導權仍

多落在行政人員身上，但未來課程領導權則應回歸至教師身上，由教師主導課

程的發展方向，方能使學校課程變革永續發展。 

其實，在研究者擔任助理工作的會議上，亦有聽聞校長向教師們宣達「教

師才是課程領導者」的這項觀點，可知校長對於課程的領導權也是相當授權、

開放的，而教師似乎也漸漸體認到這樣的關鍵： 

行政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提供一個機會，或者是在前面開闢

一條道路而已，讓我們這邊的水、能量，可以宣發出去，這是我對特色課程的期

待（訪 T1_20130429-18） 

是故，將來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應弱化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角色，同時，

將課程的主導權漸轉移至學科教師手上，儘管 T5 老師表示這樣的轉變可能還

須待一、兩年的時間轉換（訪 T5_20130409-17），但從研究者的訪談觀察中，

發現那個氛圍已開始在發酵，如 T6 老師所描述教師會辦理的座談會情形便可

觀之： 

這次﹝我愛新世紀高中座談會﹞其實我比較想要說弱化那個行政的角色，讓教師

過來做這件事，我就是告訴你外面的環境現在變成什麼樣，那你希望我們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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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成怎麼樣，那其實是大家可以決定的。（訪 T6_20130514-10） 

(三)學生方面 

學生為教室的主角、學校教育的核心，任何的課程設計及教學規劃皆應先

以學生學習的角度出發，儘管課程研發的過程極為辛苦，但能對學生學習產生

效益，一切都會是值得努力的（訪 A1_20130322-29）。 

然而，未來國中畢業生將透過免試和特色招生等升選管道入學，屆時學生

學習成就的差異可能會因而拉大。因此，在特色課程設計上，便須全面關照到

每一位學生的學習需求及個別差異（訪 T4_20130516-16），如 T2 老師所期待的： 

我覺得可以更全面的照顧到每一個學生，就像我剛講的，你頂尖要照顧，也要照

顧程度比較差的，我也希望為他們設計一些課程。（訪 T2_20130501-07） 

另外，學生也提及若能建立學校與學生間良好的溝通橋樑，將能使特色課

程的規劃更貼近學生的學習需求與興趣（訪 S1_20130508-13），讓學校教育真

正回歸以學生為主體的思考。 

根據研究者觀察，新世紀高中的成員在思考課程教學時，已做到以學生為

主體的思考，但這樣的價值尚待進一步地落實，而誠如學生建議的，建立學生

與學校間的溝通網絡可能是有必要的，如此方能貼近學生的內心，規劃出符合

學生學習需求的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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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反思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的變革經驗，試圖從中去挖

掘新世紀高中改革課程所歷經的變革階段，並分析學校成員變革的意願與抗拒

原因，以穩固學校變革的力量，最後再探究現行學校革新的困難與挑戰，作為

往後新世紀高中以及他校同在發展特色課程者的變革省思與參考。因此，為了

探求上述的研究目的，研究者透過文獻瞭解相關理論的依據後，即進入研究場

域蒐集資料，進行理論與實務的對話，接著則將研究者於文件、觀察與訪談中

的獲知，對應研究問題，將研究發現訴諸於文字描述，進而描寫出本研究的結

論、反思及建議。故本章分為兩小節作敘寫，第一節主要是扼要摘述研究者的

研究發現，並回應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問題；第二節是針對本研究的研究結果、

限制等進行反思；第三節則是進一步提出對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及後續研究之

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經由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分析的相互對照，發現學校雖是以發展校本特色

課程為軸心，但歷程中卻是處處涉及組織變革的概念。是以，學校欲發展特色

課程，組織成員卻不願革新與改變，一切就只能流於理想與空談；不過，若學

校組織產生變革的動力，將有助於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故本研究將此兩者課

題作揉合，探討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時，學校組織發生質變的歷程與情形，

以作為教育主管機關施政及他校發展課程的參考。以下茲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歸納出五項結論： 

壹、透過校長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藍圖形塑，確立學校

變革方向與願景。 

為了推展學校課程變革，僅仰賴校長及行政人員的努力是無法促成的，故

勢必要匯集更多的變革推動者，方能促進變革目標的達成。因此，新世紀高中

在進行課程改革之初，即由校長先邀集六位教師與三位行政人員，組成十人的

特色課程推動小組，共同規劃與發想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藍圖。後來，為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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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意見更為多元、整全，便陸續邀請校務發展委員及學科代表加入，逐漸擴

大變革的參與圈，凝聚更多人的變革共識。 

然而，在構築學校革新圖像與形成共識的歷程中，校長就像是握緊方向盤

的司機，引領學校改革不致偏離軌道，特色課程推動小組則若車體的輪子，不

斷帶領學校成員向前滾動，啟動其對於願景的想像，進而開闢出一條學校改革

的希望之路。是以，藉由校長的變革領導及推動小組的變革擁護，逐漸將新世

紀高中的變革方向與願景確立，同時亦花費三個月的時間，詮釋學校願景與未

來特色課程架構的關係，希冀學校變革目標能有效內嵌於教師的教學信念與價

值中，以引導成員做出變革的決心與承諾。在研究者的觀察下，即發現新世紀

高中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成員多懷抱「奉獻、投入或真正遵從」和「適度遵從」

的願景態度，若日後能持續將這兩種願景態度擴及與影響至其他成員，必然會

對學校變革產生正向的效益與幫助。 

 

貳、經由例行性、任務性與自發性會議的頻繁交流，引導

成員採取變革行動以及解決各方衝突與意見。 

新世紀高中發展特色課程係朝向做全校性的課程革新為宏圖，若僅有特色

課程推動小組和少部分成員瞭解相關課程進展的訊息，將難以將此理想施展與

落實，只是流於少數人的簇擁而已。故為將學校特色課程發展資訊傳遞出去，

新世紀高中提供許多平台與機會供成員交流，根據研究者的調查發現，目前為

止，新世紀高中為了宣達與溝通特色課程相關事宜，已召開了11場例行性會議、

41場任務性會議，自發性會議的舉行與成員私下的交流更是不計其數，顯見其

不遺餘力地將課程發展做到全校性規模的企圖。其中，例行性會議主要是將課

程規劃和相關舉措合法化，讓後續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得到法源的依據及成員

的認可；任務性會議與自發性會議則是變革願景傳遞的良好機會，促使成員被

學校的變革願景打動，進而加入學校課程興革的行列。 

經過如此頻繁的互動與磋商下，許多變革困難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化解。也

就是說，當學校組織變革遭遇問題與衝突時，通常在會議上即會被充分討論，

所以有些變革矛盾便會在會議中化解，使興革的阻礙與困難被解決或被降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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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於後續學校課程與組織變革的進行。此外，在多次會議交流下，學校即

在人員層面、結構層面及技術層面有較為顯著的變化。然而，由於研究者離開

研究場域時，新世紀高中尚未完成課程發展的歷程，故其改變仍在發生當中，

礙於研究限制，研究者僅將於研究現場所蒐集的資料作描繪。 

 

參、針對特色課程規劃與實施情形進行成效評估與改進。 

對於新世紀高中所發展的特色課程構想，平時便有藉由特色課程推動小組

於會議上的溝通與對話，進行課程的修正與檢核。不過，為了讓學校特色課程

的評核更具專業性與公信力，即由特色課程推動小組內部再行組成課程審查評

鑑小組，負責規劃未來課程審查與評鑑事宜。起初，由課程審查評鑑小組參酌

相關資料，設計出初步的課程審查與評鑑指標後，再邀請臺灣某國立大學師培

中心進入學校現場，協助指標的修訂以及檢核特色課程的規劃與實施成效。截

至2013年6月，新世紀高中仍在研商與調整「特色課程審查及評鑑實施計畫草案」

的策畫，預計將於2013年下半學期課程試辦時實施。 

 

肆、鞏固學校變革動力因素，減低與因應成員的抗力因素。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新世紀高中啟動成員特色課程改革的動力關鍵，外在

關鍵係在於社會的趨勢與變遷、政策法令的頒布與實施等因素的驅動；內部關

鍵則在於職務與責任的使然、使命與期望的驅力、立基於學生學習的著想、專

業成長的促進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學校革新得以順利推展。 

不過，由於學校成員的願景態度不一致，不見得每個成員都支持學校特色

課程的變革，因此，成員也可能會對學校革新產生抗力。如此抗力的原因在組

織方面包括非正式組織的抗衡、資源的限制、激勵系統的缺乏等因素；個人方

面則有慣性的反彈、未知的恐懼、權力與利益的威脅等因素。對於上列成員抗

拒變革的原因，不可等閒視之，而應是採積極作為實施教育訓練與研習、提供

協助與支持、給予變革希望，或是實際瞭解、暫擱與包容成員抗力問題，方能

有效削弱及應對成員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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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尚待解決人員面、結構面、技術面

的困難與挑戰。 

新世紀高中的特色課程發展至今，儘管學校變革的步伐不斷地趨前，但由

於此課程發展係一研發與滾動的歷程，免不了有許多在人員面、結構面及技術

面的矛盾。詳細言之，就人員方面而論，學校成員不一定會接受新教育理念與

方法的價值，另一方面，教師們會擔憂開設的特色課程不夠吸引學生目光，學

生也對這些課程是否能符合其學習需求感到擔心；就結構方面而論，礙於政策

彈性的限制、資源的缺乏與拘限、訊息傳遞的效能等問題，則無法游刃有餘地

處理課程發展事宜；就技術方面而論，學校特色課程類型的定位不明確，課程

的困難度也招致其他學校成員質疑開課的可行性，其次，排配課與未來開課模

式也是目前尚在研商的問題，且面對學生成就的差異化，教師們也對能否顧及

全體學生的學習需求與風格深感憂心。爰此，上述的困難與挑戰均待日後持續

淬鍊與砥礪，期冀新世紀高中能愈挫愈勇，從矛盾中找出變革希望，使學校特

色課程發展更為順遂，進而對學生學習產生助益。 

 

 

第二節 反思 

本研究運用的理論依據主要係以過程取向的組織變革理論為主、系統取向

變革理論為輔，雖然選擇這兩個理論來刻劃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發展的變革歷

程，尚有理論上的缺漏與不足處，但在研究者進行前導研究之際，第一次訪談

校長就發現過程取向的解凍、改變及復凍的階段與步驟滿能描繪新世紀高中變

革中的關鍵，且系統取向的人員、結構與技術也的確能解釋新世紀高中的改革

情形。是以，即使已預知研究歷程僅實行半年，以致無法研討出整個改變的過

程，不過，由於學校組織變革開端，有很多因素與變化會相繼出現，值得進入

現場觀察動態複雜的經過。後來研究者實際進入研究現場，經由參與多次會議

後，察知到組織改變的很多要素，會讓原本理論的線性產生許多小迴路，這些

小迴路須透過更深入地去捕捉，才能修正線性歷程理論，只是礙於研究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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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不足，無法全然地描劃出學校整個改變階段，也較難對其作厚實的描述，

故後續研究相關學校組織變革課題時，宜努力對整個興革的歷程作探究。 

此外，由於新世紀高中仍處於課程改革藍圖規劃期，故家長和學生的參與

相對較少，所以很難從中尋找到合適的訪談者，故此研究僅是大致闡述另外兩

種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代表性可能仍為不足。同時，在擇取新世紀高中教師為

訪談對象時，非核心團隊的教師也受限於研究者時間、人力等限制，無法做深

入訪談，再加上新世紀高中特色課程推動計畫目前只是初步的運行階段，還沒

有真正達至改變的階段，即使去訪談其他教師，其能述說的也非常有限。爰此，

本研究敘寫的方式，幾乎是由核心團隊的觀點著墨，形構出新世紀高中的變革

故事。職是故，後續相關研究宜延長研究時間、廣納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以完

整呈現個案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的組織變革歷程。 

 

 

第三節 建議 

基於前述的研究結論，本節茲針對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的組織變革歷程，提

出相關建議；同時，亦依據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對後續研究提供相關建議，如

下： 

壹、對學校之建議 

十二年國教鼓勵學校創新辦學特色、發展特色課程，故為了提供其他學校

進行課程變革的參考，僅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發現，扼要羅列五項建議，分別為

成立變革核心團隊、確立學校變革方向與願景、規劃多元溝通管道及增能活動、

廣募經費以厚實校務基金，以下將詳述之： 

一、成立學校的變革領導與核心團隊 

學校變革惟賴校長一人的力量，恐怕無法有效延續學校變革的進行，但若

能成立變革核心團隊，對學校推展改革勢必會有幫助。從本研究新世紀高中組

成變革核心團隊的經驗來看，起初團隊宜為十位以內的成員組成為原則，待成

員共識相對一致後，再廣邀其他的學校成員加入，以逐步推動學校革新。因此，

學校在進行特色課程發展時，校長應有明確的變革領導藍圖與策略，引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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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變革及建立變革核心團隊，再視團隊氣氛及其他成員對於變革的反應、意

願，適時的擴大團隊參與圈，讓更多利害關係人的聲音和意見可以被聽見。 

二、確立學校變革方向與願景 

一個學校的方向和願景係為學校成員共同所信守的信念與價值，在變革過

程中，若能呈現學校興革的明確方向與願景，將能使成員懷有理想，並據以執

行變革任務。根據研究者對於新世紀高中的觀察，校長一開始便帶領成員對於

變革方向與願景作想像，經由核心團隊多次磋商產出的方向和願景，便作為教

師們在規劃特色課程的憑據。爰此，學校發展特色課程時，亦可仿效新世紀高

中將變革的願景方向與課程規劃作結合，以使學校特色課程發展方向有所依循，

不致偏離變革的藍圖外。 

三、規劃多元溝通管道及增能活動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勢必會涉及到人員信念、組織結構、技術等方面的改變，

當中，倘若沒有提供宣導變革的管道、溝通交流的機會、改變技術的增能活動，

必定會使學校教師對於革新感到不安或繼續持有舊理念教育學生。是故，學校

在執行課程革新的任務時，應安排頻繁交流的平台、增加增能研習活動，甚至

是安排向外取經去學習實施卓著學校的經驗，以增進學校成員課程改革所需的

能力、轉動組織結構及改變成員信念。 

四、廣募經費以厚實校務基金 

教育經費係學校變革與發展的必需品，要有足夠的人力支持、空間設備等

教育條件，皆有賴充足的經費才能達成教育適足性的目標。根據研究結果發現，

新世紀高中雖有領先計畫經費支援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但是其經費的支用有許

多限制以及其經費並非永續提供，所以學校勢必要另外找尋一條籌措課程發展

資源之路，方為治本之道。爰此，學校若欲進行大規模的變革活動，必定需向

社會大眾、企業、校友等人廣募資金，厚實學校校務基金，以能彈性運用於學

校各項變革舉措中。 

 

貳、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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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後續研究相關主題者，提供延長研究時間以刻劃學校變革全貌、廣納

更多研究對象意見、採用質量並行的研究方法、增列校長領導與學習型組織研

究主題之建議，現分述如下： 

一、延長研究時間以刻劃學校變革全貌 

由於研究者正式進入研究場域為2012年2月~2013年6月期間，而新世紀高中

係於2011年10月即啟動變革的動能，期間已歷經延攬利害關係人的加入、變革

方向確立及願景的建立等階段；至若研究者退出研究現場的6月後，新世紀高中

仍不斷蛻變，並且也將落實課程審查與評鑑計畫。然而，先前研究者無參與的

學校轉變的過程，尚可透過文件分析和訪談等方式，重建當時改革的脈絡情境，

但對於新世紀高中後期的發展，因研究者個人研究期程與生涯規劃之考量，無

法參與後續學校革新發展的研究，以致於無法詳盡呈現新世紀高中變革的歷程。

因此，目前本研究僅能探討至組織變革的設計與改變初端，至於變革實施中和

實施後的調整復凍，本研究則無法深入觸及與討論，故建議後續研究宜延長研

究觀察的時間，以描繪出學校變革發展的完整全貌。 

二、廣納更多研究對象意見 

礙於研究人力、時間等限制，本研究僅就新世紀高中具有受訪意願的特色

課程推動小組10位成員、家長及學生進行研究訪談。其中，此10位特色課程推

動小組成員有從頭參與至今者可以敘述完整的學校變革故事，同時也有後續加

入者，能較貼近學校其他成員的想法，描繪學校變革的抗力原因與實施改革的

矛盾。不過，其實其他家長、學生以及非參與特色課程推動小組的學校成員之

想法也很重要。若能廣納這些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方可獲知學校規畫的願景和

變革策略是否周延，且定能增加研究的真實性與精采度。故研究者建議未來研

究相關主題者，除邀請變革推動小組的成員參與研究外，亦可對於未參與變革

小組的成員作訪談，以更為如實地呈現學校變革情形。 

三、採用質量並行的研究方法 

過去研究多是以量化方法探討學校變革相關課題，本研究為了深描個案學

校於發展特色課程時所涉及的組織變革歷程，即選擇質性的個案研究方法，蒐

集訪談、觀察與文件等資料撰寫成文，以深掘成員對於學校革新的態度與想法。

不過，倘若能在質性的研究基礎下，輔以量化問卷調查，蒐羅全校師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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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議，將能使質化資料與量化資料相互佐證，增添研究論文的深入性外，同

時亦擴展學校變革故事的視角與內容。 

四、深入與組織變革理論作對話和修正 

組織變革是一門廣而深的學問，絕對不僅於研究者所闡述的過程與系統取

向組織變革理論，並且研究者在研究場域也發現組織變革歷程中的複雜和變化，

理論當中的簡單原則不見得能真正捕捉組織改變情形，加上理論脈絡和文化上

的不同，本研究礙於只研究至新世紀高中的改變初端，所以僅能對於組織變革

理論作微幅、粗略的調整，而無法深入處理到理論細節的修正。職是故，建議

後續研究者若能參與個案學校課程發展的整個變革歷程，即可更為真確地對原

來的組織變革理論作進一步地對話與討論。 

五、增列校長領導的研究主題 

本研究主要是聚焦於學校組織變革的歷程及其影響因素的討論研究者在研

究探索的過程中，也發現新世紀高中的校長有豐富的願景領導、課程領導與變

革領導經驗，這樣的領導力對於學校組織的興革發展至關重要，但卻因研究者

的能力與時間等限制，無法另外加添研究主題而稍嫌可惜，故後續研究若為探

討學校組織革新的相關主題，亦可研擬增列校長領導主題，增加研究主題的豐

富性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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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               

 您好，我是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的學生─徐新雅，目前在

陳佩英教授的指導下，正著手於畢業論文的研究，研究的主題為「一所高中特

色課程發展之組織變革歷程研究」，主要是欲了解貴校如何研發特色課程，以及

在發展特色課程中所面臨的組織變革過程與影響因素。由於聽聞您於貴校發展

特色課程中，有豐富的參與經驗，因此，新雅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本研究的研討，

在您分享寶貴經歷前，宜先告知您本研究的進行方式，如下： 

一、研究目的：瞭解學校如何研發特色課程，以及在發展特色課程中所面臨的

組織變革過程與影響因素。 

二、研究用途：純粹為學術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三、研究程序：採個別訪談方式，訪談時間一次約莫 60 分鐘至 90 分鐘。為求

訪談資料的可信度與真實性，希冀您能同意在訪談過程中採錄音的方式進

行。在此當中，若感到不適或不願表露想法時，您有權利選擇保留或隨時

退出本研究。 

四、保密處理：訪談的錄音內容僅作為分析、編碼資料之用。基於保護受訪者

的緣故，您的姓名及服務學校於論文中一律隱匿、化名，並且對於錄音與

訪談資料均會作妥善的保管，絕不對外洩漏或移作他用。 

若您對本研究尚有任何意見與疑惑，歡迎隨時提供給新雅，非常感激您對

於本研究的參與及貢獻。敬祝  順心 

                                    研究參與者：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學生  徐新雅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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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壹、 教師與行政人員版 

一、請問您在貴校服務幾年 ?請問您在貴校擔任過哪些職務 ?目前的職務為何 ? 

二、就您所知，貴校發展特色課程的特色為何？學校實施特色課程的具體內容

為何? 

三、您認為學校最初要做課程改革的初衷為何？您有沒有認知到學校應該改變？

如果不改變會如何？ 

四、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初，學校領導者是否已經有明確的藍圖？是否明確知

道如何帶領學校老師要做什麼改變？要如何改變？ 

五、有什麼外部及內部原因促使您參與發展特色課程的改革？您在這裡面的角

色為何？ 

六、如何組成特色課程規劃小組？特色課程規劃小組的角色與功能為何？如何

運作？目前的運作情形如何？ 

七、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願景是如何形成的？學校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和學校

同仁討論並形成共識？這樣的過程約莫花了多少時間？過程是如何？ 

八、核心規劃小組的特色課程發展與規劃，透過什麼樣的機會或平台與其他學

校成員宣導、溝通？交流的頻率為何？ 

九、學校成員投入學校特色課程的規劃情形如何？核心規劃小組如何引發學校

同仁願意投入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十、特色課程是否有涉及到組織結構(組織型態、權力)之調整？哪些確實調整？

哪些較難調整，原因為何？ 

十一、特色課程的改革是否有調整到技術面向(課程、教學)？需要調整哪些部

分？ 

十二、特色課程的改革是否涉及學校成員價值、信念或觀念的轉變？這些改變

主要是甚麼？ 

十三、特色課程的改革，有沒有對原先學校系統要素（如：結構、技術、人員），

產生衝擊與矛盾的地方？什麼衝擊或矛盾？ 

十四、學校需要哪些其他計畫和協助特色課程發展(如領先計畫、特色招生、實

驗教育等)，這些計畫會不會對原本特色課程規劃造成影響或調整？那些

方向、細節會需要做調整? 

十五、特色課程的改革，學校成員有沒有產生抗拒？抗拒的原因為何？學校是

採取何種方式化解？ 

十六、請問貴校發展特色課程有尋求外界（學術團體、教育主管機關）的協助?

協助那些面向？如何協助？ 

十七、未來有沒有針對學校特色課程的改革，研擬一套可以檢視實施績效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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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及方法？ 

十八、如果有檢核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實施成效的方法，是否會進一步對於缺

失做檢討嗎？如何落實？ 

十九、整體而言，請問您對學校特色課程及其對學校未來發展有何期許? 

 

貳、 家長版 

一、請問您參與學校事務幾年？ 

二、就你所知，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內容為何？請問您認為學校的特色課程計

畫有何價值與重要性？您覺得如何？ 

三、請問您認為特色課程對學校的未來發展是否有幫助？你會給學校什麼樣建

議？ 

四、請問您認為學校目前所面臨重要的挑戰是什麼？您會給學校什麼樣建議？ 

 

壹、學生版 

一、請問您目前就讀幾年級？ 

二、就你所知，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內容為何？與學校未來發展有何關聯？ 

三、您同不同意這樣的改變？為什麼？ 

四、如此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學生學習？如何影響？ 

五、請問您認為學校目前所面臨重要的挑戰是什麼？您會給學校什麼樣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