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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隨著教育行政領導研究典範的轉移，認知取向的課題近年受到許多研究者

的關注，而當教育現場有越來越多女性得以躋身領導一職之時，實徵研究如何

反映女性教育領導者的觀點，而不落入傳統性別本質論的窠臼，則是研究者致

力的焦點。環顧國內當前的教育行政領導研究，以認知取向切入的實徵研究相

當有限；此外，在領導性別研究部份，雖然實徵研究已逐漸納入女性的聲音，

但我們仍需要加入其他的觀點以瞭解女性教育領導者的實際。是以，本研究採

取質性的個案研究取徑，透過訪談法及放聲思考法蒐集資料，探究臺北縣市六

位國中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並以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分析觀點，試圖從後

結構女性主義關切的主體性、位置性、語言與論述、權力、知識與差異，呈現

不同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樣貌。 

綜合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壹、女校長面對問題時，常傾向透過個人詮釋理解問題，並以價值、原則引導

解答程序之進行。 

貳、女校長面對問題時較少提出解決目標，傾向在瞭解問題後提出各種策略因

應，其解答歷程具動態性且有彈性。 

參、女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時，均會知覺她們在解決問題可能出現的限制，並

展現她們正向與負向的情感。 

肆、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的見解略有異同，但最常以溝通作

為問題解決的核心策略。 

伍、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有明顯差異，不過仍有例外的情形。 

陸、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受其主體位置脈絡影響，呈現多元的樣貌。 

柒、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充滿語言與論述、權力與知識的運作。 

捌、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分析觀點能解構教育行政領域傳統男女校領導研究之論

述。 

基於本研究的發現與結論，文末針對校長、學校行政、校長培訓以及未來

研究的提出建議。 

關鍵字：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後結構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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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junior high school female principals’ mental 
operations in problem solving: 

A poststructural feminism analysis view 

Abstract 

Chiu, Yu-Ting 

As paradigm shift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researchers who are 

influenced by this pradigm shift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While the number of female educational leader increases, 

many researchers who have be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representing the viewpoints 

of female educational leaders make efforts to avoid gender essentialism myths in 

their researches. However, in Taiwan, there are only few empirical studies which 

focus on educational leaders’ cognitive operations. Even thoug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female educational leaders made researchers add female’s voice to their 

studies, we should take different pespectives to explore the praxis of female 

educational leaders’ experience. Therefore, six junior high school female principals 

from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ounty were recruited to attend this study for 

investigating their mental operation of problem solving praxis. This study adopted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s the research approach, and employed interview and 

think-aloud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In addition, poststructural feminism which 

emphasizes subjectivity, positionality, language, discourse, power, knowledge, and 

difference were used as the perspective to analyze different female principles’ 

problem solving experiences. The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Female principals inclined to understand problems through their personal 

interpretations. Their own values and principles may guide their problem solving 

processes. 

2. When confronting problems, female principals tend to find out different solutions 

rather than set goals after they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e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is dynamic and flexible. 

3. In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all female principals perceive possible constraints and 

show their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ods when encountering problem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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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though six female principals have different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communication is seen to be one of the core tactics. 

5. There are pro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expert and novice female principals’ 

problem solving praxis, however, with some exceptions. 

6. Female principals’ mental operations which show varieties in problem solving 

praxi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subjectivity and positionality. 

7. Female principal’s problem solving processes are filled with language and 

discourse, power and knowledge. 

8. The discourse of typical gender studie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could be 

deconstructed by poststructural feminism. 

In the end of this thesis,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principals, 

school administration, principal preparation and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female principal, problem solving, mental operations, poststructural 

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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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研究試圖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剖析今日的國中女校長領導實務，透

過觀察、訪談六名不同的個案，以瞭解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內涵，除了

期待增進吾人對教育行政中認知層面的理解，也期待從權力、語言、位置性與

主體性等角度觀看女校長的領導，反省教育領域現存的性別領導研究，理解不

同女校長的教育領導實務。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壹壹壹壹、、、、現今的女性教育領導研究面向有轉化及深化的需要現今的女性教育領導研究面向有轉化及深化的需要現今的女性教育領導研究面向有轉化及深化的需要現今的女性教育領導研究面向有轉化及深化的需要 

在男流（man- stream）社會中，女性長久以來是備受壓抑的群體。不過隨

著西方世界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女性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自主意識日益揚

升，傳統的性別角色分派受到質疑與挑戰，有越來越多女性走出家庭，踏入社

會一展長才（呂寶靜，1999；梁文蓁，2000；潘淑滿，2005）。以教育領域為例，

由於教職具有撫育、照顧的特色，又能同時結合母職、妻職與工作，不僅常被

視為家務（domesticity）的延伸，還被視為是女性的專業，因此向來有許多女

性投入這項行業（潘慧玲，2000；Shakeshaft, 1987）。從我國教育人事的性別結

構就能明顯看到，除了大專院校以外，各級學校的女性教師比例均超過半數以

上（教育部統計處，2008）。然而弔詭的是，這樣「教職女性化」（teaching 

feminization）的情況並不代表教育行政工作就是女人的天下。根據教育部統計

處（2008）公佈的教育類性別指標顯示，九十五學年度國中、小女性校長比例

均約占二成六；到了高中職階段，女性校長的比例減為一成六；而大專院校的

女性校長僅佔 7.4%。雖然擔任領導職務的女性比例已較從前增加，但數據卻也

顯示教育現場中的性別職業隔離問題。1
 

長期以來，教育行政被認為是男性的世界，男女領導者比例相差懸殊的情

形中外皆然（Schmidt, 2002）。儘管如此，Sherman（2005）卻認為我們並不能

                                                

 
1 劉梅君（1999）指出「性別職業隔離」是產職業的就業者中性別分佈失衡的情形，其中又分

「水平隔離」與「垂直隔離」。前者是某些產職業的從業者以特定性別居大多數；後者則是各

職業的不同職階出現性別分佈失衡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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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假定女性對領導一職毫無興趣。事實上，教育領域中的女性之所以會擔任

或不擔任領導者，背後其實都有複雜的因素。只是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當社會

價值觀念日益自由開放，女性得以獲得機會進入男性主導的教育行政體系時，

這些女性領導者的處遇是什麼？在領導的過程中是否遭遇困境或衝突？美國知

名學府－史密斯女子學院（Smith College）創校百年來的首位女校長 Conway

曾表示，自由主義開放的理念對女性進入教育行政體系確實有幫助，但是這樣

並不夠，因為當女性得以進入一個機構（例如：俱樂部、行業、學校、軍事單

位）時，並不代表她們能夠成為正式的會員（何怡穎譯，2002），在女性積極尋

求主體位置、躋身領導階層的同時，還是經常難逃被邊緣化的命運（Schmuck, 

1996）。然而教育行政領域充斥的父權思維並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於是 Conway

進一步指出：「女人需要自己的智識地盤、一個屬於自己的心智國度，一個讓她

們得以立足觀察世界的知識領土」（何怡穎譯，2002）。如同 Conway 所言，從

性別的角度詮釋領導、從女性的視域研究女性能夠更貼切地呈現女性教育領導

者的風貌，這樣的觀點與研究在女性領導者漸增的教育行政領域中顯得更加必

要。 

潘慧玲、梁文蓁、陳宜宣（2000）曾以女性主義觀點分析一九八九年至一

九九八年間的教育領導學位論文，結果發現當時的學位論文多從男性中心觀點

闡釋，儘管有零星數篇的女性教育領導者研究，但研究者在論析女性主管與家

庭時常落入傳統對母職社會期待的窠臼，在資料的分析與詮釋上也較少從社會

建構的性別觀點切入。而時空轉換至今日，當我進入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查

詢之後，發現近十年以校長為研究主題的論文多達八百餘篇，不過著力於性別

或女校長的研究僅有五十四篇，2比例仍不算高。這些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多半

聚焦於女性校長的生涯發展歷程、領導特質與行為及領導的風格型態，在研究

取徑上則以質性研究較多。從這些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到近十年來教育領導研

究對女性個別經驗的關注，這些研究結果也的確對我們理解教育現場中的女性

領導者相當有幫助。然而，當我們逐漸瞭解女性領導者的生命故事後，女性教

育領導研究還需要加入什麼樣的觀點？針對這樣的問題，Shakeshaft（1989）的

研究似乎可以為我們帶來一些參考。Shakeshaft 曾將教育行政領域中的女性研

究分為六大階段，並指出大部分的女性研究經常聚焦於前三階段，即以調查研

究的方式瞭解女性在行政領域中的數量、職位與特質，對於第四階段以後的「女

                                                

 
2 在第二章第二節中將對這五十四篇的國內校長性別實徵研究進行整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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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個別經驗」、「對於教育行政理論的挑戰」及「重塑理論中的男女經驗」等研

究則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以這樣的論點來檢視我國女性教育領導學位論文的

主題，我們可以發現近十年來的學位論文研究已有逐漸走向探尋女性個別經驗

的趨勢，雖然 Shakeshaft 的西方觀點不一定與國內研究趨勢完全相符，但清楚

的是，瞭解女性的領導特質與生命故事並不是女性教育領導研究的終點，在這

個領域之中仍有許多課題等待吾人研究。職是之故，本研究將以後結構女性主

義的觀點出發，深入地探悉女校長在解決領導實際問題時的心智運作，希望能

夠展現女校長在生命故事、生涯發展或是領導風格與特質等研究課題以外的樣

貌，期待她們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經驗與價值信念作為未來欲投身教育領導

工作的女性參考。 

貳貳貳貳、、、、領導認知取向中的問題解決心智領導認知取向中的問題解決心智領導認知取向中的問題解決心智領導認知取向中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運作運作運作有探究的價值有探究的價值有探究的價值有探究的價值 

所謂「有什麼樣的校長，就有什麼樣的學校」，教育領導者就好比船之定

錨（anchors），能在變動的時局中指引方向（Hoy & Miskel, 2001），一所學校如

果沒有優質的領導，所有的組織發展目標將可能淪為紙上談兵（Leithwood, 

2005），由此可見領導者對教育行政工作的影響。也因為如此，領導一直是教育

行政研究的核心課題（王博弘、林清達，2006）。近百年來，學者專家一直致力

於校長領導研究，然而隨著時代背景脈絡的變遷，領導研究的典範（paradigm）

也需要跟著轉移（Cheng, 2002）。我們可以發現教育行政理論從早期的特質論、

行為論、權變論到新興的願景領導、催化領導、道德領導與轉型領導等（謝文

全，2004），典範與理論的轉移不僅影響研究者的思維，也實際反映在研究關注

的焦點。誠然，典範與理論的演進著實豐厚研究的產出，不過 Begley（1996）

也指出教育行政領域長期忽略領導者價值信念，而這類認知取向的心智運作研

究卻是理解當今學校領導實務的關鍵之一（Leithwood, Begley & Cousins, 

1992）。究竟教育現場中的校長在想什麼？校長抱持著什麼樣的價值信念？校長

的價值信念如何運作？又會對領導工作產生什麼影響？這些問題似乎仍有探尋

的意義。 

Cheng（2002）認為在變動不居的今日，吾人需要從個人、群體、學校的

層級和情感、行為與認知的面向來重構學校領導的概念。這種多元層級、面向

的分類若與環境背景脈絡交錯互動，其產生的結果除了能作為研究者探尋研究

課題時的參考，更能豐碩現有的學校領導研究，也能讓我們更整全地瞭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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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實際。隨著 Senge 的學習型組織理論在學術領域的發酵（郭進隆譯，1994），

心智模式（mental model）3成為領導認知取向的熱門研究課題之一，而教育現

場中的校長每天必須處理來自校園內外在的各種問題，校長如何面對問題、解

決問題的確值得吾人關注（Law & Walker, 2005）。國外學者 Ruff 與 Shoho（2005: 

556）曾指出校長的信念、價值與問題解決歷程等課題是近來領導認知取向研究

中備受矚目的焦點，由此可知領導認知取向中的研究課題相當多元。 

然而以國內近十年的校長領導學位論文來看，專文探討校長價值、信念的

研究仍相當缺乏，僅有零星八篇，4且其發表時間均在二○○二年之後，由此可

見國內當前的認知取向的教育領導研究仍有發展的空間。另外，就教育行政領

域中的問題解決實徵研究來看，雖然近十年以問題解決為主題的學位研究有兩

百七十二篇，其中教育類的問題解決學位論文已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三，5但絕大

部分的研究對象只聚焦於學生，僅有五篇學位論文以教師為研究對象。截至目

前為止，僅有吳彥男（2008）的「國民小學初任校長學校經營問題與解決策略

之研究」係針對教育領導者進行探討。雖然作者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初任校

長在經營學校的實際情形，但文中強調的是校長的「學校經營問題與解決」，並

未特別以認知的角度切入，深入地探悉校長在面對問題時的心智運作，這個部

份對於吾人瞭解教育領導實務的認知面向仍相當有限。若不以論文題目作為搜

尋條件的限制，改將「問題解決」作為關鍵字查詢，結果發現與教育行政領域

                                                

 
3 儘管各家學者對「心智模式」的定義不盡相同，但大體而言，心智模式是人們隱微不察卻又

根深蒂固的假定（assumptions），它來自個人過去的經驗或期望，並以隱喻（metaphors）、圖畫

（pictures）或是意象（images）等形式出現，以此影響人們的價值（values）、信念（beliefs）、

行動（actions）和對這個世界的理解（Hill & Levenhagen, 1995: 1059 ; Senge, 2006: 8; Van Boven 

& Thompson, 2003: 388; Westbrook, 2006: 565）。本研究探究的焦點在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

作，這是因為就前述的定義來看，如果我僅探究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模式，可能會花大部分的

篇幅探討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假定的形成背景，這樣一來可能會限制吾人對於校長思考運

作的理解。假若將探究焦點放在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則較能全面探討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的訊

息處理過程以及影響其問題解決的各種因素。 
4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以「價值」、「信念」與「校長」為關鍵字，交叉查詢結果分別為：

張憲庭（2002）從倫理觀點探討國民小學校長道德與價值領導；侯吉原（2003）一位國民小學

校長的行政信念、行政問題及因應策略之個案研究；白國華（2005）工作價值觀與領導行為之

相關性研究－以女性國中校長為例；蔡秀香（2005）臺北縣國民中學校長工作價值觀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王映之（2005）國小校長藝術教育信念與行政領導風格之個案研究；王玉華（2005）

國小校長健康控制信念、健康行為與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林和春（2006）國民小學候用校長

行政領導信念與效能感發展歷程─培訓成效及影響因素之分析；席榮維（2006）國民中小學校

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對其工作選擇的影響研究。 
5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中，以「問題解決」為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發現近十年（1999-2008）

以問題解決為研究主題的教育類學位論文有二○八篇，在全部的問題解決學位論文中約佔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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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論文僅有陳偉茹（2006）的「校長之思：透視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之

思考研究」一文。在陳偉茹的論文中，作者整理教學領導的相關文獻後編撰五

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任務，並以口語原案分析法研究校長面對教學領導問題時的

思考歷程。這樣的研究設計對於吾人瞭解教育領導者的認知思考相當有幫助，

不過由於作者僅將研究焦點放在校長的教學領導上，似乎無法全面針對教育領

導者在實務工作中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因此這也是本研究可以進一步著力

探究的地方。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深入探尋教育現場中六名國中女校

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企圖將她們內隱的思維運作展現於外，藉此瞭解女校

長如何思考教育實務問題。唯有釐清「校長在想什麼」以及「校長又是怎麼想」

的問題，才有辦法透視校長的心智運作，進而發展調整既有地認知，改善教育

領導的現況。 

參參參參、、、、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對女性教育領導研究有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對女性教育領導研究有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對女性教育領導研究有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對女性教育領導研究有其其其其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在前文中已談到本研究為何關注女性校長、認知取向的領導研究和問題解

決心智運作的原因。無疑地，認知取向中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將是本研究的探

討要點，但更重要的是，我試圖將本研究定位成一篇關注女性教育領導者自身

經驗、且能提供她們發聲、展現實踐智慧的學位論文。因此，如何反省既存性

別研究迷思，呈現女性教育領導者個殊的風貌，本研究企圖從後結構女性主義

（post-structural feminism）出發，挑戰傳統教育領導性別研究的內涵，觀點透

視女校長領導實際中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位置性（positionality）、語言與

論述（language and discourse）、知識（knowledge）、權力（power）和差異

（difference）。 

後結構女性主義不僅是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一支（Perters & 

Burbules, 2004），亦受到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影響。傳統的女性主

義研究雖然能提升性別、多元與差異的能見度，亦能為邊緣者或沉默者發聲

（Eveline & Booth, 2004），但這類研究往往僅置於結構層面的關注，然這些關

注對女性而言不一定是足夠的，因此吾人仍需要不同的觀點來理解教育現場的

女性，後結構女性主義即是近年來探討女性教育行政實務經常運用的理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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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6後結構女性主義誠如其名，其產生源自於對結構女性主義的批判，是一種

知識生產的模式，亦是對既存社會父權結構、階級特權和女性定位的反省（白

曉紅譯，1994；Eveline & Booth, 2004 ; Gatenby & Hume, 2004）。大體而言，從

後結構女性主義觀點出發進行研究，能夠跳脫性別本質論的迷思，解構傳統二

元對立的男／女、白／黑、理論／實踐、靜默／發聲等刻板印象。而持此論者

不再視「權力」為壓抑的封閉結構，而是動態的勢力抗爭過程。在此過程中，

性別不是唯一的權力軸，而是配合其他的權力軸（如：階級、種族等）一起對

主體自我建構產生影響（林宇玲，2007；潘慧玲，1999）。從這樣的論點來看，

教育現場中女性領導者的所行所思，其實都是透過各種不同權力軸所建構出來

的，當我們以此來剖析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時，我們將能更細膩地瞭解

影響校長為何這麼做的關鍵。 

檢視目前國內的學位論文，以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分析基礎的研究可說是

鳳毛麟角，黃麗英（1993）研究早期電視臺綜藝節目中的性別論述，試圖指出

女性反抗父權的可能與限制；石安如（1995）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探討電

影《伏案天使》（An angle at my table）和《鋼琴師與她的情人》（The piano）中

所蘊含的性別意涵；陳秀慧（1999）則以女性身體及書寫為策略，解構《女神

諭》（Lady Oracle）文本中的二元性別思想；而王雅慧（2005）則在檢視女性及

邊緣化的學生在傳統教育、女性主義教育學以及後結構教育中所顯現的沉默與

抵抗緣由後，提出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教學模式，並以實驗教學法驗證其教學成

效。不過從這些學位論文也可以發現，教育行政領域中仍未有後結構女性主義

觀點的研究，究竟教育現場中女性校長的權力如何建構？如何詮釋？這個部份

的確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事實上，近年來在西方教育領域中，後結構女性主義已有廣泛的應用，

Capper（1992）即曾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角度，針對收錄於教育行政季刊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第二十七期第三卷的文章進行批判，並

進一步指出這些研究可能遺漏的觀點，藉此重新檢視、解讀研究中的語言、權

力和變革的可能。而在實徵研究部份，Eveline 和 Booth（2004）則透過後結構

女性主義中強調的「語言」，來分析澳洲一所大學女性基層行政人員對工作的認

同。從研究參與者的語言表述中，Eveline 和 Booth 不僅找出其中隱而不見的權

力結構，也有助研究參與者檢視其面對管理階層時的矛盾與衝突；Sherman

                                                

 
6 有關女性主義的流變與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意涵，在第二章第一節將有更深入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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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則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為分析基礎，研究美國女性教育人員參與學區本

位領導培訓課程（district-based aspiring leaders program）的經驗，結果發現女

性就算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亮眼的行政表現，當她們在行政世界中尋求她們的

位置時，仍可能受限於學區的教育行政傳統。然而，從後結構女性主義對語言

及權力的解讀可以發現這些受訪者深受傳統男性主導的行政思維影響，並沒有

發展出新的領導角色論述。在此僅簡要地列舉幾篇和後結構女性主義有關的教

育行政研究，不管研究的主題和結論為何，我們可以發現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

一種新興、非傳統的理論觀點，不僅能幫助研究者解構既存的教育行政問題，

也能從不同的角度來詮釋教育問題，拓展吾人的教育行政視野。 

不過，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究竟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對女性校長

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有什麼助益？從其重視的主體性、位置性、語言、權力、

知識與差異等面向討論，當本研究關注六位女校長的主體性課題時，不僅能讓

她們發聲，更能使其個人經驗主動展現；而在位置性方面，雖然六名女校長擔

任相同的職務，但是她們的成長背景、學經歷、甚至所處的學校脈絡在在影響

不同女校長的領導樣貌，因此，探究形構女校長領導實際的位置因素有其意義。

而當我們想要瞭解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時，欲將隱微的內在心智思考內

涵展現於外，則需要語言論述，透過理解、分析女性校長使用的語言將能夠幫

助我們認識校長的思維；而當校長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時，如何在複雜的情

境、人員、事件中做出適切的決定與反應，其中勢必會牽涉知識與權力的運作，

這樣的運作會因為前面提到的位置性而產生差異。雖然 Weedon 認為後結構女

性主義並非所有女性主義問題的解答（白曉紅譯，1994），但後結構女性主義作

為一種理解權力關係的方式，有助於吾人理解教育行政領域中所充斥的權力運

作，因此本研究以此觀點作為資料詮釋分析的基礎，而有關後結構女性主義的

詳細內容將在第二章文獻探討有更進一步的介紹。 

綜合前面的動機，在本研究中我將研究六名女性校長的問題解決實際，並

以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分析的基礎，探悉女性校長領導中可能存在的主體性、

位置性、語言和權力等問題，試圖跳脫傳統性別本質論的限制，理解不同女性

教育領導者的樣貌。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 

隨著教育領域中的女性主管漸增，女性領導者的研究日趨重要，在國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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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領導研究中鮮有認知取向的探究，亦缺乏後結構女性主義觀點的剖析，因

此從後結構女性主義角度出發的女性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研究便有其重要

性。在本節中，將分別說明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釐清本研究的主要方向。 

壹壹壹壹、、、、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前一節所談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具體目的有下列三項： 

一、瞭解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實況。 

二、深掘身處不同位置脈絡之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思考的異同，並從中分析女校

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的主體經驗、語言論述、知識權力與差異。 

三、從後結構女性主義觀點詮釋女校長的心智運作，以研究結果作為學校領導

之參考。 

貳貳貳貳、、、、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根據前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女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時，所涉及之問題解決要素內涵為何？ 

二、女校長在問題情境案例中的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為何？  

三、身處不同學校環境脈絡及擁有不同成長背景與學經歷之女校長在問題解決

心智運作上的差異為何？ 

四、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的主體經驗與語言論述為何？在問題解決歷程中

所出現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以及校長領導差異的意涵為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本研究旨在以後結構女性主義分析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在本節中

將針對幾個較常出現的名詞進行介紹，以試圖釐清這些詞彙在本研究中所代表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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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後結構女性主義後結構女性主義後結構女性主義後結構女性主義 

後結構女性主義結合「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女性主義」

（feminism）的特點，主要從主體性、位置性、語言論述、權力、知識、差異

等面向出發，認為主體性具有流動的特徵，女性的經驗不具有本質的固定意義，

不同文化、族裔、階級、身份地位……等身處不同位置脈絡的女性藉由她們的

語言論述呈現多元的主體經驗。對於後結構女性主義而言，權力生產知識，而

權力與知識互相包含彼此，女性的發聲具有權力與知識的意涵，然而女性的噤

聲沉默並不代表其在語言論述的失能，它可能是對權力的反動與抗拒。後結構

女性主義是永無止境的政治性批判，不僅能解構傳統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思想，

更能以此提供建構女性想像（female imaginary）、文化、書寫方式及一種積極

的異質性倫理（an ethics of difference）的可能。 

本研究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為分析觀點，試圖瞭解位於臺北縣市之不同學校

地理位置、文化脈絡、具有不同成長經驗、學經歷背景之初任與資深女校長的

問題解決實務，並從中分析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主體經驗；她們面對問題

所展現的語言論述與沉默；在問題解決歷程中出現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以此透

視校長領導的差異、解構校長領導研究中可能出現的性別迷思。 

貳貳貳貳、、、、問題解決心問題解決心問題解決心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智運作智運作智運作 

本研究所指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係指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所出現的

思維情形。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包含女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解決

策略與記憶運作。其中在記憶運作部份，涵蓋女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案例透過放

聲思考所呈現的短期記憶，以及經由訪談從其長期記憶資料庫提取的問題解決

經驗。 

除此之外，本研究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亦指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的因素，

亦即問題解決要素，這些要素包含女校長對問題的詮釋方式；她們所知覺到的

問題阻礙限制；在解決問題時設立的目標；解決問題的程序；在問題解決歷程

中，引導她們思考問題的價值、原則以及思考問題時所出現的正、負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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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從後結構女性主義觀點出發，探討女性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

作，關於研究範圍與限制分別敘述如下。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一、在研究主題方面 

本研究聚焦於領導認知取向研究中的心智運作研究，企圖從六名個案瞭解

女性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內涵，而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有助於瞭解女性校

長領導隱涵的主體位置、權力知識、語言論述與差異等問題，能夠更細膩地呈

現女性教育領導者的風貌。 

二、在研究參與者方面 

本研究選取六位女性校長作為訪談個案。而在選取個案時，個案的背景及

所處的脈絡將是考量重點，因此本研究中根據學校（如：城市／鄉鎮、大型／

中型／小型等）與校長（如：初任／資深等）的背景進行選擇，以豐厚吾人對

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認識。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以後結構女主義觀點分析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考量研究

取向、個人研究興趣與能力後，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上並未納入男性校長。雖

然這樣的選擇能排除性別因素的影響，有助於資料的解讀與分析，但本研究僅

針對不同背景脈絡下的女性校長進行研究，對於男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

是否存在差異及其可能的影響因素，仍是本研究未能處理的議題。此外，在研

究過程中，雖透過放聲思考、訪談方法瞭解女性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但囿於

個人的能力或時間所限，恐未能皆臻呈現女校長在領導實務中的所有問題，此

亦為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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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從後結構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女性校長的領導實際，試圖解構過

去研究中二元性別對立的迷思，並瞭解女性校長處理校園事務時所展現的心智

運作。因此，在本章第一節將先釐清本研究的理論觀點，針對後結構女性主義

的內涵進行介紹；第二節則探討目前國內外教育行政領域中的女性／性別研究

趨勢，試圖從既有的文獻中，找出本研究的著力方向；而第三節則整理問題解

決心智運作的意涵，希冀從中建立本研究的基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後結構女性主義後結構女性主義後結構女性主義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意涵的意涵的意涵的意涵與相關的實徵研究與相關的實徵研究與相關的實徵研究與相關的實徵研究 

在第一章中曾簡單介紹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內容，誠如前文所言，後結構女

性主義不僅是後結構主義的一支，也深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當我們想瞭解後

結構女性主義時，必須先瞭解後結構主義的內容，才有辦法認識後結構女性主

義的全貌。因此在這個部份，將先介紹後結構主義的緣起與內涵、接著再介紹

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以期對本研究所欲採取的研究觀點有更深入的理

解。 

壹壹壹壹、、、、後結構女性主義的緣起後結構女性主義的緣起後結構女性主義的緣起後結構女性主義的緣起－－－－－－－－從結構主義與從結構主義與從結構主義與從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談起談起談起談起 

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雖然常被視為同義字，但兩者實際上並不完全相

同（陳依萍，2001）。一般而言，後結構主義可追本溯源自法國的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它來自一批結構主義學者7對語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人類學家 Claude Levi-Strauss（1908-）等人以降的結構主義的

深刻反省與批判。而當我們想要瞭解後結構主義時，則必須先對結構主義有所

認識。 

事實上，結構主義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領域，而是結構主義方法在各個

學科主義的運用（楊大春，1996），因此要為其主張下一個最精準的界說並不是

件容易的事，不過在這個部份，曾大力推動結構主義的心理學家 Piaget 試圖整

                                                

 
7 這批學者有 R. Barthes、J. Derrida、M. Foucault、J. Kristova、J. Lacan 等，他們曾大力支持結

構主義，但後來認為 Levi-Strauss 的主張太過保守，與他們主張的結構語言學革命理念不符，

進而轉向更具批判性、遊戲性的後結構主義（楊大春，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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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結構的意義，他認為（楊俐容譯，1990：10）： 

 

結構具有整體性（wholeness）、轉換（ transformation）及自我調節

（self-regulation）三大特質。當結構是統合的整體，其各部份唯有透過彼

此的關係及其在整個結構中的定位才能被確認；而結構的變遷並不只是一

種簡單或隨機的改變，而是一種有規則的轉換；當結構具有自我調節的特

性時，整體的本質透過各部份的轉換得以保存。 

 

從 Piaget 的主張可以看到結構主義對「整體」的重視，雖然結構可以透過

有規則的轉換改變，但是在轉換時整體的本質依然存在。基本上，結構主義假

定任何的社會文化現象都類似於一種語言，一切的現象可以還原至二元對立的

關係（楊大春，1996）。不過結構主義者力圖瞭解的並非組成整體的各個結構，

而是透過分割、編配的方式把現象分解成基本的結構，再依照一定的規則加以

組合，從各個結構的關係網絡（此即深層結構）梳理出現象整體的本質（楊生

平，2007）。這樣重視客觀結構、模式的分析廣泛地在各個學科領域流行，使得

結構主義成為二十世紀的主流思潮之一。 

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代後期，有些結構主義者（如：R. Barthes、J. Derrida、

M. Foucault、J. Kristova、J. Lacan 等）受到 Nietzsch 及 Heidegger 等哲學家的著

作影響，對於科學的方法、程序及人類文化與心靈的統一結構（universal 

structure）開始產生質疑，他們挑戰結構主義和實證主義共同採取的理性主義

（rationalism）與實在主義（realism）觀點（Perters & Burbules, 2004:24），在他

們的眼裡，固定、單一的意義是不存在的，而結構的穩定性是不可能的，因此

一切都應當向遊戲開放，一切的意義都可以開闢為遊戲場（楊大春，1994）。這

樣的反思由 Derrida 率先發難，在他一九六六年出版的〈人文科學論述中的結

構、符號與遊戲〉一文中指出結構中心的矛盾（張寧譯，2004：546-547），這

樣的批判也造成不少響應，Barthes 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uthor, 1968）、

Foucault《詞與物》（Words and things, 1966）等作品的出版，揭示了後結構主義

時代的來臨。 

有些人認為後結構主義是對 Saussure 的更極端的閱讀；有人認為它是對結

構主義的批評；也有人認為它是結構主義的發展（楊大春，1996）。雖然主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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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的學者意見有所分歧，但是大體而言，後結構主義以反本質論

（anti-foundationalism）的知識論立場，強調以新的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

進行詮釋（Perters & Burbules, 2004:24），其特色有以下幾點（陳依萍，2001；

黃少華，2003；楊大春，1996；楊生平，2007）： 

一、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 

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 Heracleitus 便提出了邏各斯（logos）的概念，他

認為萬事萬物中存在著永恆的邏各斯，而正是邏各斯使千變萬化的萬物維持統

一。由此觀之，邏各斯是自然界深層不變的規律，也是用以探尋這一規律的理

性認識。然而現象世界能用邏各斯解釋一切嗎？後結構主義者即對理性、實在

提出質疑。Foucault 認為他的哲學要實現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破除人們千百年

來形成的關於「本質」、「本源」和「同一」的幻想；而 Derrida 認為西方傳統

形上學的邏各斯中心思想中，邏各斯既是維繫人類的認識系統，又是該系統之

外的出發點或中心，不過在他看來，整個哲學史及歷史事實上是一系列中心取

代中心的替換，當中心不斷地替換，也意味著中心的不存在。雖然後結構主義

論者對邏各斯中心思想提出批判，不過這樣的檢討聲浪並沒有陷入二元對立、

非理性主義之中，而是透過反省批判，探尋傳統文本中的隱喻、邊緣性因素來

發現邏各斯與非理性因素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二、對聲音與書寫的反省 

後結構主義者認為，僅只於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是不夠的，還要必須

針對與之相關的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進行反省。Derrida 認為受到邏

各斯中心主義的影響，言談或聲音由於更接近內心經驗而被認為是優於書寫的

表現方式，書寫只是長期受到壓抑與排斥的邊緣化產物。就在這種聲音與文字

的對立關係中，進一步演變成西方哲學觀看世界的態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可以看到善／惡、男／女、精神／物質、主體／客體、心靈／身體、本質／現

象、意義／文本、在場／不在場……等二元對立關係，這種對立存有優勝劣敗

之分的，在前述的每一組概念中，均是前者優於後者，佔居優位者屬於邏各斯，

而次之者則屬於書寫。為瞭解決這樣的問題，Derrida 試圖解構語音中心主義和

邏各斯中心主義，他認爲，語言的意義在於寫作，並企圖讓書寫擺脫邏各斯的

壓抑，獲得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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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文本內部分析的關注 

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同樣主張由文本外部分析回歸於文本內部的分

析。但是與結構主義強調的靜態結構分析不同的是，後結構主義主張文本的生

產性。因此文本不再只有單向的特性，當讀者在閱讀文本時，能夠有雙向、甚

至是多向互動的可能。於是，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能充滿著遊戲及愉悅之

感，除了實現了讀者的地位，文本的意義也得以重新展現甚至是增殖。 

後結構主義是一九六○年代末期以來興起的思想運動，在學術領域與文化

領域都有廣泛的討論，雖然它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理論模型定位直到一九八○

年代中末期，甚至是一九九○年代才建立，但現在已廣泛地應用於各個殊異的

學術領域（如：經濟、護理與管理等）（Pateman, 2005）。如同結構主義並非由

一人創造一般，後結構主義也有許多代表人物與分支，各家學者的主張互有歧

異，相關的理論與方法能夠幫助我們檢視現存結構的運作，甚至也能檢視後結

構主義可能開創的結構（St. Pierre, 2000）。然而，本研究所欲採取的觀點－後

結構女性主義，雖然承襲於後結構主義，兩者卻又不完全相同，接下來將把討

論的重點放在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以期對後結構女性主義有更深的認

識。 

貳貳貳貳、、、、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 

後結構女性主義是「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女性主義」

（feminism）的結合，她可視為後結構主義的分支，但兩者的內涵卻又不盡相

同。St. Pierre（2000）曾指出「女性主義」與「後結構主義」是兩個高度競值

的詞語（highly contested term），然而當兩個詞語背後都有複雜的定位時，要創

造一個能同時整合兩者意涵的詞語並不容易，於是較簡單的作法就是將兩個字

混用。雖然這樣的用字遣詞較為便利，但我們仍應釐清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意涵

究竟是什麼？因此在本段介紹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之前，先澄清女性主

義的流變，藉以釐析後結構女性主義與其他女性主義的差異，試圖找尋後結構

女性主義的理論定位以及對本研究的意義。 

自十九世紀末的婦女運動發難之後，女性主義的流變迄今大致可分為三個

浪潮，第一波女性主義強調婦女的參政、選舉與受教權益，儘管這樣的關注使

得女性的基本權益大力改善，但是女性在社會職場中仍遭遇許多不平等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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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因此到了一九六○至八○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焦點轉向對性別平等的

重視，企圖消弭所有的性別差異與不平等的問題；然而到了一九九○年代以後，

隨著後現代主義的大放異彩，第三波的女性主義並不像前一波的女性主義力圖

消弭差異，持此論者反而承認男女差異，甚至認為女性之間因為位置脈絡的不

同而產生殊異樣貌，因此如何在平等中展現多元與差異，是最新一波女性主義

所發展的重點（王雅各，1999：8-11；周月清，2001：118-120），而後結構女

性主義在這波女性主義浪潮之中也佔有一席之地。吳毓真（2008）曾整理女性

主義的演變內涵，在此綜合其他相關文獻（王雅各，1999；周月清，2001），將

女性主義的理論流變樣貌呈現於表 2-1。 

 

表 2-1 女性主義的理論流變 

 第一波女性主義 第二波女性主義 第三波女性主義 

起源時間 十九世紀末 一九六○年代 一九九○年代以後 

主要特點  爭取女性參政、選
舉與受教權益 

 法律與政策能促進
性別平等 

 廢除壓迫的社會性別
制度 

 批判性別主義與性別
歧視 

 試圖消弭性別差異 

 承認性別差異的存在 

 以女性的多重位置研
究差異現象，納入多
元種族、階級的觀點 

 透過反思與實踐，激
發女性對所處位置的
批判意識 

 顛覆主流文化，改善
自身的邊緣地位 

 解構壓迫的起源並進
行反抗 

代表流派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激進女性主義 

 馬克思女性主義 

 當代社會女性主義 

 心理分析女性主義 

 後結構女性主義 

 後殖民女性主義 

 後現代女性主義 

 批判女性主義、 

行動實踐  蒐集性別歧視的證
據，提高大眾對此
的問題意識 

 制定反對性別歧視
的法律與政策 

 要求社會結構根本改
變 

 研究課程內容和教學
法中的性別歧視問題 

 解構既存的觀點，以
新的角度審視問題 

 在多元與差異的現實
中，強調對話協商的
重要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雅各（1999）、周月清（2001）、吳毓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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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 2-1 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個不同時期的女性主義有不同的特點與

行動，接下來將討論的重點放在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中的後結構女性主義，試

圖從其基本主張，建構本研究的分析詮釋基礎。 

一般而言，在談到後結構女性主義時通常會提起 J. Kristeva、L. Irigaray、

H. Cixous……等代表人物，有研究者認為她們對教育研究的貢獻即在透過哲

學、語言學及心理分析的方式開啟對性別、女性主體性、性別差異、慾望及女

性認同的質疑，儘管每位代表人物的觀點殊異，但她們卻不約而同地解構了西

方文化思想中的男性／陽物中心主義（maleness／phallocentrism），提供了建構

女性想像（female imaginary）、文化、書寫方式及一種積極的異質性倫理（an 

ethics of difference）的可能（Perters & Burbules, 2004: 76），於是這些概念便成

了後結構女性主義者所欲探討的重點。在下文中將針對後結構女性主義在主體

性、位置性、語言論述、權力、知識與差異的基本主張進行說明。 

一、主體性 

「主體」與「主體性」在後結構主義的理論中受到相當大的重視，所謂主

體性指涉的即是個人意識及潛意識中的思想和情感，是個人對自身的感知及其

瞭解世界的方式。後結構主義認為主體性並非人道主義（humanism）所言是一

種獨特、固定且連貫的狀態。事實上，主體性是不穩定的、矛盾的、且可以透

過思考或言語不斷重新建構（St. Pierre, 2000）。儘管有些女性主義者對此抱持

著不同的看法，不過基於前述後結構主義對主體性的假定，後結構女性主義否

定女性存有的本質天性，論者採取建構的觀點（Gavey, 1989），這種為主體去

中心（decentring）並廢除對本質主體性的信仰，使得主體性能夠有開放、改變

的可能。大體而言，後結構女性主義理論認為經驗不具有固著的本質意義，它

可以透過一系列的論述系統在語言中展現，不過這些論述系統經常相互矛盾，

進而形成和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有關的相互衝突敘述。不同的敘述乃為不

同的利益服務，Weeden 認為這樣的敘述對於社會權力形式的維繫和競逐是必要

的（因為社會真實透過語言的表述才有意義），然而這樣的語言如果沒有經過個

人的行動，將不具有任何社會與政治效用（白曉紅譯，1994：38-41）。 

二、位置性 

從後結構女性主義對主體性的強調來看本研究中的女校長，我們可以發現

這樣的主張對於貼切呈現女校長的實務經驗有相當大的助益。然而，卯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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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409-411）在探討女性教師的主體性時卻指出，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解構

觀點一方面雖然開拓了女性主義研究的論述空間，但它同時也引發女性主義理

論發展的困境。這是因為當「女人」的概念被解構之後，女性主義理論還有存

在的空間嗎？在文章討論中，作者引用 Alcoff 在一九九四年提出的位置性概念

來解決這個問題。Alcoff 認為女人之所以被定義，並不是因為其特定的一組特

性，而是其所在的特定位置，外在的環境會決定其相對位置。透過位置性的概

念能夠讓我們重新看待女人之間的差異，其中也包括研究者及研究參與者之間

的差異。長期以來，女性主義者致力於瞭解女性的個殊經驗，但是這麼做的同

時，因為位置性導致的差異將可能引發意識型態的衝突（Roberts, 1981:15），尤

其在本研究中，在我與研究中的女校長、甚至研究中的女校長間的位置可能差

異甚遠的情況下，究竟該以什麼樣的角度進行分析詮釋才會有意義？位置性的

概念將有助於吾人在研究中不斷地省思。 

三、語言與論述 

在過去的性別研究中，女性主義者通常強調女性的經驗是一種具有政治性

的策略（political strategy），透過瞭解女性的經驗能夠給予被壓迫女性者發聲的

機會。不過後結構女性主義論者認為，女性的經驗固然重要，但經驗卻需要借

助語言才能得以展現（Gavey, 1989），語言提供我們詮釋生活的方式，而意義

也就在語言中形塑而成。在後結構女性主義中，語言是無止境的遊戲過程，當

意義藉由語言而生時，意義雖然被暫時固定，但這並不代表它會完全消失。再

者經過語言詮釋後的意義不再只有單一、固著的形式，隨時都有被挑戰的可能，

這樣的觀點使得語言能形塑有意義經驗的場域，也使得語言成為決定我們如何

構想改變的關鍵（白曉紅譯，1994）。後結構女性主義認為，語言能形成對話，

對話能產生論述，而論述則建構個人／群體對世界的認知。由此來看，語言的

展現促成了論述的可能，這樣的論述是一套敘述系統，其中包含了常識（common 

sense）與價值，是社會因素（social factors）、權力與實踐的產物，並非個人的

一套想法。後結構女性主義者運用論述的分析來檢視控制與壓迫女性的父權結

構，經由論述能建構出特殊群體、文化及歷史時代的意義；能夠提供個體建構

「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s）8的可能，並透過各種不同的權力形式提供給

個體。由此看來，論述不僅能支持、續存既有的權力關係，亦能形塑多數人們

                                                

 
8這些主體位置又稱作建構主體性，係指個體的認同、行為與對世界的理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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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性。於是在不同的論述中，個體不再處於被動的地位，他／她們能主動

選擇其在論述中的位置，但回歸到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根本主張，這樣論述的結

果仍是變動不居的（Gavey, 1989: 463-464 ; St. Pierre, 2000: 486）。 

除了前面談到的語言與論述之外，還有一個與之相對的概念值得重視。這

個概念即是「沉默」（silence）。沉默，在傳統女性主義的分析觀點裡，被視為

是無法發聲、語言表達上的失敗，及弱者與受壓迫的表現。然而，後結構女性

主義卻超越傳統女性主義學者對沉默的解釋，解構了沉默／發聲之間的二元對

立關係，認為沉默可以是女性對父權知識的反抗，也可以是女性反壓迫的表現

（楊幸真，2002）。這樣的解釋提醒我們，在研究的過程當中，除了關注語言論

述之外，沉默所代表的意涵亦值得進一步探尋（Mazzei, 1997）。 

四、權力 

Foucault 是後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權力的論述也深深影響後結

構女性主義的主張。基本上，Foucault 認為權力並不是一種可以掌握、追求、

或是共享的東西，亦不能來去自如；它透過無數論點（innumerable points），在

不平等主義（nonegalitarian）和動態關係的相互作用中運作（St. Pierre, 2000: 

490），並以語言意義作為實踐的理論展現（Trifonas, 2004）。後結構女性主義沿

用 Foucault 的觀點，認為權力是一種存於差異之中的關係，藉由論述作為控管

主體的方式（白曉紅譯，1994）。後結構女性主義者發現權力的理論有助於她們

對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關注，不過因為權力存於差異之中，有些女性開

始對女性主義者所言的增能（empowerment）和解放（liberation）抱持著謹慎

的態度，在實務中甚至視此為錯置（impositional）與傲慢（arrogant）的展現（St. 

Pierre, 2000: 493）。尤其當越來越多聲音（voices）因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分析得

以顯現，新舊勢力的競逐與抗拒（resistance）就成了研究關注的焦點（Yong & 

López, 2005）。權力是組織生命的關鍵（Riehl & Lee, 1996: 885），透過權力的檢

視分析將有助吾人瞭解其中的運作，對於組織中的領導者抑或是成員都相當重

要。 

五、知識 

在後結構主義的論述中，知識並非二分的是非概念（Trifonas, 2004），透

過 Foucault 對知識／權力的論述及考古學（archaeology）和系譜學（genealogy）

的分析方法，後結構女性主義者得以藉此檢視征服（subjugate）女性及邊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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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知識與真理（St. Pierre, 2000: 499）。對後結構女性主義而言，知識的形成

是透過暫時的、開放的、且由當時各種關係所決定的（潘慧玲，1999）。而 Weeden

更進一步指出，後結構女性主義本身其實就是一種知識生產的模式，它使用後

結構主義的語言、主體性等概念理解現存的權力關係，並識別改變的策略（白

曉紅譯，1994）。綜合來看，後結構女性主義在知識論上對於女性的知識、權力

採取一種不斷質疑的態度，而這樣的質疑是永無止境的政治性批評，此一觀點

對於以不同方式創造出不同知識，並思考什麼是真理的教育工作者而言，將有

實質的助益（St. Pierre, 2000: 500）。 

六、差異 

後結構主義的差異思想深受 Nietzsch 及 Heidegger 的影響，它的展現不限

定於任何學科，是一種跨領域的文化討論。具體而言，差異思想是對整體西方

理性、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全面批判，後結構主義企圖藉此消除西方傳統的中心、

一統、規則性的體系觀（歐崇敬，1998）。而 Derrida 技巧性地求助於措辭上的

變易能力，創造了「延異」（différance）一詞，以「延異」一詞同時指涉「歧

異」（differ）與「延宕」（defer）兩項概念，透過兩者間持續的懸浮變異，既有

加強文本的力量，亦能不被其中之一完全掌握其意義（劉自荃譯，1995）。就後

結構女性主義而言，以延異的觀點來看男女兩性性質的特定敘述，從來就不是

必然的。因此透過這樣的觀點，能確保意義不被固定，而使其有無限的可能（白

曉紅譯，1994）。 

從這些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來看，可以看到每個概念的內容並不是

全然獨立的，概念與概念之間有時互相指涉，甚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因此

當論及某一個概念時，可能還需要其他概念的補充，才會更加的完整。舉例來

說：每個人因為自身位置性的不同而產生了差異，當不同位置的人能夠有機會

發聲，透過語言與論述的發展便能建構出不同位置的主體性與知識，然而這些

知識往往又隱含了複雜的權力角逐與反抗，所以假設當我們想要瞭解其中的權

力關係時，我們必須要從前述的概念一併討論，而後結構女性主義即有助吾人

檢視上述概念之間的關係。但誠如 Gavey（1989）所言，後結構女性主義缺點

之一即在相關的理論複雜艱澀，尤其在討論中經常使用一般人不熟悉的語言，

如果讀者沒有相當的背景知識或時間，很難迅速理解研究內容。而在本研究中，

對於後結構女性主義的介紹，力圖以清晰的文字呈現，以期使後結構女性主義

成為本研究分析的助力。然而，當我們瞭解了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意涵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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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究竟如何應用於研究？在教育領域中有什麼實徵研究成果？對於教育行政領

域中的女性領導者又有什麼樣的啟示？在接下來的部份，將對此進行探討。 

參參參參、、、、教育行政領域中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實徵研究教育行政領域中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實徵研究教育行政領域中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實徵研究教育行政領域中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實徵研究 

當我們檢視國內的學位期刊論文後可以發現當前國內教育行政領域的學

位論文尚缺乏後結構女性主義的研究，雖然近年來在期刊論文方面，已有零星

的研究者採取這樣的觀點進行分析，9但這些研究與教育行政實務的關聯實在有

限，在此便不花篇幅介紹。反觀國外教育行政領域，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為分析

觀點的實徵研究大致在一九九○年代以後出現。除了在第一章緒論提及 Eveline

和 Booth（2004）以及 Sherman（2005）的研究以外，Gardiner 與 Grogan 及 Enomoto

（1999）、Grogan（1994, 1996）、Pecora（2007）、Pratchler（1997）、以及 Whitaker

（2006）均曾以後結構女性主義探悉教育行政領導的實務。儘管這些實徵研究

有的關注校園中的女性，有的將焦點放在教育行政機關的女性身上，但大致上

這些研究主要的目的在呈現女性教育行政人員的樣貌與聲音，也藉此幫助吾人

瞭解女性教育行政人員之間的差異。 

首先，從學校領導者為研究對象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實徵研究討論，Gardiner

與 Grogan 及 Enomoto（1999）在其研究中訪談不同族裔的十名女性校長候選人

及六名師傅（mentor），希望藉此瞭解公立學校女性校長候選人在培訓過程中所

遇到的衝突，結果發現研究中的女性校長候選人經常在領導角色與個人價值之

間掙扎，師傅在這個時候就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師傅的協助與輔導，研究中

的女性校長候選人能較成功地面對衝突。不過這樣的師徒關係維繫於師傅本身

所具備的權力、知識，男性師傅雖然可以帶給女性校長候選人不一樣的領導觀

點，但是研究中的女性校長候選人認為她們和男性師傅（尤其是白人男性）之

間還是有所距離，尤其當她們的族裔與師傅不同時，差異更加明顯。在一般普

遍的印象中總會認為女性在家庭與事業之間難以兼顧，不過在本研究中

Gardiner 與 Grogan 及 Enomoto 卻試圖破除這樣的迷思，指出女性的公領域事業

                                                

 
9 在目前國內期刊論文中，王淑英與張盈堃（1999）最早以後結構女性主義分析托育工作女性

化及相關政策的問題；林宇玲（2004，2005，2007）則是將後結構女性主義與電腦學習議題結

合，分別研究社會弱勢者的電腦訓練、偏遠地區學童的網頁製作，以及學童的電玩實踐與性別

建構；潘淑滿（2005）則從後結構女性主義出發，說明臺灣婦女如何詮釋自己的母職經驗，並

深入剖析臺灣女性的母職經驗及其社會意義，試圖形構臺灣的母職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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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私領域的個人生活並不一定要截然而分，兩者甚至可以嘗試著整合，以此減

低女性校長在領導時的衝突。除此之外，在本研究可看出女性教育領導者對於

自我的知覺，她們認為自己在傳統的教育行政領域中是特立獨行的「他者」

（other），與一般領導者經常從政治的角度來觀看教育事務相異，這些女性領

導者更容易自我反省、關懷他人，然而當女性領導者採取這樣的領導方式時，

也需要旁人更多的鼓勵與支持。 

同樣關注學校場域女性領導者的還有 Pecora（2007）與 Pratchler（1997）

的研究。Pecora 採用現象學取徑（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訪談三名高中女

校長，試圖展現她們的領導故事及其經驗對於校長角色信念的影響，並希望藉

此破除吾人對女性校長晉升領導管理職位的迷思。Pecora 透過後結構女性主義

觀點的分析，解構校長領導實務中的論述與脈絡，結果發現這些女校長在當前

的教育脈絡下，各自發展出有效能的領導方式。作者認為，女性得以進入學校

擔任領導者的意義不僅在提昇女性校長比例，更重要的是，這些女校長能夠將

更有效能的領導技巧帶入校園中，增進組織的表現。至於 Pratchler 則聚焦於至

今仍鮮少被討論的教會學校行政。Pratchler 的研究旨在探討加拿大天主教學校

（Catholic schools）中，女性教徒行政者的（lay Catholic women administrators）

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作者從四名天主教學校的女校長（其中兩名為初任校

長，兩名為資深校長）在情緒與精神信仰衝突下的妥協，討論主體性問題。基

本上，在教會學校中的女性比其他教會行政體系的女性更容易被鼓勵擔任領導

者，但是研究中的女校長認為教會的官僚與政治運作阻礙了她們所欲追求的精

神信仰，因此當她們進行生涯抉擇時，她們的學校領導者與教徒成員身份，使

得她們的主體位置交錯，矛盾便於焉而生。 

至於 Grogan（1994, 1996）10與 Whitaker（2006）的研究則將焦點放在教

育行政機關中的女性行政人員身上。在 Grogan 的研究中，她點出教育行政機關

中的女性領導者為數不多的問題。事實上，Grogan 認為教育行政機關中的女性

並非完全不具領導資格也不是對領導毫無興趣，在其訪談了二十七名女性教育

行政人員（central office administrators）後，作者發現「性別」是女性尋求職位

時的主要影響因素。而與學校場域中的女性領導者類似，教育行政機關裡的女

性亦嘗試著以不同的方式平衡專業與個人生活，儘管外在的結構對女性造成限

                                                

 
10 大體而言，Grogan 的兩份研究內容十分相近，其中一九九四年發表的著作為會議論文，篇

幅較短，其內容基本上涵蓋於 Grogan 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專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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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究中的女性教育行政人員仍企圖透過反抗（resist）既有的結構來面對問

題。和 Grogan 相同地，Whitaker 在其研究中也指陳性別對於女性教育行政者的

影響。Whitaker 指出教育行政機關中的女性領導之路通常並不是線性發展的，

她們在職場中經歷的性別歧視（sexism）往往使她們難以躋身權力領導階層。

而研究中的參與者認為教育行政場域檯面下的權力網絡對她們是不公平的，尤

其在沒有師傅提供諮詢協助的情況下更讓她們覺得如此。在 Whitaker 的研究

中，女性教育行政人員認為職務與家務對其而言是雙重的負荷（double 

burden），從這些實徵研究的內容中，我們即可看出身處不同位置脈絡的女性教

育領導者在行政實務工作的差異與多樣性。 

在這裡已簡要地介紹國外教育行政領域中現有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實徵研

究，儘管各篇研究的主題與發現不盡相同，但在各篇研究中我們似乎可以找到

一個共通點，即女性教育領導者在晉升領導階層的路上面臨了各種不同的障礙

與考驗，當女性面對這些挑戰時，有些女性能順利整合公私領域的事務，有些

女性則將其視為雙重的負荷；此外，女性除了必須正視家庭和事業的衝突，她

們的行政工作與精神信仰之間亦可能出現矛盾，這些都是女性教育領導者必須

面對的問題，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將能幫助我們更細緻地檢視女性

領導者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的實際，以此將能更呈現不同女性教育領導者的樣貌。 

肆肆肆肆、、、、後結構女性主義對後結構女性主義對後結構女性主義對後結構女性主義對教育行政研究的教育行政研究的教育行政研究的教育行政研究的啟示啟示啟示啟示 

如同前文的介紹，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教育行政研究採取後結構女性主義

觀點的分析，然而後結構女性主義對教育行政領域究竟又有什麼實質的啟示？

在此試圖整理學者專家的看法（Blackmore, 1996; Capper, 1992, 1998; Grogan, 

1996; Kenway, Willis, Blackmore & Rennie, 1994; St. Pierre, 2000; Young & López, 

2005），將後結構女性主義對教育行政研究的啟示臚列如下。 

一、後結構女性主義能呈現教育行政領域中的多元樣貌 

如同後結構主義者對理性主義與實在主義的批判，若吾人從後結構女性主

義的觀點分析教育行政實務將不可能得到單一的詮釋，這一點我們已能從前一

段所介紹的實徵研究證實。大體而言，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六大基本主張能幫助

吾人檢視當今教育行政領域中的種種現象。然而，當我們在教育行政領域中遇

到相似的現象時，後結構女性主義對差異的主張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入、更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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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剖析影響現象形成的因素，而不會只是固著於某種解釋，如此一來當我們在

詮釋教育現象時就有更多的可能，也能呈現教育行政領域中更多元的樣貌。 

二、後結構女性主義有助反省解構既存的教育行政論述 

基本上，後結構女性主義沿用後結構主義對解構的看法，對於穩定不變的

結構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後結構女性主義論者對於結構

的懷疑使其並不強求事情的真相，反而以開放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批判，致力檢

視教育行政領域中既存知識權力論述與真相的連結，例如，我們可以問：究竟

是誰有權力界定白人男性研究者才做得出好的研究？而除了提出這樣的問題之

外，後結構女性主義論者認為教育行政的實務並不必然是支配者與被壓迫者、

抑或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對抗。換言之，在教育行政研究中透過後結構女性主

義的省思，能夠打破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二元對立結構，以此提出更貼

近教育行政實務的論述。 

三、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能夠積極觸動教育行政革新 

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瞭解後結構女性主義對既存結構反省批判的重

視。然而在教育行政領域中，後結構女性主義論者探尋現象的意義及對其反省

批判以後，對於現實情況並不是無動於衷，持此論者反而更容易將焦點放在個

人或組織的變革上，希望透過實際的行動改變既有的問題結構，提昇教育行政

的品質。在實際行動時，後結構女性論者從不避諱自己的立場，而持此論者也

不像純粹的後結構主義者竭力反對現代論述（modernist approaches），他們甚至

認為有些現代主義者的主張對於教育行政實務相當有幫助。從這個地方我們可

以看出後結構女性主義者以更多元、更開放及更務實的方式實踐變革，如此一

來也比較不容易走向後現代主義可能導致的虛無。 

從前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瞭解後結構女性主義對於教育行政研究的啟示。對

本研究而言，當吾人深入教育現場探究女校長的心智運作時，後結構女性主義

的觀點將能幫助吾人更細緻地分析校長問題解決思維的內涵，而當我們瞭解女

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時，後結構女性主義更能幫助吾人解構教育行政現場的迷

思，透過反省與行動的呼籲，進一步觸發教育行政革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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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節主要針對後結構女性主義的緣起、基本主張及其對教育行政研究的啟

示進行介紹。基本上後結構女行主義擷取後結構主義與女性主義的論點，試圖

從主體性、位置性、語言論述、知識、權力與差異等面向解構既存的現象意義，

並透過反省與實踐，以行動促成個人或組織的變革。透過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詮

釋，能夠幫助吾人跳脫本質論的思考，看待男性與女性之間、或是不同女性之

間的差異。 

目前國內的校長研究尚未以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分析的觀點，因此本研究

以後結構女性主義詮釋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使我們能更細膩地瞭解身

處不同地理位置、學校文化脈絡、具有不同成長背景、學經歷之資深與初任女

校長的問題解決現況，以此獲得更多元、更開放的意義。然而 Capper（1992: 106）

認為後結構女性主義僅是一個理論觀點，它並不是無所不包，能夠用來解釋所

有的教育現象；它也並不是單一獨斷的理論，可以用以壓迫其他可能產生的論

述。Capper 的呼籲著實提醒吾人在以後結構女性主義觀點進行研究分析時必須

注意的問題，這也是本研究探討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時所需要留意的地方。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校長性別研究的趨勢校長性別研究的趨勢校長性別研究的趨勢校長性別研究的趨勢 

第一章緒論曾言明女性教育領導研究面向有深化及轉化的必要，究竟教育

領域中的領導實徵研究有何發展趨勢？使得本研究聚焦於領導認知取向的關

懷，探悉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並以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分析觀點？在

討論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意涵之前，有必要釐清當前校長性別研究的趨勢，作

為本研究的討論基礎。職是之故，本節將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並以一九九九

年作為文獻整理時的分水嶺，11將討論重點聚焦於近十年（即一九九九年迄今）

以校長性別為研究主題的博碩士論文，12試圖從近年來的校長性別文獻中為本

研究理出一條可以著力探討的新道路。 

                                                

 
11在本節中之所以將一九九九年設為討論的分界點，之所以這樣整理文獻的原因，除了想藉此

瞭解近十年的校長性別研究情況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一九九九年國內的學位論文中首度出

現以質性的取徑深入女校長的領導實務，開啟了校長性別研究的多元研究取徑。 
12 Shakeshaft（1981）曾指出學位論文代表某個學術領域當前的研究焦點或未來研究的新興方

向，因此在本節將著重近十年博碩士論文的內容（特別是國內研究），試圖找出在地的校長性

別研究趨勢，作為本學位論文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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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一九九九年以前的校長性別研究一九九九年以前的校長性別研究一九九九年以前的校長性別研究一九九九年以前的校長性別研究 

一、西方的校長性別研究 

隨著教育領域中的女性領導者日益增加、女權意識揚昇，13導入女性主義

或性別觀點的教育行政實徵研究也逐漸出現。在國外部份，Blackmore（1996: 

999）即曾以「沉默」（silence）、「發聲」（voice）與「再現」（representation）

的隱喻來形容一九七○、八○及九○年代西方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性別觀點研

究。不過 Blackmore 所謂的沉默，並不代表這個時期的教育行政領域完全沒有

相關的性別研究。Schmuck（1996: 343-344）即指出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受到

教育修正案第九章（Title IX）通過的影響，當時的教育行政領域逐漸重視性別

平等議題，並有零星的研究者開始進行校長性別研究。而 Schmuck 又指出這個

時期中，Gross 與 Trask 於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性別因素與學校經營》（The Sex 

Factor and the Management of Schools）一書更奠下了校長性別研究基礎。作者

在書中對照一百八十九名男女小學校長的差異，結果發現女校長對於教學更加

關注，且在其領導下的教職員工比男校長領導更有士氣，此書的出版對一九七

○年代的校長性別研究而言，可說是重要經典之作。整體來看，一九七○年代

西方教育行政領域中的理論與實徵研究已逐漸從原本的沉默與排除性別觀點，

轉向對於性別平等議題的關注，此一時期中的實徵研究多半聚焦於女性早期社

會經驗對其進入教育行政領域的影響、男性教育行政人員與組織態度對於女性

躋身教育領導者的阻礙，或是大眾的態度如何強化傳統男性主導的教育行政工

作等問題，這些研究也開啟了吾人對於女性教育領導者的認識。 

如同 Blackmore（1996: 999）所言，在一九八○年代的教育行政領域中，

加入性別觀點的教育行政領導研究已不再像過去一樣是邊緣化的研究課題，而

Schmuck（1996: 349）更認為一些著作的問世，如：Smith、Kalvelage 與 Schmuck

等人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教育領導中的性別平等：女性團結向前》（Sex Equity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Women Getting Together and Getting Ahead）一書，為

試圖進入教育行政場域的女性提供了忠實的建議，著實鼓勵更多教育行政領域

                                                

 
13 女性主義的流變大致可分為三個浪潮，即十九世紀末強調婦女選舉、參政與教育的第一波女

性主義；一九六○至八○年代重視性別平等的第二波女性主義；以及一九九○年代以後，在平等

中強調多元與差異的第三波女性主義（王雅各，1999：8-11；周月清，2001：118-120）。女性

主義的流變亦影響教育行政領域中性別研究的重點。 



 26 

中的女性發聲。大致而言，到了一九八○年代以後，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性別研

究已開始從原本的性別平等關注轉向性別本質差異的觀點，因此在這個時期的

實徵研究通常將焦點放在女性特有的本質上，例如：Gilligan（1982）從性別的

角度出發，指陳過去道德發展理論中男性獨占觀點的問題，認為女性的特質、

經驗與聲音應該要被看見與聽見；而 Shakeshaft（1987: 190）在研究教育行政

領域中的女性時，則指出女性之所以面對晉升障礙，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男性

與女性取得教育行政工作機會（approach the job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的本

質差異，這樣的差異導致不同性別的教育行政者出現相異的領導方式。儘管

Shakeshaft 本身並不刻意假定不同性別的教育行政者具有不同傾向的領導方

式，但她也不諱言在許多實徵研究的結果中的確證實男女教育行政者在領導風

格上的差異。基本上，這個時期的實徵研究試圖改變人們對領導及女性教育行

政者的看法，女性的聲音不僅逐漸受到重視，女性的特質甚至被認為能促成教

育行政領導的效能（Growe & Montgomery, 1999; Shakeshaft, 1987）。不過

Schmuck（1996: 352-355）也指出此期研究中的女性本質觀點問題。首先 Schmuck

認為這樣的論點過度地從心理層面來解釋社會現象，忽略了不同位階、環境脈

絡下的女性不一定會有同樣的特質，也忽略了性別是建構而成的討論。其次，

本質觀點將女性化約為單一普遍的分類，並未考慮女性的個別差異，這樣的論

點無法解釋所有女性的行為或特質；而 Schmuck 更認為從本質觀點來看教育行

政領域中的女性可能會出現潛在的政治危機（potential political backfire），例

如：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女性具有照顧者的本質，因此她們應該只適合擔任小學

校長，不需要考慮其他的領導職務。假使從本質的觀點來詮釋教育行政工作，

那麼女性教育行政人員的發展很可能因此而限縮。 

隨著批判本質觀點的聲音出現，在教育行政領域中對於性別的看法逐漸轉

向社會建構的詮釋，（Schmuck, 1996: 355-358），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

發現一個領導者適任與否並不是取決於其本質上的性別差異，重點在於領導實

力與技能的展現（Logan, 1998）。然而當女性試圖尋找自身對女性行政者的認

同，希望扮演好原先由男性獨占的領導角色時，她們往往會遭遇到更多的掙扎，

通常也得付出雙倍，甚至更多的努力才能證明自己的領導實力（Gardiner, 

Grogan & Enomoto, 1999）。除了以社會建構的觀點看待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性別

研究之外，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一九九○年代以後的相關研究更強調多元

與差異的展現，許多研究即試圖從不同位置的角度切入，觀照教育行政領域中

的女性。Singh（1995）即以身於不同位置的女性處境解構當前的後結構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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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教育理論，Singh 發現許多關注於為他者（other）或自身（self）發聲的後結

構女性研究，事實上對於種族議題通常噤聲不語，當研究遇到這類議題時常以

「等等」（etc.）和「諸如此類」（so forth）的詞語含糊帶過，這樣的研究結果對

於少數族裔女性而言，無疑是三重的壓迫（triple oppression）。14因此在文中，

Singh 透過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解構方式，提出了其對「他者」的重新分類界定，

並主張應以 ’others’ 取代原有的 ’other’，以此展現有別於學術領域裡白人中產

階級女性的觀點。整體而言，一九九○年代以後的教育行政領域的性別研究受

到性別建構觀點與後現代思維的影響，研究的成果更加地多元，使吾人能更貼

近理解女性教育行政者複雜的領導實務。 

二、國內的校長性別研究 

儘管西方世界的女權意識揚昇帶動了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性別觀點研究，反

觀國內的教育實徵研究（尤其是學位論文），一直到楊雀（1982）在其學位論文

中以問卷調查法探究女性教育主管的人格特質，才開啟了國內女性教育領導者

研究的先河。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在楊雀的論文完成之後並沒有帶動國內相關

的性別研究。環顧整個一九八○年代的校長性別實徵研究，除了楊雀以外，僅

有劉麗慧（1986）採取問卷調查法瞭解國民中小學男女校長領導方式與學校組

織氣氛之關係。在劉麗慧的研究中，作者發現不同性別、資歷的校長雖然在知

覺其自身領導方式上有顯著的差異，不過基本上男女校長的「工作導向」及「關

係導向」領導行為並無顯著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師所知覺的學校組織氣

氛會隨著校長不同的領導方式而有差異。在「關係導向」型之男校長所領導的

學校中，教師知覺的組織氣氛較佳；而就女校長的領導而言，教師在「工作導

向」型之女校長領導下感受到較好的組織氣氛。雖然前述兩篇實徵研究展現了

對女性教育行政者與男女校長差異的關注，不過與當時西方教育行政領域逐漸

蓬勃的性別觀點研究相較，國內一九七○、八○年代的校長性別研究仍是沉默、

邊緣的議題。 

大致而言，到了一九九○年代（一九九九年以前），專以「女校長」或「男

女校長」為題的學位論文仍相當有限，類似的研究僅有蔡美儀（1992）的「我

國女性教育主管性別角色、自我概念、社會支持與工作適應之關係」以及李玉

                                                

 
14三重壓迫係指種族、性別與階級的不平等待遇，這類的議題最早由少數族裔／第三世界女性

主義研究學者提出，用以描繪有色人種女性面對殖民主義、父系霸權與資本主義多重壓迫的困

境（黃心雄，200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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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1998）的「國民小學女性校長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需求之研究」。首先檢視

蔡美儀的學位論文，雖然作者在論文題目特別從女性教育主管出發，但實際進

行研究時僅針對北、高兩市男女教育主管（即校長、主任、組長）發放問卷，

以此理解男女教育主管的差異。然而可惜的是，蔡美儀的研究並未完全聚焦於

女校長，對於吾人想瞭解女校長領導實務的幫助十分有限。不過大致來看，在

蔡美儀的研究中發現男女教育主管在性別角色類型、自我概念及社會支持等面

向並無顯著差異，女性教育主管的性別特質高於男性主管。另外在工作適應上，

儘管女性教育主管有不錯的適應，當她們與男性教育主管相較時，女性教育主

管的工作壓力與性別設限感均比男性教育主管高。雖然蔡美儀的研究對象並未

聚焦於女校長的領導實務，但其研究結果也提供後續相關研究的基礎。在李玉

惠的研究中，作者認為女性校長身兼不同的角色，工作壓力漸增，因此瞭解女

校長的壓力與社會支持對於其自身發展與組織運作有其必要。作者針對臺北

縣、市全體國小女校長發放問卷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女校長在處理校務時確實

會知覺到多方的工作壓力，尤其對於角色期望問題最感到困擾。而當女校長在

面對這類壓力時，她們認為社會的支持相當重要，不過研究卻也指出女校長所

知覺到的工作壓力「發生頻率和困擾程度」與「實際獲得和需要獲得」的社會

支持之間的關係仍不明確。從一九八○年代楊雀（1982）與劉麗慧（1986）的

研究，以及一九九○年代蔡美儀（1992）與李玉惠（1998）的研究，我們可以

發現一九九九年之前以女性教育領導者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均採量化的研究

取徑，雖然透過問卷調查能夠從大樣本瞭解多數女性教育行政者的領導實況，

但對於深入理解不同女性教育領導者的行政實際，或是透過研究提供女性教育

領導者發聲的機會仍相當有限。再者，從研究對性別所採取的觀點來看，這四

篇學位論文多以本質觀點看待女性校長的領導實際，尚未運用社會建構的性別

觀點分析，這一點與西方實徵研究相較仍有差距。 

除了上述四篇與學位論文之外，潘慧玲、梁文蓁與陳宜宣（2000）曾針對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八年的教育領導學位論文進行全面檢視，結果發現大部分

的教育領導學位論文並未納入性別考量，就算研究中納入了性別因素，性別充

其量也僅是研究的人口變項，研究者也多半從男性的思維經驗與文化脈絡來解

釋研究結果。由此可知以女性觀點出發、深掘女性領導經驗、為女性發聲的校

長性別研究在一九九九年之前是隱而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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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一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迄今迄今迄今迄今的校長性別研究的校長性別研究的校長性別研究的校長性別研究 

一、西方的校長性別研究 

西方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校長性別研究延續著一九九○年代後現代思潮與

社會建構的性別觀點影響，有關性別研究的議題更加廣泛也更加地深入。尤其

在 Klein 等人於二○○七年主編的第二版《促進教育性別平等手冊》（Handbook 

for Achieving Gender Equity through Education）一書中，更試圖融入全球化的觀

點全面檢視教育領域的性別平等現況，以此展現不同族裔女性多元與差異的聲

音。在全書的第六章中，Shakeshaft、Brown、Irby、Grogan 與 Ballenger（2007）

整理近來教育行政領導實務的性別平等發展情形，結果發現女校長與教育行政

機關中的女性領導者人數日益增加，但是絕大多數的白人男性還是位居領導職

務，這樣的現象也反映在實徵研究上，導致大部分的教育領導實徵研究仍多半

呈現白人男性的觀點。此外，Shakeshaft 等人在整理相關的實徵資料後也發現，

當今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性別研究主題和過去的研究興趣相去不遠，有關「女性

學校行政者遭遇的障礙」、「女性行政者的職涯路徑」與「女性教育領導者的風

格」是最常被研究的三個議題。不過 Shakeshaft 等人指出，目前教育行政領域

的性別實徵研究雖然在題目標榜「女性教育領導者」，但如果不深入文獻本身，

很難清楚地瞭解這些女性代表的是「誰」的經驗？是女校長的經驗？女性教育

官員的經驗？還是女性助理校長的經驗？總的來看，若僅以「女性教育領導者」

稱呼研究參與者，而不言明或辨別不同研究參與者的差異時，可能會化約了女

性的經驗，成為吾人解讀女性領導實務時的限制。另外一個問題則是這些實徵

研究大多屬於未出版的學位論文，研究的成果較不易廣為流傳取得（例如：學

位論文有瀏覽頁數的限制，或是需要付費閱覽等），當吾人想要瞭解當前女性教

育領導者的實況，卻又只能從學位論文的研究結果探尋時，無疑是另一種研究

的限制。 

以 Shakeshaft、Brown、Irby、Grogan 與 Ballenger（2007）所整理的三個

最常受到關注的實徵研究主題作探究，可發現「女性學校行政者遭遇的障礙」

類型的實徵研究通常以自我報告（self-report）或訪談（interview）為資料蒐集

的方法，以此呈現女性教育行政人員個人所知覺的障礙。然而，與過去實徵研

究結果不同的是，過去女性學校行政者之所以遇到職涯晉升或工作的障礙，多

半來自內在（例如：缺乏晉升動機意願、自信、鼓勵等）或外在（例如：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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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缺乏相關支援等）問題的交迫。不過，當今的女性學校領導者似乎

已經克服了內在的問題，其職涯晉升與工作的障礙主要來自於外在的情境。舉

例來說，在 Gardiner、Grogan 及 Enomoto（1999）的實徵研究中即呈現了女性

校長候選人在培訓過程中所遇到的衝突。這些女性校長候選人認為，當她們的

師傅（mentor）是男性時各有優缺點，優點是男性師傅可以從不同的性別角度

給予建議，幫助她們更完整地解決問題任務，但缺點在於男性師傅缺乏女性的

觀點，較少給予鼓勵或協助，有時甚至還會賦予這些女性校長候選人更艱難的

任務。再者，當女性校長候選人與師傅的族裔不同時，兩者之間的距離與差異，

甚至是衝突會更加嚴重。然而無奈的是，在長期由白人男性主導的教育行政領

域中，要找尋女性的師傅進行輔導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儘管 Gardiner 等人

的研究中指出女性校長候選人在職涯晉升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外在阻礙，這樣的

結果並不代表女性教育行政者之間不會有角力或是衝突，事實上有些外在的阻

礙可能來自於女性的壓迫。Funk（2004）在整理相關文獻後指出，當女性快速

晉升領導職位後，她可能無法得到基層女性行政人員的支持，反而還會遭受更

多的嫉妒、仇視、抗拒與破壞。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女性間的壓迫情形是

Malveaux（2005）點出的「女王蜂」（queen bee）現象。Malveaux 認為教育行

政領域中的女性領導者並不全然像工蜂一樣，是個願意全心奉獻的照護者

（nurturer），有些女性領導者（特別是少數族裔的女性）可能是獨占資源的女

王蜂。一旦組織出現這種類型的女性領導者，其他女性則更難在教育領域中闖

蕩出一片天地。不過 Malveaux 也認為，女王蜂型的女性領導者最終可能會付出

代價，即如同前面 Funk（2004）所言的，這些女性領導者將會面臨更多的反抗

與衝突。從這些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性別論述

已逐漸解構，朝向多元開放的意義詮釋，男性與女性並不是截然對立群體，男

性可以從不同的性別觀點協助女性領導；而女性之間的同性情仇，亦顯示了教

育行政領域中不同女性的差異，這樣的研究結果都是過去未能看到的。 

其次，從 Shakeshaft、Brown、Irby、Grogan 與 Ballenger（2007）等人整

理的「女性行政者的職涯路徑」相關實徵研究來看，Shakeshaft 等人認為當今

的女性雖然去除了阻礙職涯晉升的內在因素，也有更多的女性透過進修博士學

位或參與領導培訓課程來提昇自己躋身領導職務的競爭力，然而，並非所有的

女性都瞭解課程的內涵。Sherman（2005）在其實徵研究中即指出有些女性教

育工作者雖然有擔任領導職務的意願，但她們不知道有什麼領導課程或進修管

道，也不瞭解參加這類進修對於領導的幫助，甚至也無從得知教材內容能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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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前的領導現況。因此這些女性不僅失去了某些培養領導技能或是建立人際

資源網絡的機會，間接地也使她們的職涯進展受到影響，比較不容易晉升至領

導階層。除了從進修管道來看女性行政者的職涯路徑之外，家庭與工作之間的

平衡對於女性職涯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儘管時空轉換至今，Shakeshaft 等人

認為女性的母職角色以及職場工作環境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動，而從前一節談到

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實徵研究中（Gardiner, Grogan, & Enomoto, 1999; Whitaker, 

2006），我們即可發現有些女性教育領導者能夠成功地整合不同的角色任務，有

些女性教育領導者卻將家庭與工作視為雙重的負荷，因此女性能否平衡公私領

域的事務成為其勝任領導工作的關鍵。雖然前文曾指出有些女性能成功整合各

種角色，不過和男性的線性領導路徑相較之下，女性確實更容易因為家庭的羈

絆而無法升遷，這樣的困境也使得女性轉而從發展非正式的人際網絡、參與各

種研究計畫或委員會，甚至是選擇進修等方式累積領導的能量，從一條非線性

的路徑達到領導的層峰。 

最後，在 Shakeshaft、Brown、Irby、Grogan 與 Ballenger（2007）歸納整

理的「女性教育領導者的風格」實徵研究中，再度言明不同性別領導者迥異的

領導風格，例如：女性教育主管比男性教育主管更重視人際關係，且更容易採

取一對一的晤談；女校長在遇到棘手的衝突情境時，比男校長更容易以幽默的

方式自我解嘲。大體而言，這些研究結果能夠幫助吾人瞭解女性教育領導者的

風格，不過 Christman 與 McClellan（2008）在其實徵研究中也提醒吾人必須體

認女性領導者在情境中的機靈反應。換句話說，我們不應該以某種社會建構的

規準期待女性教育領導者應該要符合某些領導風格，或者化約地歸納詮釋女性

的領導風格。事實上，女性教育領導者的領導實際更加複雜，她們通常會依照

情境脈絡判讀的結果，採用具備男性特質或女性特質的領導策略來解決其所遇

到的各種問題。從 Christman 與 McClellan 的研究結果來看，當吾人想要瞭解領

導風格議題時，應當先擱置我們對於領導風格的既存認識與偏見，深入女性教

育領導者的領導現場，才能夠更細膩地詮釋女性教育領導者的樣貌。 

二、國內的校長性別研究 

國內學位論文在一九九九年之前很少出現校長性別研究，唯到了一九九九

年以後情形才有所改觀，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五十四篇校長性別實徵研究，這些

研究的成果對於吾人瞭解教育現場中的女校長相當有幫助。環顧一九九九年以

來的校長性別研究，依照研究主題將其分為八大類，分別是：校長領導（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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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篇，約佔 54%）；溝通行為（二篇，約佔 3%）；權力運作（二篇，約佔 3%）；

工作壓力、滿意度與社會支持（四篇，約佔 7%）；公共關係與社區互動（五篇，

約佔 9%）；生涯發展（八篇，約佔 15%）；生命經驗（三篇，約佔 6%）與其他

（二篇，約佔 3%），在此不同主題類別的論文整理成表 2-2。 

從表 2-2 我們可以發現「校長領導」可說是校長性別研究中最熱門的研究

課題，有關男女校長的領導風格、特質、行為，甚至是自身的領導經驗都是研

究者關注的焦點，這樣的研究發展趨勢大致與西方的實徵研究相符。在這類的

實徵研究結果中，張芳綺（2005）透過問卷、訪談與觀察的方式指出男女校長

雖然在領導特質與領導行為大同小異，不過即便不同性別的校長均出現「高倡

導高關懷」的領導型式，其中男校長與組織成員的互動輕鬆，女校長則會利用

時間開會溝通，較男校長更加注重工作效率與執行力。另外也有研究者發現校

長的領導實務為並不會受到生理性別的影響而有明顯的差異，基本上校長本身

的性別角色或是其具備的性別特質才是影響領導實務的關鍵（黃玉貞，2004）。 

國內的實徵研究亦發現女校長比男校長擁有較佳的人際互動，她們願意分

享訊息、鼓勵團隊合作與參與、以母性的特質關懷他人，因此女校長也比男校

長更較容易營造良好的組織氣氛（李莉莉，2003；侯怡楓，1999；戴振浩，2001）。

當女校長遇到問題時，她們也能善用自身溫柔、同理的特質，尋求內外在的支

援協助（何麗香，2003；林瑩，2002；蔡秀燕，2002）。以此觀之，女校長的領導

風格、特質與行為對於組織理應有積極正面的影響。但陳怡君（2006：125）在

評論女校長領導研究時也指出，不管學校組織成員的性別為何，組織成員對於

女校長的負面評價似乎多過於正面評價，為了扭轉他人對女性領導者的刻板印

象，使得女校長特別重視專業發展（林細貞，2003；劉淑媛，2002），或是從實

質的溝通與權力分享（如：合議制）以提高辦學效率，塑造和諧校風來證明自

己的能力（梁文蓁，2001；陳宜宣，2001），以此化解教育領導現場中的問題。 

除了校長性別研究中的領導議題，與女校長晉升息息相關的生涯議題也備

受關注。翟智怡（2001）即指出女校長在成長過程中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的迷思，

對自身擁有高度的期許，這些都是使其成功進入領導階層的因素。不過除了自

身的態度之外，女性教育工作者在生涯發展中遇到的重要他人與事件也是影響

其能否擔任領導者的關鍵（鄭茱月，2002），至於來自家庭的支持更是女校長在

面對領導情境時，最強而有力的後盾（李莉莉，2003）。一旦外在環境不友善，

重要他人不支持，這些壓力就成了女性教育人員升遷的阻礙（許慧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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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一九九九年迄今的國內校長性別研究 

 

類別 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1999 侯怡楓 一位國小女性校長領導實際之個案研究 

2000 賴佳敏 她的故事：一位國小女校長領導風格之個案研究 

2001 戴振浩 國民小學男女校長領導特質與學校效能影響之研究 

2002 林蕙質 國民中學校長性別角色、轉換型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2002 武曉霞 臺北縣國中小女性校長領導行為及生涯發展之研究 

2003 王志中 高職女性校長領導特質、領導行為與領導效能關係之研究 

2003 李莉莉 國小女性校長領導風格之研究：以北部地區為例 

2003 林細貞 國中女性校長專業領導行為之研究 

2003 陳珮芳 一位國小女性初任校長領導風格之研究 

2004 王秀燕 臺北縣市國民小學女性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2004 李鳳英 國民小學校長性別角色與領導特質關係之研究 

2004 陳怡君 國小男女校長情緒智慧領導能力比較之分析 

2004 黃玉貞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領導性別差異之研究 

2004 黃美惠 國小校長領導實際之質性研究：臺北市一位資深女校長的故
事 

2004 黃鳳瑛 國民小學女性校長領導角色知覺與專業發展需求之研究 

2004 楊陳傑 國小女性校長領導特質與教師文化之研究：以桃竹苗四縣市
為例 

2005 白國華 工作價值觀與領導行為之相關性研究：以女性國中校長為例 

2005 陳怡如 中部地區國民中學女性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2005 黃淑芳 桃園縣國民小學男女校長領導風格之比較研究 

2005 張芳綺 國小男女校長領導特質與行為之個案研究 

2005 張菁芳 桃園縣國民小學女性教育主管領導風格之分析比較 

2005 謝昭祥 我國國民小學男女校長領導型態教師覺知之研究 

2006 吳珮菁 一位國中女性校長領導風格之研究 

2006 許皓婷 澎湖縣國民小學女性校長領導型態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2006 陳媺慈 我在太興的日子：一位初任女性校長學校經營之自傳俗民誌
研究 

2007 王夢玲 臺北縣國中女性校長領導特質之個案研究 

2007 葉芃妤 國民小學女性校長行政決策運作與學校組織氣氛關係之研究 

校 

長 

領 

導 

2007 蔡依珊 高雄市女性校長領導風格與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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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一九九九年迄今的國內校長性別研究（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類別 年份 作者 論文名稱 

2001 陳宜宣 國中女校長溝通行為之研究：以兩位女校長為例 溝通
行為 2004 高明秀 國民小學女性校長溝通行為與溝通效能之研究 

2001 梁文蓁 中學女性校長權力運用之研究：以兩位女校長為例 權力
運作 2006 陳詩璇 性別政權、生涯晉升與行政領導：以三位國中女校長為例 

2002 謝菊英 高屏區國小女性校長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之研究 

2003 林靜慧 國中初任女校長組織社會化之研究：以六位女校長為例 

2003 陳怡汝 影響國中女性校長工作滿意度之角色承諾因素之探討 

工作
壓力
滿意
度與
社會
支持 2004 柯秀雲 女性校長社會資本之探究 

2000 胡邦欣 
學校與社區家長的互動關係：一位原住民女性校長的理念與
策略 

2002 林 瑩 我國國民中學女性校長學校公共關係處理 

2002 蔡秀燕 國小女性校長與社區互動關係之研究 

2003 何麗香 花蓮縣國小女性校長學校公共關係之研究 

公共
關係
社區
互動 

2003 趙靜菀 國民中學女性校長與家長會主動經驗研究 

2001 翟智怡 高中職女性校長生涯發展歷程之研究 

2002 鄭茱月 
臺北市國小女校長生涯發展歷程中重要他人及關鍵事件之研
究 

2004 陳仕仁 從教師到校長晉升之性別化歷程 

2004 馮秋桂 
三位女性國小校長生涯發展歷程之研究：傾聽生命長河的真
情告白 

2004 劉麗美 國小女性校長參與行政心路歷程之研究 

2006 朱淑如 
從「因緣際會」到「綠樹成蔭」：三位國小女校長生涯發展故
事 

2006 許慧楨 國小女性校長生涯阻礙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 

生 

涯 

發 

展 

2006 童丹茹 國小女性校長晉升的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2003 何宜君 交織一片藍天：我與一位女校長投入課程改革的生命史研究 

2004 童鳳嬌 家管與主管：一位國中女校長的生命經驗 
生命
經驗 

2006 黃金葉 女校長生命圖像中性別經驗的敘說 

2002 劉淑媛 國小女性校長專業發展現況、困境與需求之研究 

其他 
2006 張鴻煜 

原住民籍國小女性校長族群文化認同、抗拒和適應之個案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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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後現代思潮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國內的校長性別實徵研究轉向呈現女

校長的差異，例如：胡邦欣（2000）研究原住民女校長在學校與社區家長互動

關係的理念與策略，結果發現原住民女校長與漢人家長一開始對彼此都存有難

以消除的偏見，但經由不斷地溝通磨合，學校與社區家長終於有較佳的互動。

至於張鴻煜（2006）則透過生命史的研究取徑，瞭解原住民菁英的族群認同，

在研究中的原住民女校長 SUMI（化名）由於長期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對於

主流族群文化並沒有太大的抗拒，因此在其任職校長前有強烈壓抑自我族群身

分的現象。而在 SUMI 校長任職後認為不合時宜的原住民文化習俗及不積極的

生活態度有修正的必要，對她而言，原住民的身分與主流族群的族群歧視態度

是其生命歷程中的阻力也是助力，她認為只有努力獲得成就才能改變他人的認

同觀點。在當今的校長性別實徵研究中，對於不同族群校長的研究尚屬少見，

儘管在這些研究中經常顯現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不過也唯有透過衝突的理解，

才能夠真正地瞭解教育行政實務，也才有改變教育問題的可能。 

大體而言，國內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校長性別研究在近年來已有增加的趨

勢，但是從這些實徵研究的焦點來看，絕大部分的研究仍聚焦於女校長的領導

實務上。在此點出這樣的研究現況並不否定領導議題的重要性，不過當多數的

研究者都在關切女性領導者的領導風格、特質與行為時，我們還能從什麼樣的

角度切入探悉女性教育領導者的經驗？如何詮釋才能對於教育現場中的女校長

更有幫助？因之，研究議題的轉向與研究分析觀點的選擇便相當重要。檢視國

內目前的校長性別實徵研究，尚未有研究者以後結構女性主義分析女校長領導

實務，因此本研究試圖透過後結構女性主義的關注，能夠展現女校長多元、差

異的領導實際；而從問題解決心智的探悉，將能夠增進吾人對於校長認知思維

的理解，以此增進吾人對女校長領導實務的認識。在本章第一節中，已針對後

結構女性主義的意涵與相關的實徵研究進行介紹，接下來在本章第三節中，將

討論的焦點放在問題解決心智的介紹，以提供吾人進入現場研究前的知識基礎。 

參參參參、、、、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本節中，主要以一九九九年為分界，分別討論西方與我國教育行政領域

中的校長性別研究。總的來看，西方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校長性別研究從早期的

沉默、發聲到再現，每個時期所關注的議題都不盡相同，也因為西方研究者的

辛勤耕耘，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女性的經驗、聽到不同女性的聲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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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下，國內教育行政領域中的校長性別研究起步較晚，對於研究的興趣仍停

留在女校長的領導風格、行為與特質等面向，雖然從國內的文化脈絡來看女校

長的領導風格、行為與特質仍有其意義，但實徵研究應該要不斷地向前推進，

探尋新興的研究議題與方向。職是之故，本研究探尋女校長的領導實務時，我

重點放在與女校長認知思考有關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上，並試圖以多元的社會

建構性別觀點切入，採用後結構女性主義進行分析，以此理解身處不同脈絡、

具有不同資歷女校長在問題解決的差異。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問題解決心智問題解決心智問題解決心智問題解決心智運作運作運作運作的意涵與相關的實徵的意涵與相關的實徵的意涵與相關的實徵的意涵與相關的實徵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隨著技術產業轉型、政經文化變遷等因素的影響，當今各領域的領導者所

面對的問題情境猶如組織發展學者 Vaill（1989）所形容的「惡水」（white water）

一樣，更加地不確定，也更加地複雜，而學校領導情境亦復如是。近年來因為

教育政策推陳出新，校園生態逐漸轉變，校長的工作與角色受到莫大衝擊（陳

錫珍，2003）。儘管領導現實有多麼混亂，Vaill（1989）建議吾人必須學習新的

價值，創造一張新的遊戲地圖，才能有效克服現有的領導問題。然而在第一章

的緒論中，卻也提到目前教育行政領域缺乏認知取向研究的問題，究竟教育領

導者的價值信念是什麼？他們如何思考？他們的想法又如何影響領導工作？唯

有深入校長的認知世界，才能更貼近校長的領導實務。 

Leithwood、Begley 與 Cousins（1992）等人在研究教育效能課題時，曾呼

籲當今的教育領導研究焦點應從對領導者行為的關注，轉向對領導者的思維或

問題解決方式的探討，這樣的呼籲也是促成本研究選擇探討女校長問題解決實

務的原因之一。Lazaridou（2006）曾指出，一個領導者的效能從她／他的問題

解決心智便能一窺究竟。為了更細緻地瞭解女性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樣

貌，本研究採取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研究分析的理論基礎，試圖以此詮釋不同

女性校長在問題解決心智的主體位置、語言與論述、知識與權力等異同之處。

本章第一節已針對後結構女性主義的意涵進行介紹，接下來本節將重點放在問

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內容，以及相關研究的實徵研究，試圖增進吾人對於問題解

決心智運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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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探討探討探討探討心智心智心智心智運作運作運作運作的的的的訊息處理論訊息處理論訊息處理論訊息處理論 

隨著教育行政領域中的認知取向研究嶄露頭角，究竟領導者的心智如何運

作成了頗受關注的課題。儘管心智不像外顯行為，能輕易地辨識、發覺，不過

目前的教育領導認知取向研究仍從相關的理論出發，試圖透過理論展現人們隱

微的心智運作。在此將介紹訊息處理論的內涵，作為本研究在探究女校長問題

解決心智運作時的基礎。 

訊息處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是當代認知心理學中最重要

的研究課題之一（Eysenck & Keane, 2000: 1），其主要的目的在瞭解人們面對資

訊，特別是面對具有挑戰性的心智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心智運作（Sternberg, 

2001: 348）。在一九六○年代，認知心理學家受到資訊工程發展的影響，開始

嘗試以電腦的作業流程來模擬人的心智運作，將人視為「訊息的處理器」

（processor of information），並認為人們能夠主動選擇來自環境的資訊，經由內

在的心智活動將訊息加以處理（例如：解碼、編碼、組織、儲存等），以備需要

時能檢索、提取（吳宗立，1998：157；Newell & Simon, 1972: 5）。換句話說，

訊息處理論所欲探究的即是人類在面對外在環境刺激時所產生的心智表徵

（mental representations）及這些表徵的認知處理（cognitive processes）（Mayer, 

2003: 47）。 

大體而言，早期的訊息處理論多半應用於教學領域，不過隨著吾人對訊息

處理的瞭解愈來愈深入，近年來訊息處理論也開始應用於教育行政領域，成為

研究校長領導與學校行政實務的方法論之一（Begley, 1996: 565）。Leithwood、

Steinbach 與 Raun（1993: 366）即以訊息處理論為基礎，研究教育行政人員

（superintendent）的問題解決歷程，Leithwood 等人認為訊息處理論不僅可以解

釋教育行政人員為什麼會注意到在其所處環境中的某些資訊，還能瞭解教育行

政人員的知識究竟如何儲存、提取與發展，此外還能進一步瞭解這些知識如何

應用於問題解決之中。 

從前文的討論可以瞭解訊息處理論將人視為「訊息的處理器」的觀點，然

訊息處理的實際程序為何？我們即可從 Newell 與 Simon（1972）的「訊息處理

系統」（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得知。 

圖 2-1 為 Newell 與 Simon 的訊息處理系統，從圖 2-1 中我們可以看到構成

此一訊息處理系統的主要要素有：感受器（receptors）、動作器（effectors）、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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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processor）與包含符號結構的記憶（a memory containing symbol 

structures），15而訊息處理即是這些要素輸出（output）與輸入（input）的運作。 

 

 

圖 2-1 訊息處理系統的一般結構 

資料來源：出自 Newell & Simon（1972: 20）。 

 

從上圖 2-1 中，我們除了可以看到訊息處理的程序之外，記憶如何被詮釋、

解讀及應用著實影響訊息處理的最終結果。易言之，當人們從接收外在環境刺

激到做出反應的過程中，「記憶」在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因此在本研究中，

如何找到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反應的記憶，也是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雖然

Newell 與 Simon 的訊息處理系統提供我們一個訊息處理的圖像，不過，當我們

檢視圖 2-1 後會發現此一系統並沒有特別針對記憶進行分類。16然而，究竟是哪

一種記憶影響人們的心智與反應？假使在本研究中僅以此一系統觀看女性校長

的領導實務，恐難細緻地解釋不同種類記憶對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影

響，因此接下來我將介紹 Gagné（1985）的訊息處理模式，試圖補充 Newell 與

Simon 訊息處理系統的不足，幫助吾人認識訊息處理論中不同種類記憶所帶來

                                                

 
15Newell 與 Simon（1972: 23）認為，記憶中的符號結構係由一組有關聯的表徵符號（tokens of 

symbols）構成。大體而言，所有能被辨識為一類的表徵符號又可稱為符號類型（symbol type），

在一個符號類型中，各個表徵符號的差異僅在事例（occurrences and instances）而已。在上圖

2-1 中，我們可以看到記憶中的符號結構有一系列的關係，而 Newell 與 Simon 更進一步指出符

號結構中的關係除了有單一關聯（single relation）之外，仍可能出現不同的聯結形式。 
16一般認知心理學家將記憶分為感官記憶（sensory memory）、短期記憶（short term memory）

與長期記憶（long term memory）三種（張春興，2001）。不過在 Newell 與 Simon 的訊息處理

系統中，僅提到處理器是一組基礎訊息處理（a set of elementary information processes），它決定

基礎訊息處理的執行次序，屬於短期記憶。至於訊息處理系統中的「記憶」，並未將其歸為長

期記憶、短期記憶抑或是感官記憶。 

感受器 

動作器 

 

處理器 

 

環境 

記憶 

訊息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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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儘管不同學者對訊息處理的見解略有不同，但整體來看以 Gagné 的訊息處

理模式最為一般人接受（張景媛，1993：48）。圖 2-2 即為 Gagné 的訊息處理模

式。 

 

圖 2-2 Gagné 的訊息處理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 Gagné（1985: 71）。 

 

Gagné 的訊息處理模式與前文談到的訊息處理系統相較，可以發現兩者相

同之處在訊息處理起始於感受器（receptors）接收外在環境中的刺激，終結於

動作器對環境的反饋。不過兩者不同之處在於，Gagné 的訊息處理模式深化了

不同種類記憶在訊息處理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最大的差異即在此一

模式中加入影響訊息處理因素的討論。 

從圖 2-2 來看，當感受器（receptors）接收到外在環境中的刺激後，便會

將訊息傳輸到感官記錄器。基本上，訊息停留在感官記錄器的時間相當短暫，

屬於感官記憶（sensory memory）17的範疇。Gagné 認為這個階段的訊息處理並

非將訊息照單全收，而是透過「選擇性的知覺」（selective perception）過濾訊息

後，再將訊息轉換至短期記憶（short- term memory）中。一般而言，經過感官

記錄器過濾的短期記憶其性質屬於原始記憶（primary memory）（Gagné & Glaser, 

                                                

 
17 感官記憶係指個體的感覺器官對外在刺激一瞬間的認知感應（張春興，20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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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54）。在這個階段中，人們能夠意識到自己所看、所聽或所說的內容，不

過訊息保留的時間僅約二十秒左右（張春興，2001：276），這也使得短期記憶

的儲存量受到影響。18在上圖 2-2 中，我們可以看到訊息處理程序進入短期記憶

階段後，可能直接將訊息送入反應發生器（response generator）與動作器，對

環境中的刺激做出回應，不僅如此，我們還能看到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long- 

term memory）之間的交互作用。當訊息處理程序進入短期記憶以後，一方面可

能透過編碼（encoding）進一步轉化為長期記憶（Gagné, 1985: 72）；另一方面

短期記憶也可能經由複誦（rehearsal）、整合新舊經驗（integration of new with 

old），或配對識別（matching for recognition）等方式與長期記憶互動，因此短

期記憶又有運作記憶（working memory）之稱。儘管短期記憶的容量有所限制，

但無疑的是，它在訊息處理過程中佔有關鍵的角色；而就運作記憶的功能來看，

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間的交互作用有助於形塑與過去不同的知識、程序技能與

問題解決策略（Gagné & Glaser, 1987: 54-56）。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短期記憶在

心智運作過程中的重要性。 

在 Gagné 的訊息處理模式中，除了短期記憶會影響訊息處理的結果之外，

長期記憶亦是影響訊息處理結果的關鍵。一般而言，長期記憶可分為程序記憶

（procedural memory）19與陳述記憶（declarative memory）20兩種，前者係指吾

人對於具有先後順序活動的記憶；後者則是指吾人對事實性資料的記憶（張春

興，2001：281-282），一旦訊息經過編碼轉入長期記憶以後，經由概念和概念

之間的關係的儲存21能夠永久保存，且不易因時間的累積而流失（Gagné & 

Glaser, 1987: 58）。因此當人們在面對問題情境時，個人能否從其長期記憶中提

取適切的訊息做出反應，左右問題解決的成敗。我們甚至可以說，人們生活功

                                                

 
18 Miller（1956）認為人類訊息處理能力的限制在「七加減二個項目」，所謂的「項目」可能是

文字、數字或是單音節的字……等。自 Miller 的論點提出之後，「七個項目」就成為短期記憶

研究的重點。 
19 程序記憶中主要包含認知與動作技能兩部份，它試經由觀察學習與實地操作演練而習得的行

動性記憶。當程序記憶的資料表現於外時，即成為個人的程序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張

春興，2001：281）。 
20 在陳述記憶中，依照訊息性質的不同，可分為經歷記憶（episodic memory）和語意記憶

（semantic memory）兩種。前者是有關個人生活經驗上的記憶，又有自傳式記憶

（autobiographical memory）之稱；後者則是個體對周圍世界中一切事物的認識，特別是對代表

事物的抽象符號意義的理解。雖然陳述記憶可細分兩種，但大體而言，陳述記憶所陳述者，代

表個人在該方面的知識，因此又可稱之為陳述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張春興，2001：

282）。 
21從這個角度來對照先前談到的 Newell 與 Simon 的訊息處理系統，我們似乎可以發現 Newell

與 Simon 的訊息處理系統中提及的「記憶」與 Gagné 訊息處理模式中的長期記憶十分相近。 



 41 

能是否得以維繫，主要靠的就是長期記憶中隨時可供檢索的訊息（張春興，

2001：278），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長期記憶與個人知識體系形構間具有密不可分

的關聯。 

在前面已大致介紹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的內涵，現在讓我們再次將焦點放

回圖 2-2，Gagné 的訊息處理模式之所以最為一般人接受，除了它清楚呈現訊息

處理的流程之外，最特別的是此模式加入了影響訊息處理的因素──「執行控制」

（executive control）與「期望」（expectancies）的討論。其中，執行控制決定

什麼樣的訊息會從感官記錄器前進至短期記憶、什麼樣的短期記憶會進一步儲

存為長期記憶，換句話說，執行控制掌握了訊息處理過程中訊息的過濾、儲存

與提取；至於期望則是人們為了達成目標所展現的特殊動機（specific 

motivation），這樣的動機會影響人們如何進行訊息編碼及如何組織他們對於刺

激的反應。雖然在實際的訊息處理過程中，訊息的流動並不會經過「執行控制」

與「期望」兩個程序，但這兩個程序卻深深地影響訊息處理的進行，同時也連

帶地影響記憶與學習（Gagné, 1985: 77-79）。 

從上述 Newell 與 Simon 的訊息處理系統及 Gagné 的訊息處理模式，我們

不僅可以看到訊息處理的實際程序，也能藉此瞭解人們在面對問題情境時的內

在心智運作。尤其對本研究而言，訊息處理論所重視的記憶及影響記憶的因素，

能夠幫助吾人瞭解女校長究竟如何運用記憶來解決問題、形塑個人知識；而當

我們瞭解女校長的記憶與知識的關係以後，我們就能更進一步地探究這些記憶

與知識對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訊息處理論對於本研

究所欲瞭解的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具有重要性。 

貳貳貳貳、、、、問題解決的意涵問題解決的意涵問題解決的意涵問題解決的意涵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是吾人瞭解人類思維運作的途徑之一。自從

一九六○年代認知心理學興起以後，問題解決研究逐漸受到各界關注。美國耶

魯大學心理學家 Sternberg（1982: 226）就曾指出問題解決在人類智力發展上扮

演重要的角色；而曾經榮獲諾貝爾經濟獎的美國認知心理學家暨組織管理大師

Herbert A. Simon 在研究人類問題解決課題時，加入資訊工程（computer science）

觀點，比較人類與電腦在問題解決上的差異（Sternberg, 2001: 37），使其獲得人

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之父的美稱。由此可看出問題解決的研究除了能

夠增進吾人對人類思維的理解，對於今日的科技發展也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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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當代的心理學家在進行問題解決研究時，主要的企圖在於瞭解人

們面對問題情境時，究竟是如何理解問題的性質、如何確定求解的目的，以及

瞭解人們如何運用既有的知識基礎進行推理思考，找尋適當的方法解決問題，

以達成目的（張春興，2001）。在教育領域中，隨著認知心理學的崛起，問題解

決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陳荻卿、張景媛，2004）。在第一章緒論曾提到近十年

年國內教育領域中已累積不少問題解決的研究，然而這些研究的對象多半以學

生為主，實際上針對教育領導者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研究卻仍相當有限。雖然

現階段國內教育行政領域的問題解決實徵研究仍有待充實，但是目前國外針對

教育領導者的問題解決研究已累積不少成果，尤其又以加拿大學者 Leithwood

及其同事所進行的一系列研究最為完整。因此在接下來的部份，將援引國外的

相關實徵研究，以幫助吾人瞭解究竟什麼是「問題解決」。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宜

對「問題」有基本的認識。 

一、問題的類別 

問題的形成，通常是因為現實情境與人們欲達成的目的有所落差的緣故

（Holyoak, 1995）。為了克服這樣的障礙，問題解決於焉產生。一般而言，認知

心理學家在研究問題解決課題時，通常根據問題是否有清楚的解決途徑將問題

進行分類，以此幫助吾人理解人類究竟如何解決問題。假使問題能以清楚明白

的途徑解決，則稱之為「結構良好的問題」（well-structured problems）；反之，

如果問題沒有清楚可知的途徑來解決時，則稱為「結構模糊的問題」

（ill-structured problems）。針對這兩類問題的內容，在底下有較詳細的介紹

（Simon, Dantzig, Hogarth, Piott, Raiffa, Schelling, Shepsle, Thaier, Tversky & 

Winter, 1986; Sternberg, 2001; Voss & Means, 1989）： 

（一）結構良好的問題 

在一九五○、六○年代的早期問題解決研究中，研究者關注的多半是結構

良好的問題。這是因為結構良好的問題，其問題的要素能被清楚界定，而關於

問題的陳述、限制以及所欲達成的目標都能被問題解決者理解，舉例來說，「證

明幾何原理」即是一個結構良好的問題。因為在這個問題陳述句當中，我們可

以清楚得知問題的內容及目標。此外，為了要達成這個目標－即證明幾何原理，

問題解決者必須在問題解決過程中運用既有的數學證明才能得到解答，同時在

這當中也可以看到清楚的解答程序。由於結構良好的問題有上述的特色，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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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解題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因此這類研究比較容易在心理實驗室中

進行。 

當人們面對結構良好的問題時，可以透過啟發（heuristics）或演算

（algorithms）來協助人們解決問題。前者是指一系列非正式、直覺式的推理策

略，不過這些方式不一定能夠真正解決問題；後者則是解決問題的正式途徑，

而這些途徑多半能導向正確的解答。啟發與演算兩種方法各有優缺點，若藉由

啟發的方式來思考問題，問題解決者必須承擔不一定能找到正確答案的風險；

若以演算的方式著手解決問題，雖然能夠引導至較正確的解答，但需要花費的

時間較多，如果需要在急迫的時間內找出答案，這樣的方式不一定合適。因此

在解決結構良好的問題時，究竟要運用啟發或演算的技巧，則要根據問題的實

際情形而定。 

組織學習與管理大師 Schön（1987）曾以一連串的隱喻來形容教育現場中

的問題。他以在「高地上的問題」（high ground problems）來指涉結構良好的問

題，在教育行政領域中，這些問題屬於技術性、例行性的層次，但這類的問題

對教育行政人員而言，與接下來所要介紹的「結構模糊的問題」相較，顯得較

不重要。 

（二）結構模糊的問題 

近年來，問題解決研究的重心已逐漸從「結構良好的問題」轉向「結構模

糊的問題」。從字面上來看，我們可以知道「結構模糊的問題」比「結構良好的

問題」更為複雜。在面對結構模糊的問題時，人們很難針對問題給予精確的定

義，而正確的問題解決途徑也可能不只一種，因此人們經常需要在不確定的問

題情境中做出適當的決定。此外，人們通常缺乏與問題相關的知識或經驗，因

此當人們面對這類的問題時，大多覺得問題較為棘手、也較難解決。 

人們若要解決結構複雜的問題，則需要運用洞察（insight）的技巧。透過

洞察，將個人的新舊經驗連結，使得人們能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問題。如此一

來，人們便較容易跳脫原本的思考框架或迷思，問題也能較順利地解決。雖然

洞察的技巧也可以用來解決結構良好的問題，但一般而言，這樣的技巧更適合

用於複雜的結構模糊問題。 

在教育行政領域中，Schön（1987）曾以「沼澤中的問題」來形容非例行

性、結構模糊的教育問題。Peddle（2000: 3-4）更進一步指出，現今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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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實情境，不論是教育改革或是教育政策的制訂，教育領導者所要面對的多

半是結構模糊的問題。大多數的教育行政人員在遇到這類問題時很難輕鬆以

對，但如果教育行政人員能夠學習如何評估多元解決途徑的技巧，如透過成本

效益分析（cost-beneficial analysis）來估算淨現值（nest present value）與內部

回報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等，如此一來就能較容易地在不同的問題解決

途徑中，找到最有效益的問題解決方法。 

二、問題解決的歷程 

問題解決通常被視為高層次的心智活動（陳荻卿、張景媛，2004：107）。

Mayer（1985: 130）指出，在問題解決研究中，雖然研究焦點經常放在問題解

決的成果（products of problem solving）上，但實際上問題解決的歷程（process 

of problem solving）也相當重要。尤其，問題解決歷程牽涉到問題解決者如何

判斷問題情境、蒐集資訊並應用策略推演出解答，就本研究所欲探究的女校長

問題解決心智運作而言，其問題解決歷程亦是關注的焦點。 

問題解決的歷程牽涉許多不同的步驟，針對本研究而言，女校長面對的並

不全然是具有良好結構、有絕對正確解答的問題，更多時候她們必須面對領導

實務中所出現的各種疑難雜症。於是在此介紹的問題解決歷程內涵以企管學者

Bittel 與 Newstrom（1992: 114-116）的論點為主，試圖從組織管理者的角度來

探悉問題解決歷程，再輔以其他觀點進行補充，使吾人對問題解決歷程有更清

楚的認識。 

在 Bittel 與 Newstrom（1992: 114-116）出版的管理學經典《每個管理者應

該要知道的事》（What Every Supervisor Should Know）一書中曾經指陳問題解決

歷程，從下圖 2-3 中，我們即可認識問題解決歷程的樣貌。 

大體而言，Bittel 與 Newstrom 將問題解決歷程分為清楚陳述問題（state the 

problem clearly）、蒐集相關資訊（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列出可能影響原

因（list possible causes）、選出最可能的原因（select the most likely cause）、提

出各項解決策略（suggest alternative solutions）、評估策略的可行性（evaluate 

alternatives）、選擇其中一項策略（choose one solution）、制定執行計畫（plan for 

implementation）等八個步驟。從這八大步驟，我們可以看到問題解決者面對問

題形成到解決之間可能出現的反應，而在每一個問題解決歷程的步驟中，不僅

牽涉領導者的心智運作，前文所談到的訊息處理論與基模理論更無時不刻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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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問題解決者的一舉一動。Bittel 與 Newstrom 的問題解決歷程最大的特點在於

釐清問題解決與「決策」（decision making）之間的關係，從圖 2-3 中我們可以

看到決策涵蓋在問題解決之中，儘管它只是問題解決歷程的一小部份，當我們

欲瞭解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時，仍需關注各個影響問題解決的面向。 

 

 
圖 2-3 Bittel 與 Newstrom 的問題解決歷程 

資料來源：出自 Bittel & Newstrom（1992: 114）。 

 

雖然 Bittel 與 Newstrom 大致釐清了問題解決歷程的樣貌，並指陳問題解

決與決策的關係，但兩人所提出來的問題解決歷程仍有一些潛在的問題。首先

從圖 2-3 來看，Bittel 與 Newstrom 的問題解決歷程是單一線性的發展，即當問

題被清楚界定以後，經過蒐集資料、決策等步驟，最終將制定相關的執行計畫

以解決問題。只不過當我們檢視圖 2-3 的八個步驟時，我們無從得知問題解決

過程中或是問題解決後會不會觸發新的問題，當圖中的最後一個步驟結束之

後，問題是不是都順利解決呢？我認為 Bittel 與 Newstrom 的問題解決歷程，無

法解釋問題解決能否導向成功的結果，假使制定的執行計畫能夠順利解決問

題，問題解決的歷程當然暫告一個段落；但假使計畫無法解決問題，問題解決

的歷程則不可能到此終結。簡單地說，Bittel 與 Newstrom 的問題解決歷程似乎

無法解釋「制定執行計畫」以後的問題解決實情。至於從上圖 2-3 中，我們還

能看到另一個潛在問題。這個問題即是 Bittel 與 Newstrom 僅將「評估」程序置

於問題解決歷程的「決策」中，卻遺漏了問題解決者對執行計畫的監控，以及

問題實際解決後，再次針對問題解決進行評鑑的重要性。假使問題解決的歷程

缺乏對執行計畫的監控以及問題解決後的反省評鑑，不僅問題能否成功解決成

為未定之數，問題解決者能否因為問題解決進而調適原有的基模、累積個人的

1.清楚

陳述

問題 

2.蒐集

相關

資訊 

3.列出

可能

影響

原因 

4.選出

最可

能的

原因 

5.提出

各項

解決

策略 

6.評估

策略

的可

行性 

7.選擇

其中

一項

策略 

8.制定

執行

計畫 

尋找問題 決策 

問題解決 



 46 

經驗、建構個人的知識系統更令人存疑。 

針對 Bittel 與 Newstrom 的問題解決歷程可能出現的問題，近來一些研究

似乎能夠補充此一歷程的不足。Pretz、Naples 與 Sternberg（2003: 3-4）整理當

代心理學對問題解決歷程的看法後指出，問題解決是不斷循環的歷程，通常一

個問題在解決過程中很可能會觸發新的問題。換句話說，人們所面臨的生活情

境即是一個問題解決的循環（problem solving cycle）。而在這樣的問題解決循環

中，問題解決歷程除了大致涵攝 Bittel 與 Newstrom 的問題解決八大步驟之外，

問題解決循環對於制定問題解決執行策略後的監測及反省評鑑，甚至是問題解

決歷程的精進亦相當重視（Arcaro, 1995: 93; Bernhardt, 2002: 85; Pretz, Naples & 

Sternberg, 2003: 3-4; Stamatis, 2001: 48-54）。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試圖以 Bittel 與 Newstrom（1992）的論點為基礎，再

融合 Arcaro（1995）；Bernhardt（2002）；Pretz、Naples 與 Sternberg（2003）以

及 Stamatis（2001）等人的看法，提出一個較為完整、合理的問題解決歷程，

作為吾人瞭解問題解決歷程的基礎。其內涵試以圖 2-4 表示之。 

 

 

 

圖 2-4 問題解決的歷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 Arcaro（1995: 93）、Bernhardt（2002: 85）、Bittel & Newstrom

（1992: 114）Pretz, Naples & Sternberg（2003: 3-4）及 Stamatis（2001: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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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各家觀點之後，本研究所採取的問題解決歷程觀點是「循環」發展

的；而在圖 2-4 中可以看到，本研究的問題解決歷程除了涵攝 Bittel 與 Newstrom

的八大問題解決步驟之外，在「制定執行計畫」之後，增加了「監控執行計畫」

以及「反省評鑑執行成果」兩項，最後並以「精進問題解決歷程」作為進入下

一個問題解決循環的暫時終結。經過不同學者觀點的補充之後，圖 2-4 所呈現

的問題解決歷程更加完整。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Pretz、Naples 與 Sternberg（2003: 4）指出問題解決者

在實際解題時不一定會經歷每一個問題解決歷程，或是固著地執行每一個問題

解決步驟。有經驗的問題解決者在解題時反而更彈性、更自在，甚至更有創造

力。儘管 Pretz、Naples 與 Sternberg 有如此看法，我認為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

解決歷程仍是理解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的基礎。 

透過圖 2-4 的內容，我們可以檢視不同女校長在不同問題解決歷程中展現

的心智。而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問題解決是不斷精進的歷程，過去的問題解決

情形會影響現在或是未來的問題解決結果。以這個論點解釋女校長的解決問題

實務時，我即假定在此歷程中，外在的訊息得以儲存、既有的基模能夠轉換、

原先的經驗可以累積，個人的知識能以建構，而由此觀點看待女校長的問題解

決情形，我們或許能更細緻地詮釋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 

三、問題解決的要素 

從前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當今教育領導者面對的多是結構模糊的問

題，而我們也瞭解問題從啟動到解決的一連串歷程。然而，究竟是什麼影響了

問題解決歷程，導致問題解決的成敗？這些都和問題解決的要素（problem 

solving components）有很大的關聯。 

在 Leithwood 等人所進行的一系列問題解決研究中（Leithwood, 1995; 

Leithwood & Stager, 1989; Leithwood, Steinbach & Raun, 1993, 1995）曾指出，問

題解決的要素有：詮釋（interpretation）、目標（goals）、限制（constraints）、解

答程序（solution processes）、價值（values）、原則（principles）與情感（affect/ 

mood）等，這七大要素也是問題解決模式的主要內涵。有些要素只在人們思考、

理解問題時出現（如：詮釋、目標）；有些則在人們解決問題時出現（如：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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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程序）；有的則可能同時出現在兩種情境中（如：價值、原則、22情感）。

然而，不管這些要素出現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的哪一個環節，每個要素對於吾人

瞭解教育領導者的認知運作都有幫助，接著將整理 Leithwood 等人的研究

（Leithwood, 1995; Leithwood & Stager, 1989; Leithwood, Steinbach & Raun, 

1993, 1995），分別介紹問題解決要素的內涵。 

（一）詮釋 

當教育領導者面對混沌複雜的情境時，究竟什麼問題是他／她們最重視

的？什麼問題被認為是困難複雜的？領導者本身如何解釋他們對問題的理解？

他／她們以什麼樣的方式掌握問題的本質？這些都是問題詮釋所關注的面向。

VanLehn（1989）指出，問題解決者在詮釋問題時會將問題情境中的新資訊與

個人過去的基模進行對照，並以這樣的基模解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當教育領

導者面對結構模糊的問題時，可能有一種以上的基模能用於問題解決，因此需

要透過反覆測試（trail- and- error）來搜尋其記憶資料庫中最有效的基模，有時

甚至會出現不同基模為了因應問題結合、調整的情形。這也是為什麼處理結構

模糊的問題會較為困難的原因之一。然而當教育領導者在詮釋問題時，不能只

單靠新資訊與舊基模的對照來理解問題，更重要的是需要評估、理解現況

（current reality）與所欲達成狀態（desirable reality）之間的差異，如此能透視

問題的本質，也才能使問題順利解決。 

（二）目標 

假設教育領導者對問題已進行充分的理解與詮釋，他們應當已經體認到現

實情形與所欲達成狀態間的差距。不論當他們面對的問題屬性為何，為了克服

這樣的差距，設立正確的目標是問題解決的必經之路。當目標設定好之後，如

果能夠再進一步細分數個次目標（sub goals），則有助於問題解決的進行

（Eysenck & Keane, 2000: 402）。一個好的問題解決者不僅會通盤檢視問題，還

能設立宏大的目標（a broader range of goals），而觀察直接或間接影響目標的事

                                                

 
22 在 Leithwood 等人的研究中，各篇研究所介紹的問題解決要素大同小異，惟「原則」一項並

未依其在問題解決歷程出現的時間進行歸類。雖然 Leithwood 等人（1995:326）曾將「原則」

與「價值」放在同一個段落一併介紹，但我認為兩者的意涵並不完全相同，原則係受價值引導

而生，它是價值具體化的表現。職是之故，在這個段落中我將「原則」與「價值」分開介紹，

試圖澄清兩者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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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注重不同目標之間的平衡，都是問題解決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向度。 

（三）限制 

如同前文的介紹，教育領導者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對問題的覺知相當重要。

然而除了在詮釋問題與設定目標之外，理解問題解決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限制也

同樣重要。限制係指問題解決過程中出現的障礙、錯誤或是限縮（narrowing）

問題解決途徑的因素，它可能來自於問題解決者對問題有限的理解（Ormerod, 

MacGregor & Chronicle, 2002: 791）。一般而言，限制會使問題解決者分心，而

不當的限制（inappropriate constraints）不僅會使得問題變得更加困難，也會使

問題更不容易解決。 

（四）解答程序 

解答程序是為了達成問題解決目標所採取的明顯（overt）或隱微（covert）

的步驟或行動，當問題解決者遇到結構良好的問題時，大多會以「腳本」（script）

預演，讓行動能夠依照預期的設定來接近所欲達成的目標。至於面對結構模糊

的問題時，問題解決者則多半採取「計畫」（plan）形式。計畫很可能是數個不

同腳本的連結，透過良好的計畫，可以指引問題解決者有程序地處理問題。然

而，當問題相關的程序知識難以獲得時，就得靠啟發的方式來解決，舉凡腦力

激盪、手段－目的分析、類比與隱喻的應用等，都能夠幫助問題解決的進行。 

（五）情感 

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問題解決者會在其記憶中搜尋適切的認知基模來面

對問題情境。而除了前面談到的價值會影響認知外，無可避免地，問題解決者

在處理問題時的情感（例如：自信、得意、絕望、恐懼……）也會影響問題解

決者的知識結構。除此之外，情感還會影響其認知的機靈度（the degre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成為問題解決成敗的關鍵之一。大體而言，正向的情感能

增進高層次策略的應用，對於問題解決，尤其是有創意的問題解決相當有所幫

助（Isen, Daubman & Nowicki, 1987; Linnenbrink & Pintrich, 2004: 83）；反之，

負面且強烈的情感（例如：憤怒、挫折）則會限制問題解決者在認知思考上的

彈性，因而降低問題解決的效能，由此即可看出情感對於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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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則 

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原則就和前面所談到的目標一樣，都是問題解決者

所希冀實現的要素。不過，原則指的卻是長程的基本法則（fundamental laws）、

教條（doctrines）和假定（assumptions）。問題解決過程中的原則基本上有三個

功能：首先，它有助於問題的詮釋，並能提供問題解決者找尋解答的工具（尤

其在問題中無法直接找尋解答工具時最有幫助）；其次，原則對於當前的問題而

言，提供一個另類解答的脈絡，換句話說，原則提供問題解決者一些結構，來

幫助其解決一些缺乏結構的問題；最後，原則能夠作為問題解決者實際找出解

答的參考步驟，幫助問題解決的進行。設立原則的設立有助於問題解決者目標

的達成，但原則同時也可能使問題解決的途徑受到限制（Nalebuff & Ayres, 2006: 

136），這個問題值得吾人注意。 

（七）價值 

長期致力研究教育行政領域中「價值」課題的 Begley（1999b: 54）曾經整

理 Hodgkinson 與 Kluckhohn 等人的研究，試圖為價值下一個較完整的定義。

Begley 認為價值是一個內隱或外顯的概念，它能用來區分個體或團體的特徵及

其所追求的事物，並能影響模式和行動的選擇。從這樣的定義看來，每個人、

每個組織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而在教育行政領域中，價值更被視為是影響教育

行政實務的重要因素之一（Begley, 1999a: xvii）。當教育領導者面對問題情境

時，價值是引導其思考及行動的關鍵，教育領導者會因而追求他認為有意義、

有價值的目標與事物（Ackoff, 1987: 12）。然而，價值除了影響個人之外，還可

能成為問題解決者用來評斷自己或他人的標準，更有甚者，還能進一步影響他

人。一般而言，價值存於問題解決者的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中，誠

如 Begley 對價值所下的定義，價值存於內隱和外顯兩種不同的形式。當價值存

於內隱的形式時，它嵌入問題解決者的認知結構，形塑其觀看問題的視角，但

問題解決者不一定能夠察知；而當價值存於外顯的形式時，問題解決者多半能

夠清楚覺察，並能夠進一步影響、控制價值。這兩種形式的價值，對於問題解

決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 

在問題解決的歷程中，以上七個要素是影響問題解決成敗的關鍵。對本研

究而言，當我們檢視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時，同時要考量以上要素對其

心智的影響，究竟女校長的問題解答程序是什麼？她們如何設定問題解決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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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如何知覺目標與現實之間的限制？而在問題解決過程中受到什麼樣的思緒

情感影響？又有什麼原則或價值影響問題解決的實際？這些議題值得關注。 

四、專家與新手在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差異 

Shavinina 與 Seeratan（2003: 33）曾指出，專家（expert）與新手（novice）

的比較是當代認知心理學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透過專家與新手在心智運作等

各方面的比較研究，有助吾人增進人類認知的理解。在教育行政領域中，近年

來亦有許多學者透過認知取徑研究專家與新手在問題解決上的差異（Allison & 

Allison, 1993; Leithwood & Stager, 1989; Leithwood, Steinbach & Raun, 1995），這

些學術研究成果讓我們看到教育行政領域中，資歷不同的領導者在問題解決課

題上展現的樣貌。 

本節之所以探討專家與新手在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差異，其主要原因除了

從前述既有學術研究成果尋找本研究著力的探究課題之外，另一個主要因素即

是本研究所採取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分析觀點所致。從後結構女性主義所關注的

位置性概念來看，女校長的成長背景、求學經過、行政資歷與其所處之學校內

外在的地理環境與文化脈絡，形構了她們不同的主體經驗。而認知取向研究所

關注的專家與新手的差異，實際上也是位置性概念所重視課題之一，因此在本

研究選取研究參與者時，結合認知取向研究關注的課題與後結構女性主義主

張，校長資歷便是選擇的評斷標準之一。然而，在實地進行研究之前，我們需

要對專家與新手在問題解決的實況進行釐清，透過既有的研究成果作為本研究

探究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參考基礎。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與前文介紹過的內容結合，影響心智運作的訊息處

理論、問題解決歷程與問題解決要素等面向切入，介紹專家與新手面對問題解

決課題時在這些面向的差異。 

（一）專家與新手在訊息處理的差異 

訊息處理論是吾人瞭解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基礎，當專家與新手面對問題

情境時，其展現出來的訊息處理方式都有不同之處。一般而言，專家比新手擁

有更優越的記憶。就短期記憶方面，專家所回憶的訊息能超越一般人類的短期

記憶儲存限制，這並不是因為專家的短期記憶異於常人，而是他們將一部分的

技能自動化處理所致。另外，再加上專家通常有更好的經歷記憶（episo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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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因此，當他們面對問題能很快地回憶起這類長期記憶，使他們能夠

邁向成功的問題解決結果（Glaser & Chi, 1988: xviii; VanLehn, 1989: 565-566）。 

（二）專家與新手在問題解決歷程的差異 

由於專家與新手的訊息處理，因此兩者從問題啟動到解決的過程中的表現

有很大的差異。大體而言，專家在問題解決的初始階段通常花費較多的時間分

析問題的性質，建構和問題有關的心智表徵，當他們在看待問題與陳述問題時

往往比新手深入，等待釐清問題的樣貌以後，他們才會進一步發展相關的問題

解決策略。然而，新手在面對問題時，經常在沒透析問題的情況下急於尋找問

題的解答，這也是為什麼新手比專家更容易走向問題解決失敗的原因之一。 

除了前面談到的差異之外，在問題解決的歷程中，專家擁有更良好的自律

能力與自我監控技巧（self- monitoring skills），這些特質能夠幫助他們選擇適當

的策略，掌握問題解決的實況並維持問題解決的動機，使其能夠更持續、更快

速、更正確地解決問題（Glaser & Chi, 1988: xviii-xx; Lazaridou, 2006; Lesgold, 

1988: 201-202; Zimmerman & Campillo, 2003: 245）。 

（三）專家與新手在問題解決要素的差異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 133-152）曾經針對影響專家校長與一般校長的

問題解決要素進行分析比較，23雖然在其研究中的一般校長與我們這裡討論的

新手意義不盡相同，但其研究成果仍能夠幫助吾人理解專家在問題解決要素上

所展現的特點。 

以問題解決的七大要素──詮釋、目標、限制、解答程序、情感、原則與

價值而言，就問題的詮釋部分，專家詮釋問題時能清楚具體地指出問題所在，

他們比較不易受到無關的議題干擾。此外，專家在詮釋問題時考量的是問題對

整體而非對個人影響，儘管問題有難度，透過謹慎的思考、蒐集相關的資訊，

問題仍能被處理。其次，在問題的目標方面，專家在設定目標時考量的重點在

                                                

 
23 在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 130-131）研究中，專家校長的判定以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

係由地方教育官員推薦他們心目中的有效能校長，不過這種選擇方式可能過於主觀，因此通過

第一階段篩選的校長還需要接受一份由 Leithwood 與 Montgomery 在一九八六年所發展的「校

長側寫」（The principal profile）工具進行篩選，如果能在此項工具獲得高分，才能判定其屬於

專家校長。結果在這份研究中，二十二名小學校長裡僅有六名校長被判定為專家，其他則被判

定為一般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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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全體成員的發展，他們較重視的是目標能否被理解，而比較不強調對目標

的感受。一旦專家詮釋問題、設定問題目標以後，他們能夠指出可能出現的困

難，對專家而言，困難雖然不像一般人那麼多，但他們還是設法克服困難，而

非像一般人將困難視為無法突破的障礙。至於解答程序與上一段介紹的「專家

與新手在問題解決歷程的差異」十分接近，基本上專家在解決問題時有詳盡的

事前規劃，問題解決以後也有相關的反省評鑑，此外，他們還會運用各種資訊、

諮詢管道來解決問題。在情感方面，專家通常保持冷靜、流露自信，比較不像

一般人對問題產生恐懼。而在原則方面，專家在解決問題時會考量較多的原則，

並且依照個人的原則設立問題解決的目標，不過在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 

133-152）的研究中則沒有提到原則對一般校長問題解決的影響。至於第七個要

素－價值，實際上在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 133-152）的研究中並未出現討

論。儘管 Leithwood、Steinbach 與 Raun（1993）在後續的系列研究中加入價值

對問題解決的影響，24他們卻發現研究參與者所展現的價值相當分歧，因此無

法將價值作為釐清專家與非專家（或是新手）差異的標準。基本上，我相當同

意 Leithwood 等人（1993）的看法，因為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我們很難設

立一個標準評斷個人價值的是非或良窳，因此當本研究呈現六位女校長的問題

解決價值之時，將以更謹慎的態度剖析這些價值所蘊含的意義。 

為了使吾人更簡單地瞭解專家與新手在影響心智運作的理論（訊息處理

論）、問題解決歷程以及影響問題解決要素上的差異，整理本節介紹過的內容成

表 2-3。 

Schraw（2006: 259）在其研究中曾經指出，一般人若欲從其所屬領域中蛻

變成為專家，大約需要十年的奮鬥努力，才有機會到達該領域的頂峰。透過前

文的討論與表 2-3，已簡單地整理專家與新手在問題解決各個面向的差異，由

此即可幫助吾人瞭解教育現場中不同資歷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樣貌，並做為後續

分析詮釋的基礎。 

 

 

                                                

 
24 Leithwood、Steinbach 與 Raun（1993: 384-386）將影響問題解決的價值分為四大類，分別是

基本人類價值（如：自由、幸福、知識、尊重、生存）、普世道德價值（如：關懷、公正、勇

氣、誠實）、專業價值（如：教育工作者的責任、角色責任、對服務對象的重要性、對他人／

系統的重要性）以及社會／政治價值（如：參與、共享、承諾、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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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專家與新手在問題解決的差異 

切入面向 專家 新手 

影響心智
運作的訊
息處理論 

 能回憶的訊息超越短期記憶的
儲存限制 

 擁有較佳的經歷記憶 

 某些技能尚未自動化處理，影響
短期記憶儲存量 

 經歷記憶不若專家，能回憶的長
期記憶有限 

問題解決 

的歷程 

 花費較多的時間分析問題，再從
容地選擇解決策略 

 有良好的自律與自我監控技巧 

 問題解答歷程較快、較正確 

 未全盤透視問題卻急於尋找解
答 

 問題解決歷程較慢、較容易出錯 

詮釋 

 能對問題提出清楚、具體的詮釋 

 詮釋問題時考量整體組織 

 如果謹慎思考、蒐集相關資訊，
困難的問題仍能解決 

 詮釋問題時容易被其他無關的
議題干擾 

 詮釋問題時多考量問題對個人
的影響 

目標 
 考量組織全體發展 

 重視目標能否被理解 

 目標的設定不若專家整全 

 考量對目標的感受 

限制 
 指出較少的困難 

 想辦法克服困難 

 指出較多的困難 

 將困難視為無法跨越的障礙 

解答 

程序 

 實際解決問題前有詳盡規劃 

 問題解決後有相關的反省評鑑 

 能運用各種資訊、諮詢管道解決
問題 

 實際進入問題解決程序前未有
完善的準備 

 不若專家能善用各種問題解決
資源 

情感  保持冷靜並流露自信  對問題感到恐懼 

＊ 

影
響
問
題
解
決
的
要
素 

原則 
 考量較多原則 

 依原則設立問題解決目標 

 未提及原則對問題解決的影響 

備註 

＊此欄整理自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 133-152）對專家校長與一般
校長的研究。雖然一般校長不一定是新手校長，但為了與專家進行較
清楚對照，在此將影響一般校長的問題解決要素列在「新手」一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五、問題解決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在探究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然而在前文中曾

經談到，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是隱微的、難以察覺的，在本研究中如何將女校長

隱微內在的心智運作展現於外，則需要相關的研究方法基礎，才能幫助吾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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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檢視女校長的心智運作。 

自古希臘哲人 Aristotle 與 Plato 以來，許多哲學家、科學家對於「人們在

想什麼？」以及「人們又如何想？」的問題相當感興趣。為了探究人類的心智、

理解人類的思考歷程，外顯的口語資料成為最便利的研究材料（Afflerbach, 2002: 

87）。到了十九世紀，心理學中著重口語表達的內省法（introspective）一度成

為檢視人類思考結構與要素的主要方法。然而，自行為主義嶄露頭角以後，以

內省口語作為探究人類思維的方式逐漸式微，一直到了一九六○年代認知心理

學興起，口語原案分析（protocol analysis）25才又重新受到重視（Ericsson, 2002），

甚至在一九八○年代以後成為嚴謹的研究方法（Ericsson & Simon, 1980）。除了

認知心理學的應用之外，口語原案分析亦應用於文學、資訊工程、企業管理（戚

樹誠、李俊賢、蔡華華、陳宇芬，2002；Afflerbach, 2002; Ericsson, 2002）等領

域。在教育行政領域中，由於近年來研究者對教育領導者的認知實務日益感到

興趣，能夠展現吾人心智與思考的口語原案分析就成了這類研究中經常使用的

研究方法（陳偉茹，2006；Lazaridou, 2006; Leithwood & Stager, 1989）。為了更

細緻地探究女校長的心智運作，本研究欲採用口語原案分析中的放聲思考作為

資料蒐集整理的方法。 

口語原案分析在今日之所以成為嚴謹的研究方法，要歸功於 Ericsson 與

Simon 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基本上，Ericsson 與 Simon（1980）認為人類語言的

產生是來自其對某些指示（instruction）或線索（probe）的口語回應，因此兩

人以訊息處理論為立論基礎，指出從人類的口語表現可以了其在訊息儲存、短

期記憶及長期記憶的運作實際情形。26沿著這個脈絡，Ericsson 與 Simon（1993）

假定口語原案分析能將人們的內在思維外在語言化，他們將口語表現分為兩大

模式，一為即時口語（concurrent verbalization），另一則是回溯口語（retrospective 

verbalization）。前者係指訊息被人們注意到的當下透過放聲思考（think- aloud）

27的方式語言化；而後者則是透過事後回想28的方式，讓人們表達過去的認知思

                                                

 
25 有關’protocol analysis’一詞在譯介時常出現不同的用語，有人翻作「博多稿分析」、「原案分

析」、「口語協定分析」或「口語原案分析」等，在本研究中為了不與一般慣稱的’discourse analysis’

混淆，特將’protocol analysis’譯為「口語原案分析」。 
26戚樹誠、李俊賢、蔡華華與陳宇芬（2002：60）在整理 Ericsson 與 Simon 的研究後指出短期

記憶在口語原案分析中尤為重要。因為長期記憶必須先轉存到短期記憶才能進一步被應用，既

然儲存在短期記憶中的訊息多為人們時常使用，更足以從短期記憶說明人們的既定認知思考內

涵。 
27 放聲思考係指人們面對問題情境時，將其蒐集資料、推理決策等過程用口述方式呈現。

Ericsson 與 Simon（1993）認為放聲思考並不會干擾人們的內在思維程序和問題任務的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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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歷程。因此，當本研究在探討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時，對於即時口語

和回溯口語資料的處理需要一併地關注。 

在研究中，當研究者蒐集了即時口語和回溯口語資料以後，便能進一步針

對資料進行編碼分析，通常這些資料包含了人們在問題情境中所展現的目標、

控制與評估等資訊，一旦口語內容被轉換為正式的編碼後，研究者就能導入各

種理論進行討論（戚樹誠、李俊賢、蔡華華、陳宇芬，2002：62）。在此，我將

討論重點放在口語原案分析對本研究的重要性，至於口語原案分析的編碼注意

事項，第三章將有相關的介紹。在前文中曾經談到專家與新手的對照比較是問

題解決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而本研究在探尋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時，亦欲

從女校長的資歷切入，討論不同資歷女校長在問題解決差異。Ericsson 與 Simon

（1993）即曾指出口語原案分析對吾人瞭解專家與新手差異的幫助。這是因為

口原案語分析能夠具體呈現專家處理問題時的表現，尤其當專家機靈地應用既

有記憶處理問題時，口語原案分析能夠幫助吾人釐清專家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所

注意的面向，這樣一來就能夠進行專家與新手的差異比較。因此口語原案分析

對於本研究而言，有其重要性。 

雖然從前面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瞭解口語原案分析對於認知研究的幫助，

然而亦有研究者指出口語原案分析在實際應用上的限制（Crutcher, 1994; Payne, 

1994; Wilson, 1994）。首先，就訊息處理的面向來看，口語原案分析強調記憶，

尤其是短期記憶的運作，當訊息進入短期記憶經由口語表達出來以後，才能進

一步分析。不過這樣強調短期記憶的口語資料可能會遺漏人們已經自動化的反

應或是無法意識到的訊息。再者，從口語表達的能力來看，並非每個人都有足

夠的語言能力或意願將其內在的心智運作具體表現出來，再加上有些心智運作

可能難以用言語表達，從這個地方看來，口語資料仍有不足之處。除了前面談

到的限制之外，另一個值得關切的問題則是口語表達是否會影響推論思考的歷

程。雖然 Ericsson 與 Simon（1993）假定口語原案分析並不會干擾人們原有的

問題解決歷程，29以回溯口語資料而言，問題解決者在回溯過去的問題時，是

否會受到新近的知識經驗影響而扭曲了對當時處理問題的認知歷程，值得進一

                                                                                                                                       

 
因此放聲思考可說是呈現人類心智運作的最佳方法。 
28 事後回想係指人們在接受研究者的某些指令之後，回想過去問題解決的程序，但由於回想的

內容可能因為時間久遠而遺忘，需要事前提醒準備。 
29 Ericsson 與 Simon（1993）假定口語原案分析並不會干擾人們原有的問題解決歷程，但 Ericsson

（2002）在後來的著作中也表示，某些研究證實放聲思考會拉長人們問題解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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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檢驗。 

我們必須瞭解，任何的研究方法在應用上可能產生的限制，一個研究方法

並不一定能全面的解釋某種現象，口語原案分析亦有這樣的問題。不過大體而

言，口語原案分析是目前吾人瞭解人類心智運作最便利的方法之一，對於本研

究所欲探究的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相當有幫助。 

參參參參、、、、探討校長問題解決心智的相關探討校長問題解決心智的相關探討校長問題解決心智的相關探討校長問題解決心智的相關實徵實徵實徵實徵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在前文中，已針對心與心智運作相關的理論和問題解決的意涵進行介紹，

除了理論層面的討論，國內外的相關實徵研究亦是本研究探討女校長問題解決

心智時的基礎。雖然目前國內外專以「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為題的研究尚

付之闕如，但與心智運作相關的「校長心智模式」或是「校長問題解決」的研

究對於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仍有意義與參考價值。 

一、與校長心智模式相關的實徵研究 

心智模式是吾人瞭解心智運作的途徑之一，儘管本研究的興趣聚焦於女校

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中可能出現的訊息處理方式、影響其問題解決的各種因

素、思考的內涵與解決策略，但是從校長心智模式的相關研究中，可以找到本

研究在分析撰文時的參考。目前國內有關教育行政領導者的心智模式研究僅有

蘇千惠（2004）針對四位國中校長進行領導心智模式的研究。作者採質性的個

案研究取徑，選取四名國中校長（其中初任與資深的男女校長各一名），透過近

身觀察、深度訪談與文件分析等資料蒐集方式，瞭解四名不同性別、資歷的校

長其領導心智模式樣貌。作者在文中以訊息處理、基模與後設認知等相關理論

為討論基礎，探究影響校長領導心智模式形構的因素、內涵與執行面向。結果

發現校長的成長經歷與過去的行政經驗成為其內在的知識基模，深刻影響其領

導心智模式的發展，當基模的內涵越完整，校長便能獲得更整全的認知訊息，

其領導心智模式也就更加精練。除了基模對於校長領導心智模式的影響之外，

典範人物對於校長領導心智模式的形塑亦是值得關注的焦點。典範校長豐富了

校長的領導眼界，為他們提供了替代學習的重要經驗，更樹立了個案校長學習

仿效的典範，進而影響領導心智模式的內涵。而當校長處於教改環境脈絡之下，

校長如何對當前脈絡進行判斷，亦是影響領導心智模式發展的關鍵。作者發現

初任校長的基模知識不若資深校長完整，因此他們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適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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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脈絡。而當初任校長在做決定時，需要仰賴組織內部重要人物的消息才能幫

助他們快速掌握訊息。至於資深校長擁有精緻的領導心智模式，他們能迅速地

同化適應組織脈絡，因此他們能將更多的心力投注在校務問題的發現與學校願

景的規劃上。資深校長在做決定時，他們的主觀判斷程度高且多半仰賴經驗直

覺來關注每日的訊息，由此我們便能看出初任校長與資深校長的差異。另外，

關於校長領導心智模式的發展面向，作者在整理四位校長的實徵資料後，歸納

出三個校長領導心智模式的向度，即行政領導模式、課程領導模式及課程行政

交錯模式。基本上，不同的校長受其個人信念、組織脈絡等因素影響，有其偏

好的領導心智模式，也會影響其教育行政領導的實際工作。 

至於在國外部份，相關的研究亦不多見，目前僅有 Ruff（2002）、Ruff 與

Shoho（2005）從都市小學校長的心智模式瞭解其教學領導的內涵。30在 Ruff

的研究中，作者分別針對三名初任校長、資深校長及資深卓越校長進行觀察與

訪談，結果發現三名校長所建構的教學領導雖有類似之處，但是在其教學領導

心智模式中所蘊含的意義與承諾是各不相同的。此外，不同資歷的校長所關注

的教學領導問題也有所差異。大體而言，初任校長關注的是立即的問題，而資

深校長關注的卻是重要的問題。而從校長的心智模式發展程度來看，作者發現

兩名資深校長的教學領導心智模式較初任校長為整合，不過資深卓越校長的心

智模式又更加地精緻。更進一步說，資深卓越校長在進行教學領導時，並不會

預設特定的立場，而是能更整全地從各個面向評估環境情勢，協助其領導實務，

達成學校所設定的目標與期望。 

不管是蘇千惠（2004）或是 Ruff（2002）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身處不同

文化脈絡、具備不同資歷的校長其心智模式有所差異，而資深校長能以更精緻

的心智模式來面對教育現場中的問題。本研究試圖比較資深校長與新手校長在

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上的差異，因此這些實徵研究的發現，著實值得本研究參考。 

二、與校長問題解決相關的實徵研究 

問題解決的實徵研究一直是吾人瞭解人類認知運作的重要途徑之一，不過

和前面介紹的心智模式實徵研究類似，在研究對象部份，國內教育類的問題解

決研究多半聚焦於學生的問題解決實況，針對教育領導者的問題解決實徵研究

                                                

 
30 基本上 Ruff 與 Shoho（2005）的著作係以 Ruff（2002）的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因此在本

段所呈現的內容主要以 Ruff（2002）的研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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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有限。截至目前為止，僅有陳偉茹（2006）的「校長之思：透視國民小學

校長教學領導之思考研究」與吳彥男（2008）的「國民小學初任校長學校經營

問題與解決策略之研究」分別針對國小校長進行問題解決現況的探究。不過在

吳文中，作者雖然以半結構式訪談瞭解四名初任校長在學校經營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可能面臨的問題種類（如：前後任校長權力轉移方式、行政人才缺乏、營

造教學精進氛圍及學校成員危機意識不足），但是作者並沒有特別從認知角度討

論校長究竟如何思考、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在國內實徵研究部份，以陳偉茹的

研究較能增進吾人對校長認知實務的理解。 

基本上，陳偉茹（2006）的研究重點在探討校長進行教學領導時的問題解

決思考歷程與內涵。作者從文獻整理出教學領導的五大任務後，31依此五大任

務設計五個不同的問題情境，接著利用放聲思考法與訪談法瞭解六名國小校長

的教學領導實務。作者從組織文化、教師教學、學生課程、社區外在、上級行

政機關與校長本身等六大角度探悉校長問題解決的思考內涵，大體而言，校長

在思考問題時會考量這六大層面對問題的影響，而在校長的問題解決思考歷程

中，其經驗與信念是處理問題的基礎。不過每個校長對問題的詮釋與解答程序

不盡相同，有些校長在大略瞭解問題後，便立即思考策略與做出決定；有些校

長傾向在提出策略與實際解答的行動中來回擺盪，以尋求最佳的答案；另外，

有些校長則會花費較多的時間詮釋問題、思索最適切的策略，不急著做出決定。

雖然作者在研究中指出不同校長在思考上的差異，但可惜的是作者並未進一步

針對影響校長的思考差異的背景因素進行討論，究竟是什麼因素讓六名校長面

對相同的問題情境產生不同的問題解決歷程與內涵？這樣的差異又與校長的性

別、年資經歷、心智運作、知識基礎、主體性、位置性、語言論述甚至是權力

運作等因素有關聯嗎？儘管陳偉茹已為現今國內的校長問題解決實徵研究奠下

基礎，但假使在探討校長心智時，加入不同的理論觀點分析，將能夠深化吾人

對教育行政領導認知取徑實務的理解，這也是本研究選擇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

分析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際的最主要原因。 

在前文中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國內教育行政領域中的問題解決實徵研究數

量有限，但實際上，這類的研究在國外已受到相當重視，且累積了豐碩的研究

成果。雖然這類研究都與校長問題解決相關，但各篇研究關注的焦點卻不盡相

                                                

 
31陳偉茹（2006）將校長的教學領導分為五大任務，即：「促進學校發展目標」、「確保教與學的

品質」、「營造正向積極的氣氛」、「提供教學資源與環境」以及「協助教師成長與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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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 Allison 與 Allison（1993）、Lazaridou（2006）、Leithwood 與 Stager（1986, 

1989）的研究中，研究者均試圖找出專家／有效能的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所

展現的特別之處。這些研究者不約而同地設計問題情境，讓參與研究的校長以

放聲思考的方式解答問題，並輔以訪談補充，以此蒐集校長在問題解決的口語

資料。結果發現專家／有效能的校長的在知識基模、問題解決歷程與影響其問

題解決的要素等面向均與一般校長有所差異。大致而言，專家校長通常有更精

緻、豐富的基模幫助他們審視問題，而這些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多半較著

重問題的陳述，當他們對問題有清楚的瞭解以後，才會選擇適切的問題解決策

略。校長的行政經歷、價值信念、態度等因素都是影響其問題解決實務的關鍵。 

至於 Law 與 Walker（2005）則以紮根研究企圖瞭解香港校長在教育改革

的脈絡中的問題解決實況。在他們的研究中，除了再次證實校長的價值對問題

解決的影響之外，作者更將香港教育改革脈絡下的校長分為和平導向派

（pacifists）、進步導師派（progressive mentors）、哲學導師派（philosopher 

mentors）、功利導向派（the pragmatists）與折衷派（the eclectics）等五大類型，

不同類型的校長在面對教改問題都有不同的解讀與解決策略。和平導向派的校

長在問題解決上通常採用耽擱（procrastination）、自由放任、消極或順從上級的

策略，也因為如此，這類的校長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經常感受到校內成員的壓

力；而進步導師派的校長對教育改革非常支持，當他們在面對教改問題時更能

得心應手地處理，也對自己的問題解決方式感到滿意；哲學導師派的校長則關

注教改脈絡中的道德議題，他們經常透過反省來檢視自己的價值，也能敏感地

察覺學校發展過程中與他們背道而馳的價值，進而提出解決之道；功利導向派

的校長則重視組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他們經常以微觀政治的角度看待問

題，而分析權衡可能的結果是這些校長最常運用的問題解決策略；折衷派的校

長基本上沒有特定的價值取向，因此當這些校長在知覺問題時通常受到個人或

組織特性的影響，而在問題解決策略的選用上，亦沒有偏好固著的形式，不過

一般而言，這些校長仍會以理性的架構來看待問題。Law 與 Walker 的研究提供

豐碩的實徵資料，讓吾人瞭解不同校長在同一個教改脈絡下所展現的多元問題

解決樣態。雖然認知取徑的校長問題解決研究關注的是校長的心智運作，但如

同 Law 與 Walker 的研究所示，我們並不能忽視外在環境對於校長心智的影響。

校長究竟以什麼樣的心智回應外在的問題？或者外在的環境脈絡如何牽動校長

的認知思考？這樣的結果使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歷程呈現何種樣貌？值得吾人

進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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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長問題解決的實徵研究中，問題解決的資訊網路應用亦是研究者關注

的焦點之一。Begley 與 Murray（1990）在網際網路崛起之初，即試圖以電子網

路平台建構校長的問題解決資訊網，希望藉此發展校長的系統問題分析技巧以

及問題解決的策略。然而受限於當時的技術，在研究中並不是所有的校長都能

善用此一問題解決平台。不過當時空轉換至二十一世紀，電腦科技的進步已超

乎想像，Perez 與 Uline（2003）大力呼籲吾人重視電腦科技對校長問題解決的

重要性。在 Perez 與 Uline 的個案研究中，作者深入瞭解一名市區高中的專家校

長32對電腦科技應用於問題解決的看法，研究討論的焦點放在校長對科技能力

的想法和行動，結果發現專家校長對於應用科技的態度與知覺會影響其問題解

決的認知與行為技巧。而研究中的專家校長對於電腦科技的開放支持態度，也

大大提昇其領導與問題解決的效率。 

前面所列舉的實徵研究大多針對校長個人的問題解決而來，不過在現實的

教育行政現場中，校長亦經常採用協同合作的方式解決問題。Leithwood 與

Steinbach（1995）、Leithwood 與 Steinbach 及 Raun（1993, 1995）以及 Chen 在

一九九九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引自陳錫珍，2003）即曾探討國外教育行政領導

者的協同問題解決實務。大體而言，在國外的校長協同問題解決過程中，促進

問題解決的機制通常有學區行政會議、委員會、小團體會議、在職進修舉辦的

研討會、校長間的非正式聚會或是良師。而當校長在進行協同問題解決時，他

們決定協同參與他人問題解決的考量的要點有：「問題的困難度」、「容許的時

間」、「找出最佳解決方案的重要性」、「他人擁有相關知識的多寡」、「問題對他

人的影響度」以及「他人對持有問題的需要」。當我們進一步來看這些要點，可

以發現校長們考量問題的困難度時，會針對棘手的問題設法從各個可能的管道

蒐集資料，以此協助個人或團隊作決定。當校長們知覺問題解決的時間限制之

後，則認為在實現之內盡可能蒐集資料是面對問題的方法。基本上，校長們認

為與他人一同解決問題是因為他們對解決方案真的有影響，如此一來也影響校

長們對找最佳解決方案的考量。而從他人擁有相關知識的多寡面向切入，校長

們在協同問題解決中所重視的是從主要利害關係人獲取資料的過程，舉例來

說：學校各科主任對校長而言是關鍵的團體，因為他們和教師的互動相當密切，

於是校長在面對問題時，會考量利害關係人的角色與定位。一旦問題涉及對他

                                                

 
32 在 Perez 與 Uline（2003）的研究中，專家校長的選擇標準係參考 Leithwood 與 Steinbach（1995）

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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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影響，在解決的過程中便不能不納入相關人士的意見；而在協同問題解決

的過程中，校長們認為他們如何歷經問題解決過程，促使參與者對問題具有持

有感是考量的重點。不過由於某些問題具有時效性，因此校長協同問題解決的

實務中，最常考量的便是時間因素，如果時間過於緊迫，就難以與他人充分地

諮詢合作，而要當機立斷，立即進行決定。同樣地，在這些研究中也發現專家

校長與一般校長在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時的差異，例如：在 Cheng 的博士論文

中針對八名專家校長與十一名一般校長在協同問題解決的過程進行對照比較，

結果發現專家校長將他人的知識與專業知能視為有助於找出最佳解決方案的資

源，因此這些校長會將他人提出的回饋、建議納入考慮，並且採取積極主動的

方式，明確選擇諮詢的對象；至於一般校長與他人協同解決問題時，常因為問

題的困難度，以及學區行政程序所需，而找上級行政主管解決問題，他們也較

容易將自己事先預設好的問題解決方案，加諸於其他人身上，在行動上也較為

被動（引自陳錫珍，2003）。雖然本研究的焦點在探討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

作，並未聚焦於校長協同問題解決的探討，但這類型的實徵研究結果仍值得參

考。 

在此已大致整理國內相關實徵研究內容，儘管各篇研究的側重的探討主題

不盡相同，這些研究對於吾人瞭解校長的心智運作仍相當有幫助。而對本研究

而言，除了立基於既有的實徵研究基礎之外，本研究更企圖加入後結構女性主

義的觀點分析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從前面所整理的實徵研究可以看出

截至目前為止仍未有研究者進行類似的嘗試，因此我希望將不同的理論觀點放

置於研究中，更深入地探悉不同校長在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上的差異，以豐厚目

前教育行政領域中認知取徑的研究成果。 

肆肆肆肆、、、、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節主要針對問題解決的意涵與相關的實徵研究進行介紹。從訊息處理論

切入，能夠幫助吾人瞭解長期記憶、短期記憶等訊息的處理實況對問題解決思

考的影響；問題解決歷程的介紹則提供吾人一幅瞭解校長問題解決程序的圖

像；至於影響問題解決的詮釋、目標、限制、解答程序、情感、原則與價值，

則能更細膩地透析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國內外的相關實徵研究成果則是本研

究的參考基礎。誠如本節開頭所言，當今的教育行政領導者必須面對比從前更

嚴峻的問題挑戰，教育領導者的每日行政工作實際上就是其如何察覺、面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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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挑戰的歷程。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不僅可

以理解女校長的內在認知，更能從既有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中反省精進，調整

既有心智，回應外在環境的挑戰，以此提昇教育行政領導的效能。而在後現代

的思維下，本研究所採取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分析觀點更能進一步地探悉不同女

校長的心智，更多元地呈現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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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章內容主要在說明研究設計，內容共分為五節。在第一節中，主要針對

研究的取徑與資料蒐集方法進行介紹；第二節則說明研究參與者的尋找歷程，

並描述研究參與者的個人圖像；在第三節與第四節則分別整理本研究的資料蒐

集程序與的分析處理方式；最後則釐清我在本研究中的角色及我對研究倫理的

關懷。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取徑與資研究取徑與資研究取徑與資研究取徑與資料蒐集方法料蒐集方法料蒐集方法料蒐集方法 

壹壹壹壹、、、、質性的個案研究取徑質性的個案研究取徑質性的個案研究取徑質性的個案研究取徑 

在個案研究裡就算是一片葉子、一隻牙籤，都有其獨特的複雜性，儘

管我們實際上不常這麼做（A single leaf, even a single toothpick, has 

unique complexities- but rarely will we care enough to submit it to case 

study）（Stake, 1995: xi） 

 

大體而言，個案研究係針對一個有界限的系統（如：個人、團體、方案、

地區等），透過質性或量化等多樣的資料蒐集方法，蒐集與此有界限的系統之相

關完整資料，以對其進行深入詳實的描述、詮釋與分析。它具有整體性、獨特

性、描述性、詮釋性、歸納性與啟發性等六大特色，透過個案研究，能夠幫助

吾人探究「如何」與「為什麼」等問題（吳建華、謝發昱、黃俊峰、陳銘凱，

2003；Stake, 2003; Yin, 2008: 2）。而 Stake（1995）在《個案研究的藝術》（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一書中認為吾人能透過個案研究深入情境脈絡的細

節，透視其中的各種互動關係，以此生動捕捉個案的複雜性。因此，本研究為

了更細膩地探析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思維，選擇以質性的個案研究取徑出發，瞭

解女校長的在地領導經驗，並加入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詮釋女校長的問題

解決差異，以增進吾人對教育行政領導認知實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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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取口語原案分析中的放聲思考與訪談蒐集研究資料，以此瞭解女

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雖然兩種方法都是透過研究參與者的語言的表述取

得資料，但基本上兩者在實施上不盡相同，在此將針對兩者進行澄清。 

一、口語原案分析－放聲思考 

口語原案分析中的放聲思考是一種質性的資料蒐集方法，由於放聲思考假

定人們能透過口語將內在思維外在語言化，在研究中使用放聲思考蒐集資料

時，通常會請個案將其腦海中所有的想法說出來（Gubrium& Holstein, 2001: 

63），藉由語言的表述展現其認知思考歷程。也因為放聲思考有這樣的特性，這

種資料蒐集方法經常應用於思維運作、決策及問題解決等研究。本研究參考陳

偉茹（2006）、Lazaridou（2006）以及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等人的研究

設計，33編撰五個問題情境案例（如附錄一），並邀請本研究的女校長透過放聲

思考的方式，將其大腦中針對問題的思考歷程與解題的步驟以口語同步表達出

來，接著再將口語資料轉譯成文字，進一步進行編碼分析。 

二、訪談 

訪談的主要目的在捕捉受訪者的個人覺知、經驗以及他們看待世界的觀點

（Patton, 2002: 348），它是吾人理解多元實在（multiple realities）的主要方法

（Stake, 1995: 64）。本研究希望透過深度訪談，深入六名女校長所處的學校脈

絡，以此理解她們所觀看的教育行政世界。除了前面談到的放聲思考可以作為

瞭解女校長心智運作的資料蒐集方法之外，深度訪談可以幫助吾人進一步理解

                                                

 
33 在陳偉茹（2006）、Lazaridou（2006）以及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等人的研究中，研

究者均曾以口語原案分析中的放聲思考作為資料蒐集方法，以此了解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陳

偉茹從「促進學校發展目標」、「確保教與學的品質」、「營造正向積極的氣氛」、「提供教學資源

與環境」以及「協助教師成長與發展」等五大議題，設計「問題情境測驗研究工具」，從五個

案例來探討校長的教學領導思考歷程。而 Lazaridou（2006）亦從五個問題情境，即：教師衝突、

改變學校經營哲學、調整學校服務、經費限制與學生管教等議題，來了解校長的問題解決能力。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則是透過「人力資源」、「新職務的挑戰」、「學校凝聚力」、「教學

設計」、「社區謠言」、「目標願景」等六大問題情境，探尋校長問題解決的實務。從研究的主題

來看，陳偉茹僅關心校長在教學領導層面的問題解決思考，並未全面探究校長處理其他行政問

題可能出現的反應。而 Lazaridou，以及 Leithwood 與 Stager 等人關注的問題解決層面較廣，從

他們所設計的問題情境來看，比陳偉茹的設計較能涵蓋校長在行政領導實務中可能遇到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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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以及影響其問題解決的因素，以此補充放聲思考的不

足；再者，本研究採用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分析的觀點，而深度訪談能幫助吾

人探析女校長個人在主體、位置、語言論述、知識、權力與差異等面向的樣貌，

因此，深度訪談對本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性。 

整體而言，本研究採取口語原案分析中的放聲思考與訪談並用的方式蒐集

相關研究資料。透過放聲思考，能夠有效地將女校長隱而不見的內在心智運作

展現於外；而深度訪談則能深入女校長的世界，一方面除了可以補充放聲思考

的不足，釐清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的因素，另一方面則能夠提供吾人以後結構

女性主義作為分析觀點的基礎，以此捕捉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全貌。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 

環顧本研究的主題與目的，如何尋訪國中女校長參與研究，進而瞭解、分

析與詮釋其問題解決心智，即是本研究的重心。在本節中，將說明研究參與者

的尋找歷程，並描述六位女校長的個人圖像，以此呈現其多元的樣貌。 

壹壹壹壹、、、、進入現場之前進入現場之前進入現場之前進入現場之前－－－－研究參與者的尋訪研究參與者的尋訪研究參與者的尋訪研究參與者的尋訪 

在撰寫論文研究計畫之時，即鎖定臺北縣市的女校長作為研究參與者的徵

詢對象，一來除了呼應自身對女性教育領導者的研究興趣之外，考量個人成長、

求學以及曾經進入北市國中擔任實習教師的背景，對於北部校園生態較為熟

悉，再加上本研究試圖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行分析，選擇臺北縣市的女

校長進行對照比較，將能凸顯身處不同位置脈絡的女校長的差異。 

在正式進入現場之前，我先從臺北縣市教育局入口網站提供的「各級學校

通訊錄查詢」功能，一一整理臺北縣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包含完全中學國中部、

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私立中小學）基本資料。由於從該網站的查詢結果無法

得知校長性別，乃逐一點閱各校網站，其中主要除了以校長性別作為篩選依據

之外，亦從學校的地理位置、大小規模、34校長的學經歷等訊息，作為選擇研

究參與者的參考。為了符應研究目的，本研究在選取研究參與者時，特別觀照

                                                

 
34 本研究所指的大型學校為學生數 2000 人以上的學校；學生規模在 500 人至 1999 人者為中型

學校；學生在 500 人以下者屬於小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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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資歷女校長，即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差異。至於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選擇

依據參考 Schraw（2006: 259）對領域專家的看法35及目前國內校長的任期制度，

以擔任校長超過十年者為資深校長，未滿四年者為初任校長。在進行地毯式的

搜尋與整理之後，臺北縣市一百八十三所公私立國中裡的八十一位女校長36便

成為本研究所欲徵詢的研究參與對象。經由指導教授的推薦，先鎖定可能接受

訪問的女校長十餘名，接著以電子郵件與電話等方式初步與女校長進行聯繫，

確認參與研究的可能性。在排除女校長的受訪意願及個人行程無法配合等因素

後，最終獲得紅梅、37紫陽、青荷等三位資深校長及金菊、芙蓉與雪櫻等三位

初任校長首肯，展開實地訪談工作。在訪談前，我先全面瀏覽該校網站中有關

校長的個人簡介、發表著作及校內各項會議文件檔案（如：主管會報資料、校

務評鑑檔案、校務發展計畫、優質學校評選檔案等），以此對六位女校長以及其

所處的校園脈絡有基本的認識，作為進入現場的前置準備。以下我將以表 3-1

呈現六位女校長的基本資料，並於下一段描述六位女校長的個人圖像。 

 

表 3-1 六名女校長的基本資料 

研究 

參與者 

學校 

名稱 

學校 

位置 

學校 

規模 

校長 

學歷 

教學與 

行政經歷 

校長 

資歷 

備註 

紅梅 

校長 

冬林 

國中 

北市 

市區 

大 輔導系、輔導
所、教研所 

專任教師、組
長、主任 

12 年 曾獲特殊優
良教師、校長
領導卓越獎 

紫陽 

校長 

藍天 

國中 

北市 

市區 

中 教育系、心輔
所、教研所 

導師、組長、主
任 

12 年 曾獲特殊優
良教師 

青荷 

校長 

夏陽 

國中 

北縣 

工業區 

中 教育系、教研
所 

導師、組長、主
任、借調教育局 

12 年  

金菊 

校長 

秋園 

國中 

北市 

近郊 

中 教育系、教研
所 

導師、專任教
師、組長、主任 

3 年  

芙蓉 

校長 

綠野 

國中 

北縣 

近郊 

中 教育系、學校
行政碩士班 

導師、組長、主
任 

4 年  

雪櫻 

校長 

春風 

國中 

北縣 

鄉鎮 

大 心輔系、心輔
所、學校行政
碩士班 

專任教師、組
長、主任、借調
教育局 

2 年  

                                                

 
35 Schraw（2006: 259）指出，一般人若欲從其所屬領域中蛻變成專家，大約需要十年的時間。 
36 在臺北縣市一百八十三所公私立國中裡，女校長共計八十一位，約佔 44.26%，其中北市女

校長有四十三位，北縣女校長則有三十八位。 
37 本研究中的人名與學校名稱均以化名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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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六位女校長的個人圖像六位女校長的個人圖像六位女校長的個人圖像六位女校長的個人圖像 

一、紅梅校長與冬林國中 

紅梅校長所領導的冬林國中是一所市區的大型學校，這是她在學校的第六

個年頭。初次與紅梅校長接觸是透過電話聯繫的方式。在此之前，我曾寄送電

子郵件邀請紅梅校長參與研究，不過就在幾日等候回音未果之後，我戰戰兢兢

的撥出電話。起初由秘書接聽，不久秘書熱心地幫我將電話轉給紅梅校長，希

望能由我親自和校長表明來意。在電話裡紅梅校長的聲音中氣十足，精神奕奕，

當我向她簡述研究大要之後，紅梅校長二話不說，非常爽快地答應我的請求並

在掛上話筒前對我說聲：「論文加油！」這便是我和紅梅校長第一次的對話經

過，她熱情的協助與對後輩的勉勵就像一股暖流，對於初次進入研究現場的我

來說，無疑是一大正面的鼓勵。 

正式訪談當日一早，我接到紅梅校長的來電，她告訴我當天有學生的英語

歌唱比賽，校長必須全程參與，因此可能會耽誤到下午原訂的訪談時間，於是

要我慢慢來沒關係。當日下午，我依約前往冬林國中，一踏進校門就被映入眼

簾的校園建築震懾，穿堂建築所傳遞的威權符號，我的感受就像紅梅校長在後

來訪談提到的：「那是我第一次來冬林，像衙門一樣。」（紅梅校長

2009/4/15/6-15）。相較於穿堂冰冷的建築，當我一進入校長室以後卻又是完全

不同的景象。紅梅校長的辦公室不僅整潔大方，處處更洋溢著溫馨的氣息，隨

處可見盆花、相片與個人造型公仔等紀念品……。在校長室等候片刻，我聽見

窗外學生的聲音，心想歌唱比賽大概結束，果然不一會兒紅梅校長便進入校長

室，她看到我便開心地說：「剛才的比賽真精彩，妳會不會等很久？」接著，紅

梅校長為了訪談不被電話及其他公務打擾，將訪談場地轉移至校長室旁的會議

室，由此可見紅梅校長對細節的重視。 

紅梅校長留著一頭長髮，略為圓潤的臉龐幾乎看不出歲月的痕跡。訪談當

天紅梅校長穿著一套淺色系的中國風服裝，雖然是裙裝，但感覺起來一點也不

減她的行動力。早在正式訪談之前，我曾讀過一份紅梅校長撰寫的文件，內容

講述她如何透過行動改造冬林國中的文化，重新建立學生、家長與教師對學校

的認同，帶領冬林度過重重危機成為傳奇。在讀文件的時候，我一直好奇紅梅

校長究竟靠著什麼功力解決這些棘手難題，不過當我親自接觸紅梅校長時，心

中的疑問便一一解決，她柔軟的語言身段、對學生的愛護、自信、幽默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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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在訪談過程中一覽無遺。當談到學生時，紅梅校長如是說： 

 

我很喜歡孩子，我甚至會很直接地告訴孩子說：「你們是我努力的動力。」

（紅梅校長 2009/4/15/6-7-10） 

 

像剛剛在英文比賽，我就跟他們說：「我不知道什麼樣的父母生出像你們

這樣的孩子；我不知道什麼樣的導師能夠訓練出像你們這麼好的孩子；我

說我實在很欽佩這個校長，怎麼會把一個學校搞成這麼好咧？」啊學生就

笑成一團（笑）（紅梅校長 2009/4/15/6-1-4）。 

 

在訪談過程中，紅梅校長夾雜著國台語雙聲道對談（雖然大部分還是以國

語為主），妙語如珠。期間雖遇督學來訪，紅梅校長不得不暫停訪談，不過即便

是在這種忙碌的情形下，紅梅校長旋即和督學問候便繼續回到會議室進行訪

談。訪談結束後，紅梅校長回校長室繼續與督學對談，由此可見其活力、處理

事務的節奏以及對後輩的照顧，在將近一個多小時的訪談中，我看見了冬林的

傳奇。 

二、紫陽校長與藍天國中 

早在大學時期，我就曾經聽說一些有關紫陽校長的治校事蹟，因此當我進

行本研究時，一直希望能訪問紫陽校長的實地經驗。就在我寄出研究邀請郵件

的隔天，我收到紫陽校長回信，儘管校長的行程非常忙碌，她仍願意挪出時間

協助訪談，在信末甚至附上她的行動電話，好確認後續的訪談時間。 

藍天國中位於市內文教區，緊鄰大片綠地，遠避塵囂，週邊亦有不少教育

機構，資源豐富。在紫陽校長將近五年的領導之下，藍天國中在各項評鑑與競

賽都有相當亮眼的成績，近年來屢次成為額滿學校，擁有相當不錯的風評。當

我和紫陽校長約定正式訪談時間之後，由於適逢校務繁忙之時，歷經幾次調整，

終於能夠和校長面對面訪談。紫陽校長對於校務經營投注相當大的時間與心

力，正式訪談當日，在我抵達藍天國中前突然接到了紫陽校長的電話，她告訴

我等一會兒校內九年級導師有個會議，有些事項需要和老師們溝通，因此可能

會影響原訂的訪談時間，如果我到了學校以後可以先在校長室等候。隨著校園

警衛的指示，我很快地找到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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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陽校長的辦公室又分為內外兩室，外室有張鋪著桌巾的大桌子，上頭擺

著裝飾的盆花，陳列櫃中擺著各項獎盃，牆上掛著大型的墨寶，在日光燈的冷

光照射之下，是一個帶有一點陽剛氣息的冷靜空間。就在我進入校長室等候不

久，紫陽校長出現了！在訪談之前我曾在藍天國中的網站看過紫陽校長的照

片，不過實際見面以後總覺得紫陽校長比照片裡的她還要來得嬌小一點。紫陽

校長頂著一頭俐落的短髮，訪談當天她身穿淺藍色的套裝，短袖長褲，雖然看

起來有點嬌小，但是當她一走進校長室以後，便能明顯感到與眾不同的氣勢。

在簡短的寒暄之後，紫陽校長主動伸出手向我握手致意，我也趕緊伸出我的手

回應，那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握著一個校長的手，是溫暖的手，也是柔軟卻又

堅定有力的手。紫陽校長主持的會議還沒結束，她卻中途離席先來看看我，致

意一下又回到會場繼續主持會議，我就這麼看著紫陽校長踏著快速而穩健的步

伐離開校長室。 

導師會議結束之後，訪談在校長室的內室進行。校長室的內室小巧精緻，

由於窗外就是馬路，紫陽校長擔心訪談受到外面噪音的影響，起身把窗戶關了

起來。和紫陽校長的訪談進行得相當順利，對談之中處處可見紫陽校長處理問

題的魄力與自信。在訪談中，面對各種問題情境案例，紫陽校長不只一次談到：

「這些問題，我不會認為是什麼問題。但是我也強調，那是因為我已經服務十

幾年了，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初任校長，我也可能會傻眼。」（紫陽校長

2009/4/13/5-5-3）紫陽校長的歷練，使她面對各種情境均能明快地提出解決之

道，一個多小時的訪談也順利地結束。從紫陽校長的訪談中，我看到了一個領

導者的氣勢，而氣勢中卻又帶著親和與對後輩的照顧，訪談結束後紫陽校長拿

出早就幫我準備好的餐點，她怕一早到校進行訪談的我因為趕時間還沒吃早

餐，雖然我在出發前已填飽了肚子，我接下校長的心意，在回家的路上，喝著

甜甜的豆漿，收穫滿滿，心裡是甜甜的。 

三、青荷校長與夏陽國中 

早在進入現場訪談之前，我曾讀過幾篇青荷校長的著作，她的文筆流暢優

美，字字句句展露著她對教育真誠的付出與愛好，因此當我要找尋臺北縣市的

資深女校長時，青荷校長是我腦海想到的人選。與青荷校長的聯繫相當順利，

不管是寄送電子郵件或是透過電話，校長的親切讓人覺得溝通零距離。而在正

式訪談之前，我從夏陽國中的網頁找尋青荷校長在校內發表的文章，想要多瞭

解她一點。訝異的是將近五年下來青荷校長發表了一百五十餘篇著作，內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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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感性，時而說理，青荷校長的寫作動力和文字所透析的力量實在讓人既佩服

又好奇。 

夏陽國中是青荷校長服務的第三所學校，地處縣城邊緣地帶，校園週邊住

宅大樓與低矮公寓交錯，鄰近有高中、小學，有公園也有工廠。走進夏陽國中

便能發現校內相當整潔，綠美化的環境讓人感到相當舒適。在校園警衛的指示

之下，我順利地步入校長室。青荷校長的辦公室寬敞雅緻、綠意盎然，深色系

的櫥櫃、沙發與辦公桌使得空間給人一種沉穩的感覺。我看到青荷校長時，她

正坐在辦公桌前處理公務，一看到我便熱切地問候，要我先休息一下，也等她

事務處理告一段落再開始訪談。青荷校長為了避免訪談受到干擾，正式的訪談

在校長室一旁的會議室進行。 

訪談當天，青荷校長身穿紅色系的中國風絲質上衣、黑色的長褲，搭配著

大方典雅的妝容與細心吹整的短髮，看到青荷校長本人便能立刻察覺她與眾不

同的優雅氣質。雖然青荷校長已年屆退休，她在訪談中也笑稱：「我已經不小了，

我這樣講實在是不好，高攀了！我跟馬英九、陳水扁先生同年（笑），所以你看

我就多大了。」（青荷校長 2009/4/28/6-14），但是校長笑起來的時候瞇著眼、掛

著小酒窩親切和藹的樣子，一點也感受不到她的真實年齡。 

與青荷校長將近兩個小時的對談中，我發現青荷校長在我日前寄給她的問

題解決情境案例資料寫下了滿滿的筆記，都是要和我對談的重點，期間校長時

而談到教育工作的美好、對學生服儀紀律等各項表現的期許；時而談到治校面

臨家長、教師以及學生流失等內外在環境的重重考驗，真情流露，儘管談到問

題或挫折時，校長依舊滿面笑容，這樣從容不迫、為教育認真付出的態度，青

荷校長自己談到這或許是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 

 

我的母親就是老師，所以我從小就看到她為教育付出，這是潛移默化影響

我很大的部份。（青荷校長 2009/4/28/6-14） 

 

我覺得母親這一生影響我很大的是遇到任何的挫折，在她的眼裡，跟她

講，她都會很輕易地帶過去說：「這沒有什麼，你不用擔心，媽媽相信妳

可以。」有時候想一想，媽媽的影響很大。（青荷校長 2009/4/2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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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荷校長的雙親對她的支持，可說是其在教育工作中前進的動力。其實青

荷校長早已可以申請退休，在訪談過程提及她面對內外在的挑戰時，也曾興起

轉換環境的念頭，不過她最終仍留夏陽國中全心投入教育工作。當青荷校長談

到為什麼覺得自己還可以在教育界服務時，她說道：「是因為我們在搶救孩子的

價值理念，這是我願意做的。那不管大環境是多麼的惡劣，家庭環境、污染很

多，只有靠教育啊！」（青荷校長 2009/4/28/6-7-10）青荷校長對教育念茲在茲，

為教育辛勤耕耘，精神相當令人感動。 

訪談結束回到校長室後，我看見校長的辦公桌上又堆滿一疊疊的公文資

料，等著她處理，青荷校長看到了也是一派輕鬆。臨走前，青荷校長送我一本

書，是全美最佳教師獎得主 Ron Clark 的《優秀是教出來的》，除此之外還送我

一些學校編輯的刊物作為勉勵。在回家的路上，我一邊閱讀著刊物一邊回想方

才訪談的情景，我看到了教育的熱愛，也看到了讓人感動的校長。 

四、金菊校長與秋園國中 

金菊校長是我訪談六位女校長中的第一個訪談對象。初次與金菊校長聯繫

時，當她聽我說明研究內容以後便非常熱心地答應我的邀請。到了洽談正式訪

談時間，金菊校長甚至對我說：「要不要越快越好？這樣妳也比較有時間整理。」

對於後輩的協助讓人感到溫暖。 

秋園國中是市區內的中型學校，鄰近有山坡綠地，雖然位於近郊，但交通

便利，住宅林立，亦有不少公司行號與賣場進駐。秋園國中正好就在公車站牌

邊，校園圍牆展示著多項校園活動訊息以及學校參加各項評鑑的亮眼成績。進

入校園後，整體環境整潔清幽，在走進校長室前，一隻黃色小瓢蟲甚至停在我

的肩上一會兒才飛去。 

抵達校長室後，秘書告訴我校長剛結束一個會議，正在裡頭休息吃午餐，

要我先稍候一下。我坐在校長室的外室端詳，校長室的外室窗明几淨，有一張

長桌以及秘書的辦公桌，牆上掛著大白板寫著校長滿滿的行程，往窗外看去有

一大片的山景，窗前擺著一大束香水百合，滿室芬芳。不久金菊校長從校長室

的內室走出來，邀我進去裡頭進行訪談。校長室的內室頗為寬敞，暖色系的照

明搭配淺色木質的櫥櫃，看起來既溫暖又明亮。 

金菊校長纖細高挑，留著一頭短髮，訪談當天她穿著紅色的毛衣搭配黑色

長褲，身上的飾品襯托出獨特的品味與氣質。金菊校長的聲音細柔，臉上掛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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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對於我提出來的問題相當有耐心回答，訪談期間還不斷提醒我：「還有沒

有問題要問我呢？」金菊校長對後輩的關懷，就像教師對學生的照顧一樣，對

於第一次進現場訪談的我來說，無疑是一大支持。這樣的特質或許與金菊校長

長期擔任教師有關。 

 

其實我跟其他校長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應該是我擔任蠻長一段的老師，然後

才走行政……我大概當了十六年的英文老師跟導師……在當主任之前只

有當了一年的訓育組長，聽說啦！聽說這樣的行政資歷是很淺的。（金菊

校長 2009/4/7/6-14） 

 

儘管金菊校長自覺行政資歷較淺，不過她之所以會走上行政之路，擔任校

長也有幾個原因。 

 

其實後來我會覺得：「啊！我為什麼會當校長？唉！還不如去當老師！」

（笑）已經走了不歸路……（金菊校長 2009/4/7/6-14） 

 

那為什麼會走行政呢？當然會說，呃，剛好因緣際會，那另外一個原因就

是我覺得有人沒有把事情做好……其實在老師的生涯，尤其是公立學校，

其實我看到很多我覺得蠻難過的現象……公立學校老師受了太多的保

障，這就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幾十年都吵不出來的結果……如果要說我的

心情，我真的覺得恨鐵不成鋼……（金菊校長 2009/4/7/6-7-10） 

 

金菊校長在當了十六年的教師之後，走出教室轉身投入行政工作，為更多

的學生，為教育的未來努力。在訪談近兩個小時的過程中，處處可見金菊校長

的熱情與理想。訪談結束後下起一陣大雨，金菊校長送我到穿堂，一路上也給

我很多勉勵，在金菊校長的身上，我看到了教育的理想與希望。 

五、芙蓉校長與綠野國中 

綠野國中校園週邊交通發達，住宅林立，人口相當密集。附近有山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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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鄰近政府機構，可說位於縣內的文教區。大學時期由於課程的關係，我曾到

綠野國中參觀，那個時候芙蓉校長雖然還沒上任，不過綠野國中的校園環境及

學生表現早已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進行研究尋訪臺北縣市的初任

女校長時，綠野國中的芙蓉校長便是我積極徵詢的對象。今年是芙蓉校長在綠

野國中服務的第四年，與芙蓉校長聯繫訪談事宜時，恰逢校務最繁忙的時刻，

不過儘管如此，芙蓉校長仍樂意抽出時間協助我進行研究，對於後輩的照顧與

協助不在話下。 

訪談當天隨著校園警衛的指示走到校長室，雖然綠野國中的校地不大，學

生眾多，但是校園空間配置卻不會讓人感到擁擠。走進芙蓉校長的辦公室第一

印象就是簡約大方，來到這樣的空間讓人能很快地沈澱心思。芙蓉校長是我進

入現場校園現場後所接觸的最後一位校長，芙蓉校長看起來相當纖細，她戴著

一副細框眼鏡，留著飄逸微捲的長髮，訪談當天身穿剪裁俐落的灰色絲質套裝，

西裝外套搭著短裙，踩著高跟鞋，看起來既柔美卻又不失幹練，這樣的打扮在

其他女校長身上似乎比較不常看見。 

在芙蓉校長將近二十年的教育生涯裡，行政工作佔了生涯的一大半，當她

回憶起這段從教師轉任行政的經過，她認為自己教育系畢業的背景是一大因

素。芙蓉校長這麼說道： 

 

其實我只有當四年老師，其他都在做行政，所以我只有休息一個暑假。那

個暑假剛帶完一屆國三，快開學前主任就跟我說：「妳來當組長。」我說：

「你讓我考慮一下！」他說：「妳不用考慮，直接就來，因為妳是教育系

的。」（笑）（芙蓉校長 2009/4/29/6-14） 

 

所以很多事情我會比較隨遇而安，有機緣的時候或是人家有需要，那我也

不會造成人家很大的困擾，不能說我們教育系不會做行政！雖然剛開始有

一些東西也是不會做（笑），但還是進去了。（芙蓉校長 2009/4/29/6-7-13） 

 

在正式訪談之前，我有機會瀏覽綠野國中的網頁，偶然發現校內教師會公

佈一份針對芙蓉校長即將屆滿所進行的適任民調，在我的經驗裡，這樣的民調

在各校網站幾乎很少公開，因次在訪談時我也特別好奇芙蓉校長與校內同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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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面對接下來的遴選，芙蓉校長依舊泰然處之，她這麼說道： 

 

我的想法是這樣，我跟老師們說我會填留任，可是我只有填一個學校，就

是這個學校……，如果遴選沒有成功最後回任教師，我覺得回任教師是很

光榮的事情，老師本來就是我們的職業嘛！……我在做行政，不管是當主

任或是校長，在這個位置我隨時都有這樣的準備……但如果有我們可以發

揮的地方，我們就可以做。（芙蓉校長 2009/4/29/6-7-18） 

 

芙蓉校長豁達又認真的態度得到校內絕大部分同仁的肯定。而她對哲學與

藝術的愛好，也充分展現在治校理念中。訪談當天適逢綠野國中校內的直笛比

賽預演，在訪談過程中我聽到一首又一首動人的樂曲，優美的樂音直到訪談結

束離開校園後還在我的耳邊圍繞，久久不能散去。芙蓉校長所領導的綠野國中，

學校雖小，學生眾多，卻是一所很美的學校。 

六、雪櫻校長與春風國中 

春風國中是縣城邊緣的一所中型學校，依山傍水，學校週邊大多屬於民

宅，但因鄰近名勝古蹟，亦有不少觀光客前往。在正式訪談之前，與雪櫻校長

的聯繫頗為順利，雪櫻校長在電話裡的聲音聽起來相當熱情，雖然她原本擔心

沒辦法幫上什麼忙因此需要考慮考慮，不過在我寄出問題解決情境案例與訪談

大綱之後，雪櫻校長便很快地答應我的邀請。 

正式訪談當天下著雨，山城水氣氤氳，雨中的春風國中顯得格外清幽，而

到訪的當天恰逢學生校外教學，校園也安靜許多。雪櫻校長的辦公室寬敞整潔，

從校長室的外頭能看到美麗的山景。看到雪櫻校長本人以後，覺得她和電話中

給人的感覺一樣，相當親和也相當熱情。雪櫻校長留著一頭細心整理的捲短髮，

身著灰色系的套裝，褲裝打扮看起來行動力十足。在訪談過程中，雪櫻校長以

生動的語言回答我所提出的問題，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出與眾不同的領導魅力。

其實雪櫻校長進入教育界服務，並不是她一開始的預期，在訪談中她回憶道： 

 

我其實本來不是要當老師的，我常開玩笑，如果我今天走我原來要走的

路，也許我可以走得更有成就。我原本想當律師，當時我可以進臺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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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後來因為一些家裡的原因，選擇當老師。（雪櫻校長 2009/4/17/6-14） 

 

不過我覺得我的適應力還蠻強的，後來發現老天爺對我其實還蠻不錯！當

老師可能更適合我。因為以我的個性當律師可能會得罪很多人，當老師以

後因為有來自社會的期待，所以我會有一些修正。（雪櫻校長

2009/4/17/6-5-3） 

 

雪櫻校長在大學時期以及後來的研究所進修均選擇輔導科系，她認為輔導

的養成背景對於她的個性以及後來與同仁的互動上有頗深的影響。雪櫻校長這

麼說： 

 

我覺得我其實是一個蠻矛盾的人，我常常開玩笑：「我是 O 型獅子座的人！

我應該是大家眼中很殺的（台語），就是很有 power，我說要怎樣就怎樣的

人！」但可能因為我的養成過程，我是學輔導的，在輔導所談的人本立場

來講，我會聽你講，我會告訴你可能有哪一些方式，但是最後決定要怎麼

做在於你，所以我會很真誠的、積極、無條件的尊重。（雪櫻校長

2009/4/17/6-14） 

 

也因為這樣的背景讓雪櫻校長修正自己的個性，她常以故事代替說教，以

案例溝通理念，這樣的作法或許已在春風國中整體經營績效上奏效。在雪櫻校

長的領導之下，春風國中近年來陸續增班成為創校歷來之最，學生表現也相當

亮眼。整個訪談大約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結束訪談後，雪櫻校長一面送我出校

門，一面對我說道她對春風國中的期許，她希望學生能在學校獲得感動，能在

學校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因此舉凡歲末活動的舉辦，課文詩詞背誦等，雪櫻

校長都有她的堅持，我們停下來又聊了許久，沿路上學生看到我們有禮地問好，

雪櫻校長對學校經營的熱情，在那一天深刻地傳到我的心。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歷程歷程歷程歷程與分析與分析與分析與分析 

本節主要呈現研究資料蒐集的準備與流程，以及退出現場後的資料處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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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此闡明研究的進行方式。 

壹壹壹壹、、、、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歷程歷程歷程歷程 

大體而言，研究資料的蒐集歷程可分為進現場前的準備、正式進入現場以

及退出現場三大階段，在此將分別敘述我在這三個不同階段的準備以及實際進

行情況。 

一、進入現場前的準備 

在正式進入研究現場前，我即大量閱讀文獻，試圖從既有文獻指引本研究

的進行方向。在進入現場前，我閱讀的文獻主題範圍計有：後結構主義、後結

構女性主義、問題解決、認知心理學等理論與實徵研究，透過文獻的閱讀，形

構本研究所欲探究的校長問題解決心智以及後結構女性主義分析觀點的輪廓。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核心即為女校長如何解決問題，因此在進入現場之前，

問題解決情境案例（參見附錄一）與訪談指引（參見附錄二）的編撰格為重要，

為了使問題情境貼近女校長的領導實務，在進入現場前我曾徵詢論文小組38中

一位女校長同意，進行一次約一小時的訪談，蒐集校長在領導現場時可能面臨

的問題。除此之外，我亦參考現有文獻如：吳彥男（2008）整理校長所處理的

問題類型，陳偉茹（2006）、Lazaridou（2006）、Leithwood 與 Stager（1989）的

問題案例內容以及林文律（2006）編輯之《中小學校長談校務經營》一書，從

中小學校長的現身說法中，找出本研究之問題情境案例可著力探討之處。而過

去我在校園中實習的親身經歷，亦成為撰寫問題情境案例的參考。 

在綜合訪談與文獻等資料後，我擬出五大問題解決情境案例，主題分別是

「校園體罰風波」－探討師生管教問題；「學生未婚懷孕事件」－討論學生間的

感情與性關係；「教學領導問題多」－聚焦教師教學理念與學生流失的衝突；「來

自家長的壓力」－關注家長介入工程關說與應酬邀約；「運動會的背後」－則將

重點放在上級長官請求與校內主管質疑的困境。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我曾提

及當今教育行政人員面對的多是非例行性、結構模糊的問題（Peddle, 2000: 3-4; 

Schön, 1987）因此在問題情境案例編撰上，我試圖編擬可能有多種解答的問題，

以貼近校園現場實務。而之所以選擇這五大主題，是因為環顧校務經營中，不

                                                

 
38 係由指導教授潘慧玲博士帶領指導門生共同研討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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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事、物、資源的爭取與使用、人員管理、預算分配與執行等各種行政歷程，

莫不圍繞著「人」這一個核心，其中人的需求、人的信念、人的喜好、偏好與

慾念，甚至是人的偏執都會引發種種問題，這些都需要校長費盡心思處理（林

文律，2006：v）。因此我希望透過問題情境案例的五大主題，探究女校長面對

不同的「人」時究竟會如何解決問題。除了編輯問題解決情境案例，企圖以此

瞭解六名校長面對相同問題時的解決方式，我亦透過訪談指引，希望透過開放

式的訪談，瞭解校長們在領導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影響她們解決問題的因

素等。 

在我進入現場訪談之前，我備妥上述的「問題解決情境案例」與「訪談指

引」，先透過傳真或電子郵件寄送給六位參與研究的女校長，並簡要說明訪談進

行方式，使其能在正式訪談前大致明瞭問題內容以及研究的進行方式。 

二、正式進入現場 

本研究進入現場蒐集資料主要以放聲思考與訪談法進行，六位女校長的訪

談時間臚列於表 3-2。 

 

表 3-2 六位女校長的訪談時間表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地點 歷時 

紅梅校長 2009/4/15 冬林國中會議室 約 70 分鐘 

紫陽校長 2009/4/13 藍天國中校長室 約 70 分鐘 

青荷校長 2009/4/28 夏陽國中會議室 約 120 分鐘 

金菊校長 2009/4/7 秋園國中校長室 約 120 分鐘 

芙蓉校長 2009/4/29 綠野國中校長室 約 120 分鐘 

雪櫻校長 2009/4/17 春風國中校長室 約 130 分鐘 

 

正式進入現場時，我再次向六位女校長說明研究主題與進行方式，而為了

日後整理訪談資料的需要，在訪談開始前，我向六位女校長說明訪談錄音的需

要，並向其保證錄音內容僅作為研究分析之用，其中有關人名、校名、地名等

涉及身份識別之處均將匿名處理。訪談期間談及校長認為不宜錄音之內容，由

校長提示中止錄音，以確保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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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現場的正式訪談分為兩大部份，分別透過附錄一之「問題解決情境案

例與附錄二之「訪談指引」進行。首先，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部份使用放聲思

考的方式蒐集資料，在正式針對問題情境案例提出解答前，我先提醒女校長有

關放聲思考的意涵，使其能在邊說邊想的過程中表達其對問題的看法，而在過

程當中我盡量不干擾校長對問題的口語表述，使其能更開放、更自然地進行對

問題的思考，直到每個問題解答告一段落，再針對其中的疑點或需要再澄清的

部份提問。待五個問題解決情境案例解答完畢後，再以輔以訪談指引進行提問，

詢問校長領導過程中印象深刻的問題，以及影響其問題解決的因素、價值原則

等，試圖從較開放的提問，從中釐清校長問題解決的心智運作。 

三、退出現場後的資料整理 

在研究資料蒐集完畢退出現場後，我反覆聆聽錄音檔，將訪談內容繕打成

逐字稿，以利接下來的資料分析。而每位校長的訪談資料亦在逐字稿整理完畢

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出，並請校長協助檢視稿件內容是否符合其原意，或是否

需要進一步修正，透過與校長的聯繫，以確認研究資料的真實正確性。 

貳貳貳貳、、、、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影響其在論文中呈現的樣貌，在這個部份將說明我

在整理、編碼研究資料的要點原則。除此之外在資料分析時所重視的研究信實

度也在此一併說明。 

一、資料編碼 

在質性研究中，資料的蒐集與處理分析是一個連續且不斷修正的過程，因

此在本研究的研究過程中，如何扣緊主題蒐集、分析資料釐清女校長的問題解

決心智，是我所關注的重點。 

在本研究中，以放聲思考方式及訪談蒐集的資料在分析前將會予以分段或

單元化處理，分段之後再對每段內容進行編碼。然而在編碼時，為了避免對研

究者的語意造成混淆，必須考量訪談逐字稿的上下文取捨，例如：一段以「然

後……」開頭的敘述可能表示行動的順序，也可能表示因果關係，因此在編碼

時必須從上下文判斷，才能將逐字稿內容進行適切的分類與分析（戚樹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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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賢、蔡華華、陳宇芬，2002：63）。 

在進行實際編碼時，我一邊檢視逐字稿內容，一邊回顧第二章文獻探討內

容，反覆來往於逐字稿與文獻之間，試圖從中釐清論文的分析架構。關於詳細

的編碼分類表於附錄三呈現，在此我以青荷校長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一的一段

回答說明引註訪談資料時，其中編碼數字所代表的意義。 

 

……然後把老師在班上，經營班上在各處室的哪些的表現，我希望有一些

數據，然後請各處室的主任也都過來，讓家長、議員瞭解，老師真的是一

個非常負責的老師……（青荷校長 2009/4/28/1-4-2） 

 

上述文字是青荷校長透過蒐集各種資訊的方式解答問題的情形，引註逐字

稿內容時，在括號內我先標明校長姓名、訪談日期，而在日期後的第一個數字

代表案例編號，若標示「1」為代表案例一39，第二個數字「4」代表影響問題

解決因素中的「解答程序」，第三個數字「2」代表的則是解答程序中的「蒐集

資訊」步驟。在反覆閱讀逐字稿內容並對照文獻後，我試圖以此原則進行資料

整理歸類，以助於接下來的分析論述。 

二、研究信實度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的目的重視的議題在於如何深入研究參與者的生活

世界，瞭解、剖析她／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看待世界。雖然質性研究並不像量化

研究一樣追求研究的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等標準，但為了使研

究更具說服力，研究信實度（trustworthiness）的問題便值得吾人重視。在本研

究中，即從三角檢正（triangulation）、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與同儕檢視

（peer briefing）等向度加強研究的信實度（潘慧玲，2003；Patton, 2002）。 

（一）三角檢正 

三角檢正包含不同資料來源、方法、研究者與理論之檢正。在本研究中，

我以放聲思考與訪談來蒐集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實況，以此兩種不同蒐集方

                                                

 
39 逐字稿引註格式中，在校長名稱、訪談日期後的第一個數字為案例編號，以數字「1」至「5」

區別，至於在問題情境案例以外，屬於開放訪談所獲得的資料則編列為數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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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得的資料除了互相參照之外，而在訪談前我充分閱讀女校長發表的著作文

件，針對閱讀文件時的問題或感想進行提問，試圖與女校長進行進一步的對照

檢核。 

（二）參與者檢核 

參與者檢核係指研究者將蒐集的實徵資料進行轉錄、整理再給予參與者進

一步瀏覽檢視，以釐清資料是否有誤。在前文所談到的資料蒐集歷程中，我已

談到進入現場不同階段的準備，在正式進行訪談之前，我將問題解決情境案例

與訪談指引事先寄送給六位女校長；而在訪談結束後，整理繕打完成的逐字稿

內容亦將給受訪者再次確認，以釐清疑義之處，其中亦得到女校長的指正，以

確保訪談的逐字稿能完整呈現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際。 

（三）同儕檢視 

同儕檢視係指邀請未參與研究的外部人員（通常是研究者的同儕）檢視研

究的內容，以提供不同的評析觀點，指出研究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修正以提

升研究的信實度。在撰寫論文期間我亦與同儕討論，試圖藉由他們的觀點，澄

清自身在撰寫論文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盲點。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 

壹壹壹壹、、、、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旨在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探悉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在

研究中除了清楚呈現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之外，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視角出

發，不管是研究參與者或是我本身所持的立場對於本研究而言都是重要的。尤

其，對質性研究而言，研究者的主觀意識將更不可避免地進入研究之中。因此，

在本研究中我將釐清不同女校長的觀點，並且加入自己的反省與思考，試圖在

論文呈現我與女校長之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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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直接地接觸研究現場的人、事、物，因此不論處

於哪個研究階段，研究倫理都是我必須重視考量的議題。在與六位女校長互動

時，我積極與她們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在訪談過程中保障她們的隱私，尊重

研究參與者的意願與看法，例如：金菊校長與青荷校長在訪談過程中，遇到較

為敏感的話題認為不宜錄音時，這個部份我則配合兩位校長的示意，暫停錄音，

以保護其隱私。而在整理訪談錄音檔案時，我不假他人，親自繕打逐字稿，且

在撰寫論文時，將相關的地名、學校名稱、人名等以匿名的方式呈現，以確保

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料不會暴露。在處理分析論文中的訪談資料時，將以研究

倫理為優先考量，經由參與研究的女校長同意認可才予以在呈現討論，以此試

圖在研究倫理的關懷下，呈現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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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她們是這樣解決問題的她們是這樣解決問題的她們是這樣解決問題的她們是這樣解決問題的 

本研究透過放聲思考與訪談蒐集臺北縣市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究

竟女校長是怎麼思考、解決問題的？本章第一節聚焦於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

運作實況，包含影響其心智運作的七大要素、問題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與解決

策略、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問題解決心智運作上的差異，並試圖以後結構女性

主義的視角進行分析；至於第二節則以後結構女性主義觀照之面向—主體性、

位置性、語言與論述、權力、知識與差異等，綜合分析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樣貌。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心智運作心智運作心智運作實況實況實況實況 

一個校長每天都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但是成功也好，失敗也好，我覺

得可以用平常心來看待，這都是學習跟成長的過程。（紫陽校長

2009/4/13/6-7-18） 

 

本研究實際進入現場訪談臺北縣市六位不同資歷、身處不同脈絡的女校長

的問題解決實務。六位女校長面對相同的問題解決情境案例，有各式各樣的思

維方式與解答，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六位女校長會這麼解決問題？在分析訪

談資料時，參考 Leithwood 等人所進行的一系列問題解決實徵研究結果

（Leithwood, 1995; Leithwood & Stager, 1989; Leithwood, Steinbach & Raun, 

1993, 1995），以問題解決的七大要素，即：詮釋、目標、限制、解答程序、情

感、原則與價值作為瞭解、詮釋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的主要核心，接著再呈

現六位女校長思考問題情境案例時的內涵，最後再試圖比較六位女校長在問題

解決實務的異同。 

壹壹壹壹、、、、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問題解決要素分析問題解決要素分析問題解決要素分析問題解決要素分析 

為了釐清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的異同，我試圖根據訪談逐字稿的編碼結

果，分析問題解決七大要素在女校長放聲思考與訪談的出現的次數，並將整理

成表 4-1。總的來看，如將六位女校長在此七大問題解決要素出現的次數，依

類別區分以後相加，由表 4-1 即可看出七大問題解決要素在出現的頻率從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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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分別是：詮釋（271 次，約佔 25%）、價值（261 次，約佔 24%）、解答

程序（208 次，約佔 19%）、情感（140 次，約佔 13%）、原則（104 次，約佔

10%）、限制（68 次，約佔 6%）、目標（36 次，約佔 3%）。 

 

表 4-1 問題解決要素表 

要素要素要素要素     

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 

詮釋詮釋詮釋詮釋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解答程序解答程序解答程序解答程序 情感情感情感情感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紅梅校長紅梅校長紅梅校長紅梅校長 49 6 3 43 21 12 39 

紫陽校長紫陽校長紫陽校長紫陽校長 45 8 6 35 29 17 38 

青荷校長青荷校長青荷校長青荷校長 46 14 14 41 38 25 57 

金菊校長金菊校長金菊校長金菊校長 27 3 17 21 22 17 28 

芙蓉校長芙蓉校長芙蓉校長芙蓉校長 46 3 14 27 10 14 45 

雪櫻校長雪櫻校長雪櫻校長雪櫻校長 58 2 14 41 20 19 54 

總計次數總計次數總計次數總計次數 271 36 68 208 140 104 261 

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每人平均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45.2 6.0 11.3 34.7 23.3 17.3 43.5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1 7 6 3 4 5 2 

備註：計算單位為各問題解決要素之出現次數。 

 

接下來將分別討論六位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在各個問題解決要素的實際

樣貌。 

一、詮釋 

詮釋是對現象的理解，而人們對問題不同的詮釋也會影響其問題解決的最

終結果。從表 4-1 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問題的詮釋，佔所有問題解決要素的首位。

更細部地來看，大部分的女校長，在面臨問題情境時，透過大量的對情境脈絡

的解讀，掌握情境案例中的問題關鍵。 

在陳偉茹（2006）的實徵研究中，曾指出校長的過去經驗是處理當下問題

時的決定基礎。事實上本研究也發現，在進行問題的詮釋時，不論是資深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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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女校長，最常運用的詮釋策略即是將案例內容與舊經驗連結，從以前處理

過的類似經歷來理解問題，甚至以過去的經驗為標準，和案例情境相互對照，

進一步評估問題的難易度，再提出適用的問題解決策略。例如在問題情境案例

一「校園體罰風波」中，資深的紅梅校長在提出她對問題的放聲思考時，一開

始的第一句話就談到：「其實喔！其實我們學校也曾經發生類似的案例。」（紅

梅校長 2009/4/15/1-1-4）接著，紅梅校長開始回憶過去曾經發生的事件，並將

其內容與本研究的情境案例對照。 

 

那個時候剛開始家長要求我要換導師，那我跟他講：「不太可能。」再來

他說要調班，那依法他是可以調班。可是，這個導師就說：「如果要把他

調班的話，我就請辭導師。」反正就是拗。最後那個家長採取開記者會，

不像這個案例還告知你，那個家長當時就直接在外面召開記者會。那他在

開記者會之前，他就已經預先做一些動作，就是陸陸續續把老師罵學生、

老師在教室罵人，以及老師打學生的經過全部錄音。所以那個時候你根本

沒有辦法處理，因為錄音帶在他的手上。像這樣的情況，像同樣這樣的例

子，我可能會很坦然地告訴那個家長：「很歡迎你來談！」（紅梅校長

2009/4/15/1-1-4） 

 

雖然本研究的案例情境與紅梅校長過去處理的事件不盡相同，但是當紅梅

校長面對類似的案例時，她的問題詮釋透過直接從記憶資料庫中提取曾經發生

過的事件作為判讀參照，先將過去曾經解決過的類似問題進行簡要的回顧，並

與問題情境案例進行對照，結果在紅梅校長的詮釋之下，案例中的問題比她過

去處理的事件還要簡單，也還有轉圜討論的空間，因此她便依據詮釋理解的結

果，進一步提出與家長溝通的可能解決策略。 

在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的研究曾經指出，初任的新手校長在詮釋

問題時容易受到其他無關議題的影響，在本研究中似乎也發現了類似的狀況。

以同樣的案例一為例，初任的雪櫻校長透過自身過去的經驗理解問題，不過與

紅梅校長直接回憶過去處理類似體罰事件的經驗相較，雪櫻校長在進行放聲思

考時較容易受到其他訊息的影響，她先將焦點放在案例一中的林校長有每日查

收電子郵件的習慣上，並據此舉出自身的經驗說明校長每日收發電子郵件的重

要，雪櫻校長這麼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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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案例來講，第一個，我覺得這個校長蠻不錯的是他每天第一件事就

是看 e-mail。我想這也可能因應現在的資訊化，就我所知有很多的校長有

這樣的習慣。我自己也是啦！第一件事一定是開一下 e-mail。（雪櫻校長

2009/4/17/1-1-4） 

 

從雪櫻校長的回答可以發現，當她一邊讀著案例一的內容一邊進行思考

時，她掌握了案例一中的某項訊息，即「大明國中的林校長每天進辦公室的第

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檢查電子郵件。」，並以此訊息為主，與過去經驗進行連

結，開始回憶聯想。除了談到個人每天收發郵件的習慣之外，由於雪櫻校長在

上任時曾針對校內電子留言板系統進行改革，因此接下來的放聲思考，她並沒

有直接進入解決體罰問題的核心，而是先談到春風國中校內留言板的問題與解

決問題的經過。 

 

我們學校有留言板，以前我剛來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那個留言板很奇怪，

為什麼不管好的、壞的、大的、小的、正確的、不正確的全部都在上面？

那也有家長提醒我說：「校長，留言板這樣子，內容如果是真的就算了，

那如果是假的、是負面的，其實對學校的形象也有傷害……」（雪櫻校長

2009/4/17/1-1-4） 

 

所以我就跟資訊組長討論，我說：「這樣的留言板，立意良好、可以反應

民意，但是我覺得不要讓它淪為負面、或者是不當訊息傳遞的地方。」所

以後來只要有留言，他先擱置，然後會傳 e-mail 給校長跟各處室主任。那

我也交待各處室主任每天要開 e-mail，看到有這樣的訊息的時，要先去確

認留言的內容……（雪櫻校長 2009/4/17/1-4-7,8,9） 

 

由於本研究的問題解決情境案例採結構模糊的撰寫方式，案例中僅提到學

生家長透過電子郵件陳情，當雪櫻校長看到案例中的林校長收到負面的信件，

便很容易與她在春風國中進行校內電子留言板的改革經驗連結。一直等到雪櫻

校長說明整個改革校內電子留言板的例子之後，她才重新回到體罰案例的解

讀，雖然這樣的聯想的確也是對問題的詮釋方式，但相對地，這個議題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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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欲解決的體罰問題較沒有直接的關係，如此一來也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才

能觸及問題的核心。 

六位女校長在詮釋問題時，除了透過個人自身的經驗之外，她們亦會從大

的環境脈絡來解讀問題。在案例一「校園體罰風波」中，校長對問題的解讀大

多與零體罰政策入法有關，雪櫻校長即提到：「第一個案例－體罰－大概是現在

蠻重視的！因為零體罰已經入法了，這一點我們在各種不同場合或是研習都會

提醒老師……」（雪櫻校長 2009/4/17/1-1-5）」紫陽校長則更進一步從法令規定

的實際情況說明現今校園對體罰問題的處理方式：「在臺北市，教師違反零體罰

政策，就是很明確的要被懲處，他就是必須在教評會討論，然後送考績委員會。」

（紫陽校長 2009/4/13/1-1-5）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紅梅校長會提到：「現在跟以前

不一樣，現在你只要體罰查證屬實，一律就是法辦。所以老師如果已經打下去，

非常確切，他心裡通常有個底。」（紅梅校長 2009/4/15/1-1-3）由此可見在大環

境的法令規定著實影響校長對問題情境的判讀，也影響她們因應問題所採取的

後續行動。 

面對同樣的問題情境，六位女校長對問題的詮釋可說是異同並存，以案例

一為例，資深的紫陽與青荷校長，以及初任的金菊與芙蓉校長均不約而同地認

為案例所描述的教師相當認真，可是紫陽校長與芙蓉校長卻進一步談到問題的

困難與複雜之處，即：發生管教問題的教師往往都是認真的教師。面對這樣的

問題，紫陽校長有以下的解讀： 

 

基本上，這個老師有沒有違反教師輔導管教辦法，跟他認不認真是兩回

事。也就是說他可能是個很認真的老師，他可能在處理學生、他在照顧學

生課業方面有很優秀的表現，但是如果他因為情緒失控，然後在處理學生

問題的時候，踰越了教師要走的一個界線，我覺得縱使我是校長，我知道

他很認真，我也知道他如果被懲處，同仁會抗議，我恐怕也沒有辦法去幫

他……所以我覺得這一位老師，他很可惜。(紫陽校長 2009/4/13/1-1-2,3) 

 

那在學校裡面最大的遺憾就是，往往發生這樣事情的老師都是所謂的認真

的老師。所以我還是回到剛剛一開始講的，認真跟正確的教育處理是兩回

事。好！你有可能很認真的老師，但是可能會讓人家覺得你根本不適合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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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乾脆去當軍人算了！(紫陽校長 2009/4/13/1-1-2) 

 

在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時，除了前面所談到的詮釋方式之外，有時候校長也

會透過情境中的問題需要處理優先順序，來進行判讀。在案例一中，初任的金

菊與芙蓉校長即點出情境中需要先後處理的順序，例如芙蓉校長在進行放聲思

考之初時這麼說： 

 

第一個案例是體罰問題，我想會從幾個面向來看：因為這個歷程裡面，第

一個可能馬上要面臨的就是記者；第二個就是家長和議員的那個部份。那

因為記者是在前面先接到電話，我如果依照這個情節，我大概會先跟記者

回應……（芙蓉校長 2009/4/29/1-1-5） 

 

在案例一的情境安排中，林校長在謝老師解釋事發經過時，記者來電關切

體罰事件，而秘書又通報家長與議員已到學校。針對這樣的情境，芙蓉校長判

斷問題的優先順序，接著再依此提出不同的解決策略，由此看來，校長對問題

處理緩急輕重的詮釋，也是影響其接下來的解決程序的關鍵之一。 

二、目標 

設定目標是實際解決問題前的關鍵，校長如何根據情境詮釋，從中找出現

實情況與所欲達成狀態之間的落差，進一步設定目標克服差距實為重要。然而

當我們實際檢視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時，可從表 4-1 發現「目標」

一項在問題解決七大要素中的出現頻率敬陪末座。不過儘管目標在問題解決過

程出現的頻率並不太高，卻可觀察到一個特別的現象，即資深的紅梅、紫陽與

青荷校長在解答問題時，比初任的金菊、芙蓉與雪櫻校長更容易提出她們所欲

達成的目標，而資深校長所提出來的目標普遍也比初任校長所設定的目標更為

遠大。在案例一中，以初任的金菊校長為例，她是這麼判斷問題並提出問題解

決目標。 

 

以我的立場上來講，還是希望以和為貴……如果這個謝老師是一個認真教

學的老師，那我們也希望這是一個偶發而不是一個經常的事件，我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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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落幕。（金菊校長 2009/4/7/1-2-2） 

 

對金菊校長而言，她所設定的問題解決目標即是在以和為貴的狀態下，快

速地解決問題，因此與其他校長可能直接採取依法辦理的解決方式，金菊校長

根據這個目標在後續的放聲思考中提出與家長對談、甚至是道歉等相關的策

略，試圖化解家長與教師之間的衝突。Leithwood 與 Stager（1989）的研究曾指

出非專家校長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所提出來的目標，多半放在滿足家長的感受

上。從金菊校長依此目標提出來的策略來看，的確有緩和家長情緒的作用。不

過，這樣以和為貴的目標也要在家長的明理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假使對談與道

歉沒有辦法平息問題，金菊校長認為：「在校長的位置上，我也是全力的希望能

夠保護這個老師，但是一旦這個完全沒有作用了，為了整個學校的校譽，那不

得已就必須召開教評會。」（金菊校長 2009/4/7/1-3-1）雖然作出召開教評會的

決定也是因應家長而來，不過原本設立以和為貴且快速解決問題的目標將會進

行動態的轉化調整。由此可看出金菊校長因為職務位置與他人的差異，其問題

解決思考的切入點便有所不同，當我追問假使家長不滿意教評會的結果怎麼

辦？到了這種依法定程序處理的地步，金菊校長告訴我： 

 

我們不需要讓家長滿意，我的意思是說有的家長會說這個老師不適合，這

個要大過免職，那是他自己的情緒用詞。那我們就會回到法令上……如果

依法記大過一次，就是記大過，他也不可能免職、停聘、解聘。這種處理

不可能是按照家長同意還是不同意，我們依法而行。（金菊校長

2009/4/7/1-6-1） 

 

對照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的研究，金菊校長希望滿足家長的感受

僅維持在家長能理性回應的前提之下，一旦以和為貴的目標無法達成，金菊校

長便轉向以法定程序使爭議落幕，儘管召開教評會的決定與家長先前的回應有

關，但教評會的結果能否順應家長的想法便不是金菊校長考慮的重點。不過面

對這樣的情形，金菊校長有點遺憾地表示： 

 

走到這個部份，我會覺得是三輸啦！所謂三輸就是學生也不一定會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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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只是出一口氣，但是對老師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甚至他後面的

教學生涯可能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陰影在……（金菊校長 2009/4/7/1-1-3） 

 

從上述的討論來看，可以瞭解金菊校長在解決問題時，重視滿足各方，尤

其是家長的感受，當她設定問題解決目標以後，不得不面對因各方權力角逐而

出現的衝突。儘管她抱持著以和為貴的態度試圖化解所有可能的衝突，一旦衝

突無法之時，她則有別於家長、教師或是學生，以校長的位置與高度進行決策，

選擇對校譽傷害最少的策略來解決問題。 

至於在專家校長方面，Leithwood 與 Stager（1989）認為專家校長在相同

的問題情境設定目標時，更容易將他們本身的教育哲學結合，並將更多心力放

在目標與學生或課程的連結上。本研究中資深的青荷校長在提到問題解決目標

時，似乎與 Leithwood 及 Stager 的研究結果相符。雖然青荷校長和金菊校長解

決問題時，同樣設立問題平和落幕的目標，不過青荷校長希望案例中的教師與

學生都能接受進一步的輔導，以化解彼此的心結，特別是在學生方面，青荷校

長認為： 

 

……（體罰問題）能夠解開是最好的，如果孩子是七年級、八年級，你還

有兩年、一年的時間，九年級剩不到一年，對不對？……導師跟孩子的相

處，我覺得透過這樣的事情，反而會很好啊！那孩子的正向的改變，會比

較理想。（青荷校長 2009/4/28/1-2-1） 

 

青荷校長在看待問題時，不僅希望透過溝通化解案例中家長的怒氣，更希

望透過後續的追蹤輔導改善僵化對立的師生關係，而長期來看，青荷校長更希

望學生學生能因為這樣的事件，改善上課不專心的行為，青荷校長在設定目標

時所考量的因素，的確在初任校長身上比較不容易看見。 

三、限制 

「限制」是問題解決過程中，無法移除的困境或限縮問題解決途徑的阻

礙，它可能來自人們對問題有限的理解，一旦出現了這樣的困境，容易使人們

分心、使得問題更難解決。從表 4-1 的內容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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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校長中兩位曾經獲獎的資深女校長－紅梅校長與紫陽校長，其所知覺的問題

限制在次數上明顯地比其他四位女校長少。以案例一為例，資深的紫陽校長提

出來的問題限制來自於案例中對師生推擠的模糊敘述。當紫陽校長知覺到這樣

的限制時，她也以過去曾經遇過的經驗進行解讀： 

 

基本上這個老師他當然有一些推擠的動作，案例裡面寫得比較含蓄……譬

如說我們過去有遇到老師氣起來，學生講話啊、動作啊、不是很有禮貌，

老師手上正好拿著手機，他就拿起來打學生的頭；或者是學生服裝儀容穿

著得不好，穿著垮褲，老師就把學生的褲子脫下來……（紫陽校長

2009/4/13/1-3-1） 

 

當紫陽校長面對案例中針對師生推擠描述不明的模糊情況，她一點也不以

為意，反而神情自若地接著說： 

 

至於記者，你要報，你就報……，除非是像這樣（用手機打頭、脫褲子）

的聳動訊息，其實我不認為像這樣的案例，記者有什麼天大的新聞可以

寫，所以我其實也不是很擔心。那我也認為這個學校發生問題以後，學校

需要特別去遮掩什麼？錯就是錯、對就是對。（紫陽校長 2009/4/13/1-3-1） 

 

同樣神色自若處理問題限制的情形，也能在紅梅校長的身上發現。在案例

一中，紅梅校長並沒有談到師生推擠狀況可能是問題的隱藏限制，或許因為她

曾經處理過類似的案例，因此對她而言，不管師生推擠到什麼樣的程度她都可

以解決。不過紅梅校長知覺到的問題解決限制來自於家長開記者會的威脅。她

認為家長有這樣的舉動是因為「家長覺得學校怕新聞」（紅梅校長

2009/4/15/1-3-1），所以對於這樣的挑戰，紅梅校長基本上會坦然地面對，在放

聲思考的過程中，她以過去曾經的經驗來化解問題解決歷程中所遇到的限制。 

 

像上次有一個家長就是威脅我，那我也是很坦白的跟他說：「現在外面要

當老師的人那麼多，我不怕找不到老師，如果你握有什麼證據，而這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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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真的做不對了，那麼我還要感謝你！」我說：「你還能幫我學校處理一

個你認為不適任的（問題）……」通常家長這個時候都會說：「啊！沒有

啦！我不是要這樣啦！……我並沒有說要讓老師丟工作啦！」這個時候就

比較好談。（紅梅校長 2009/4/15/1-1-4） 

 

雖然前述的紅梅校長與紫陽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時仍會知覺限制，但是她

們並不認為限制是難以克服、無法解決的。相較於兩位校長面對問題限制的了

然態度，其他的校長對於問題限制能否克服，則提出更多的預想，也更加戒慎。

例如在面對案例中師生推擠情況的問題限制時，初任的金菊與雪櫻校長有這樣

的反應： 

 

家長覺得這個孩子受了什麼樣的傷害？因為在（案例）這裡沒有很清楚地

看到這個老師是怎麼樣的惡質管教？因為這會影響蠻多的。那當然案例中

有所謂的驗傷單，可能要先瞭解學生受傷的情形，那是暫時的皮肉傷？還

是會有永久的傷害？其實這個也會有不同的思考。（金菊校長

2009/4/7/1-3-1）， 

 

這個老師沒收孩子的手機之後，中間過程還比較激動，講到這邊其實如果

我是那位林校長，我比較希望這位謝老師要跟我說明一下，比較激動是激

動到什麼程度……因為「比較激動」是蠻普遍的東西，那激動到什麼程度

其實是會有影響的。如果你很激動，只是聲量比較大，那他認為這樣叫激

動，可能也還好。可是如果涉及到語言上的辱罵、或者是動手，甚至有一

些可能有一些比較不當的狀況的時候，事實上這個是會影響到後續的處

理。（雪櫻校長 2009/4/17/1-3-1） 

 

其實與前面資深的紫陽校長類似，初任的金菊與雪櫻校長同樣知覺到案例

中師生推擠情況描述模糊不清的限制，不過當紫陽校長並不認為這樣的案例內

容會引發軒然大波時，金菊與雪櫻校長卻會更進一步地評估、預想師生的推擠

程度，希望蒐集更多的資訊再進行判斷處理，由此可見問題限制對於初任校長

的問題的判讀與後續解決策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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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 Leithwood 與 Steinbach（1995）的研究中曾指出，一般非專家的校

長在面對問題限制時，往往將其視為無法突破的障礙，不過在本研究中卻發現，

如果初任校長曾經解決過類似案例，或是在養成過程中接受相關的訓練，面對

問題的限制時多半能提出克服之道。例如在面臨無法預期、控制的家長或記者

反應時，初任的芙蓉校長與雪櫻校長這麼提到：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預期家長，但是就我們解決了很多的類似案例而言，我

想在我的認知裡，家長願意來找你，他希望的只是一個解決，或者是希望

老師以後不要有類似的行為。那當然如果說真的有什麼驗傷、一些不當管

教，或家長情緒很激動，我也曾經遇過這樣的事情，就是坐在這裡（校長

室），家長一進來就說：「我要開記者會！」但是我是會跟他分析：「你開

記者會對孩子、對老師都沒有好處。」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孩子會得到

老師蠻好的教導……（芙蓉校長 2009/4/29/1-3-1） 

 

在回應記者這個部份，我覺得要給他們一個很扼要、然後很清楚的新聞

稿。然後那個新聞稿不要被記者拿來斷章取義，這一點在我們的養成過程

中告訴我們很重要，因為可能錯一句話，他剪輯的結果對學校就是一個負

面的部份；第二個，對於記者以禮相待之外，也盡量拜託他們，也不要給

其他孩子造成一些困擾，那是不是可以拜託記者不要拍校名，可以寫北部

某國中，然後不要拍學生的頭。那當然這個是拜託，至於他們願不願意協

助，我想這一塊就不是我們能控制的。（雪櫻校長 2009/4/17/1-3-1） 

 

在本研究中發現，兩位曾經獲獎的資深女校長在面對問題時，知覺到較少

的限制，面對問題限制時也相當泰然自若，但這樣的結果並不表示其他校長知

覺問題限制時，一定會將其視為無法解決的阻礙。換句話說，假若初任校長曾

經解決過類似的問題或接受相關的養成訓練，這些處理的經過或知識內容便會

儲存在她們的長期記憶資料庫中，等待日後需要解決類似案例時，讓她們能夠

順利回憶提取相關訊息瞭解、解決問題。如此一來，即便是初任校長也能自在

地面對問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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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答程序 

問題的解答程序其實可以將其視為問題解決歷程，當我進行這個部份的資

料分析時，我採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綜合自 Arcaro（1995: 93）、Bernhardt（2002: 

85）、Bittel & Newstrom（1992: 114）Pretz, Naples & Sternberg（2003: 3-4）及

Stamatis（2001: 48-54）等人的問題解決歷程，從訪談逐字稿分析六位女校長在

解答問題時所出現的歷程，以此掌握六位女校長的解答程序樣貌。 

 

表 4-2 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 

 清楚清楚清楚清楚
界定界定界定界定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蒐集蒐集蒐集蒐集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列出列出列出列出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選出選出選出選出
最可最可最可最可
能的能的能的能的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各項各項各項各項
解決解決解決解決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的可的可的可的可
行性行性行性行性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一項一項一項一項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制定制定制定制定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監控監控監控監控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
評鑑評鑑評鑑評鑑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精進精進精進精進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解決解決解決解決
歷程歷程歷程歷程 

紅梅紅梅紅梅紅梅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7 4 0 0 8 5 7 6 1 4 1 

紫陽紫陽紫陽紫陽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3 1 7 3 7 1 6 4 2 0 1 

青荷青荷青荷青荷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6 8 3 0 11 0 2 8 2 0 1 

金菊金菊金菊金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2 4 3 0 6 3 2 1 0 0 0 

芙蓉芙蓉芙蓉芙蓉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3 8 4 0 9 1 1 1 0 0 0 

雪櫻雪櫻雪櫻雪櫻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6 8 6 2 3 3 4 5 3 1 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27 33 23 5 44 13 22 25 8 5 3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3 2 5 9 1 7 6 4 8 9 11 

備註：計算單位為次數。 

 

表 4-2 即呈現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不過在討論六位女校長的問題

解答歷程之前，在此必須釐清分析資料時，問題解決歷程中的「清楚界定問題」

與前文所談到的問題解決要素「詮釋」的分類差異。在進行編碼整理時，有關

問題解決要素的「詮釋」一項，我參考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和 Leithwood、

Steinbach 與 Raun（1993）的研究，將女校長在進行放聲思考所談及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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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優先順序」、「問題的困難在哪裡」、「理解問題的方式」、「運用軼事或過

去案例說明」以及「在大脈絡中掌握問題」等內容時，歸納為對問題的「詮釋」，

而將牽涉問題的釐清卻又無法納入上述「詮釋」中的五個細項的內容，歸納為

問題解決歷程中「清楚界定問題」向度之內。 

在表 4-2 中可以看到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出現的步驟，其次數由

多至寡分別是：「提出各項解決策略」、「蒐集相關資訊」、「清楚界定問題」、「制

定執行計畫」、「列出可能影響原因」、「選擇其中一項策略」、「評估策略的可行

性」、「監控執行計畫」、「反省評鑑執行結果」、「選擇最可能的原因」、「精進問

題解決歷程」。此處的討論焦點並不在於呈現每位女校長解決各個問題情境案例

所出現實際流程，而是希望從表 4-2 出發，由女校長問題解決歷程的概況進一

步提出值得在此呈現的內容，至於女校長所提出的各種問題解決策略由於在下

一節中有所介紹，在此便不予以討論。 

雖然在第二章中，我曾根據 Arcaro（1995: 93）、Bernhardt（2002: 85）、Bittel 

& Newstrom（1992: 114）、Pretz, Naples & Sternberg（2003: 3-4）及 Stamatis（2001: 

48-54）等人的研究整理問題解決的歷程，不過正如同 Pretz 等人（2003）所言，

問題解決者在真正解答問題時，不一定會固著地依循每一個步驟解決問題，從

表 4-2 所呈現的內容即可看到六位女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時，並不一定會應用

每個問題解決步驟，其解答程序亦有彈性。在陳偉茹（2006）的實徵研究中也

指出，部份校長在解決問題時，傾向簡單的瞭解問題後便想定辦法下決定，而

以本研究的紅梅校長為例，她在思索問題時並沒有出現「列出可能原因」以及

「選出最可能原因」的步驟，而是直接透過各種解決策略來試圖解答問題，從

中即可看出問題解決歷程的彈性。在案例一中，面對家長與議員到學校關切教

師管教問題，紅梅校長提出了以下的解決策略： 

 

如果老師也違法，那我就跟家長說：「我會移交成績考核委員會處理。」（紅

梅校長 2009/4/15/1-4-5） 

 

另外像如果有這樣的狀況，因為學校都有家長委員在嘛！有家長輪值，我

通常會請他馬上上來。我會跟家長講說：「我邀請家長委員來！」因為他

是站在和你們同樣的家長立場，他的公正立場足夠，當然那個家長委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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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一個緩和。（紅梅校長 2009/4/15/1-4-5） 

 

當女校長實際進入問題解答程序時，最常出現的步驟即是「提出各項解決

策略」，從這個地方我們即可看出女校長在面對結構模糊的問題時，傾向以各種

不同的解答，來解決問題。 

從表 4-2 中我們還能發現一個值得令人討論的現象，即在「精進問題解決

歷程」一項，雖然整體出現的次數最少，但其中三位資深的紅梅、紫陽與青荷

校長均在訪談中談到此項，而這個部份正是初任校長較少觸及的議題。不過進

一步檢視三位資深校長談到的「精進問題解決歷程」，她們多半不是針對本研究

的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精進其中的問題解決歷程，而是從自身經歷的事件出發，

從中敘述她們改善問題的作法。例如：紅梅校長談到校慶頒發教師服務獎時，

有教師沒到現場領獎，她後來運用平日進行的檔案管理，來反省需要改進之處，

以此精進問題解決的歷程。 

 

像我的資料平常就是左邊（寫）日期、做什麼事情；右邊空白我就會寫心

得，那以後遇到類似事情的時候我就會翻，翻之前曾經發生什麼事？例

如：去年校慶，邀請哪些來賓？誰有來？誰講了什麼話？覺得哪個環節沒

有處理好？像去年服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頒獎），結果叫名字有的

老師沒來，那我就會在上面寫說：「明年記得，個別一個一個邀請。」讓

他們感覺說校長都親自邀請了。我會提醒自己哪些沒有做好，就這樣。（紅

梅校長 2009/4/15/6-4-10,11） 

 

前文主要呈現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反省評鑑執行成果」與「精進問

題解決歷程」。的大體而言，從表 4-2 的內容可以得知不同女校長運用殊異的問

題解決步驟來處理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六位女校長在面對研究的問題解決情

境案例時，她們並不是僵化固著的依循每一個問題解決步驟來回答問題。相對

地，六位女校長深入問題的脈絡，從脈絡中所透析的訊息來進行解答，由於不

同校長對問題的詮釋與界定、提出來的策略有所差異，由此也顯現六位女校長

多元的問題解決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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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感 

在學校領導情境中，原本就無法避免情緒的影響（Beatty, 2005）。當本研

究著重領導認知取向中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的課題時，自然無法忽視情感在認

知思考歷程中所佔的重要性。曾有研究者（Isen, Daubman & Nowicki, 1987; 

Linnenbrink & Pintrich, 2004: 83）指出正向的情感能增進高層次策略的應用，對

於問題解決有所助益；反之負面的情緒則會限制問題解決者在認知思考上的彈

性。不過在充滿混亂與複雜的領導情境中，個人的情感卻經常被忽視（Beatty, 

2005），因此探討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歷程中的情感便有其重要性。 

 

表 4-3 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的情感 

 冷冷冷冷
靜靜靜靜
自自自自
信信信信 

展展展展
現現現現
氣氣氣氣
度度度度 

自自自自
我我我我
反反反反
省省省省 

喜喜喜喜
歡歡歡歡 

高高高高
興興興興 

同同同同
理理理理 

憤憤憤憤
怒怒怒怒 

挫挫挫挫
折折折折 

恐恐恐恐
懼懼懼懼 

無無無無
奈奈奈奈 

辛辛辛辛
苦苦苦苦 

驚驚驚驚
訝訝訝訝 

不不不不
滿滿滿滿 

紅梅紅梅紅梅紅梅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6 4 6 0 0 0 0 1 0 0 2 2 0 

紫陽紫陽紫陽紫陽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10 1 14 0 0 0 1 1 0 2 0 0 0 

青荷青荷青荷青荷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7 4 4 2 7 2 0 4 2 1 2 2 1 

金金金金菊菊菊菊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3 1 12 0 0 1 0 0 0 1 2 2 0 

芙蓉芙蓉芙蓉芙蓉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0 1 6 0 0 1 0 0 0 2 0 0 0 

雪櫻雪櫻雪櫻雪櫻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1 4 9 0 0 1 0 1 0 1 0 0 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27 15 51 2 7 5 1 7 2 7 6 6 4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2 3 1 11 4 9 13 4 11 4 7 7 10 

備註：計算單位為次數。 

 

環顧本研究的六位女校長在放聲思考或是訪談過程中，不管是正面或負面

的情感，在女校長問題解決的歷程中均表露無遺。當我深入女校長的訪談逐字

稿內容，發現女校長在表達情感時，屬於正向的情感有：冷靜自信、展現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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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省、喜歡、高興、同理等；在較為負面的情感則有：憤怒、挫折、恐懼、

無奈、辛苦、驚訝、不滿等。其中有些情感是資深校長與初任校長在訪談中，

共同出現的，不過在有些情感上卻能明顯看出資深校長與初任校長的差異。在

這個部份先以表 4-3 呈現六位女校長在放聲思考與訪談過程中所呈現的情感，

接下來再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所出現的情感相當歧異，在此希望討論的是

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情感的前三項，即「自我反省」、「冷靜自信」與「展現氣

度」。 

（一）自我反省 

從表 4-3 來看，雖然每個校長在解決問題時所展露的情感不盡相同，但整

體而言，不論是資深或初任校長，在解決問題時的情感最常伴隨的便是自我反

省。Edwars（2001）在〈學校領導：學校成功的決定性因素〉（School Leadership: 

The Crucial Factor for Successful Schools）一文中曾經指出反省是一個好校長應

該具備的能力特質，是心靈上的 SWOT 分析，從優點、缺點、機會和威脅的判

斷中找出做事的新方法，而反省不僅是從過去中學習，對未來也要加以思考。

在六位女校長的訪談過程中，這樣的反省除了針對問題解決情境案例而來，事

實上亦無時無刻的在她們的領導現場中發生。例如紅梅校長談到她面對校長生

涯中的榮譽獎項肯定時，她從其他校長的言談中進一步自我反省，學會更加謙

卑，紅梅校長這麼談到： 

 

……我（校長生涯的）第五年拿師鐸獎，第十年拿卓越獎，對一個一般的

校長來講，他會覺得太不公平了。你的資歷還這麼淺，你所有的獎都拿走

了。所以我當時不知道這樣會招忌，可是我後來有一次在一個會議聽人家

講：「那個某某某喔！才十二年就拿師鐸獎，會不會怎麼怎麼樣……」我

就想說：「完蛋了！他十二年都被講了，那我五年（就拿到）的話不是被

講得怎麼樣？」所以我就覺得從那件事情，自己要告訴自己，要學會謙和

一點。（紅梅校長 2009/4/15/6-5-3） 

 

紅梅校長將校長生涯中的「得」與「失」看得很淡，透過自我反省，她以

更柔軟的身段，以更謙和的心面對領導情境中的人事物，反而讓她更順利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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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一些棘手的領導問題。另一位資深的紫陽校長則從過去的領導經驗反省，她

坦然面對自己在前一所任職學校的失敗，雖然紫陽校長謙虛地向我表示，如果

換現在的她來處理也不確保問題就能成功解決，從紫陽校長的言談之中可以感

受到她在失敗經驗中增長了更多的智慧。 

 

我在處理的過程當中，我也有一些盲點，然後我覺得機緣也不是很好。其

實有的時候處理一些問題，也要有一點運氣，那一年機緣也不是很好，後

來那個問題我最後是處理失敗的……那實際上，如果換了我現在來處理，

應該會比那個時候的我更有智慧，但是，會不會處理成功？我也不知道。

（紫陽校長 2009/4/13/6-5-3） 

 

紫陽校長雖然遇到領導的挫折，但是她仍回頭檢視過去解決問題時的盲

點，重新思考當年未能處理成功的問題。相較於紫陽校長從過去的經驗中反省，

資深的青荷校長則從教育生涯一路上遇到的貴人、中外教育家以及教育書籍中

檢視自己，進一步努力。青荷校長告訴我： 

 

這一路走過來，自己碰到很多貴人，他們給我的影響真的是深植在心裡

面。那另外，自己喜歡讀教育的東西，接觸到東方、西方的教育學者，都

很折服他們的理念，所以無形當中，好像自己就會跟他們學習吧！那學到

什麼或是學到什麼地步，這都是不斷的、終身的，我還要修正的地方很多。

只是說有一些前人走在前面，讓我們由他所走過的痕跡來追尋。太好了！

那我如果可以做，我就照著這樣去做，盡我最大的力量。（青荷校長

2009/4/28/6/5-3） 

 

青荷校長從前人的經驗或是書本的內容不斷地修正自己，從這裡我們也可

以看到自我反省的另一種形式。至於初任校長也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進行自我反

省。金菊校長在訪談中提到了對個人特質的省思，她認為大學時代受到教育系

教授的薰陶，有一種「做什麼事情都非常盡心盡力」（金菊校長 2009/4/7/6-5-3）

的特質，因此面對事情「在過程上、細節上也比較嚴謹」（金菊校長

2009/4/7/6-5-3）。雖然她也指出：「有人可能會覺得要求完美會跟龜毛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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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不覺得我們是這樣的一個特性……其實也就是我們今天當校長，不是為了

這個 title，不是為了這個職位，我們希望真的把學校經營得很好。」（金菊校長

2009/4/7/6-5-3）訪談過程中金菊校長對於教育品質有高規格的要求，而從她的

自我反省中，我們除了能讀到她對個人特質的重新檢視，這樣的反省也同時呼

應了她對教育工作的期許與要求。不過這樣的自我反省卻也讓金菊校長感到另

一種無奈，當她談到當前校長遴選的出現的迷思時，這麼說道： 

 

我告訴你，女校長常常要比男校長認真，可是你知道在校長遴選有時候有

人喊出「只要男校長，不要女校長」，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女）校長要

求很多！」……這就是為什麼校長遴選制度下，有時候家長與教師會的意

見不合，家長會通常希望校長能認真辦學，教師會卻覺得為什麼要找一個

會讓我們很累的人……我常覺得學生的學習是不能重來的，不過可能也是

現在的社會氛圍，民意高漲而沒有一個規準可循，就變成大家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但如果大家都不做，就會有問題。教育真的要靠有

心的人！（金菊校長 2009/4/7/6-5-3,7） 

 

Banks（2006）在討論教育行政領導中的性別與種族因素時，曾指出美國

的學校董事會或遴選委員會對於教師與行政人員的任用普遍存有性別刻板印

象；而同樣的現象在國內亦非罕見，正如同邱玉玲（2005）談到校長的哀與愁

一樣，現今校長遴選的結果不一定由認真辦學的校長出線，有些教師或家長對

校長人選仍有特定的性別或年齡偏好，尤其在一般大眾的刻板印象中，女校長

的辦學經常被認為是較沒有魄力，或是要求甚多，因此這樣的迷思往往導致校

長遴選過程中家長與教師之間的爭議不斷，也使得女性校長候選人的晉升之路

較男性校長候選人更容易受到限制，傳統教育現場中由男性領導／女性被領導

的性別分工模式便會不斷地延續與複製。不過從金菊校長的談話也不難發現她

為女校長辦學風格的積極辯護。金菊校長認為女校長之所以要求教育品質，或

是對教育有所期許，其實出自於她們身為教育工作者想要將學校經營好的一片

真心，這樣的真心並非刻板的性別本質特徵使然。可惜的是，當前校園對女校

長的行事作風普遍仍存有這類的偏誤迷思，使得女校長在領導過程中得面對更

多艱辛的挑戰。從金菊校長的自我反省中可以看到，儘管她對外界賦予女校長

的領導印象感到無奈，但她卻也不畏這些負面的意見，堅持她的辦學理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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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領導之路繼續向前。 

檢視女校長們的訪談過程，可以發現她們的自我反省的形式與內容相當多

元，從他人之間的對話、從面對的問題或者是從書本裡都可以找到自我精進之

處。無怪乎紫陽校長會這麼提到：「一個校長，一個教育人員，最重要的能力之

一就是反省的能力。因為，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定都是從挫折、從體驗

的過程去學習，那你有思考與學習才會調整嘛！」（紫陽校長 2009/4/13/6-5-3） 

（二）冷靜自信 

在訪談過程中，女校長所出現的情感還有另一項值得進一步討論，即女校

長面對問題的「冷靜自信」。從表 4-3 即可看到資深的紅梅、紫陽與青荷校長在

面對問題的冷靜自信明顯較初任的三位校長高，但假使初任校長個人有某些特

質（例如：金菊校長個人相當謹慎、要求完美），在處理問題上可能也會較為冷

靜自信。 

首先，就紅梅校長而言，她雖然是資深、曾獲獎的校長，不過她的冷靜自

信也不是一天打造而成。像她剛進入冬林國中時，面對校內難解的衝突文化時，

她這麼說道： 

 

當我遇到很多很多事情的時候，剛開始我都會說：「啊！我怎麼運氣這麼

差？怎麼這麼多光怪離奇的事情都碰了？」可是我現在不會，我都會告訴

自己：「還好是我，要是別人就死定了。」對自己要有那個信心說：「還好

是我在處理的。如果碰到一個功力太弱的人，那不是被吃了？」（紅梅校

長 2009/4/15/6-5-1, 8） 

 

從紅梅校長的言談中，我們可以發現當她面對問題時，從原本的負面抱怨

轉為正向的自我肯定，透過自我信心的建立，獲得進一步解決問題的能量，正

如同我在第三章描繪紅梅校長的圖像，她的冷靜自信也帶領冬林國中迎向傳

奇。另外一位資深的青荷校長在面對教育問題，更是秉持著自身對教育的熱愛

與信念，沉著的應對。 

 

我個人是覺得，教育對我來講沒有困難的事情。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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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自己的自覺。我覺得任何問題來，我應該會處理得不至於說是讓自

己會覺得緊張、手足無措，我覺得不會。我覺得任何問題來，我都可以面

對，那種從內心裡頭會感覺到你會有一個判斷，你怎麼樣做比較好？或是

你這樣做會怎麼樣？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可能會閃過很多的念頭，會覺

得這樣是優點呢？缺點呢？或可能會導致後遺症或影響，比較整體的、全

面的（考量），我會在很快的時間裡面做很好的，可能不能講說很好的，

但大概是蠻好的決定、決策，或者是很好的處理方式。（青荷校長

2009/4/28/6-5-1） 

 

在青荷校長的敘述中我們能夠看到她在面對問題時有全盤的考量，而這種

全盤完整的思考方式也是讓青荷校長冷靜自信的重要基礎。正如同 Glaser 與

Chi（1988）、VanLehn（1989）在其研究指出的，專家比一般人在面對問題時

更能夠更快地提取更多的記憶，從青荷校長的身上，我們或許可以印證這樣的

結果。 

從表 4-3 中，我們可以發現本研究的三位初任校長在解決問題時所展露的

冷靜自信不若資深校長明顯，不過在金菊校長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冷靜自信不

一定來自資歷，它其實與個人特質亦有關聯。 

 

當校長情緒會不會有起伏的時候？那是一定的，但是我覺得校長的穩定度

是很重要的。在（遇到）比較重大事情的時候，我反而會格外的冷靜，然

後去做，我比較不會驚慌失措吧！……我的人格特質是我很緊張的時候你

看不出來我在緊張，然後我會覺得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以前我在當老師

的時候，即使天塌下來，在學生的面前我也盡量強制鎮定。因為我會覺得

說如果老師慌了，學生怎麼辦？那同樣地，今天在校長這個位置上，我也

會覺得如果校長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那下面的人怎麼辦？所以至少就要先

裝一下（笑），然後呢，再去思考怎麼樣去處理。（金菊校長 2009/4/7/5-5-1） 

 

金菊校長的人格特質與自我期許，讓她面對問題時，即便是假裝，也要裝

出冷靜的樣子，她覺得如此才能領導學生或是教師解決問題。當校長在處理問

題時，除了有正面的情感之外，負面的情感同樣也會影響問題解決的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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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中，我們可以看到六位女校長在訪談中談到的負面情感明顯較少，易言

之，女校長較常出現正面的思考。不過當女校長領導過程中出現負面情感時，

卻也容易使她們降低問題解決的效率，甚至影響個人的身心健康。當雪櫻校長

談到她曾實際處理家長在一個月之內連續到校無理取鬧的情況時，她也談到了

自己的感受： 

 

唉！（嘆氣）我那陣子真的很煩，只要來學校就覺得很煩。我曾經因為處

理這件事情，因為我戴隱形眼鏡，處理到累得眼睛是乾的，結果一隻眼鏡

不小心掉了，掉到哪裡？我都不知道。那陣子心情一定會比較 down，連

組長都會覺得：「校長，你最近情緒比較不好，很累喔？」我說：「對！」

我也很坦白地對他們說：「因為最近處理某某人的問題……。」我覺得校

長其實沒那麼大，也沒那麼堅強，有時候還是需要互相支持、互相取暖……

（雪櫻校長 2009/4/17/6-5-5） 

 

當雪櫻校長耗費相當長的時間處理家長問題，卻又無法解決時，她的反應

凸顯了校長面對挫折，心理的疲累連帶影響生理的不適。與其他校長展現冷靜

自信時的反應不同，當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出現了負面的情感，確實容易

影響問題解決的實際情形。 

（三）展現氣度 

展現氣度是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經常出現的情感之一，當女校長在校

長這個位置上，她們以更宏觀的眼界、以更寬容的態度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

以芙蓉校長為例，當她任期即將屆滿，面對教師會將其適任民調公佈在校內網

頁時，我問芙蓉校長怎麼看待教師會對她的支持？芙蓉校長是這麼回應的： 

 

（笑）可是也有人不滿意！我們老師也很可愛呀！像有的老師看到那個

（民調），今天早上就有一個老師跟我講，他說：「校長，我們都很支持你

呀！你不要管那些。」我說：「不會啦！我不會在意啊！」因為有很多的

作為你要讓大家都滿意不是那麼容易，因為有時候牽涉到每個老師之間的

公平正義，那你沒辦法顧慮到每個人的需求，所以這個就是只能做一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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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處理。（芙蓉校長 2009/4/29/6-5-2） 

 

芙蓉校長在處理問題時認為有時很難顧慮每個人的需求，當她因為做了普

遍的處理而遭到教師的反對意見或批評時，她也展現氣度接受這樣的事實。除

了芙蓉校長之外，雪櫻校長在面對情緒化的家長時，也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

展現她的氣度。 

 

如果以我的個性，如果我不是校長，我根本不理他啊！要罵人我會罵得比

他更難聽啊！可是沒辦法，因為我是校長，如果我有情緒、有比較不當的

處理，會讓事情更複雜。所以那麼不講理、那麼番（台語）的家長，我會

不會很討厭？會！會不會很不想看到他？會！會不會很想逃避？會！我

覺得這就是人性，會！可是，你不能不處理。（雪櫻校長 2009/4/17/6-5-2） 

 

儘管雪櫻校長面對不理性的家長，負面情緒反應油然而生，但是她仍回歸

到個人角色責任，從校長的高度來回應種種挑戰，試圖將負面情緒的影響降到

最低。而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的情感，都是影響女校長校長問題解決的關鍵。 

六、原則 

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曾指出，原則是長程的基本法則、教條和假定，它

能幫助問題解決者詮釋問題，提供解答的思考依循、甚至作為解答的參考步驟。

從六位女校長的訪談經過，亦可發現原則對她們解決問題、甚至是面對平日的

領導情境均有重要的影響，其中女校長最常談到的是「依法行政」原則，尤其

在教育法令逐漸完備的今日，教育行政亦須在法治國家的理念下進行運作（李

惠宗，2004），因此依法行政就成了引導女校長行事的原則之一。例如紫陽校長

在處理案例一的管教問題時，她談到教師「如果觸犯教師輔導管理辦法，縱使

他覺得我只是一時的情緒，那對不起！沒有辦法！天王老子也幫不了你！」（紫

陽校長 2009/4/13/1-6-1），環顧紫陽校長在案例一的解答歷程，依法行政原則是

引導她解決問題的重要關鍵，因此她也不會特別掩飾教師的過錯，只要「查證

屬實，這一個老師他的確是違反的教師輔導管教辦法，一定送教評會討論……

基本上，這個老師沒有什麼迴避的空間。」（紫陽校長 2009/4/13/1-4-7）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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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紫陽校長以「法」的角度切入瞭解問題，由於「法」有明確的規

範，當紫陽校長以此原則處理體罰問題時，似乎比其他校長更為直接明快。 

依法行政原則除了應用在體罰問題之外，當女校長們面臨家長、議員等外

力的關說或是遇到校慶籌備經費的問題時，這樣的原則更有助於行政工作的正

常運行。資深的紫陽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案例四的工程關說問題時，雖然她並

沒有直接談到「依法行政」原則，但是從訪談逐字稿中卻也可以看到紫陽校長

的堅持，她談到：「我們都是公開招標，而且最低底價得標……如果他願意壓低

底價……在所有來招標的廠商是最低價的，我們本來就是要他！」（紫陽校長

2009/4/13/4-1-3）由此可以看到紫陽校長面對關說的處理原則。隨著校園時空背

景的轉換，資深的紫陽校長也提到面對關說問題的處理差異。 

 

我們現在做校長，其實我覺得跟以前比有不同辛苦，也有不同的方便。以

前的話，議員跟你囉唆哪個孩子要來，你要照顧、要安排導師，這些都要

放在心上；現在只要說聲：「謝謝指教！」就好！……在能力範圍之內，

我能幫就能幫忙，不能幫忙就是法令的限制，他們也很清楚。（紫陽校長

2009/4/13/4-6-1） 

 

隨著校園風氣的改變，紫陽校長以她的個人處遇為例，認為關說問題在她

周遭幾乎不復存在，而除了依法行政之外，紫陽校長更盡量避免自己涉入類似

的工程事件，所幸「現在很多的標案都是分給主任主持，校長只要指定開標的

主任就可以，最後再負責核驗蓋章就行」（紫陽校長 2009/4/13/4-1-3）。現實環

境的改變，也讓紫陽校長能專注於校務的發展之上。 

至於初任女校長方面，以雪櫻校長為例，當她面臨家長會長欲以議員配合

款強勢主導校慶籌備經費運作時，依法行政原則讓校內同仁有所依循與警惕，

而透過公文的知會，也進一步讓家長瞭解議員配合款需要依法處理的現實。 

 

其實臺北縣現在對議員的補助款跟配合款都規定依照採購法處理……這

個配合款第一個，教育局有公文，我一定要寫計畫；第二個，錢進公庫，

我一定要依會計程序，如果我今天要買什麼東西，我就是要依採購法……

不過家長也不見得懂。剛好最近遇到校慶，家長會長不自己出錢，去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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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配合款，但是他覺得他找來的配合款就是他用，意思就是他要作主啦！

不像去年以前的校慶因為都不是用議員配合款……所以我的原則是，只要

家長會的錢，你愛怎麼用，不需要經過我的手，我不管。可是只要是學校

的經費，經過我的都要嚴格把關掌控……所以我交代我的主任跟組長：「所

有的請購如果沒有經過你們、沒有遵照採購法，到最後你們自己要負責，

我不管，我已經有當眾講過了。」最後議員配合款來的時候會來一個公文，

其實原本依照學校正常程序，就是總務處簽上來計畫、校長蓋章然後送出

去就好了。對不起！我就寫一個「加會家長會長」，我有兩個用意：第一

個，讓他知道議員的錢進來了，感謝你；第二個，讓他知道公文寫得很清

楚。這一點我很感謝教育局，因為公文裡把議員配合款請依照臺北縣議員

配合款要點，然後相關的什麼東西請依採購法辦理寫得很清楚。什麼錢可

以用？什麼錢不能用？這個家長會長要了兩個議員的錢，會了兩次（公文）

之後，他嘴巴就封起來了。（雪櫻校長 2009/4/17/4-1-4） 

 

雪櫻校長的依法行政原則，讓她在面對家長會長欲以議員配合款綁架校慶

籌備時，有強而有力的法令作為後盾，搭配著與同仁之間的溝通協調、有技巧

地傳遞公文，化解可能產生的爭議。而雪櫻校長也無時無刻地提醒校內同仁兩

件事：「第一個，依法辦事；第二個，不要告訴我以前都怎麼樣，現在都不行怎

麼樣。因為法令是會隨著時代的需求一直不斷地改變。」（雪櫻校長

2009/4/17/4-6-1），讓依法行政原則能在校園落實。同樣對依法行政原則的重視

也可以在金菊校長在訪談過程中看到： 

 

我常跟老師講說什麼事我都可以（幫忙），可是一旦你違法，我沒有那個

肩膀幫你扛，大家要認清楚這點，所以像體罰啦！補習啦！這種東西……

我覺得至少在做事的一個規準上，大家能知道我做事的原則……大家清楚

了我的原則，他們做事情至少會有一些拿捏。那為什麼我會樹立這樣的原

則，我還是要講的是：第一個，合法很重要；第二個讓大家知道遵循什麼

樣的原則也很重要。那不是因為我訂的原則，而是一個像這樣的學校，他

能夠不斷地運轉、不斷地永續經營，不應該隨著校長的更迭，而有不同的

規準。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東西有他的規定在、有他的法令在、有他的 SOP

在……。（金菊校長 2009/4/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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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意義在於事物能否得以延續，基本上，永續領導並不強調領導者的

個人魅力特質，而是強調將個人影響力串連延續至前後任，形成學校進步的動

力（Hargreaves, 2005）。楊巧玲（2002）深入現場瞭解變遷中的校長角色與職

責時，研究中的校長對於「校長是學校過客」的普遍說法抱持著不一的態度，

然而不管校長是不是學校的過客，在本研究的金菊校長卻希望一些行事原則能

夠成為學校經營的規準。進一步來看，金菊校長不僅將原則視為個人處理問題

時的依據，更將其拉高層次，試圖透過原則來建立制度或標準作業程序成為組

織成員共享、認同的基本假定。這樣一來即便校長認為任期制讓他們變成校園

的過客，不過一些處理事務的原則流程卻能繼續傳承下去。 

不過當原則遇到了不同情境脈絡會不會產生衝突呢？在前文討論影響問

題解決要素的「目標」一項中，曾引述金菊校長解決師生管教問題時，希望在

以和為貴的狀態下快速解決問題，然而一旦遇到家長不理性的要求或是問題無

法即時解決，她為了維護學校名譽，使事件快速落幕才會不得已啟動教評會機

制對教師進行處置。從這裡看來，雖然金菊校長本人秉持著依法行政原則行事，

但當她處理案例一的體罰問題時，遇到事發狀況尚未釐清，或有轉圜討論空間

時，她仍希望打造雙贏（教師與家長）、或是三贏（學生、教師、家長）的局面，

而非一開始即以依法行政原則處理問題，成為她眼中的「三輸」情況。由此看

來，雖然金菊校長重視依法行政原則，但是受到當時的情境脈絡或是其他價值

信念的影響，此一原則可能也會與其他的原則一同競逐。不過金菊校長在訪談

中談到她對依法行政的看法時指出：「我會把『法』放在前面，但是『情』、『理』？

還是『理』、『情』呢？有的時候還是看事情。」（金菊校長 2009/4/7/6-6-1）從

金菊校長的言談即可看出依法行政原則在理想與現實的差異。 

雖然依法行政原則在女校長實際解決問題時有其影響力，但是在訪談過程

中，紫陽校長也認為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除了本身具備行為法則之外，「不能只

說我消極的不觸犯法律而已，還要更積極的去協助學生成長」（紫陽校長

2009/4/13/6-6-1）。檢視女校長們在解答問題時所展現的個人原則，除了依法行

政之外，還有不少與學生有關。例如芙蓉校長提到： 

 

基本上我覺得很多事情不要太在乎外界的（眼光），或是上級長官對你的

看法。就是真的在內部，那我會比較重視我們學生的發展。（芙蓉校長

2009/4/29/6-6-1） 



 110 

由此可見芙蓉校長在經營學校時，注重的是內部學生的發展，對於外在的

評價反而不會過於在乎。另外一名初任的雪櫻校長也從學生的角度出發，不過

她對於辦理活動、向上級爭取經費資源的作法不置可否。 

 

我的理念是如果校長或主任賣一點力可以幫學校在教育局爭取一些肯定

支持跟支援，那我覺得沒什麼不好做的。但是我會跟相關的處室建立這樣

的概念，讓他們知道，你今天的努力是幫孩子多爭取一些機會，幫學校多

爭取一些資源，所以請大家多辛苦一點。（雪櫻校長 2009/4/17/5-6-1） 

 

在這裡我們能看到，兩位初任校長以顧及學生發展為領導的原則，在實際

的作法上也有差異。另外資深的紅梅校長針對這樣的情況，她也提醒： 

 

校長自己要有為有守，就是說不要（接太多），而且不要一直看上面啦……

我覺得還是要考慮你自己學校的行政體系跟能力夠不夠？如果說這陣子

剛好學校有評鑑、又有什麼的，你又去接外面（的活動），那你自己自不

量力啦！什麼都沒做好，上面的交待沒做好，結果校內也沒有（做好），

既不能安內又不能攘外，那你一定要先取捨你要先追求的是什麼……（紅

梅校長 2009/4/15/5-6-1） 

 

雖然在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的研究中曾指出專家校長與初任校長

在原則的應用上有差異，專家校長能應用更多的原則來解決問題，一般校長則

未提及原則對問題解決的影響。不過對照本研究的六位女校長，不論是資深或

初任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都有個人的原則指引，在訪談過程中，初任女校長較

易表示自己在問題解決過程中運用原則思考問題；至於資深女校長應用的問題

解決原則較為隱晦，她們並不會一定會如同初任女校長明顯表達，反而必須深

入訪談逐字稿中，不斷地來回檢視內容，才能透析資深女校長的個人原則。 

七、價值 

Hodgkinson（1991: 89）在其《教育領導：道德的藝術》（Educaitonal 

Leadership: The Moral Art）一書中曾指出教育行政領導關切的核心議題在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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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values）而非事實（facts）。從 Hodgkinson 的一番話即能看出價值對教育行

政的影響。同樣地，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價值是左右了問題解決者思維與行

動，也由於每個人有不同的價值考量，問題解決的樣貌也各自不同。本研究在

進行分析編碼時，參考 Leithwood、Steinbach 與 Raun（1993）對問題解決要素

－價值－中的細部分類，並進一步深入檢視訪談逐字稿內容，找出其他可能影

響女校長面對問題情境的價值。表 4-4 即為六位女校長在放聲思考及訪談過程

中所出現的價值。 

 

表 4-4 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價值 

人類基本價值 普遍道德價值 專業價值 社會價值 其
他 

 

自
由 

幸
福 

追
求
知
識 

尊
重
他
人 

生
存 

美
感
經
驗 

細
心
關
懷 

公
平 

勇
氣 

真
誠 

教
育
者
的
普
遍
責
任 

個
人
角
色
責
任 

為
顧
客
服
務 

為
系
統
之
他
人
服
務 

參
與 

分
享 

給
予
支
持 

幫
助
他
人 

平
淡
不
爭 

紅
梅 

0 0 0 1 0 0 1 4 1 7 3 5 3 1 4 2 0 2 5 

紫
陽 

1 0 2 1 1 0 0 3 0 4 5 7 4 3 2 0 1 1 3 

青
荷 

0 2 0 0 5 3 2 0 2 1 12 7 8 6 3 1 1 0 4 

金
菊 

0 0 1 0 2 0 0 2 0 0 6 6 3 2 0 1 2 1 2 

芙
蓉 

3 0 2 1 0 1 2 2 0 2 6 9 4 5 2 2 2 0 2 

雪
櫻 

0 0 0 2 1 0 1 5 0 9 7 10 4 4 2 1 3 3 1 

總
計 

4 2 5 5 9 4 6 16 3 23 39 44 26 21 13 7 9 7 17 

排
名 

16 19 14 14 9 16 13 7 18 4 2 1 3 5 8 11 9 11 6 

備註：計算單位為次數。 

 

本研究將價值細分為「人類基本價值」、「普遍道德價值」、「專業價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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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價值」以及「其他」等五大類型，其中「人類基本價值」包含自由、幸福、

追求知識、尊重他人、生存、美感經驗；「普遍道德價值」包含：細心關懷、公

平、勇氣、真誠；「專業價值」包含教育者的普遍責任、個人角色責任、為顧客

服務以及為系統中的其他人服務；「社會價值」則有參與、分享、給予支持承諾、

幫助他人；「其他」類則有平淡不爭一項。 

環顧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她們最常談及的價值前三名分別是：「個

人角色責任」、「教育者的普遍責任」以及「為顧客服務」，當我們進一步檢視資

深校長與初任校長的差異時，發現除了第三名「為顧客服務」一項原封不動之

外，資深校最常出現的價值為「教育者的普遍責任」，初任校長最常出現的價值

則是「個人角色責任」。雖然資深校長與初任校長在此有些微的差異，不過整體

而言，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所出現的三項價值均座落於「專業價值」

的向度中。在此需要特別澄清的即是「個人角色責任」、「教育者的普遍責任」

以及「為顧客服務」三種價值的差異，這三種價值看起來相當類似，但實際上

的內涵卻又不盡相同。在此的「個人角色責任」強調女校長在擔任校長一職，

總理校務的角色責任；「教育者的普遍責任」的出發點則不強調校長本身的責

任，而是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應有的理念價值；至於「為顧客服務」一項，則

是將家長與學生視為學校的顧客，學校經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服務顧客，由

此可見三種價值的差異。在這裡除了針對對女校長問題解決時出現的「個人角

色責任」、「教育者的普遍責任」、「為顧客服務」進行討論之外，有關女校長問

題解決時應用的「公平」、「生存」、「美感經驗」、「平淡不爭」與「參與」的價

值也一併在此分析。 

（一）個人角色責任 

隨著校園生態的改變，校長的個人角色與職責也有所更迭，楊巧玲（2002）

綜合整理相關文獻與實地訪談後，指出當前教育現場的校長對於其扮演的支持

者／保護者、決策者、協調者、照顧者與改革者等角色職責多半能感到認同。

這些角色職責似乎也能從本研究六位女校長的訪談資料中發現。初任的芙蓉校

長即點出她帶領教師成長的角色責任。 

 

有些老師表現不好的時候，以前我們可能會說：「唉！這不好嘛！」去責

怪他，但其實責怪他也沒用，他一樣待在這個學校，一樣要不斷地面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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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環境挑戰）還有他自己，所以你要幫他做一點成長，就是要帶領他

往前走。（芙蓉校長 2009/4/29/6-7-11） 

 

從上面芙蓉校長的一段話，我們便能看到她照顧校內教師的用心。事實

上，在芙蓉校長任內曾有一次面對教育系畢業的家長質疑教師班級經營能力，

後來她以具體行動，反過頭邀請家長參與校內的事務，讓家長打消原先要求轉

班的念頭。芙蓉校長對家長說：「我們都是教育系的，我們其實要教導老師。我

們能不能透過這個力量帶領這個老師？讓他更進步？這樣子對你的孩子也比較

好。如果說只是換了班級，這個老師也不會成長。」（芙蓉校長 2009/4/29/6-7-14）

芙蓉校長秉持著帶領教師成長的職責，運用策略，結果三年下來，原先教師的

班級經營問題大大改善，原先令人擔心的教師有了明顯的改變。 

然而，校長除了擔任照顧者的角色之外，在現實情境中，校長總是被期待

能帶領學校開創市場（work the market），因此校長一方面需要建構家長盼望的

成功教育圖像，另一方面又要不加批判地迎合來自教育市場中家長要求

（Blackmore, 1998: 468），如何延續學校的競爭優勢便是校長肩上的責任。在這

個部份，初任的雪櫻校長就有強烈的感受。當我問到雪櫻校長如何看待近年來

春風國中陸續增班的現象時，她這麼告訴我： 

 

要有危機意識！當初就是因為班級數降到太低，所以學校一群老師自發性

的做一些努力讓學校好起來。可是這一批老師走得走，累得累、逃得逃了，

當然也有原來那些老師，可是新的一批老師進來，他們如果沒有傳承下

去，會走回老路。所以我也跟老師們說：「我來這邊，我也沒有想要做什

麼豐功偉業，但是我至少要維持這樣的啟航的一個優勢，我不能讓他摔機

啊！」（雪櫻校長 2009/4/17/6-7-11） 

 

為了延續學校的競爭力，雪櫻校長除了積極申請專案，推展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等工作之外；在她上任之後，更邀請各處室在主管行政會報時進行專題報

告。從這裡可以看到雪櫻校長對個人角色責任的期許，影響到她的後續行動，

透過實際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維持學校「啟航而不摔機」的優勢。 

另外，當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時，為了順利解決問題，校長往往得面對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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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官與校內同仁、學生、甚至家長各種不同的要求與意見，之間的折衝尊俎

需要無比的耐心與智慧。紫陽校長就以體罰事件的處置為例，她說道：「因為我

們有很多處理事情，像體罰案件，進教育局的，那你本身要扮演好一個學校跟

局裡面的一個溝通的橋樑。不要讓學校的老師、同仁跟教育局對立，這是你校

長的職責。」（紫陽校長 2009/4/13/5-7-11）由此可見校長在溝通協調上的責任。 

同樣面對上級長官與校內同仁的意見，在訪談過程中，資深的青荷校長與

初任的雪櫻校長也不約而同地談到她們帶領校內教師完成上級交辦任務的經

過。青荷校長回憶起她在過去任職的學校辦理地區性的國語文競賽的情形，從

事前的規劃、場地的佈置到人員的接待，她認為透過「事前的計畫演練、沙盤

演練，然後也辦得非常的理想。」（青荷校長 2009/4/28/6-4-8）而活動結束之後，

青荷校長更自掏腰包犒賞教師，答謝教師們的辛勞。青荷校長這麼告訴我： 

 

其實（活動）這樣規劃好，大家也都做得很高興。事後我就請老師用個餐

啊！校長就是一定要（答謝老師）。那我以前考上校長的時候，我們研習

中心的主任就說：「校長！你們怎麼那麼傻，當主任就好了啊！有什麼問

題校長頂著，你們也不用花錢，要當校長要準備五十萬……。」（那時候

不知道五十萬的用意）果然，後來五十萬都用光了！因為常常要答謝老師

嘛！我的習慣是期末的時候都一定要給老師一個回饋答謝。（青荷校長

2009/4/28/6-5-2） 

 

從青荷校長的這段話可以看出她在辦理活動時的事前參與，以及事後對教

師的實質照顧。至於初任的雪櫻校長在帶領教師處理上級交辦任務時，她更會

以身作則，以行動示範，她表示：「有時候同仁不想做、覺得很難做，是因為他

覺得不會做，他覺得有壓力……所以整個活動我會帶著他們一起去參與，去規

劃、甚至整個協調。」（雪櫻校長 2009/4/17/5-7-11）當校內教師完成任務時，

雪櫻校長更會透過敘獎、補休或是聚餐給予肯定。 

 

事後該給的記功嘉獎，甚至是會議當天該給的課務處理，我覺得我們就是

幫老師處理到我們可以做的，這些事後的記功嘉獎我也從來不跟主任、組

長們去爭。（雪櫻校長 2009/4/17/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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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會肯定他說：「做得很好啦！我知道你最近累了。那等這件事忙

完了，准你兩天休假，休息一下吧！」（雪櫻校長 2009/4/17/5-5-2） 

 

像我們有一陣子突然活動很多，那都是行政人員少數幾個在那邊忙，那時

候我也是會跟他們講：「辛苦了，等活動結束我們去吃飯。」……我就是

帶他們去外面，就是找一個懂吃的人安排一下，然後就找一天，我們大家

一起去吃吃飯。我覺得老師有的時候要的也不多啦！（雪櫻校長

2009/4/17/5-7-11） 

 

雪櫻校長認為「一個學校不可能什麼事情都不做，所以有的時候就要軟硬

兼施」（雪櫻校長 2009/4/17/5-5-2），讓學校能夠順利完成來自各界的任務。從

上文的討論可以看出校長在面對領導情境中的諸多問題時，她們對於個人職責

的意識價值影響她們後續處理問題的方法。不過在校長扮演這麼多不同的角色

時，資深的紫陽校長認為「一個校長本身要有很清楚的概念，他本身要很瞭解

他在這個學校扮演的角色，他的責任是什麼？」（紫陽校長 2009/4/13/3-7-11）

這樣一來才能帶領學校繼續向前。 

（二）教育者的普遍責任 

整體而言，六位女校長，尤其是初任女校長最常以「個人角色責任」的價

值來面對問題。接下來在「教育者的普遍責任」的價值部份，女校長們幾乎非

常直接地談到她們對學生的關懷。例如紫陽校長提到： 

 

其實我覺得教育人員的價值是很單純的，就是我們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

究竟對學校、對學生是不是有好處？是不是有幫助？是不是正向的？能夠

協助學生學習，推動學生成長？而且有好的效果？在這個影響的因素裡

面，怎麼樣把家長跟老師拉進來，然後讓家長跟老師能夠協助你去推動這

件事情。我覺得就是，什麼樣的事情是教育人員應該要做的，那你只要堅

定自己的立場，好好的去做就好。（紫陽校長 2009/4/13/6-7-10） 

 

從這個地方即能感受出紫陽校長在治校時，她的決策行動考量的都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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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一旦認為事情對學生有幫助，她便會堅定自己的立場，結合教師、家

長等資源，一同協助學生成長。這樣的論點在資深的青荷校長身上也可以看到，

青荷校長這麼告訴我：「教育的東西……只要是有教育意義的，我一概是當仁不

讓啊！」（青荷校長 2009/4/28/6-7-10）因此，青荷校長到了夏陽國中之後，眼

見過去各項不被重視的儀典，她透過行動進行變革，試圖打造溫馨的校園，讓

學生在夏陽國中能留下美好的回憶。 

 

在（夏陽國中）這邊，我一來就講，我一定要辦四個活動，結果那些主任

們氣得我都還記得他們的面目（笑）！因為以前都沒有啊！我說：「四個

活動是：第一個，一個學期開始的九二八敬師活動；然後一個是十二月最

後一天的感恩倒數計時活動，要讓孩子知道歲月過得快，你的期待（是什

麼），你要有一個希望步道，卡片要展現出來。然後下個學期就是母親節

還有（畢業）祈福，不多啊！」……那我是比較重視溫馨的，像畢業典禮

要讓孩子感受到你這三年（的成長），你要謝謝老師，你要離開了，你要

有什麼樣的表達？或者是我要讓每個老師跟孩子講話，剛開始老師都拒

絕，而且老師都跑掉了！那我很難過啊！後來慢慢的（溝通），他們也覺

得很好啊！（青荷校長 209/4/28/6-1-4） 

 

青荷校長為了學生，即便是遇到校內同仁的反抗，她仍繼續堅持下去，遇

到難以帶動改變的教師，青荷校長也不斷苦口婆心地溝通，讓同仁理解：「身為

一個老師，是孩子的貴人，是孩子終生的燈塔。你怎麼樣引導他？孩子有權利

犯錯啊！他當然是頑皮搗蛋，那更需要我們教，不可以因為這樣子我就不要

了！」（青荷校長 209/4/28/6-2-3）而青荷校長透過言語、文字等各種不同形式

的溝通，最後反而讓校內同仁認同，進而願意支持、願意改變。再來看看當校

長面對各種不同角色責任的衝突，需要進行權衡選擇時，校長是怎麼做決定的？

初任的芙蓉校長回歸到教育本質，從照顧學生的利益出發。 

 

基本上，以學校的一些事務來講，我也跟老師們說：「如果孩子跟老師之

間要選擇，我會選擇孩子」我必須讓老師們知道這一點……那這種概念是

可以講的，是很正當的理由，因為學校的確是孩子重要根基，那所以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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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孩子的立場為重……（芙蓉校長 2009/4/29/6-7-10） 

 

從本段紫陽、青荷與芙蓉校長的談話之中，我們即可看出女校長在面對問

題時，她們本身對教育者普遍責任的認知是引導她們思考的關鍵。 

（三）為顧客服務 

「為顧客服務」是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最常出現的價值之一，如何配合家

長的需求、服務學生，使其能夠獲得最佳的學習空間與發展，是女校長最在意

的地方。例如：青荷校長希望教師設計課程時，「我希望我的老師要宏觀……然

後在設計（課程）的時候，能夠比較配合孩子的性向、配合孩子目前的狀況，

還有家長的需求，然後我們來做決定。我們可以評估這個活動對孩子的未來有

沒有影響？雖然你不可能知道每一個孩子經過這個活動之後，他們的感覺是怎

麼樣？但是教育這個東西很美的就是，你在辦活動的時候，你只要有一絲絲的

小細節打動孩子的心，讓他發揮潛力，讓他這種參觀活動而為了他的一生在這

方面去努力的話，我覺得很好。」（青荷校長 2009/4/28/3-7-12） 

至於芙蓉校長，則談到她應用議員配合款時，將經費全數用在學生身上的

作法。芙蓉校長提到：「配合款的東西，我會跟他講我要買學生設備，基本上我

不會買給老師，我都買給學生。既然配合款是民意代表的錢，他們有民意的基

礎，那我基本上不會辦活動就不見了，我就買看得到的硬體設備，買飲水機、

學生課桌椅，讓他覺得我是為學生要錢。那如果說品質不好，對學生也是影響，

也會影響到他的名聲。」（芙蓉校長 2009/4/29/4-7-12）不管女校長透過什麼樣

的形式來解決問題，其中為學生服務、甚至滿足家長的需求是顯而易見的。 

（四）公平 

不論是資深校長或是初任校長，當她們面臨問題情境時，除了考量校長的

角色責任之外，她們更回歸到教育工作者的責任，以服務學生為考量，心存這

樣的價值信念來面對、解決教育現場中的種種問題。除了以這樣專業角度來思

考問題之外，有時女校長解決問題時不僅出現一種價值思考，例如：當女校長

以「服務顧客」的價值出發思考問題，要如何服務才能顧客的需求？需要考量

什麼重點？此時另外的價值就會伴隨而來，在此將舉紅梅、金菊與雪櫻校長的

看法，呈現她們在服務教育現場顧客時所兼顧的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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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紅梅校長至冬林國中就任以後，她第一年大力改革的便是冬林國中由來

已久的編班關說問題。紅梅校長這麼說道： 

 

我來的第一年比較辛苦，大家都在觀望妳是玩真的假的？那一年我們做了

一個創舉，不是只有編班，所有任課老師都抽籤，第一年這樣實施以後，

第二年所有的關說都不見了……雖然第一年會流失一些不錯的孩子，但是

你要想著，有（人脈）關係的家長終究不多，他們（大多數家長）要的就

是一個公平，陣痛期兩年，然後馬上就會恢復正常。現在老師的想法變成：

這學生是我抽的，不是學校安排的，所以我心甘情願去教……家長也不會

隨便換老師，因為他知道老師是抽的……（紅梅校長 2009/4/15/4-7-7） 

 

謝文全（2004）在討論教育行政中的權力與政治行為時指出，所有人和所

有社會組織都力求擴張其在相互關係中的權力至最大的限度，不過也正因為組

織內部的權力角力，各種問題與衝突因應而生，紅梅校長領導的冬林國中就是

一個例子。冬林國中長期以來存在著編班關說文化，少數家長透過關說讓子女

進入特別班級，教師之間也存在著的不平等的待遇，有些教師認為「班級如果

是學校安排的，可能會有大小眼，比較好的（班）都給誰……」（紅梅校長

2009/4/15/4-1-3），於是在校園中形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也使得衝突危

機四伏。因此，紅梅校長上任以後便從公平價值思考問題，這樣的思考也實質

影響行政領導作為，紅梅校長透過鐵腕實施導師及科任教師抽籤制度，維護校

園中的公平正義，也消弭了冬林國中積習已久的編班關說文化。至於另一名初

任的金菊校長則是這麼思考公平問題： 

 

是不是大聲的人就有得吃？那沉默的大多數誰去照顧。所以我才會說不管

他是大聲或是沉默，在一個公平的立場上，我希望能夠都照顧到。即使那

大聲人他想要藉由大聲吵到一些糖吃，我也不會給他的。（金菊校長

2009/4/7/6-7-10） 

 

當金菊校長在處理問題時，她會站在公平的立場，給予需要幫助的人援

助，沉默的大多數是她希望照顧的重點。至於雪櫻校長也提到類似的看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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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認這樣的價值受到自身曾經想當律師的夢想。 

 

我不覺得有任何一個人，包含學生、老師、行政人員是該被不公平對待的。

而這個公平也不會因為他的弱勢、強勢，或是他敢講或不敢講，他討人喜

歡或不討人喜歡（而有差別）……。所以我覺得就是成長背景，然後因緣

際會走到這樣一條路，激發我的正義感吧！我常跟行政人員講：「有很多

事情你們要去做決定的時候，你不要忘記不是去討好任何一個人，而是你

要體驗行政是學校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當孩子在班上受到不公平的

對待，或是老師在工作環境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其實我會提醒他們：「其

實我們沒有對任何人預設任何的立場，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某些人的要求

或不要求就給他不同的對待。」（雪櫻校長 2009/4/17/6-7-7） 

 

對雪櫻校長而言，行政是學校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縱使她處理

問題有多少不滿的情緒，她仍公平的對待每個人。雪櫻校長便以她處理不理性

家長到校理論的問題，當問題落幕之後她摒除個人的情緒，試圖重新與學生和

家長維繫良好的互動，雖然學生因為這樣的事件在學校都不願正視雪櫻校長，

但雪櫻校長並沒有因此而出現差別待遇。 

 

像在走廊上，孩子看到校長會說：「校長好！」只有那個孩子看到我就冷

冷這樣看一眼，那我也沒有責怪他，我也跟他打招呼。我覺得我也不把你

特殊化，我所謂的不特殊化是我不特別對你好，我也不特別對你不好。我

必須要摒除這些情緒，可是說實話你看到這個孩子你心裡會不會有不同的

感覺？會有啊！沒有就不是人了！可是問題是我是校長，所以即使我對你

不高興，覺得你媽媽怎麼會這個樣子（不理性）？可是我還是要一視同仁。

（雪櫻校長 2009/4/17/6-7-7） 

 

從雪櫻校長的實際案例可以看到公平價值使她必須放下心中的不滿，使她

站在維護學生公平正義的立場處理問題、與學生互動。而這樣的價值也經常出

現於女校長們的問題解決歷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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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存 

雖然在 Leithwood、Steinbach 與 Raun（1993）的研究中，在探討校長問題

解決的價值時，納入了「生存」價值一項，但研究結果中卻沒有校長提到這項

價值。不過在本研究發現，女校長面對現今社會嚴苛的少子化問題，紛紛提出

了學校的生存思考。例如青荷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案例三的學生人數減少情形，

她說道： 

 

少子化的一種情況會造成學校減班，這也是一個趨勢，我個人覺得政府的

教育政策，應該要有配套措施。小班小校很好，如果班級數不減，但是我

人數減，只是我們現在國力財力還不夠，我們沒有辦法這麼做。那如果減

班，這裡面的校長可以告訴綜合活動老師說：「我們面臨到這種情況，可

是我們的活動，我們還是要朝著精緻、創新去走。」那他們就不會對校長

產生一個負面的認知。（青荷校長 2009/4/28/3-1-2） 

 

在問題情境案例中，青荷校長因為考量大環境的少子化問題，希望讓學校

生存下去而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解決思考。儘管在現實情境中，青荷校長已經面

臨了這樣嚴峻的考驗，她還是堅持為教育工作盡心，讓學校得以生存。 

 

像臺北縣有九大學區，數理資優班、英語資優班，都被老學校都拿走了，

不可能有第二個學校也成立數理資優班。所以沒有資優班這個對升學、對

於學校招生影響很大。為什麼？資優班有一班的話，你考上二十個（第一

志願）哇！升學率高啊！第一志願有好幾個。那你沒有的話，像我們這邊

小學應該上來（讀）我們這邊的，被吸引到別的地方，我們接手的學生不

是頂好的，可是我們也把他培養得很好啊！學校有減班的情況，我就要去

思考那個走向要走哪一個方向，這樣跟老師做互動溝通。有時候也會有洩

氣的時候，因為年輕的老師根本不管你學校減班不減班，然後覺得有機會

我就走掉啦！我們在提拔人才，但是現在的年輕的老師，真的！又不願意

接行政，又不願意當導師，他只願意當專任，堪憂！（青荷校長

2009/4/2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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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過程中，青荷校長不只一次談到「我們也減班啊！老師超額！」（青

荷校長 2009/4/28/6-7-5）但由於她熱愛教育工作，仍努力在教育崗位上思索學

校的出路。不過與其他女校長領導的學校在學生人數穩定、甚至成長的情形相

較，青荷校長面臨當前學生減少、教師超額的問題，自然而然地透露了生存的

價值，並較常以此價值思考問題。 

（六）美感經驗 

在 Leithwood、Steinbach 與 Raun（1993）的研究中，並沒有將美感經驗納

入校長的問題解決經驗中，雖然本研究發現一些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會以

美感價值思考問題，但實際上出現這類思考的女校長並不多。然而教育行政不

只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在這裡我以芙蓉校長為例，從她本身對藝術的

愛好，呈現她在領導過程中的美感價值。 

 

其實我對藝術有很大的興趣……我對於美、美感就是希望既然很多事情要

做，我覺得我們不要做多，但我覺得要精緻。那精緻不是去求多，或者是

外面很風光，而是很多東西可以透過這樣的思維讓孩子去學。比如說：在

做藝術的部份，或是藝術教育的部份，我會從思想方面著手，因為他會透

過哲學、藝術歷史……其實有很多跟哲學相關，對於人生的啟發有很大的

幫助，或者是硬體的部份可以融入現在環境。我也跟老師講，很多東西不

要只有在術科的部份，孩子很多的發展可以透過這些東西可以去開發他們

的想法，不是我要畫得多像多好，而是孩子只要能表現，盡量鼓勵他們多

表現！（芙蓉校長 2009/4/29/6-7-19） 

 

芙蓉校長在領導過程中追尋的美感經驗，並不只侷限於術科、具體的美感

表現，而是希望透過藝術的思維將美感透過精緻的活動，走進學生的內心世界。 

（七）平淡不爭 

在此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即是歸納在「其他」項中的「平淡不爭」價值。在

訪談過程中，六位女校長或多或少談到她們對於校長一職的豁達，尤其在進行

訪談之時，適逢北一女校長遴選風波沸沸揚揚，女校長們均不約而同的對校長

權位表達她們的看法。從表 4-4 可以看到三位資深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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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不爭」價值的次數明顯比初任女校長多。儘管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此項

價值出現較明顯的差異，但大體而言六位女校長在校長的位置上全力以赴，卻

又將權力職位之爭看得淡薄。資深的紅梅校長就談到當初她以明星校長之姿來

到冬林國中，企圖改造校內分離的文化，如今學校的運作已經步上軌道，隨時

都有調動的可能。 

 

其實我當初不是要來這個學校（冬林國中），我來的時候這個學校連續三

年換校長……是一個很分離的情況，……可是我來的第三年就變成（額滿

學校），而且我們的升學率跟附近的某所明星學校一樣，他們認為那是打

不破的神話，那一屆被我們打破了。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你不覺得

就是鼎泰豐理論？就是說哪個地方排很多人，不管好不好都先去排，那就

變成大家一起排。……等到我把學校弄到巔峰的時候，就代表我的任期快

結束了，我已經六年了啊！我們六、七、八（年）都可以調動，所以我已

經跟他們預告說我可能會調動……我會覺得可進可退都沒有什麼關係。

（紅梅校長 2009/4/15/6-7-18） 

 

紅梅校長進入冬林國中以後，以「置之於死地而後生」（紅梅校長

2009/4/15/6-5-1）的決心，大力改善校內的鬥爭文化，讓冬林國中成為「鼎泰豐

理論」中，人人願意排隊就讀的額滿學校，不過就在她認為將學校帶領到巔峰

狀態之後，她也思索淡出舞台的可能。另一位資深的紫陽校長針對北一女校長

遴選風波，提到她自己的看法。 

 

以我這種個性來講，我覺得我就不會強求。我覺得我的個性是一個很不喜

歡強求的人，因為我覺得強求沒有什麼意思，那環境已經跟你不相合了，

何必又要勉強自己？而且不但勉強自己，你還讓別人痛苦，我覺得沒有必

要。（紫陽校長 2009/4/13/6-7-18） 

 

看到了資深校長對於校長一職的淡薄不爭，其實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儘

管是初任的校長也有類似的價值。例如在第三章描述校長個人圖像時，芙蓉校

長對於即將到來的遴選泰然處之，她認為就算回任教師也是非常光榮的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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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的金菊校長也認為擔任校長不是為了名稱頭銜，而是為了把學校經營好，

她笑稱這樣的價值來自於大學時代教授的潛移默化，金菊校長談到： 

 

不管像現在（校長）可能四年一任，四年以後到底在不在這個學校？或者

八年以後一定要離開這個學校，我覺得不太是我們去關心的。我覺得你在

位一天，你就是把事情做好。所以我才笑說，離校這麼多年，教育系的老

師實在太厲害了，在潛移默化當中都把我們教成這個樣子。（金菊校長

2009/4/7/6-7-18） 

 

從資深校長與初任校長對於校長職位的看法，可以看到她們在平淡不爭的

背後卻又努力耕耘，正向、積極的處理問題。至於在六位女校長形成此項價值

背後的主體位置脈絡，在下一節將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八）參與 

Rosner（1990）在其研究中曾指出女性領導者通常以異於傳統「命令－控

制」(command-and-control)的領導模式，透過鼓勵參與、權力與資訊分享、提

高他人的自我肯定與激勵他人等方式進行領導。雖然在本研究中在女校長的問

題解決過程中，亦提出了「參與」的價值引導其思考，但是這樣的價值在不同

女校長之間卻存在著些許的差異。 

以問題解決情境案例三為例，當女校長們面對綜合領域教師在課程設計上

的堅持時，除了先透過肯定、支持教師願意設計課程的用心，拉近她們與教師

之間的距離之外，紅梅、青荷與雪櫻校長是這麼以「參與」的價值進行思考問

題的。紅梅校長認為在計畫課程內容之初，她便會與教師「一起討論」（紅梅校

長 2009/4/15/3-7-14），透過參與課程設計的歷程，一面給予教師支持，一面提

醒教師需要注意的事項。至於青荷校長則希望教師們能夠集思廣益，參與課程

設計的討論，並且「拜託他們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式」（青荷校長

2009/4/28/3-7-14），尤其能不能透過參與討論「提出藍海策略？」（青荷校長

2009/4/28/3-7-14）則是青荷校長關注的焦點。初任的雪櫻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

中同樣也出現「參與」的價值，不過這樣的價值似乎以動態的方式影響雪櫻校

長的思考，雪櫻校長認為：「教學領導、課程領導這種東西要有規劃……如果今

天推這個案子是少數人就可以搞定的，例如我今天要做專案，只要找幾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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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行政同仁或是老師就可以處理了。如果要涉及很多人的，我的想法跟我的

作法應該是會把相關的人都請來，然後從長計議，而不是我校長斷然要怎麼樣。」

（雪櫻校長 2009/4/17/3-7-14）雖然雪櫻校長同樣透過參與，讓相關人士共商問

題，但是從她的談話卻也可以發現當她的價值遇到不同的情境（例如：全校課

程或是特定專案）時，可能也會使其採取不同的行動。 

從表 4-4 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女校長有各自殊異的價值觀，但正如同紫

陽校長所言：「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一樣，我會去想如果我在那個環境，我會怎

麼去處理？我會做一些模擬。」（紫陽校長 2009/4/13/6-5-3）個人的價值觀與情

境脈絡、決策的模擬等各種不同的因素互動，就成了每位校長獨特的問題解決

樣貌。 

貳貳貳貳、、、、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與解決策略與解決策略與解決策略 

本研究從問題解決情境案例切入，試圖瞭解女校長們如何面對、處理領導

實務中因為不同對象而可能產生的問題。在訪談過程中有些女校長以自身長年

的行政經驗回應，有些女校長雖然沒有處理過類似的問題，卻也毫不藏私地提

出她們對問題情境的看法。為了更詳盡地描繪六位女校長解決問題的實際圖

像，在此我集結女校長們在問題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並綜合整理她們提出來

的具體解決策略，希冀這些內容能作為日後研究或校長實地解決問題時的比對

參考。以下即針對六位女校長在「校園體罰風波」、「學生未婚懷孕事件」、「教

學領導問題多」、「來自家長的壓力」、「運動會的背後」等五個問題解決情境案

例的思考內涵與具體解決策略分別進行介紹。 

一、校園體罰風波 

近年來，隨著教育主管機關積極推動校園零體罰政策，教師如何透過其專

業，以積極正面的管教策略維護學生人權，並同時達到教育、改善學生不良行

為的目的，確實是校園中不可不面對的問題（吳清山，2005）。然而在訪談六位

女校長的過程中，她們卻也無奈表示，即便零體罰政策已經深入校園且不斷地

藉由研習及各種會議場合進行宣導，仍然沒有辦法完全消弭校園中的體罰問

題。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中，面對向校長說明事件原委到一半的教師、正打電

話進校長室求證體罰問題的記者、怒氣沖沖剛踏進校門的家長與議員、甚至是

當事人之一的學生時，女校長們是這樣思索解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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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斷當前情境的輕重緩急，針對急迫的問題先進行暫時處理 

在案例一「校園體罰風波」中，情境裡的校長幾乎得在同一個時間面對處

理教師、記者、家長與議員的需求，如何判斷問題情節的輕重緩急進行處理，

著實考驗校長的智慧。而本研究中的金菊校長與芙蓉校長，循著問題情境的脈

絡，將問題詮釋的重點放在問題處理順序的判斷上。金菊校長與芙蓉校長分別

這麼談到： 

 

那如果是我處理的話……當報社記者打來的時候，然後九年五班的家長跟

議員也同時進來（學校），那我應該會先跟這個報社的記者說：「我們現在

正在瞭解和處理當中，後續如果有什麼消息，我會主動打電話給你，請你

給我一些時間。」那就先處理掉記者的電話的部份。（金菊校長

2009/4/7/1-1-1） 

 

如果依照這個情節，我大概會先跟記者回應：「對於這樣的事件，我可能

還不完全理解……我可能必須釐清一些事情，找相關的老師、孩子跟家長

釐清相關的事情，然後再給答覆」大概會作到這樣。（芙蓉校長

2009/4/29/1-1-1） 

 

從上文的內容可以看到當校長面對尚未明朗的問題情境時，她們試著抽絲

剝繭，將各個可能的問題一一擊破，不過在這麼做的同時，也有問題的處理順

序，以案例一為例，金菊校長與芙蓉校長考量問題需要解決的先後順序，選擇

先回應記者的需求。不過由於尚未釐清體罰事件的發生經過，兩位校長在回應

記者時並不恣意評論，而是透過委婉的溝通爭取更多處理問題的時間。 

事實上，教師體罰問題可視為校園的危機事件，因為這些危機通常具有破

壞性，情節亦多曲折，當校長在極不穩定、不確定的狀態下，又必須做出決定

時，校長所作的任何一個決定都可能引發後續大眾或媒體的注意（林明地，

2006：410），為了避免校園事件引發後續的負面新聞報導，從上文兩位女校長

的回應，可看出她們在處理不同先後輕重順序的問題時，面對記者的小心翼翼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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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柔和的語言、低調的姿態與冷靜的行動進行傾聽、理解與溝通 

在案例一的情境中，即便面對怒氣沖沖地家長與議員，本研究的女校長依

舊冷靜以對，透過語言與行動試圖化解衝突。以資深的青荷校長為例，在她任

職的三所學校中都曾經歷類似家長到校理論的情形，她是這麼讓家長冷靜下來

進行溝通的。 

 

如果他（家長和議員）進來的話，我會馬上請他們在校長室先坐，然後先

跟他們致意一下：「議員那麼的忙碌還到學校來，家長也是一樣把工作都

放開了到學校來，就是要瞭解這些事情……」我可能會請他們就是不要生

氣，或者是冷靜一下，大家來把這件事全盤的瞭解。（青荷校長

2009/4/28/1-3-1） 

 

通常這樣的家長來，這個也不只一樁一件，我大概在三個學校都碰過……

然後如果是冬天的話先泡一杯熱茶，夏天的話一杯冰水，讓他先喝，然後

讓他講、傾聽他。講完了以後，我會跟他提到：「我瞭解家長的心態，但

也希望家長能夠知道，老師跟家長其實目標都一樣，都是希望孩子好。」

（青荷校長 2009/4/28/1-1-4） 

 

從青荷校長的言談中可以發現她遇到類似問題時，試圖從外在環境細節的

經營（如：冷熱茶飲的提供）及個人的同理、尊重與傾聽，瞭解家長的需求，

尤其在面對不確定的情境時，她希望排除負面情緒的干擾，回歸問題的本質進

行解決。除了青荷校長透過這樣的方式和緩家長的情緒、進行溝通之外，初任

的芙蓉校長則是希望在瞭解家長的訴求之後，爭取更多釐清問題的時間，在瞭

解事件發生經過後再來正式談判協調。 

 

基本上我會請家長跟議員先坐下來，請家長敘述一下他對這個事件的瞭解

過程及看法，然後還有他的一些想法與訴求是什麼。……我們先理解這個

過程之後……如果他希望就跟老師做個溝通，我會請老師進來做溝通，但

如果他可以讓我延緩，我基本上是希望先延緩……之後我們再跟家長約時

間，再來做處理……因為我覺得事件對當事人跟家長來說……可能馬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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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衝突，（再加上）我也不曉得老師對這件事件的看法是怎麼樣？所

以……在我們運作的過程裡面可能要先這樣，延緩時間去處理……（芙蓉

校長 2009/4/29/1-3-1） 

 

在案例一的問題情境設計中，校長必須同時面對教師的告解、記者的詢問

與家長、議員的質疑，芙蓉校長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處理方式，她試圖和

家長、議員溝通以後，取得延緩處理事件的空間，讓她能夠藉此更清楚地瞭解

事情發生的經過，再做出最後的決定。不過這樣的處理方式並非沒有彈性，假

若家長、議員不同意延緩處理，她仍會提供機會，讓當事人彼此之間進行溝通。 

此外，良好溝通的技巧也是建立彼此信任關係及解決問題的關鍵，在與家

長、議員溝通時，芙蓉校長除了談及教師班級經營的用心之外，更在家長面前

帶到學生的優點，由此化解家長的怒氣，進一步修正學生的偏差行為。芙蓉校

長這麼說道： 

 

家長收到的訊息會覺得老師只有出了問題才會找他嘛！但是你可以在言

談之中發覺孩子有什麼優點？例如：孩子很會幫助別人、很會修電腦，那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鼓勵孩子，那用這個方式讓家長覺得他的孩子是有價

值的……一方面去肯定他的一些價值，那再請他修正他的一些行為，大概

希望能這樣化解（問題）。（芙蓉校長 2009/4/29/1-7-10） 

 

為了避免衝突的發生，校長如何引導溝通的進行便相當重要。從上述青荷

校長與芙蓉校長的例子便能看出溝通時，柔和的語言、低調的態度，以及為學

生著想的價值，有助於舒緩溝通現場負面的情緒，進一步找出可能的問題解決

之道。 

（三）尋求處室主任、家長代表及教師代表支援，和緩可能發生的衝突 

冷靜的溝通是問題能否順利解決的關鍵，為了營造理性的討論空間，如何

溝通、甚至是納入外力支援，也考驗校長的問題解決功夫。本研究中除了資深

的紫陽校長未提及這個部份之外，其餘的五位校長在與家長、議員進行溝通，

試圖解決問題時均會尋求家長代表、教師代表或是處室主任的協助，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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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介入，堅定處理問題時的公平、公正立場，緩和可能的情緒衝突。 

在提出尋求外力支援的五位校長中，資深的青荷校長與初任的芙蓉校長希

望處室主任能提出相關資料數據，肯定教師班級經營的努力，或由處室主任陪

同教師一起和家長溝通，給予教師必要的支持。其中，青荷校長說道：「我希望

有一些（教師班級經營表現的）數據，然後請各處室的主任也都過來，讓家長、

議員瞭解，老師真的是一個非常負責的老師。」（青荷校長 2009/4/28/1-4-2）希

望透過資料的呈現，讓家長、議員瞭解教師之所以沒收學生手機、發生推擠可

能是基於「愛之深，責之切」（青荷校長 2009/4/28/1-3-1）的理由。雖然同樣尋

求處室主任的協助，芙蓉校長卻從不同的觀點切入：「請老師進來的部份，我也

會請主任陪同……因為有時候如果真的場面上有一些衝突的話，就可以請主任

先把他帶開這個現場。」（芙蓉校長 2009/4/29/1-3-1）由此看來，芙蓉校長請處

室主任陪同溝通，除了給予教師支持之外，其實也是增加自己處理問題的能量，

要是萬一發生衝突場面時，還有人力能從旁協助，將當事者帶離現場，避免衝

突繼續擴大。 

有別於青荷校長與芙蓉校長邀請處室主任協助，資深的紅梅校長與初任的

雪櫻校長認為家長代表，甚至是教師代表一同介入將能更有效地降低衝突。雪

櫻校長認為：「有時候當事人情緒激動中，他們會覺得學校是在幫老師，所以有

一個比較公正客觀的第三者，我個人覺得有緩和的作用。」（雪櫻校長

2009/4/17/1-15）所以當她處理類似情境時，她會邀請家長會長與班級家長代表

參與討論。同樣的作法也可以在金菊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中看到，她說道： 

 

我會馬上聯絡我們的家長會長，然後還有九年五班的家長代表，那還有教

師會長……因為我們必須共同處理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請會長跟家

長代表來呢？我們也希望能緩和這個家長的情緒，因為人跟人之間最重要

的就是建立在一個情感上，我相信如果這一個老師這麼樣認真，而且已經

到了九年級，不管說這個所謂被體罰的學生家長怎麼認為，至少他的班級

代表，或者家長會可以做一些緩頰的動作。那比我們學校行政、校長說他

有多好多好，那個可能效果可能要好很多。（金菊校長 2009/4/7/1-15） 

 

從金菊校長的回答可以看到她試圖站在家長的立場思考，邀請家長代表進

入現場，增進溝通的效率，不過在此同時她也不忘維護教師的權益，由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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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全程陪同，善用各方的人力資源。 

（四）蒐集資訊釐清問題真相，進一步協調、道歉或依法定程序處理 

當溝通協調機制啟動以後，最重要的還是要釐清事件的真相，才能進行接

下來的問題處理。在訪談過程中，大部分的校長除了從家長、教師口中整理事

件發生經過之外，初任的雪櫻校長更希望在保護學生立場的情況下，與當事學

生一同對談，如有充裕時間，甚至邀請該班同學進入現場說明。 

 

那家長部份我也聽聽他的講法，那我也會徵求他的意見……，請孩子也跟

家長一起來（因為孩子可能回去跟家長面前講一套，在我們面前又講一

套），讓家長跟孩子當著大家的面，那當然是保護孩子的一個狀況，說明

一下當時的狀況。（雪櫻校長 2009/4/17/1-3-1） 

 

甚至包含他們班的班長，或者是可能比較正向的孩子，我們也會（透過他

們）去瞭解當時的狀況，或做一個三角檢核、交叉比對的部份（笑）。不

過這個是有時間的狀況。（雪櫻校長 2009/4/17/1-15） 

 

在釐清問題之後，若教師的確涉及不當體罰問題，資深的紫陽校長及初任

的金菊、芙蓉與雪櫻校長認為「向家長致歉」是必要的解決策略。而三位初任

的校長在放聲思考時也認為，儘管學生上課玩手機不專心，教師一旦犯錯就必

須道歉，有時承認錯誤反而還有可能獲得家長的尊重。然而這樣的策略必須在

教師確實出現管教問題時才能這麼做。當資深的紫陽校長處理類似問題時，她

一再告誡同仁：「你只要站在教育的軌道上，如果家長冤枉你，讓你受委屈，我

們絕對挺你挺到底……」（紫陽校長 2009/4/13/1-6-1）至於初任的雪櫻校長也提

到類似看法： 

 

如果老師並沒有（體罰），其他學生也可以作證老師都沒有，那我們也不

能讓老師委屈，動不動就道歉。因為這會讓家長養成習慣，甚至在外面到

處宣揚：「你看！只要我來鬧老師就（道歉）……」（雪櫻校長

2009/4/17/1-6-1） 



 130 

由此可見校長們在提出道歉的解決策略時，仍會依循情境脈絡以及她們自

身的原則做決定，以此維護教師的尊嚴。在家長願意理性溝通的情況下，真誠

道歉是解決問題的優先策略。不過當教師已明確違反相關法令，此時進入法定

的程序討論處理亦是問題解決的策略之一，在六位女校長中僅有資深的青荷校

長與初任的芙蓉校長未提及這樣的策略。以資深的紅梅校長為例，她認為：「家

長比較不能接受的是，你去保護老師、你不承認有這樣的事實。」（紅梅校長

2009/4/15/1-1-3）因此，當面對類似問題情境時，她希望自己「站在持平的立場」、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紅梅校長 2009/4/15/1-7-11,9）交由法定的程序與機制

處理。至於透過法定程序的處理能否滿足所有人的需求，這就不是可以掌控的

範圍了。 

檢視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策略，可以發現一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現象，

即資深的青荷校長在思考案例情境時，並未明確提出道歉的解決策略，此外，

將教師移送法定程序處理似乎也不是她考慮的作法。深究其原因，青荷校長會

這麼思索問題可能與她所處的情境脈絡有關。由於青荷校長在夏陽國中訂定了

明確的學生攜帶手機規範，因此在她所處的情境脈絡中，因為制度規定的緣故，

她出現較為不同的問題解決策略，青荷指出：「孩子如果真的要帶手機，手機是

放在導師那邊，有什麼狀況由導師通知孩子。那如果孩子（放學）回去的時候，

手機就交給孩子帶回去。」（青荷校長 2009/4/28/1-1-4）因此，當青荷校長依據

其所處脈絡來判斷問題時，她會認為學生違反校內規定在先，而教師沒收手機

的動機在於「基測到了，希望孩子用心專注聽講，有一個理想的表現……並沒

有惡意針對孩子做一個身體上的處分。」（青荷校長 2009/4/28/1-1-3）基於這樣

的理由，青荷校長在放聲思考過程中均未提出道歉與依法定程序處理的作法，

她僅談到： 

 

孩子沒有照這個規定，顯然家長不是很清楚，那（孩子）上課又在玩手機，

根本就沒有辦法聽課，這個訴求必須讓家長跟議員瞭解。盡量用低調的態

度化解議員跟家長的（怒氣），他們氣洶洶的來，希望他能夠瞭解，很理

性的溝通以後能夠（讓他們）知道老師的立場，然後很和平的離開學校，

我也保證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青荷校長 2009/4/28/1-5-1） 

 

如果他們兩位還是沒有辦法接受的話，我覺得我還要再一直做互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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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做說明，然後請他們千萬一定要瞭解一下。（青荷校長 2009/4/28/1-3-1） 

 

由於位置脈絡的差異，使得青荷校長處理學生上課玩手機的問題時，與其

他女校長的思考重點較為不同。Frattura 與 Capper（2007: 106）曾經談到教育

領導者面對任何抗拒（resistance）時，最好的回應方式就是持續不斷地溝通與

教育。Frattura 與 Capper 認為校長雖然位居一校之領導地位，具有正式的法職

權力，但大多數的校長其實也是教師出身。而一位好校長，通常也是優質的教

師，因此當校長在處理問題時，除了必須不厭其煩地和多數自以為瞭解教育的

家長溝通，有時甚至需要針對家長進行教育。回到上文提到的青荷校長，她似

乎就像 Frattura 與 Capper 談到的一樣，不厭其煩地進行溝通與教育，讓家長瞭

解學校辦學的用心，久而久之，家長的態度反而會因此改變。 

 

對老師來講，一個孩子不斷在挑釁老師的話，老師怎麼上課？我會把這樣

的東西講給家長聽，往往你跟家長做這樣的溝通、互動、交流，那反而是

家長會道歉啊！即使他曾經來過一次、兩次，那最後他一定會態度改變，

然後他也會跟老師道歉、敬禮，通常都會這樣，那（問題）就解決了。（青

荷校長 2009/4/28/1-10） 

 

對青荷校長而言，耐心的溝通是問題解決的不二法門。回歸到學生應有的

學習態度及對教師的尊重，當她真誠與家長溝通時，問題經常能因此化解，也

可能省去不少因問題進入法定程序所產生的紛爭。 

（五）於適當時機將問題通報上級長官，妥善答覆記者、議員的詢問 

校園體罰事件往往具有爭議，若未有一系列的處置，很有可能成為校長領

導的危機。尤其在網路資訊發達的今日，任何人都有可能傳遞、散布負面或不

完整的訊息，反而可能加深問題處理的複雜度。資深的青荷校長就談到：「現在

孩子很聰明啊！他發生什麼狀況會打電話給督學，那督學就會關心啊！」（青荷

校長 2009/4/28/1-1-2）儘管面對可能面對上級長官的關切，青荷校長以她長年

的領導經驗冷靜應對。不過當初任校長遇到類似的情形往往更加謹慎小心。以

雪櫻校長為例，她為了在解決類似事件獲得更多的支援、減輕上級長官對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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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問題的疑慮，她選擇在適當時機通報問題。 

 

我覺得這樣的事件在整個校安管理上是需要通報的，那可能要儘快讓長官

知道。如果記者還沒進來，老師已經來講說家長已經要請他上法院、要怎

麼樣，其實那個時候就應該做通報，因為有時候記者不見得是直接衝學

校，他是衝教育局。所以如果教育局的督學或是負責的主管機關不知道，

其實他們也沒辦法回應，又要回過頭來問學校，所以也要找適當的時機進

行通報。（雪櫻校長 2009/4/17/1-6-1） 

 

基本上，當校長在處理危機問題時，上級行政機關的反應與意見與日後的

行動息息相關（秦夢群，2002：434），而從雪櫻校長的回答中可以發現她個人

相當重視「通報上級長官」的策略，她也以過去曾經處理過類似的事件為例，

當家長無理的以「告督學、教育局與教育部」為威脅時，因為有事先的通報，

再加上家長連續幾次聯絡上級長官恰巧遇到雪櫻校長過去借調教育局時期的同

事，使得她確認「至少我建立的人脈關係裡面是支持我的，那我整個處理流程

也是沒錯的。」（雪櫻校長 2009/4/17/6-15）因此當她提供事件的資訊給上級長

官瞭解時，不僅較有可能取得上級長官的諒解支持，也使她面對非理性家長時，

更具問題解決的正當性。 

至於在回應記者詢問的部份，雖然在前文討論問題解決的「限制」因素時，

曾指出記者報導事件與否，是校長無法預期控制的阻礙，但本研究中女校長仍

積極回應記者，例如初任的金菊校長在問題解決告一段落後主動回電給記者，

告知：「雙方已經達成了妥協的諒解，因為這個老師非常的認真，家長也可以認

同學校的一個處理方式……」（金菊校長 2009/4/7/1-4-5）最後交由記者自行判

斷是否有報導的價值。初任的芙蓉校長的回應方式與金菊校長類似，而她也認

為：「如果這個報導記者覺得價值性少……也有曾經問過（學校以後）就不報導；

不過也有直接寫出來的，也會有！」（芙蓉校長 2009/4/29/1-3-1）因此當女校長

面對不可避免的報導時，她們多半希望記者秉持著平衡報導、保護學生的立場，

維護學生的權益。而資深的紫陽校長認為回應媒體詢問時，可以分作兩個部份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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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記者就直接打電話給校長，或者是他直接走到校長室來，如果他只

是詢問一個狀況，而我是最瞭解狀況的人，我會直接、很坦然的面對。但

如果這件事情已經有一點複雜，而且可能造成學校的恐慌，那我就覺得還

是要有一個新聞發布的窗口，這樣子比較不會七嘴八舌。（紫陽校長

2009/4/15/1-4-3） 

 

不管校長以什麼方式回應記者，這都是需要細心謹慎的部份，而本研究中

的青荷校長與芙蓉校長甚至化被動於主動，平日積極提供新聞稿，經營學校與

媒體記者的關係。以芙蓉校長為例，她提到：「其實現在的記者大概都是年輕的

駐地記者，基本上（我們）也不去特別給他們什麼好處，但是偶爾和他們互動，

他覺得有什麼希望學校協助的時候，能提供一些消息，我們互相幫忙……（在

正面的報導部份）比如記者希望來採訪學生的時候，學生就讓他採訪；如果想

採訪老師，老師就讓他採訪。（芙蓉校長 2009/4/29/1-7-9）當芙蓉校長與記者建

立良好的雙向互動之後，即便是遇到校內的爭議事件，她也不會過於擔心，因

為「大家互相友善對待，（記者）下手會比較輕一點（笑）！」（芙蓉校長

2009/4/29/1-7-13）。國外學者 Gruning 與 Hunt（1984）在討論公共關係的模式

時，曾以傳播的單向、雙向特性，以及對等、不對等的關係切入，歸納出「媒

體宣傳模式」（press agency）、「公共資訊模式」（public information）、「雙向不

對等模式」（two-way asymmertrical）與「雙向對等模式」（two-way symmertrical）

等四種。大致來說，前兩種模式對應於封閉系統觀點，後兩者則對應開放系統

觀點。隨著教育行政組織日益開放，劉和然（2004）認為當教育組織從封閉系

統走向開放系統之時，學校在進行公共關係運作應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其資

訊的流動應是雙向且對等的，如此才能互相理解。從本研究青荷校長與芙蓉校

長的回應，可以看出她們面對媒體不僅是被動的回應者，甚至是主動的訊息提

供者，在與媒體互動交流之間，為學校經營良好的公共關係。 

在前面我們已大致討論女校長回應媒體的作法，至於她們面對案例一中議

員陪同家長到校斡旋的狀況，除了資深的紅梅校長沒有做出明確的回應之外，

其他的女校長亦表示向議員說明問題處理的情形。例如資深的紫陽校長面對議

員會明白說道：「這個老師觸犯了這個（管教）原則，我們會跟家長致意、道歉，

我們也會瞭解學生心理或者身體受傷的情況，我們會給他一定的安撫或安慰。」

（紫陽校長 2009/4/13/1-7-13）大體而言，面對順應選民需求的議員，女校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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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軟的身段拿出最大的誠意解決問題。不過初任的雪櫻校長認為議員雖然代

表一部分的民意，「但是不要忘記，還有另外一塊民意」（雪櫻校長

2009/4/17/1-1-3）因此，當她在面對議員時，她會讓議員「達成服務選民的目的，

但是也不要讓事情再擴大下去。」（雪櫻校長 2009/4/17/1-3-1）由此可見她在解

決問題時，仍與各方的當事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而在處理問題時與議員的

溝通之外，女校長們在平日甚至會透過各種會議場合與議員建立良好的關係，

芙蓉校長就談到她與地方議員的關係。 

 

可能跟這個地方的議員生態比較有關係，這邊的議員對學校很關心……有

時候在外面有活動，我會跟議員有些接觸，他也會瞭解現在孩子問題狀況

在哪裡？可能會有一些狀況？然後會幫助我們做相關的處理。（芙蓉校長

2009/4/29/1-1-4） 

 

隨著校園日漸民主開放，今日校長進行領導時，必須面對來自各界更多不

同的人，並且因為這些不同對象所生的各式問題，因此如何妥善回應需求，確

實是校長的領導挑戰。然而，當校長面對這麼多關切教育的人時，不一定要將

其視為問題，如果能積極以對，反而能化阻力為助力。 

（六）針對學生與教師進行定期追蹤輔導 

在案例一中，當校長與家長溝通協調告一段落且將結果適時回應記者、議

員甚至是上級長官時，危機可暫時宣告解除。但是為了撫平師生因為體罰風波

而產生的嫌隙，或是預防類似事件的發生，本研究中的紫陽、青荷與雪櫻校長

認為需要進一步輔導，以此更細膩地解決問題，其中青荷校長更認為教師與學

生兩者都必須接受定期的追蹤。 

 

如果老師也跟議員、家長說明了、致意了，然後剩下來很重要的是，輔導

處的輔導老師、甚至導師就要為這個孩子做一個輔導。這種輔導也是定期

的追蹤一段時間，讓孩子回復正常，然後能夠對老師的行為不放在心上。

這個「不放在心上」或是「不會在意」，是要觀察的，那輔導的動作就很

重要。那在導師這方面，我們也期待輔導老師，也就是輔導處的輔導主任

或是教務主任（介入），也不能讓老師因為這件事情就氣餒。目前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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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師因為家長的態度，他們就索性就覺得：「體罰也不行……那我就算

了！（不管了！）」老師的心態，那種熱忱會降低。所以老師跟學生這個

部份，是我們後續，甚至包括校長都要不時關心的。（青荷校長

2009/4/28/1-7-13） 

 

透過進一步的追蹤輔導，能夠緩和師生在爭議事件中對立問題，而也能有

機會進一步修正反省，降低未來發生類似事件的機率。 

（七）平日積極預防危機事件發生，並積極建立危機處理模式因應 

危機的形成往往都不是一夕之間（林明地，2006），在訪談過程中，雪櫻

校長認為案例一之所以會發生，而且「因為這樣一點事情弄到記者、議員介入，

這個都不只是一個問題，手機事件只是最近的導火線，前面一定有很多的問題。

那好不容易讓家長抓到老師明顯的缺失，所以他要藉著這件事來發揮。因此我

們也要去瞭解家長之前跟老師相處，或者孩子跟老師之前的相處有什麼樣的問

題？」（雪櫻校長 2009/4/17/1-1-3）因此校長在這個部份，不只是問題的解決者，

甚至還要在平日加以觀察、預防可能的衝突發生。 

雖然在案例一的情境中，記者僅是透過電話詢問校長體罰事件的經過，但

如果遇到記者進入校園採訪時，雪櫻校長更提出她的具體策略： 

 

我個人之前遇到這樣的狀況，第一個，我們當然請警衛，還有學校的總務

主任（依學校危機處理的分工，大概是總務主任負責），先把這一群記者

引導到會議室，不要讓他們到處亂拍、到處亂問。那也通知警衛，後面如

果有陸陸續續來的記者，那就是一樣由專人引導，不要對記者說：「請到

哪個會議室去……」一定要有人跟著，因為你叫他走，誰知道他怎麼走法？

那可能就是先安撫一下，以禮相待，給記者喝個水，跟他說：「不好意思，

現在校長跟家長正在討論，我們待會兒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說明，請先稍

待坐一下……」（雪櫻校長 2009/4/17/1-3-1） 

 

其實，學校就是一個團隊嘛！校長正在處理家長跟議員的部份時，教務主

任就要馬上去做回覆跟通報，而總務主任就要去做記者的安排，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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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負責去做巡邏，看有沒有可疑的人士又進來。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危機

管理的部份，學校怎麼樣去啟動危機管理機制，在這樣的案件中相當重

要。（雪櫻校長 2009/4/17/1-4-9） 

 

在處理危機時以整全的系統概念來檢視危機，往往有利於危機的處理（林

明地，2006）。從雪櫻校長提出的策略，讓我們瞭解校長在平日可以建立危機處

理小組，進行各項問題情境的模擬演練，待問題發生時，才能積極有效的運作，

化解各種可能產生的危機。 

二、學生未婚懷孕事件 

隨著社會風氣開放、資訊網路發達，青少年婚前性行為的比例逐年提高，

然而因為青少年正確性知識與避孕觀念不足，青少女未婚懷孕的比例在二○○

○年至二○○五年的五年平均高達千分之十一點八，位居全亞洲之冠（中央社，

2007 年 5 月 5 日）。長期以來，學生未婚懷孕一直是校園中（尤其是中小學），

師生「棄之不談」且「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忌話題（周麗玉，2005），不過噤聲

沉默並不代表這樣的問題就不存在，本研究中的六位女校長對於問題情境案例

二侃侃而談，面對案例中輔導主任的慌張、女學生的情緒失控，六位女校長也

提出她們的解決之道。 

（一）安撫輔導人員的慌張情緒，尋求其他處室支援解決人力不足的困境 

在案例二中，剛上任的輔導主任第一次處理學生懷孕事件，又遇上輔導教

師請假的問題，因此慌張地到校長室報告。在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思考過程

中，初任的芙蓉校長與資深紫陽、紅梅校長特別針對輔導主任的慌張情緒及人

力不足問題提出解決之道。芙蓉校長透過危機處理小組的啟動，整合校內人力

配置，以此化解輔導室人力短缺的問題。 

 

像這樣算是危機的事件，以校長的力量來講，如果找不到人力的時候，就

變成校長要出面……召集類似（危機處理）的小組，然後趕快做事件的工

作分配與處理。（芙蓉校長 2009/4/29/2-4-5） 

 

學生懷孕事件是必須正視處理的校園問題，與芙蓉校長出面統籌人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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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穩定輔導人員慌亂情緒的作法不同的是，紫陽校長會「思考哪些人可以幫

我聯絡家長，哪些人可以幫我跟家長來談」（紫陽校長 2009/4/13/2-4-5）。雖然

紫陽校長在放聲思考的過程中主張自己「不會馬上進入第一線，我會先接收各

種訊息，然後等這個事情到了一個程度，如果他們沒辦法處理了，或者已經處

理到一個段落……我才會介入」（紫陽校長 2009/4/13/2-4-9）這樣的處理方式能

否解決當前輔導人力短缺的問題，或許仍有討論的空間，但不管如何，紫陽校

長從人際網絡中尋求可能的支援，而必要時也會進入現場一同協助解決問題，

由此可以看到她解決學生懷孕問題的積極態度。 

至於資深的紅梅校長在面對案例二時，則是順著情境的脈絡，希望先安撫

輔導主任激動的情緒，再來解決後續的問題。 

 

看起來輔導人員都亂了、慌了！對不對？而且他開始有點怕了！首先我會

跟那個輔導主任說：「你先平靜一下，先不要急，你先喝個水，把整個事

情安定下來。」（紅梅校長 2009/4/15/2-1-3） 

 

由於案例二中，當事的學生並不確定自己驗孕的結果是否正確，因此當紅

梅校長暫時安撫輔導主任的情緒之後，她希望再次確認學生是否懷孕，她會這

麼處理問題： 

 

我再來會說：「她有真的懷孕嗎？那孩子也有一點懷疑嘛！也還沒有明

確！」那我會請辦公室的人……馬上出去買驗孕棒。因為在買的過程裡

面，其實雙方都有一個空白（的時間），那我就跟老師說，你不要急：「說

不定只是（生理期）慢了！」（紅梅校長 2009/4/15/2-4-1） 

 

與其他五位女校長不同的是，紅梅校長知覺問題情境案例中可能有轉圜的

空間－即當事的女學生不確定自己是否懷孕，因此紅梅校長希望再次確認，暫

時給予輔導人員及學生冷靜的空間，也藉由再次確認的結果，作為後續做決定

的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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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驗孕棒）買回來，在廁所（驗孕），現在很快嘛！那假如說沒有（懷

孕），我們就輔導孩子，說不定我們就可以隱瞞家長，讓孩子有機會；但

如果說是有了……這時候我們就要跟孩子坦白說，這個時候你需要讓媽媽

知道……（紅梅校長 2009/2-4-5） 

 

儘管在六位女校長之中，資深的紅梅、紫陽校長與初任的雪櫻校長具有心

理輔導的求學背景，不過環顧六位女校長在本案例中的思考內涵，又以紅梅校

長的思考切入點最為另類。紅梅校長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提出讓學生再次驗

孕的策略，企圖爭取時間穩定學生與輔導人員的情緒。與其他五位女校長主張

由家長陪同學生到醫院再次檢查的作法不同，紅梅校長希望給予學生再次確認

的機會。姑且不論這樣的作法在後續是否會引發家長爭議，紅梅校長這麼處理

主要基於學生未懷孕的前提，假使驗孕的結果確認為陽性，就必須啟動下一個

階段的處理，即通知家長到校一同處理，這也是其他女校長在面對本案例時，

必要的問題解決程序。 

（二）安慰學生、與之溝通，有技巧地聯繫家長到校瞭解並即時向上級通報 

由於案例二中的當事學生表現出情緒不穩，有自殺傾向的，因此六位女校

長特別謹慎以對，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切入，試圖給予學生最大的支持協助，並

讓其瞭解通知家長一同處理問題的重要性。例如資深的紅梅校長會開誠布公地

和學生討論各種可能的狀況，她說：「我們要跟孩子講現在結婚會發生什麼情

況？不結婚會發生什麼情況？生下來會發生什麼情況？那如果不生的話，將來

還要怎麼處理？就是很有條理的說得很清楚，把它寫下來，然後我們（將處理

方式以）手寫下來的過程裡，其實孩子的情緒就可以慢慢穩定，也讓她去思考、

讓她自己去陳述。」（紅梅校長 2009/4/15/2-1-1）紅梅校長透過有條理的分析，

讓學生從中穩定情緒，也思索接下來該怎麼做決定。而資深的紫陽校長與青荷

校長，考量的則是學生的情緒，她們認為當學生面對極大的壓力，又可能必須

面對教師約談時，學生的情緒可能會更加惡劣，因此她們主張由學生信任的教

師陪伴，使學生在平靜安穩的情緒之下把心裡的感受說出來，再來尋求解決問

題的可能。以青荷校長為例： 

 

孩子的緊張、害怕一定是難免，所以她可能大哭大鬧，或是裝得很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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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顯示孩子需要輔導，極端需要老師介入……但如果在同樣時間輔導老

師也找、導師也找，孩子未免會疲勞，壓力很大。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個孩

子有他喜歡的老師，我希望由這個老師去安撫，甚至也不要馬上講一堆、

問一堆，因為她可能不想回答、不想去正視這個問題。那老師就陪伴她，

哪怕陪伴一個下午也好，讓她自己主動把心裡面的這個感受……在不是很

著急、恐懼的情況之下講出來。根據她所講的內容，我希望老師適時給她

一些安定的力量，告訴她：「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了，那我們就要來承擔，

要有勇氣而且也要有責任來看這些問題。」（青荷校長 2009/4/28/2-1-3） 

 

從上文的內容可以發現，紅梅校長與青荷校長即便在處理學生情緒的問題

時，仍有相當不同的作法。而初任的芙蓉校長考量的則是日後輔導學生可能出

現的信任問題，因此她認為輔導教師介入瞭解問題情況時，一定得相當小心謹

慎。 

 

如果事情已經涉及必須讓父母瞭解時，輔導老師的立場會很尷尬。因為輔

導老師會覺得：「今天孩子信任你不會對外講，所以才要告訴你。」輔導

老師希望能取得信任嘛！但如果孩子認為你又把這個事情跟別人講，又不

夠信任，他可能永遠不會去講。所以這個地方呢，會有輔導的功能跟角色

的問題。（芙蓉校長 2009/4/29/2-7-10） 

 

面對可能發生的輔導角色與功能問題，芙蓉校長主張輔導教師可和其他人

員（如：主任）表明與學生之間的輔導關係，協調由其他人員負責和學生說明

家長可能會介入，或者相關的訊息，目的在於維護輔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信任

關係。不過儘管芙蓉校長會做這樣的處理，她也希望盡量告訴學生：「我們會幫

助他！而這個事件……基本上只有他親密的人（就是他的家人），最可以協助他

的人知道。」（芙蓉校長 2009/4/29/2-7-6）以此讓孩子取得安全感，以利後續的

輔導工作。 

除了透過當事學生信任的教師陪伴，以安撫其激動情緒或從中蒐集事件相

關的訊息，讓當事的家長瞭解問題也是接下來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本研究中，

六位女校長均談到邀請家長到校瞭解、討論後續處理方式的重要性。其中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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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荷校長與初任的芙蓉校長更以語言技巧邀請家長到校。以芙蓉校長為例，

她認為在事件發生當天無論如何一定要請家長到校，立即進行討論。 

 

我們會請家長來學校談，但基本上不會在電話裡告知，我們會說：「有些

事情想要跟您談，請您來學校。」即使有時候處理這樣的事件要等家長，

我們也必須等。因為你不能等孩子回去，然後看後續不曉得會發生什麼

事？所以基本上有時候等到家長下班過來，我們也會等，這樣孩子才能和

家長做面對面溝通。（芙蓉校長 2009/4/29/2-3-1） 

 

為了避免學生離校後因為個人情緒或是家長責罵而有更失控的行為，芙蓉

校長希望在事件發生當天找家長到校瞭解，一同與學生對談處理問題。至於資

深的青荷校長考量當事學生的父母管教方式，希望透過先前教師與學生的對

談，瞭解學生的「爸爸、媽媽管教他們的方式有沒有不一樣？是爸爸嚴格？是

媽媽嚴格？」（青荷校長 2009/4/28/2-7-6）然而，為什麼要這麼詢問呢？青荷校

長根據她過去處理類似事件的經驗表示：「通常父親啦！我所碰到的都會氣得要

打孩子，他不能接受這樣的一種狀況。那這樣的話，我們會考量不能先跟爸爸

講，要先跟媽媽說，然後請媽媽到學校來瞭解。那通常這個時候都會哭嘛！掉

眼淚！」（青荷校長 2009/4/28/2-3-1）在正式與家長討論問題之前，青荷校長考

量一般家長可能會有的反應，選擇邀請學生的母親先行介入瞭解，並即時與學

生、甚至由校護一起陪同到醫院進行中止懷孕的處理。除了青荷校長之外，紅

梅校長與紫陽校長也都特別言明由母親介入陪同學生到醫院進一步檢查或做必

要的處理。40或許在這個地方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當青荷校長透過教師瞭解

學生父母的管教方式之後，邀請管教較不嚴厲的父親或是母親先行瞭解事件，

這樣的思維雖然可以看出她試圖解構傳統母職迷思41的努力，但青荷校長卻受

限於過去經驗的影響，使她在「憤怒的父親」與「悲傷的母親」之間選擇由學

生的母親承擔照顧子女的責任，進一步帶學生到醫院檢查、手術……。儘管與

其他女校長相較，青荷校長已更細膩地思索家長介入處理問題時的細節，甚至

試圖解構傳統母職的迷思，但她為了避免親子衝突更加激烈，仍順服社會脈絡

                                                

 
40 另外三位初任校長雖有提及家長陪同學生到醫院的策略，卻未說明由父親或是母親代理。 
41 Oakley（1974）指出傳統母職的三大迷思有：所有女性都必須成為母親；所有母親都需要自

己的孩子；所有孩子都需要自己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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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母親照顧孩子的結構。 

當女校長們在思索本案例的解決策略時，她們通常將焦點先放在安撫女學

生與聯繫女方家長身上，除此之外，由於學生未婚懷孕屬於校園的危機事件，

需要進行通報，六位女校長在這個部份對於目前的通報機制多半抱持著正面肯

定的看法，甚至在聯繫家長時，就會一併說明通報事件的處理方式。以芙蓉校

長及雪櫻校長為例： 

 

這些通報機制目前來講還不錯……局裡接到這樣的事件，然後他大概瞭解

我們怎麼樣處理？那我需要的協助有哪些？他也不會認為學校怎麼會發

生這種事情？我想現在的態度都還不錯。（芙蓉校長 2009/4/29/2-15） 

 

我覺得很多學校都會覺得，很多事情不要讓長官知道你會出問題。可是我

覺得，因為我曾經借調過教育局，所以我會很清楚，你讓教育局知道，教

育局才會知道要怎麼幫你。你都掩蓋，等你自己處理不完鬧得更大的時

候，就已經沒辦法。這對學校、對校長，其實都會有影響，所以我們自己

要評估自己可以處理到什麼程度？尋求資源並不是表示我們能力不好，只

是有些東西不是我們可以處理的，所以相關的通報要做。（雪櫻校長

2009/4/17/2-4-7） 

 

其實家長有時候是很茫然，或是他並不瞭解，因此我們有這個責任告訴

他：「不好意思，依照規定我們要做通報，那可能後面會有社工到家

裡……。」他如果說：「唉，不要不要！」那你要跟他講這是依法定權責

需要做處理的。（雪櫻校長 2009/4/17/2-7-10） 

 

周麗玉（2005）曾指出當今校園處理學生未婚懷孕事件時，往往因為教師

不瞭解責任通報的意義與規定、害怕做了不正確的通報，或因通報之後使學生

的處境更加惡化、擔心家長阻撓報復等，因此常有不願通報之事。不過從上述

的例子可以發現，女校長並不會以特殊的眼光來看待學生未婚懷孕事件，因此

在通報方面的處理相當明快，甚至也會透過機會讓家長瞭解通報的意義，也藉

此尋求更多資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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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邀集雙方家長協商，提供法律或社會機構資源協助 

在本案例中，由於問題涉及同校的男女雙方學生，且在問題情境中並未特

別言明雙方發生關係是否出於自願，因此在進行雙方協商時，雪櫻校長與金菊

校長兩人均建議可「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依照程序來處理相關的流程，其中

如果需要啟動調查小組，就啟動調查小組；如果覺得案子很清楚就不需要」（雪

櫻校長 2009/4/17/2-4-8）以此釐清事件真相，協助雙方家長協商。而同樣地，

芙蓉校長也認為：「事情已經發生了，過程不管是自願或不自願，我們希望釐清。

如果是自願的，有時候要看對方的年紀，在法令上有一些問題。雖然我們的孩

子在年紀上大概都在保護的範圍之內，不會遇到怎麼樣（的處置），只是要他去

釐清這一塊，希望後續他在這個部份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芙蓉校長

2009/4/29/2-4-2） 

事實上，在一九九九年增訂了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即所謂的「兩小

無猜條款」以後，使未成年學生在兩情相悅下發生性行為時，得以減輕或免除

其刑，一改過去未成年學生發生性行為就是男方佔便宜、女方吃虧的觀念（王

如玄，2007）。因此，當雙方家長面對面協商時，女校長們通常站在協助者的立

場釐清事件真相，提供相關的法律資訊，讓雙方家長斟酌是否和解或提告。 

 

那看到底是兩小無猜？還是牽涉其他的部份？因為即使是兩小無猜，還是

牽涉到一些法律層面的問題。所以我們通常會請雙方家長必須到場，然後

告訴他：「其實所謂兩小無猜的條款，如果都是未成年，他們可以互為性

侵之訴，可以互相控告。」那當然如果雙方的家長對這個事情有共識，其

實我們就作通報，那在後續的（處理）不是那麼困難。（金菊校長

2009/4/7/2-3-1） 

 

我們會評估女方怎麼想？那男方怎麼想？我想，可能現在的環境還是女方

的家長覺得比較受委屈（苦笑）……但是我們會跟他講：「兩情相悅的時

候，男方也可以告女方啊！」（芙蓉校長 2009/4/29/2-4-2） 

 

大家的觀念都會覺得女方吃虧，可是遇到這種案例我一再提醒老師，你不

能去跟女方家長講說你要不要告他？因為這樣男方如果懂法令的，他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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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你學校錯了。所以我們只能找兩邊家長先來談，然後告訴他相關的法

令。（雪櫻校長 2009/4/17/2-1-1） 

 

如果兩邊家長可以聽理性的勸告的話，我會希望大家都能夠回歸到理性的

角度，看看怎麼樣有效地幫助這兩個孩子。也不能說那個男孩子侵犯了這

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就一定是吃虧的人，這個年頭（笑）男女交往很難

說啦！所以，如果兩邊能夠理性面對，我覺得能夠用學校的教育來解決問

題，還是比拉到法庭上面去來得要好一點（紫陽校長 2009/4/7/2-7-10） 

 

上述四位女校長和雙方家長協調時，以法令規定扭轉家長認為學生發生性

行為就是男方佔便宜、女方吃虧的傳統思維，雖然女校長們知覺當前社會可能

對此仍相當保守，但她們本身大多能接受這樣的新興觀念並與家長溝通。然而，

並不是所有的女校長都能完全根據刑法「兩小無猜條款」的精神來處理問題。

以紅梅校長為例，她個人主張在雙方家長協調之前約談當事的男學生並告訴

他：「如果被判刑、對方的父母告你，你可能要面臨的是什麼？一輩子的紀錄，

包括將來服兵役你都有前科……」這個法律的問題要跟他講清楚……不然你幫

他解決了，他以為沒什麼！而且要把他講得很嚴重。（紅梅校長 2009/4/15/2-4-5）

雖然紅梅校長傾向以較嚴厲的語言讓男學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以此戒慎恐

懼。但這樣的說法與刑法「兩小無猜條款」保護兩情相悅未成年的內涵仍有差

異。 

至於另一位資深的青荷校長則難跳脫傳統「男強女弱」的父權意識型態，

因此當她面對問題情境中女學生在男方家中發生性關係時，她便理所當然的認

為男方應表示負責的態度。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啦！男孩子一定要比較主動一點，要表示自己負責的

態度吧！就跟男孩子的家長說：「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們知不知道？」因為

是帶到他家裡嘛！所以也要他們有誠意。（青荷校長 2009/4/28/2-6-1） 

 

Glenn（1994）曾將意識型態比為濾鏡，它會過濾、扭曲我們的經驗與理

解。從青荷校長的言談中，我們可以發現她與方才和女方家長溝通時試圖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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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迷思的努力不同，當她期待男方家長主動對事件負責，表示解決問題的誠

意時，反而展現了她對父權主導思維的順服。其實不論是青荷校長的談話，或

是前面幾位女校長討論「兩小無猜條款」的內容不難理解當前社會仍存有男強

女弱的意識型態，這樣的主流的意識型態往往將一切宰制／被宰制視為合法自

然。然而當問題解決需要參考法令，而法令規定又日趨先進時，女校長們在依

法行政之餘如何面對傳統主流意識型態的挑戰？尤其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

切入，女校長如何解構前述的性別迷思，以正向積極的態度與家長、學生溝通？

是一項需要持續努力的議題。 

回到女校長試圖解決本案例的策略，除了邀集雙方家長協商、提供法律資

訊之外，一些女校長亦會尋求社會機構的協助。例如：雙方家長在校內調解未

果時，青荷校長建議可以請地方的調解委員會介入；若校內輔導人力不足時，

或是家長決議讓女學生生下孩子，除了紅梅校長未明確提及這個部份之外，其

他校長紛紛認為認為可以尋求相關的社會團體、地區社工或心理師的協助，以

進行後續的出養、安置或輔導工作： 

 

案例提到輔導處人力有限，事實上以臺北縣普遍來講，有一些因應機制！

譬如：尋求學校社工協助（分區都有社工）。如果社工不在我們學校，我

們其實可以打電話給請他來學校協助，甚至我們也有心理師，雖然不是每

天來學校，但可以先排時間。（雪櫻校長 20094/17/2-1-4） 

 

有時候家長並沒有辦法很明確地跟小孩子商量這孩子到底要不要生下

來？因為有的時候他們突然決定要留下孩子，這時候我們就會請勵馨基金

會之類的機構，去接手後續的一些安置，還有輔導。那因為這類的基金會

到最後都會幫他安排，如果他要留下來撫養或者要出養，這都可以

handle。（金菊校長 2009/4/7/2-4-5） 

 

雖然女校長們在解決問題時，往往會遇到種種的阻礙或限制（如：人力資

源不足、協調難達共識），但是女校長們仍會應用各種不同的外界資源以解決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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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加強後續輔導及性別教育工作 

隨著《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通過與《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的制

定，現今校園中的懷孕學生受教權較從前更有保障（翟宗悌，2005）。而校長身

為機關首長，且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等「處

理小組」的召集人，如何在複雜的情境中做出適切決策，保護學生的受教權益，

備受關注。周麗玉（2005）曾指出，《性別平等教育法》公布之後，除了母法規

定之外，其「細則」與相關之法令無不都鉅細縻遺設有許多之配套法規、命令

以維護學生之學習權。但實際上仍有學校因為變革較為緩慢，對性別平等思潮

敏感度不足，未能即時更新相關的學則、校規或成績與學籍等相關辦法，導致

多數學校懷孕學生的學習權仍受到傷害，而校方以明示或暗示學生休學、轉學、

請長假的情形時有所聞。在這個部份，本研究的女校長基本上多站在維護學生

權益的立場出發，如學生有意願繼續留在學校，相關的輔導工作等協助學校絕

對責無旁貸；但如果學生本身有轉學的意願，或是轉換環境有助於學生的心情

調適，本研究中的女校長們也會尊重學生的決定。 

 

如果學生願意留在校內，那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事情，因為學生還是我們自

己瞭解，你光是輔導轉學把一些問題拋出去，那我不覺得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如果男生或是女生，都有可能啦！他覺得在學校已經待不下去，因為

大家都知道，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協助他轉學。（金菊校長 2009/4/7/2-7-10） 

 

我覺得以學校的立場，我是不會要求孩子轉學的。但如果女方提出這樣的

要求，一般來講男方家長可能會接受！那如果他堅持不轉學，基本上我們

處理的模式不會強迫他轉學，我們會做輔導。（芙蓉校長 2009/4/29/2-3-1） 

 

學生轉不轉學，這是他的權益，所以我們不能脅迫他轉學……如果他們兩

個其中一方「勾勾纏」（台語），家長如果有管道、也願意，那我覺得這沒

有什麼不可以的。畢竟讓隔離對孩子是有幫助的時候是可以這樣處理。但

如果孩子都不願意，家長也不願意，由學校來建議轉學，我覺得是不恰當

的。那會讓家長覺得你就是割箭療傷嘛！把外面看得到的割掉了，可是當

孩子到新學校，他要去適應新環境，那萬一他受傷害很重的話，後面的老

師可不可以協助他、進行追蹤輔導？我覺得站在一個教育工作者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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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用這樣的一個強制的方式去要求孩子去轉學，但如果他自己評估，

而家長覺得這樣對孩子是好的，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雪櫻校長

2009/4/17/2-7-10） 

 

上述的女校長認為，如果學生轉學與否取決於他們本身的選擇與決定，而

這個是學生的權益，並非校方可以強制處理的。當學生願意留在學校時，有校

長提出以相關的程序機制，進行請假、課務方面的調整，協助學生完成學業。

初任的金菊校長這麼提出她的看法： 

 

如果學生要育嬰請假，我們有比較彈性處遇的方式，例如，用病假的方式；

除了請假，其實在教務處一些課務的處理其實都有機制，不會讓學生因而

輟學，不會讓他留下不好的紀錄……我們還是希望學生能夠繼續他的學

業，所以不管採取什麼樣的處理措施，我們學校都會作彈性的處理，最後

按照他的意願，到時候再作補救教學。（金菊校長 2009/4/7/2-4-12） 

 

除了協助學生育嬰請假、補救教學之外，男女學生的個別輔導、甚至是班

級輔導及性別教育的加強，都是女校長們在解決本案例時所考量的內涵。例如

雪櫻校長以她的輔導專業背景思考問題，她談到：「當孩子情緒不穩定、想自殺，

這個其實就是後續輔導的問題……另外，在校內同學謠傳的部份，可能每個班

都要安撫，個別進去做相關的輔導。甚至輔導活動老師要特別加強問題解決或

是性教育方面的宣導。」（雪櫻校長 2009/4/17/2-4-8）透過各種不同層級的輔導，

幫助當事的男女學生解決其情緒問題，也藉此機會加強性別教育，讓校內學生

建立正確的兩性互動概念，互相瞭解尊重。 

三、教學領導問題多 

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聚焦於校長如何影響學生學習的過程

（Goldring& Vye, 2004: 192），隨著教改工程的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此

一課題日漸受到關注（楊振昇，2004），而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的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更強調中小學校長不僅是行政主管，還必須身

兼首席教師的責任（郭明德，2002），由此可見教學領導的重要性。本案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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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校長上任之後所面臨的教師課程安排、學生學習表現和社區家長期待之間

的衝突，而六位女校長這麼提出她們的看法。 

（一）觀察校內文化，蒐集資訊釐清活動與升學表現的關係再進行整體評估 

當六位女校長面對本案例中積極為九年級學生設計參訪課程的綜合領域

教師時，她們不約而同地認為自己會先觀察校內的文化氣氛、蒐集各方的意見

與資訊，再採取下一步的溝通行動。其中金菊校長與芙蓉校長在放聲思考時，

更從自身初任校長的位置出發，點出校長觀看學校問題的方式。 

 

其實對接任新學校的校長而言，我覺得他有優勢，也有劣勢。所謂的優勢

就是因為他（之前）不是在這個環境裡面，他可以看到這個環境裡的人所

看不到的問題，那包括這個前任黃校長的豐功偉業，活動辦理得非常好，

但是他也可以看到升學率不是很好，所以有社區的家長把學生轉到附近學

校。這是一個新人，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旁觀者清」。雖然他不是旁觀

者，但是他有這種優勢。但是他的劣勢是因為他才剛到，他在人際關係的

營造上也好，或者在彼此間的信任度也好，其實是非常欠缺的。（金菊校

長 2009/4/7/3-1-5） 

 

剛到一個學校可能必須瞭解，就是說當我們從外圍來看，跟真的進來這個

學校是狀況可能會不一樣的。不管是校長在看待這個學校，或者是老師在

看待這個校長，我覺得一個學校有一個學校的狀況……但是當我們來到這

個學校之前，一定會受到另外一個學校文化的影響（芙蓉校長

2009/4/29/3-1-5） 

 

金菊與芙蓉校長紛紛點出接任新學校時，校長從局外人轉為局內人的優勢

與劣勢，不可諱言的，新任校長的主體位置因為環境的轉換而跟著產生質的變

化，其優勢在於校長剛進入學校，尚未清楚瞭解、甚至浸濡於新學校文化氛圍

之中，因此能看出學校可能的問題；但劣勢除了在於人際關係與信任感的建立

之外，校長自身在前任學校接受的文化、價值觀，到了新學校之後可能會與新

的文化價值產生衝突。事實上，我們的知識與信仰影響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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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觀看是一種選擇的行為，我們注視的往往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們與事物之

間的關係（Berger, 1972: 7）。正如同金菊校長所言：「如果是我的話，我覺得當

然第一年，我也會希望我自己有所改變，因為社區在看。但同樣地，你的改變

有沒有辦法獲得校內的共識？我常說現在做事情比較不難，但是營造人和比較

難。」（金菊校長 2009/4/7/3-2-2）當金菊校長觀察到問題的存在時，困擾她的

並不見得是事件的本身，而是如何在處理錯綜複雜的人際網絡，與校內同仁建

立良好關係，進一步解決問題。當六位女校長在看待本案例時，她們均主張透

過觀察，先瞭解校內的文化與人際互動，再做出下一步的行動，而不會貿然地、

直接地將心裡的想法或是家長的反應與校內教師溝通。因為六位女校長基本上

認為國中階段的正常教學與學習相當重要，雖然升學不可避免的也是校長辦學

的目標之一，自然也是需要正視的課題，究竟「活動多」是否與「升學表現」

相關？還是只是社區家長的片面認知？這也是女校長們在與教師溝通解決問題

前，希望藉由觀察與評估需要釐清的地方。 

 

我覺得弔詭的是，升學率是不是因為活動太多所以下降？沒有人知道。但

家長會很單純的推論，希望不要那麼多活動。（雪櫻校長 2009/4/17/3-1-3） 

 

所謂活動多，可能是家長的認知，他們會認為活動很多，所以學生功課就

不好，功課不好升學率就不好，那這是不是有關係？可能要去瞭解。（芙

蓉校長 2009/4/29/3-4-2） 

 

面對家長的質疑，青荷校長建議可以從「各處室找出數據，可能可以做一

個短暫的行動研究」（青荷校長 2009/4/28/3-4-2），進行瞭解評估，希望藉由研

究的數據，整理成屬於該校的在地經驗知識，以此來面對社區家長的質疑。而

芙蓉校長則會「先瞭解主任、行政處室的一些想法，那我會利用私下瞭解，如

果這樣做有沒有什麼困難？你覺得可不可行？私下先找他來……那老師可能會

提供一些相關的想法。」（芙蓉校長 2009/4/29/3-4-5）以此私下瞭解校內的人際

互動關係，或是處室行政人員、其他領域教師對課程的想法，先不妄加下定論，

接著再進行後續溝通。金菊校長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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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陳校長可以先看一下，先瞭解整個學校的脈動的狀況，還有他們

之間人際互動的狀況。因為我相信啦！綜合領域的老師做得非常開心，是

不是表示其他的老師都這麼樣的支持呢？我覺得未必。所以要怎麼樣去找

出其中的平衡點，讓校內的老師能夠有個共識？我覺得真的要有智慧。所

以校長其實不必在當下馬上告訴他怎樣怎樣，因為有的時候新校長的一句

話會被衍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意義，這個是亙古不變的真理！（笑）（金菊

校長 2009/4/7/3-4-2） 

 

新校長的一舉一動在上任之後可能都會被校內同仁擴大解釋，如此一來可

能會造成未來校長施政的阻礙，因此如何低調地先透過各種不同方式蒐集資訊

進行評估，是女校長們關注的焦點。 

（二）不立即拒絕教師想法，先肯定教師用心，再與之溝通課程節奏的重要 

當六位女校長面對本案例時，在措辭語言上多半相當的謹慎，希望面對面

的溝通不會澆熄教師積極設計課程的熱情，資深的紫陽校長認為：「同仁有這個

熱情，基本上我覺得校長要給他支持鼓勵，這些同仁都是跟你協力打拼的，你

現在潑一盆冷水下去，阻礙了他們的想要一個對學校付出的心，那當然你到後

來就要去承受別人的批評。」（紫陽校長 2009/4/13/3-7-16）為了降低可能發生

的衝突，因此女校長們多半不立即拒絕教師的想法，以正面積極的的語言和態

度切入，肯定教師設計課程的用心，讓教師能夠卸下心防後，進行實質的對話，

與教師討論學生流失、升學率下降以及課程實施節奏等問題。紅梅校長這麼說

道：「像這樣的情況，不要去否定老師，也不要馬上去拒絕他們要做什麼。但是

我會把他們那一科的老師私下找來，然後我會告訴他們學校面臨什麼樣的問

題？走向哪裡？先後順序哪一個優先？」（紅梅校長 2009/4/15/3-4-7）從這裡可

以看到紅梅校長以和緩的語言行動，讓教師也能一同思索學校的未來發展走

向。至於金菊校長與雪櫻校長會利用教學研究會或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場合，向

教師拋出問題，讓教師們一起思索解決問題的方法。 

 

好比在教學領域研究會的時候，如果是我，我可能會先讚揚（前任）黃校

長的一些功績，因為一個學校要永續經營，其實在校的老師真的很怕「一

朝天子一朝臣」，就是新校長來全部的東西都不是了，重新再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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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先讚揚一下黃校長，然後覺得什麼地方很不錯？我希望怎麼去賡續優

良的傳統？但是我們也被賦予責任，那個責任就是我被遴選過來，有委員

會已經提過這樣的問題，他很憂心學生流失，這個東西就可以拋出來。（金

菊校長 2009/4/7/3-4-1） 

 

如果我瞭解的結果這樣的課程……甚至升學率不一定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而降低，那我覺得在相關的會議甚至是下一次的課發會，我會很正式的宣

揚我的理念跟想法，對於這樣老師的用心我是肯定的，只要是對孩子有幫

助的，那我們都是願意支持的……但是我也會很忠實地呈現有家長或是孩

子的表現在這方面有點讓大家覺得擔心。那是不是請大家想一想，因為我

剛來嘛！你們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意見或想法，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我們

共同來找出一個解決的方式。（雪櫻校長 2009/4/17/3-7-16） 

 

校長在教學領導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和教師溝通課程的安排與教學的進行

方式，以此讓校內的課程教學得以符應教育的目標，共同思索解決問題的方式，

協助學生學習成長。當六位女校長在思索本案例時，她們不約而同地提出課程

實施節奏的重要，並透過站在校長的位置，以更高、更宏觀的角度來協助教師

思考、調整部份課程實施時程。大體而言，六位女校長認為活動與升學之間並

沒有太大的衝突，同時也認同課程實施節奏的重要，但她們在活動實施時程上

卻有殊異的見解。例如：紅梅校長認為九年級學生的動態職業參訪只要避開基

測，安排在模擬考後都可以接受，以此讓教師感受到校長支持。紅梅校長說道： 

 

他還是可以做職業試探的參觀……我們只是告訴他：「時間怎麼去錯開？

例如不要在學測前面，像這種可以在九年級上學期第一次模擬考考完，讓

孩子去參觀一下。或者是就是在每一次大考的完畢（進行）。」這樣老師

也會覺得：「我還是可以做啊！只是時間要跟教務處 check、錯開。」……

我就說：「孩子希望輕輕鬆鬆出去，如果你在考前出去，其實孩子心不在

焉，那你失去原來的目的。」通常老師都會願意啊！老師只是不願意你戴

一個帽子把他壓下來，就是說你不要怎麼樣怎麼樣……。（紅梅校長

2009/4/1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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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紫陽、青荷與金菊校長則偏重不同年級應有的學習節奏，當學生升上

九年級之後動態活動可以減少（但並非完全刪除），使學生較能靜下心來準備升

學考試。例如紫陽校長認為：「七、八年級的孩子絕對是可以參加各種多元的活

動，九年級的孩子也並不是不能參加，只是他的方向需要稍微調一下。」（紫陽

校長 2009/4/13/1-1-3）另一位資深的青荷校長也提到： 

 

其實我很喜歡正常教學，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有他固定的行事曆。我

不要因為九年級參加基測，很多的活動就 omit 掉，我不喜歡！我覺得還

是要讓孩子正常的發展……那我可以在八下的時候來做試探，有的活

動……把他分散，就不會集中在九年級，然後我讓九年級的孩子有比較多

的時間去做基測的準備。（青荷校長 2009/4/28/3-7-11） 

 

從上面兩位校長的言談可以發現她們對於不同年級學生學習的看法，在這

個部份，金菊校長更詳細地談到她對不同年級學生在學習上的期待： 

 

我覺得七、八、九年級都有不同的 tempo……所有的東西要作三年的計畫，

你的領域學習也好、學科跟非學科的一個搭配也好，其實在七年級、八年

級、九年級應該要有明確的不同目標。像我們常常會說七年級就是學習習

慣的養成、生活教育的培養，你只要這邊奠定好基礎，其實到了八年級，

你給他最大的發展的空間，有一些活動、表演、競賽，盡可能在八年級做；

到了九年級，整個活動就是縮起來。你七年級有學到、八年級有玩到、九

年級（活動）收起來的時候，其實學生也會知道應該要收心了！我覺得這

個東西本來就是我們教育工作者需要去思考的，因為學生一定是跟著我們

的 tempo 在走。（金菊校長 2009/4/7/3-6-1） 

 

當上述校長與教師溝通協調時，她們讓教師從一個較高的層級來思考問

題，希望藉此讓教師能理解校長的想法，進一步微幅調整課程內容。至於另一

位初任的芙蓉校長也會透過溝通，試圖請教師調整課程，例如：「不一定要每個

班都去參與這樣的課程，由不同興趣的孩子自願參加做這樣子的課程。」（芙蓉

校長 2009/4/29/3-7-4）透過較彈性的處理方式實施。假若教師認為課程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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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難調整，芙蓉校長則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她認為只要課程經過設計且「在領

域的節數裡去運作，基本上是 OK 的，因為他沒有牽涉其他科目，就可以尊重。」

（芙蓉校長 2009/4/29/3-7-4）但接下來她則會將重點放在與教師溝通課程的效

率上。當課程的安排與家長的意見、學生的表現、甚至是學校的生存息息相關

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女校長對問題不同的解讀，然而女校長又是如何處

理教師堅持己見及傳遞負面訊息的問題，這個部份在接下來將有相關的討論。 

（三）尋找校內友伴向教師施壓，必要時使用校長課程決定權 

當校長面對教師堅持己見以及散佈負面訊息時，此時女校長們亦會運用不

同的策略解決，例如：金菊校長透過各領域的教學研究會，讓原本在全校會議

或課程發展委員會沒有意見的教師表達看法，而不是只有少數教師的聲音，藉

此找到與自己同一陣線的友伴，讓堅持己見的教師感受壓力進而調整課程。 

 

在那種比較小的領域會議，他們每一個人就會各自發抒己見，我相信啦！

考試科目的老師，可能就會開始說：「嗯！是不是活動太多啦……」我們

到最後可以彙整所有領域的意見，開始檢討其他領域的老師可能也有這樣

的一個擔心……到底我們學校的方向是什麼？我們之前有一些很不錯的

傳統，我們必須保留的是什麼？有一些我們必須要改善的，必須要贏得人

心的是什麼？我要強調的是……我們應該要給每一個領域很大的肯定，因

為他們每一個都有不同的任務導向，但是我們希望就是把導到一個平衡的

狀況。那所以這個時候我相信啦！如果綜合領域的老師在這種團體的壓力

之下，他可能要去開始考慮某些東西。（金菊校長 2009/4/7/3-7-16） 

 

運用團體壓力迫使堅持己見的教師改變，是金菊校長運用的問題解決策

略，她認為這樣一來可以確定自己「不是孤獨的」（金菊校長 2009/4/7/3-4-2），

所以金菊校長說道：「我會找到跟我站在一起的人，我也利用這個機會先告訴他

們，我的想法是什麼？」（金菊校長 2009/4/7/3-15）這樣一來可以讓其他教師瞭

解金菊校長的理念，也藉此增進決策的正當性。除此之外，金菊校長認為如果

經由溝通之後，教師仍不願意調整課程，她也不排除以法定的課程決定權處理

教師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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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覺得影響非常大的時候，我也不排除，我就是不准。因為最後的核准

權是在校長，但是前面的溝通是要有的，前面的氣氛的醞釀是要有的。那

當然他可能也有可能去跳，他也可能去告訴綜合領域的人說：「校長多麼

過份！」他也可能四處去跟人放話……但是至少我前面我有先告訴大家我

的理念是什麼，那我也覺得要說服每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可是該做的事

情還是要做。（金菊校長 2009/4/7/3-3-1） 

 

雖然 Rosner（1990）曾指出女性領導者較易透過鼓勵參與、權力與資訊分

享、提高他人的自我肯定與激勵他人等方式與組織成員進行互動，但是本研究

也發現當這些較屬於女性的領導特質在現實情境中無法發揮效用，女校長們也

會展現強勢的態度。從上述金菊校長的談話可以發現，當她面對溝通無效的情

況時，她會堅持自己的理念原則，運用校長的職權要求教師修改課程，壓制其

他教師的反對意見，由此也可看出金菊校長強硬的一面。另一位初任的雪櫻校

長和金菊校長一樣，會運用機會瞭解校內其他教師的意見，不過她和金菊校長

不排除在溝通無效之後立即使用課程核准權的作法略有不同，雪櫻校長認為：

「以這個案例的時間點判斷，第一次課發會已經講成這樣，這學期已經沒辦法

改變什麼了。既然這學期改變無效，你有一個學期的時間來慢慢醞釀跟處理這

個問題。那我就會利用這樣的時間，既然有負面傳聞就傳……但是如果負面傳

言傳得太離譜，我覺得以我的個性，我也會有意無意的講……讓大家知道我的

為人、我的想法是怎麼樣？我歡迎大家可以直接找我談。」（雪櫻校長

2009/4/17/3-1-3）基本上，除非負面傳言太過離譜，否則雪櫻校長並不會刻意處

理這類傳聞，但她認為與教師討論課程問題時可以公開透明，甚至可以納入教

務處、綜合領域全體老師以及九年級的導師，這樣一來可以從對談中找到自己

的友伴，也可以避免單獨找教師談話而傳出更多對校長不利的負面消息。雪櫻

校長這麼說道： 

 

談的時候我不會單獨和某一個人談……如果今天是綜合領域的問題，把綜

合領域的老師全部都找來，對不對？教務主任也找來，因為這個問題跟課

程有關係啊！案例指的是九年級的課程，那把九年級導師找來啊！……因

為兩個人談，死無對證，尤其是你涉及比較敏感的問題。如果今天談課程，

我覺得校長自己單獨談課程，為什麼跳過教務主任？因為校長雖然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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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導者，他絕對不是一個直接的執行者。他有理念跟方向，但實際去

落實推動的時候，教務處佔很大的關鍵。另外，綜合領域不只一個人吧！

除了召集人，也許其他老師有不同的想法，……也許這個綜合領域的召集

人是很強勢的，其他人積怨已久，只是沒有機會講，對不對？可是當你找

那麼多人來講，那設計課程綜合領域的老師也會顧慮到其他人的意見。（雪

櫻校長 2009/4/17/3-3-1） 

 

雪櫻校長認為校長雖然是課程教學領導者，但真正的政策執行者還是基層

的行政人員與教師，為了貫徹學校的整體教育目標，在討論課程時，應納入所

有相關的人士一同討論，如此才能讓彼此瞭解問題所在，透過同事之間的對話，

可以讓教師有所修正，也可以藉此減少因為溝通而產生負面的傳言。 

（四）辦理親職講座或透過各種場合，使家長瞭解學校堅持的辦學理念 

基本上在放聲思考的過程中，女校長們均認為適切的課程節奏、動靜搭配

得宜的教學活動以及正常的教學是學校辦學的目標，但同樣地，學生的升學也

是不容忽略的重點，因此如何兼顧活動與升學，且讓家長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

也是女校長們解決本案例時所思考的內涵。紫陽校長提到：「你支持同仁適當地

安排學生活動，但是也必須要瞭解家長內在的心情。那自己要在這個中間取得

一個平衡點，然後你也要用你的觀念去跟家長說明，然後你可以用行動來驗證，

我們的活動是不會影響我們的升學的。」（紫陽校長 2009/4/13/3-4-8）在與家長

溝通方面，青荷校長與芙蓉校長透過親職講座、家長座談會或各種不同的場合

和家長讓家長認識學校的特色，也試圖破除家長重視的升學率迷思。然而如果

家長無法接受學校的經營理念，女校長也有她們的堅持。以青荷校長為例： 

 

很重要的是我們要多辦一些親職講座讓家長知道學校老師的用心，辦這些

活動是要拓展孩子的視野，開拓他們的眼界啊！因為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不是升學掛帥。所以這個東西要家長認同，如果家長還是執意在明星學校

的追求，讓孩子一定要讀第一志願，我覺得雖然國中有學區制，但如果在

既定政策下，還有這樣子用不同的名義（升學率）來搶學生，那我覺得我

不做這種事！對不起！因為學教育的我是覺得即使是人數少，那我還可以

讓這個學校朝著卓越、精緻走，這個在這個部份，我們要再跟老師一起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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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攜手合作，看看學校如何永續發展……。（青荷校長 2009/4/28/3-7-13） 

從青荷校長的談話中可以發現家長能否理解教師的用心，也是本案例能否

解決的關鍵之一，不過即便家長無法完全認同學校的理念，青荷校長也抱持著

積極正面的思考方式，思索學校能發展的特色，希望能卓越、精緻地永續經營。 

四、來自家長的壓力 

近年來隨著校園的民主改革開放及教育法規的修訂，家長具有參與學校事

務及選擇子女最佳教育方式的權利，他們家不僅是只是校務的參與者，也是學

校經營的合夥人，也因為如此，家長對教育事務的理解詮釋，值得學校領導者

正視（蕭國倉、過修齊、王素貞，2008）。本案例主要呈現家長會長介入校內工

程關說，並邀請校長參與地方聚會的情形，特別的是，當六位女校長進行放聲

思考時出現了兩極化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來自於女校長身處的環境脈絡，臺北

市的紅梅、紫陽與金菊校長表示因為法令的關係，現今臺北市的校園之中幾乎

很少出現工程關說問題，但這也不代表關說請託的問題不存在，像紅梅校長在

訪談過程中便提到她在任內曾大刀闊斧地處理編班關說問題；至於臺北縣雖然

也有類似的規定，但有時因為地方文化，青荷校長與雪櫻校長便曾實際處理家

長關說，而芙蓉校長所領導的綠野國中位於臺北縣的文教區，由於地方較無關

說的風氣，因此她雖有聽聞類似案例，不過由於校內家長瞭解她的行事風格，

甚至還會代為幫她拒絕關說或地方的聚會。由此即可看初六位女校長因為身處

不同的地理環境脈絡，而有不同的處理關說問題經驗，儘管如此六位女校長仍

針對問題情境案例提出她們的解決之道。 

（一）委婉與家長溝通保持適當關係，歡迎廠商依法投標，如得標後全力監督 

當女校長們面對家長的工程關說，她們多半會委婉地運用各種溝通技巧讓

家長瞭解依法行政的重要，希望家長不要為難，或者透過表面上給予家長參與

的機會，實際上希望家長知難而退。假如溝通無效，女校長們希望和家長保持

適當的距離，一切依法行政，希望家長推薦的廠商能依法投標、如果廠商最後

依法得標，校方則希望透過家長的力量一同監督施工品質，以確保全體師生的

權益。以雪櫻校長為例，當她在思考解決本案例時，特別提到過去處理類似問

題的經驗，說明她會因應家長的態度採取不同的語言方式和家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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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告訴他：「你是大人物，你不要來處理這種小案子嘛！……有外聘委

員嘛！還是要依照採購法。」……我會跟他講：「我還年輕耶！我還要很

久才退休，大家好朋友，麥相害（台語）！」有時候要亦莊亦邪，要看對

方的特質，如果對方很正經，那你就很明白的告訴他：「歹勢（台語）！」

如果對方就是一副「唉呀！跟你搏感情（台語）」的樣子，那你就是跟他

搏感情（台語），你就讓他知道你不要為難我啦（笑）！（雪櫻校長

2009/4/17/4-1-4） 

 

雪櫻校長多變的語言溝通方式，使她能夠有彈性的面對各種不同家長的請

求，從上文的內容，我們還可以看到雪櫻校長甚至特別強調自己是「初任校長」，

希望家長高抬貴手，不要讓她捲入關說的風暴。初任的雪櫻校長或許有資歷淺

的立場讓家長不要為難她，但資深的校長又要怎麼和家長互動？資深的青荷校

長提到： 

 

這樣子的會長，我會覺得要很有技巧的跟他做一個拉鋸，我會慢慢的去跟

他溝通，在喝茶聊天的時候就和他提到：「……過去的時代家長會的力量

當然很大，你認識很多人，學校有什麼樣的建設，你就介紹來介紹去，但

那個時候還沒有採購法……但是現在不一樣啊！」如果溝通了，他還是執

意這樣的話，我就是「若即若離」要和他保持一個距離，能夠不要受他影

響的話，我是最開心的！那如果他還是這樣子，我會請總務處把法規拿出

來印一份，他來的時候跟他講，我們要依採購法，依法行事，順便把資料

給他看一看……（青荷校長 2009/4/28/4-3-1） 

 

青荷校長希望透過自然而然地聊天，和家長溝通依法行政的重要，假使家

長執意關說，她會和家長保持適當的距離，一切依法令行事。此外，青荷校長

亦會讓家長瞭解學校除了向議員、民意代表爭取經費補助之外，還能透過申請

專案計畫得到上級的補助，似乎有意以此向家長表示學校不會因為需要經費就

過份倚賴、聽命於家長的關說要求。再次回到雪櫻校長處理本問題的歷程，與

青荷校長類似的處理方式也可以在雪櫻校長的放聲思考內涵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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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例我覺得這可以分幾方面來講：第一個，我覺得跟家長會的互動是

「有點黏而不要太黏」，就是我明白的讓家長知道：我很尊重你、我很感

謝你幫我們爭取資源；第二個，也很明白的讓家長知道：「會長，你壓力

不要那麼大，學校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要到那麼多的經

費，那我們就先從最棘手的部份或最迫切的地方先做起，所以我們會逐年

來做。」我會讓他知道，除了跟代表、議員要錢，我也會用我的方式、管

道跟教育局或以專案計畫跟教育部要錢。我覺得有時候要讓家長暗暗的知

道，不是明講，但是要讓他知道學校的修繕不是那幾十萬就 OK 的，而我

們有我們的長官，我們也會有我們的努力。（雪櫻校長 2009/4/17/4-3-1） 

 

大體而言，女校長們會告知家長目前工程招標作業依法行政的處理方式，

讓家長瞭解校長的為難，例如：金菊校長與芙蓉校長均談到現今的標案都有專

業的外聘委員參與，標案的開標作業有時甚至也不是由校長主持，校長在這個

部份幾乎是「無法置喙」（金菊校長 2009/4/7/4-1-3）的。大公無私的競爭常是

學校行政領導的重點（黃乃熒，2000），當六位女校長在處理本案例時，大部分

的女校長都會在表面上給予家長機會，其中紫陽、青荷、芙蓉與雪櫻等四位校

長紛紛提到歡迎家長推薦的廠商領標、公開參與招標的作法，以紫陽校長及雪

櫻校長為例。 

 

我會跟這個會長很清楚地表達說：「很好啊！歡迎他進來一起標啊！但是

就是按照程序標啊！如果他願意壓低底價……然後到了我們這個底價的

下限，那他在所有來招標的廠商是最低價的，我們本來就是要他！但你這

個行政程序一定要做完。」（紫陽校長 2009/4/13/4-1-3） 

 

我依法辦事，可是我也給你（關說的家長）一條路：「……介紹廠商，很

好啊！我們什麼時候開標，叫他來領標，叫他來投標！」然後告訴家長：

「我的原則就是為孩子找最好的廠商，你的孩子也是在受惠嘛！相信你也

一定贊同我這種說法。對不對？如果你介紹的廠商是好的，他就一定會得

標嘛！」（雪櫻校長 2009/4/1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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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女校長的語言論述中可以發現，她們展現了高度的溝通技巧，她們

並不把話說死、給予家長機會，但前提就是必須在依法行政的原則進行所有的

運作。假使家長推薦的廠商真的得標之後，後續的驗收工作也是女校長們所重

視的問題，在解決本案例時，女校長們也會利用家長會長和廠商的關係，請家

長一同為工程品質監督，青荷校長提到： 

 

如果是他的那個得標的話，總務處這邊就要很嚴謹的監督，要看他的東西

符不符合（品質）。總務處這邊一定要很專業的，即使沒有經驗也要去訪

價、去問這個工程材質是什麼？怎麼樣做到要求？如果他沒有做到，那就

是一定要跟會長講：「馬上停工，一定要品質保證，要不然第一個影響到

的是學校、孩子的安全。」（青荷校長 2009/4/28/4-4-9） 

 

女校長透過工程的監督確保施工品質，紫陽校長也提到「整個工程做完

了，做的當中到整個做完，建築師都會去檢驗啊！然後全部驗完了以後、全部

完工了以後我們要去驗收啊！驗收有初驗、有複驗，他如果過關了，就過關了。」

（紫陽校長 2009/4/13/4/4/9）假若完工之後廠商能夠通過驗收，代表品質也有

一定的保障，這樣一來，原先因為家長關說廠商的問題便能宣告解決。 

（二）建立個人行事風格，斟酌地方活動的性質選擇性參與 

當女校長們在面對本案例時，她們思考的重點在於如何處理家長提出的地

方聚會邀約。誠然，與地方人士保持良好的互動、向社區行銷學校、爭取經費

是校長領導的責任之一，但是如何在參與地方活動與經營校務之間取得平衡，

卻也考驗女校長們的智慧。基本上，女校長們傾向到任之後即向家長、社區人

事表明個人行事風格，將心思放在經營學校之上，因此出席的活動也會慎加選

擇，如有必要出席也會考量與會的時間。 

 

一開始的第一頓飯最重要（跟家長會的飯局）。像我通常在第一頓飯我就

擺明：「我不會喝酒，然後我所有的時間白天給學校，所以我下班，除非

學校開家長大會，所以你們家長會的聚會跟活動，很抱歉！我都會缺席！

因為我沒有體力。」（紅梅校長 2009/4/1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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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一開始擺了這樣的形象……就是很正式的場合，我該到的，只要我

時間允許我一定到，那一些相關的餐敘跟學校團隊有關係，或者跟校務有

關係，我會撥空參加，但是恕我可能致意一下，就是差不多該出現的時候

出現，然後該離開的時候我就會離開……其實我覺得你去建立你自己的

style 啦！你去建立自己的風格啦！（雪櫻校長 2009/4/17/4-6-1） 

 

我一心只把心放在孩子身上，所以應酬的事情我會先跟家長會長說明：「應

酬我是不去的。」……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去的時候，我只有委託我的主任，

然後跟他們講：「致意一下，馬上就離開。」用這種方式處理。然後他如

果說：「好啊！這個學校、校長不上道，那你不要有這些配合款。」他真

的會威脅，但我們也不一定要你的配合款啊！我們自己會去跟其他的代表

爭取啊！（青荷校長 2009/4/28/4-6-1） 

 

從上述的內容可以發現女校長基本上不參加下班後的飲宴應酬，就算真的

有必要出席也會考量活動與學校的關係，出席時僅會到場致意一下，並不會在

停留太久時間。從青荷校長的談話也可以發現，她認為這麼做可能會招來地方

人士批評，但她仍會堅持自己的原則，尋求其他的資源管道。大體而言，女校

長們對於應酬有個人的因應原則，不過在訪談過程中，卻也發現資深的紫陽校

長對家長邀請校長參與地方活動有比較不同的看法。當我在她放聲思考後追問

她對家長邀約的看法時，紫陽校長說道： 

 

我們校長本來就有責任要參加一些社區的活動，像：里長聯誼啊！或者稍

微有一點政治的東西，OK 啊！假如他今天要選議員，那平常他也跟學校

很有關係，我們本來就可以祝賀他，但是另外的議員你也不能疏忽啊！要

公平對待。就跟你辦校慶一樣，你要邀這個議員，你也要邀那個議員，你

不能只邀某一個，你只要公平對待，其實 OK。（紫陽校長 2007/4/13/4-7-14） 

 

許文光（2004）曾研究校長與地方議員的互動關係，結果發現研究中的校

長往往為了爭取更多有利於學校經營的教育資源而和議員保持互動，但是這樣

的互動僅止於維持適切的關係，因為太親近的關係，會被他人喻為政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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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又是研究中的校長所不認同的角色。誠如許文光的研究發現，本研究的六位

女校長也不約而同地承認學校經營有時不免與地方的政治人物接觸，雖然大部

分的女校長對於參與地方活動有其選擇與顧慮，但並不是所有的女校長都對類

似應酬活動抱持著抗拒的態度，紫陽校長認為，只要活動對學校、對學生有利，

校長本身就有參與的責任；此外，只要掌握公平對待原則，而且讓「政治歸政

治、教育歸教育」（紫陽校長 2009/4/15/4-1-5）其實還是可以和地方人士保持良

好健康的互動。 

五、運動會的背後 

學校基層的教育單位，是教育政策的執行機構，校長為一校的領導者，如

何領導學校執行教育政策、達成上級長官交辦的任務，的確考驗著校長的領導

智慧。本案例主要呈現新任校長允諾上級長官的請求後，面對校內主管反彈的

困境。在訪談過程中，資深的紅梅校長直言不諱地談到這個問題是「現在很多

校長的痛」（紅梅校長 2009/4/15/5-1-5），尤其在校長遴選制度之下，校長在承

辦活動時，如何在上級長官與校內教師之間取得平衡，六位女校長這麼提出她

們對本案例的看法。 

（一）審慎評估學校人力資源與行政人員負荷，有技巧地回覆上級長官的請求 

在整體的市政體系中，學校是教育局的附屬單位，校長除了經營校內事務

之外，有時不免需要支援各項市政活動，假使學校的地理位置適中或是校內場

地設備與人力充足，更是自然而然成為協辦上級活動的主力學校。當六位女校

長面對本問題情境案例時，她們不約而同地指出校長在允諾上級長官之前，應

審慎評估校內的人力資源再做出決定，盡量避免出現校長對外做公關，承辦過

多活動而忽略學校的經營。例如紅梅校長就談到教師對校長對外做公關可能出

現的反應，教師會說：「（校長）你一天到晚都做公關，你都在做教育局的事，

結果都是我們在忙，那行政很忙的時候，對教學就會忽略。」（紅梅校長

2009/4/15/5-1-2）然而，紅梅校長認為一個學校的能力與體力有限，因此她採取

的方式就是和校內同仁溝通，對校內同仁說：「我們一年協助教育局做至少一件

事情，至於其他的事，我會拒絕。」（紅梅校長 2009/4/15/5-4-1）紅梅校長並不

完全拒絕上級長官的要求，但她也不希望過多的活動影響校內的正常行政教

學，因此提出一年至少協助教育局一件事的策略。而紅梅校長在與上級長官溝

通時，她更會應用溝通技巧，提及學校曾經協助上級單位辦理活動的事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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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單位不至於認為學校都不配合。 

 

我會很坦白地說：「課長，對不起喔！學校老師這陣子有點反彈！」就很

坦白地跟他講說：「我上次辦什麼、辦什麼、辦什麼……。」他想：「對喔！

都給你們辦的！」因為你要提醒他（上級長官），你曾經辦過什麼，不然

他會以為你都沒有辦。或者你也可以跟他講說：「啊！上次體衛科請我幫

忙辦什麼、社教科請我們辦什麼，那行政人員都很累了。」他才知道說你

不是只有辦他們的。（紅梅校長 2009/4/15/5-4-5） 

 

紅梅校長希望透過提醒上級長官，使其瞭解學校行政人員的負荷，因此當

她面對上級長官的請求時，她會慎重考慮再加以回覆，不過她認為自己能夠這

麼有自信地答覆上級長官是因為「我已經是一個資深校長，唉！（嘆）我可以

跟局裡面說『No』啦！但是中生代的人，我覺得還要考慮的就是你自己學校的

行政體系跟能力夠不夠？」（紅梅校長 2009/4/15/5-5-3）。豐富的行政資歷與經

驗是紅梅校長與上級長官周旋談判的有利條件，相較於紅梅校長處理本案例的

自信，金菊校長顯得謹慎許多，當金菊校長思考本案例時，她認為： 

 

對於上級長官的一些要求，有時候校長也很難說「不」。但是如果你永遠

說 yes 的時候，我覺得有的時候事情是越做越多，因為局裡不太知道你到

底有多大的 loading。你說 yes，他就覺得安心了。所以我覺得（案例的）

蔡校長可能還是要有智慧，就是先看一下你的行事曆是到底有多少事情要

做？如果要接的話，也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笑）！……但是如果已經

軋到人仰馬翻的時候，我會覺得他必要的時候還是要跟上級長官做一個報

告。（金菊校長 2009/4/7/5-5-3） 

不過初任的校長，或是剛到任新學校的校長可以透過什麼方式向上級長官

報告問題呢？資深的青荷校長認為這個時候校長可以表明自己剛到學校不久，

對校內文化還不熟悉，等熟悉校內運作之後，再承辦上級的活動，希望上級長

官能夠因而體諒。 

 

初任校長要很真誠的去跟局長或是拜託他（辦活動）的科長也好，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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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剛到一個學校，可能要先讓我瞭解學校整個生態情形，我瞭解了

以後，長官如果需要我來協助，我覺得義不容辭啊！但是我現在剛剛到一

個學校嘛！我可能先要把整個學校帶起來，要贏得大家對校長的認同，是

不是可以讓我明年再來承辦？」但如果真的都找不到別人需要麻煩你的

話，我覺得初任校長就說：「好！讓我試試看！但是如果做得不是理想，

請長官能夠瞭解。」就是這樣，那回去就要趕快溝通。我覺得一定要「誠

於中、行於外」，長官也會瞭解的。因為我也不是不願意，我是明年再來

辦呀！因為這種例行的活動一定是每年都有。（青荷校長 2009/4/28/5-4-5） 

 

不管透過什麼方式，真誠地與上級長官反應問題，審慎地評估校內現況再

做最後決定，是女校長們思考本案例時的切入重點，而從上述女校長們的語言

表達中可以看出，女校長面對上級長官時謹慎、委婉的態度。 

（二）允諾上級長官承辦活動後，全力達成任務，但可考量學校現況彈性調整 

然而當校長無法拒絕上級長官的要求，或是自己已經允諾承辦活動時，這

個時候女校長們認為無論如何都要全力以赴達成任務，不過在許可的範圍之內

或許可以對活動規模進行彈性的調整，以降低校內教職員工、學生或是家長的

反彈。以紫陽校長為例，當學校不得不承辦上級活動時，如果遇到校內教師的

反應，她會出示正式的公文讓教師理解學校協助上級單位承辦活動的立場。 

 

譬如中等學校運動會，必須要有一些支援的學生，而且我們學校的位置在

市中心，理當就是要去做一些支援。如果局裡面也有正式的公函給學校，

我就印給大家看，（讓大家知道這是）局裡面正式要求的，並不是我個人

的人情……然後告訴同仁：「最想推掉的人是我呀！那如教育局認為你這

個學校必須要出動，那就是依規定行事！學校就是要做嘛！」（紫陽校長

2009/4/13/5-1-3） 

 

當紫陽校長表明學校一定要達成任務的立場之後，她也針對案例中各個處

室主任提出的問題一一進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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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主任面有難色，那我就會告訴他：「你不用擔心啊！反正這件事情不

是你訓導主任負責，如果導師罵到你這邊來，那你就叫導師來找我呀！我

就拿公函給他看，是教育局的規定嘛！」那教務主任說：「課程進度……」

那你教務主任當然要去安排啊！不行的話就要寫（通知單），寫給家長啊！

告訴家長我們可能因為什麼因素，必須要停課，必要的話學校有一些彈性

課程，你可以用彈性課程、週會啊！早自習啊！或是放學後暫時留下來半

個鐘頭，一個鐘頭，或許用什麼樣的方式不要讓家長反彈，你要去解決問

題呀！那總務單位說：「校長這邊（經費）可以支援嗎？」……也許我會

跟教育局聯絡，這種東西你要我派員，然後學生要租車（經費）。但是一

個比較有規模的學校，他本來就是有一些彈性的經費，那不管是家長會支

持，或學校班級活動費，你還是要想辦法去把這個錢搞出來呀！我個人認

為：如果這是一個既定政策，各單位主任就是要去達成這個政策……那當

然你跟導師、同仁溝通的時候，你要讓他們知道：「在心情上你是跟他們

站在一起的，你也不希望包工程啊、做事情啊！」（紫陽校長

2009/4/13/5-4-5） 

 

當紫陽校長預想自己面臨案例中各處室主任的質疑，她提出了各種不同的

解決辦法，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策略最終的目的在於完成上級所交辦的任務，即

便紫陽校長要花很多的時間與精神和同仁溝通，她也會讓同仁瞭解學校的立

場，一同努力完成工作。此外，從上述紫陽校長的回應當中亦能看到她身為校

長運用的權力與肩負的責任，在權力運用部份，紫陽校長給予各處室相當的權

力空間完成任務，但這樣的授權並非沒有限度，當紫陽校長面對案例中各處室

主任無所適從的意見聲浪，她便站在校長的位置一一指導處室主任解決問題，

以此為任務負責。 

至於在本案例中曾出現處室幹事長期不配合行政的細節情境，針對這個部

份，青荷校長與芙蓉校長點出這個問題，試圖使本案例能更順利的解決。芙蓉

校長提到：「校長要來解決幹事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可能也不是一時就能解

決得掉。」（芙蓉校長 2009/4/29/5-2-1）芙蓉校長雖然點出這個問題，但卻沒有

進一步提出解決的方法，在這個部份資深的青荷校長一方面點出了幹事的問

題，另一方面又更細膩地提出了她的具體解決方法，青荷校長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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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許你（主任）跟這個幹事不好溝通，校長來找他溝通。那校長一定要

想辦法讓這個幹事覺得受到尊重，然後能夠願意讓他的長才發揮出來，否

則就是萬年幹事在那邊看著……而我們就是要把他激勵起來，那解決了主

任的心裡面的困擾，他們做起事來就能夠按部就班，所以校長的安撫是蠻

重要的。（青荷校長 2009/4/29/5-3-1） 

 

除瞭解決校內不配合事務的幹事問題，青荷、金菊與芙蓉校長更認為活動

的進行方式可以結合課程，或是考量校內的人力資源進行彈性的調整，縮小規

模或時間，以減少校內的反彈聲浪。不過青荷校長認為做這樣的調整之前，校

長必須對「學校老師的師資、學生的性向、家長的素質，或者是社區環境都要

有一個通盤的瞭解」（青荷校長 2009/4/28/5-4-2）當校長通盤瞭解情勢後，再來

進行活動的調整則會更加順暢。例如青荷校長會這麼把活動與課程結合。 

 

我覺得有一些的活動真的可以在課程的進度裡把他放進去，比方：運動會

的排字。所以在教學研究會裡頭……我們要如何（將活動）安排在課程教

學進度裡，我就不會額外增加老師的困擾。那這些東西在課程放進去了，

只是說時間點到的時候，我們做一個預習、複習，然後把他拿出去（表演）。

（青荷校長 2009/4/28/5-4-8） 

 

至於金菊校長則認為「上級長官請求而校長答應了，其實他就是要把他做

好……有的時候他是做了，同樣是做，但是你可以縮小規模，或者是縮小時間，

然後校內的一些阻力，或是來自學生家長的阻力要減到最低。那其實面對這樣

的問題，大家做一個分工，讓他的工作的負擔、勞役能夠平均，那其實也不至

於說做不出來啦！」（金菊校長 2009/4/7/5-3-1）從金菊校長的談話讓我們瞭解，

活動的進行可以相當有彈性，不過重要的是必須讓工作分配平均，以此才能減

少校內同仁的抱怨，順利完成任務。 

（三）藉由辦活動與上級保持關係、提昇學校行政能力，活動後給予成員鼓勵 

雖然當校長承辦上級活動時可能會面臨校內行政人員、教師的反彈，但是

在訪談過程中初任的金菊校長認為，如果學校都不支持上級活動，這樣「局裡

的長官也會很可憐啊！」（金菊校長 2009/4/7/5-5-13）因此只要她能力、人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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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資源能配合的部份，並不會因為校內的反應或顧慮自身未來的遴選，而完

全不協助上級長官。至於紅梅、紫陽與雪櫻校長則認為適度的協助上級長官承

辦活動、與上級保持良好關係，對學校的發展而言也有正面的助益。基本上，

六位女校長在承辦上級活動之前，希望能以辦學為本，不因活動而偏廢辦學績

效。然而，當兩者必須進行選擇時，紅梅校長認為校長應以辦學為先，她搭配

一年幫助上級長官一件事的策略，也以此避免上級長官的壓力。紅梅校長說道：

「因為你學校守住了以後，（校內成員）對你非常地服從的時候，你的風評會出

去嘛！局裡面絕對不敢說你都沒有幫他的忙，然後她知道你是個很好的校長。

那很多校長都是一直做外面的公關，忽略掉學校，他忘了他的本啊！」（紅梅校

長 2009/4/15/5-1-1）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校長承接上級活動時，應該要注意的地

方。 

校長承辦上級活動除了能夠藉此經營學校與上級之間的關係，金菊校長在

訪談過程中也談到另外一個承辦上級活動的優點。她認為承辦大型的活動可以

增廣校內行政人員、教師的行事能力，當校內成員透過辦理活動累積類似的經

驗時、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屆時便可以熟能生巧，自然也可以減少校內成員的

抗拒。金菊校長指出： 

 

如果有些非常相似的（活動）用 SOP 建立起來的話，然後大家分著做……

大家做熟了，所花的時間以及所做的品質其實都會比較好。那同樣地如果

都不練習做這些事情，其實學校整個對外的規格、經驗、或者應對進退的

細節也沒有辦法跟進。（金菊校長 2009/4/7/5-1-4） 

 

金菊校長認為透過活動的辦理可以加強學校成員的應對進退，提昇學校的

素質，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校長承辦上級活動，似乎更能展現其積極的意義。

至於當學校成員達成上級交辦任務之後，芙蓉校長與雪櫻校長更認為行政人員

該有的敘獎、補休等等都是校長可以權衡處理的地方，透過獎賞權的應用，激

勵校內成員、改變校內成員對承辦活動的認知，這樣一來誠如青荷校長所言：「當

一個學校有活力、有朝氣，在很多的方面，尤其是孩子的學生文化、教師文化、

行政文化還有家長文化都出來的話，這個學校應該是每個人都『甘願做，歡喜

受』，我覺得那是很美的事！」（青荷校長 2009/4/2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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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資深與初任資深與初任資深與初任資深與初任女女女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校長在問題解決校長在問題解決校長在問題解決上上上上的的的的異同異同異同異同 

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女校長的位置差異是構成其問題解決多元

樣貌的主要原因，其中位置性涵蓋的面向相當廣泛，舉凡女校長的成長背景、

求學經歷、行政經驗、學校內外在的地理環境與文化脈絡等均屬之，在此的討

論將著重於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因為行政年資的差異而出現的問題解決異同，至

於其他影響女校長位置差異的因素在本章第二節將有更進一步的討論。在前文

已針對六位女校長在面對問題解決情境案例時，影響其問題解決的要素，以及

她們的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進行討論，從前文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資深與

初任女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時略有異同，此處針對這些異同整理成表 4-5，以

更清楚地呈現女校長們的問題解決樣貌。 

表 4-5 主要的切入探討面向是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問題解決要素的差異，

在呈現表格時，由於「問題解決歷程」與「解答程序」的內涵相當接近，而「六

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又涵蓋於「解答程序」

之中，因此有關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這些地方的差異便納入「解答程序」一欄。

另外有關「價值」一項，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曾採納 Leithwood、Steinbach 與

Raun（1993）的觀點，認為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很難進行異同比較。然而

本研究卻發現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思考問題運用的價值，雖然出現 Leithwood

等人所言的分歧現象，應用各種不同的價值來思考問題，不過卻仍能從中歸納

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價值之異同，因此在表中納入「價值」一項的討論。 

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詮釋問題時，均最常以自身經驗及過去案例來解讀問

題，但兩者的差異在於資深女校長能更準確地將過去案例連結到當前的問題解

決情境，至於初任女校長在思考問題時容易受到與問題情境較不相關的經驗影

響，因此在詮釋問題時可能會花更多的時間才能切入正題。這個部份可以清楚

從前文的問題解決要素之「詮釋」分析，看到資深的紅梅校長與初任的雪櫻校

長在理解體罰問題上呈現的差異。 

至於在問題解決要素中的「目標」一項，資深女校長較初任女校長更容易

設定問題解決的目標，而資深女校長思考更為宏觀，初任女校長則容易將問題

解決目標放在滿足家長的需求之上，這個部份的發現似乎印證了 Leithwood 與

Stager（1989）的研究結果。不過不同的是，前文中的金菊校長認為家長的需

求如果無法滿足，她接下來會切換問題解決的目標，試圖讓爭議問題迅速落幕。 



 167 

另外，在影響問題解決的「限制」要素之中，我們可以明顯地觀察到資深

與初任女校長之間的差異，即資深女校長比初任女校長知覺更少的問題限制，

即便是面對模糊不清的問題結構，對資深的女校長而言，都不是問題。 

 

表 4-5 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問題解決的異同 

切入面向 資深校長 初任校長 

詮釋 

 最常以過去經驗案例理解問題 

 能較直接地將過去經驗與問題
連結，較精準地詮釋問題 

 最常以過去經驗案例理解問題 

 詮釋問題時易出現與之較無關
聯的訊息，可能需要花費更多
時間才能切入正題 

目標 

 較常設立遠大宏觀的問題解決
目標 

 設立目標時多考量整體發展 

 較少設立問題解決目標 

 設立問題解決目標時，通常將
重點放在滿足家長需求上，如
無法達成，再切換其他的目標 

限制 

 指出較少的困難  指出較多的困難 

 假使具備處理類似問題的經驗
或是相關的培訓養成背景，則
能較自在地面對問題困境 

解答
程序 

 能具體點出問題關鍵，並提出
具體的問題解決策略 

 較易出現另類、創新、與眾不
同的思考方式與解決策略 

 問題解決後較易出現反省評
鑑，精進問題解決歷程 

 雖能點出問題關鍵，但有時未
能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 

 較少針對問題解決結果進行反
省評鑑 

情感 

 能經常自我反省 

 面對問題能保持冷靜自信 

 能經常自我反省 

 普遍不若資深校長有自信，但
如個人具備冷靜的人格特質，
較容易反映在問題解決過程中 

原則 

 使用個人原則思考、詮釋、解
決問題 

 原則出現的形式較為隱晦 

 使用個人原則思考、詮釋、解
決問題 

 較易直接說出自己運用的原則 

影
響
問
題
解
決
的
要
素 

價值 

 解決問題時最常以專業價值引
導思考，其中較常出現「教育
者的普遍責任」的價值 

 思考問題時，較常出現「平淡
不爭」的價值 

 解決問題時最常以專業價值引
導思考，但強調的是「校長的
個人角色責任」 

 與資深校長相較，較少出現「平
淡不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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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答程序」部份，綜合前文整理六位女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案例的思考

內涵與解決策略，我們可以發現有時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切入思考問題的癥結點

類似，提出的問題解決策略也雷同，然而有時資深女校長思考問題較為細緻縝

密、或是考量的層面不同，也因而更容易提出較另類、與眾不同的問題解決方

式，正如同紫陽校長在訪談過程談到自己在問題解決與初任校長的差異，她談

到：「如果我是初任校長，我可能會有很多的矛盾跟猶豫，處理的時候可能界線

不是很清楚，但是因為我現在已經算是資深校長，所以我覺得處理很多人和事

的問題會越來越有彈性，也比較有方法、比較有策略。」（紫陽校長

2009/4/13/5-5-3）在本研究中，確實發現資深女校長處理問題時較初任女校長更

有彈性，例如處理案例二的學生懷孕問題時，資深的紅梅校長提出讓學生在學

校再次驗孕，等確定結果再思考後續解決方式的策略；至於青荷校長則會考慮

學生家長的管教嚴厲程度，再與家長進行溝通聯繫，這些較另類的問題思考方

式在初任女校長身上較少看見。除此之外，在問題解決的歷程中，資深女校長

更容易針對問題解決的策略或結果進行反省評鑑，以此作為下一次遇到類似問

題時的修正。 

大體而言，在影響問題解決要素的「情感」一項中，不論是資深或初任女

校長在解決問題時，均會透過不斷地自我反省來思考問題，這樣的結果與

Leithwood、Steinbach 與 Raun（1993）的研究發現類似，即自我反省在校長問

題解決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本研究另一個與 Leithwood 等人的研究發現類

似的就是，不同資歷女校長在面對問題時展現的冷靜自信。其中資深女校長在

面對問題情境時普遍較初任的女校長冷靜自信，但本研究也發現，假使初任女

校長本身具有冷靜的人格特質，這樣的人格特質將反映在她處理問題的情感之

上，也因此比其他初任女校長更容易展現冷靜自信的問題解決處理方式。除了

討論問題解決歷程中的正面情感，本研究發現女校長們在解決問題時也會出現

負面的情感，然而即便是負面的情感，女校長多半以正面的思考化解這樣的情

感，使其能積極面對、解決問題。 

至於在問題解決要素的「原則」部份，雖然在第二章彙整文獻後呈現的表

2-2 僅指出原則對專家校長解決問題的影響，當我實際進入現場蒐集研究資料

之後，發現不論是資深或是初任女校長均會以個人堅持的原則（例如：依法行

政原則）進行詮釋，在放聲思考與訪談過程中，初任女校長較容易直接地說出

自己運用的原則；至於資深女校長在問題解決的歷程中，原則以較隱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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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易言之，資深女校長並不會直接明確地透過口語表達陳述她們所運用的

原則，這些原則散見於問題解決的思考歷程中，必須深入地來回檢視訪談逐字

稿才能瞭解她們的問題解決原則。 

在影響問題解決因素的「價值」一項，雖然六位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出現

了殊異的價值，但經過歸納整理之後，本研究發現不論是資深或初任女校長在

解決問題時最常以「專業價值」引導思考，「專業價值」包含「教育者的普遍責

任」、「校長個人角色責任」、「為顧客服務」以及「為系統中的其他人服務」四

項，其中資深女校長在思考問題的解決策略時較常考量「教育者的普遍責任」，

初任女校長則較常思考「校長個人角色責任」，但不管如何這些價值仍屬於「專

業價值」的範疇。除了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價值上的異同

之外，不同資歷的女校長在「平淡不爭」的價值上也略顯差異，有關「平淡不

爭」一項價值的討論其實並未見於 Leithwood、Steinbach 與 Raun（1993）等人

的研究中，但是當我實際進入現場之後，發現許多女校長，尤其是資深的女校

長在思考問題時會伴隨著這項價值，至於初任校長雖然偶有出現此項價值，但

頻率不及資深女校長多。也許這樣的差異與女校長的資歷有很大的關聯，本研

究的三位資深女校長在教育界服務已久，甚至已可申請退休，在訪談過程中，

可以感受到她們全力經營校務的精神，卻也能在其中感受到資深女校長歸於平

淡的價值；至於初任女校長擔任校長一職的時間並不長，她們領導之路上仍大

有所為，這或許也是初任女校長在問題解決的思考過程中，比資深女校長較少

出現「平淡不爭」價值的緣故。除了從女校長的資歷來思考她們之所以採取「平

淡不爭」的價值來回應問題之外，女校長身處的位置脈絡對於其價值的形成亦

有相當大的關聯，這個部份在下一節之中我將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

將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肆肆肆肆、、、、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節主要討論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的七大因素、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情境案

例的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最後則呈現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問題解決的異同。

首先，在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的因素部份，七大要素在女校長問題解決歷程中

出現的頻率分別為詮釋、價值、解答程序、情感、原則、限制與目標，而不同

資歷的女校長在此問題解決七大要素各有異同。 

從本研究的發現來看，資深與初任女校長最常應用過去處理過的案例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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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來解讀問題，但資深女校長在詮釋問題時更為精準明確；在影響女校長問題

解決的價值中，不論資深或初任女校長最常以專業價值來思考問題。而當我們

檢視女校長們的問題解答程序後，可以發現女校長們傾向提出各種不同的策略

來解決問題，但是在問題解決告一段落之後，資深的女校長較初任女校長更容

易反省評鑑問題解決的結果，以此精進未來的問題解決歷程。至於在影響女校

長問題解決的情感因素方面，本研究發現女校長在處理問題的時候會經常自我

反省，在解決問題時同時流露正面與負面的情感，而資深的女校長在面對問題

時顯得更冷靜、更有自信。原則是引導女校長解決問題的要素之一，本研究發

現初任女校長會較明顯地指出個人原則，資深女校長的原則則是滲入她們的問

題解決歷程，以較隱晦的方式呈現；在問題解決的限制部份，女校長們在面對

模糊不清的問題情境案例時，均會知覺其中的阻礙，不過對資深女校長而言，

問題的阻礙較少，有時候問題情境對她們根本不是問題。當女校長在放聲思考

與訪談過程中，她們較傾向提出各種策略來解決問題，因此在影響問題解決因

素的目標一項與其他要素相較敬陪末座，然而儘管女校長較少提及問題解決時

的目標，本研究中仍發現資深女校長比初任女校長更容易設定遠大宏觀的問題

解決目標。由此可看初六位女校長在影響問題解決要素所呈現的殊異樣貌。 

本節的另一個重點在呈現六位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中的思考內涵

與解決策略。本研究的五個問題解決情境案例主要聚焦於校長領導實務中可能

面對的各種不同對象，希望瞭解女校長在錯綜複雜的問題情境脈絡中，如何提

出她們的解決策略。 

在案例一的校園體罰風波中，綜合六位女校長的思考內涵，她們會判斷情

境的緩急輕重，針對急迫的問題先行暫時處理。當校長面對怒氣沖沖的家長與

議員時，她們以低調的態度與之進行溝通，並尋求處室主任、家長代表及教師

代表支援，和緩可能發生的衝突，當釐清問題之後，女校長們會進一步協調、

道歉依法定程序處理，並將問題處理的結果妥善答覆記者、議員的詢問。最後

針對當事的學生與教師進行定期追蹤輔導，而為了積極預防類似的危機事件發

生，女校長亦建議在平日建立危機處理模式加以因應。 

至於在案例二學生未婚懷孕事件，女校長們在本案例中希望透過尋求其他

處室支援解決人力不足的困境，同時有技巧地聯繫家長到校瞭解問題，進而與

雙方家長進行協商，不過在本案例中，女校長多半站在協助者的立場，提供法

律或社會機構資源協助。當協商結束之後，女校長亦會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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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後續輔導及性別教育工作。 

當女校長面對案例三的教學領導問題時，她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應先觀察校

內文化，不立即拒絕教師想法，再與之溝通課程節奏實施的重要。假使溝通無

效，女校長亦透過策略，尋找校內友伴向教師施壓，必要時使用校長課程決定

權迫使教師調整課程。但另一方面女校長亦會辦理親職講座或透過各種場合，

使家長瞭解學校堅持的辦學理念，讓家長理解活動與升學是可以兼顧的。 

至於在案例四中，臺北市與臺北縣的女校長針對工程關說問題出現迥然不

同的答案，類似的問題因為法令的關係在臺北市已幾乎不復存在，雖然臺北縣

的女校長也指出法令的規定，但至今關說問題仍零星出現在校園之中。針對本

案例，女校長們認為必須委婉地與家長溝通依法行政的重要，並歡迎家長推薦

的廠商依法投標，如得標後全力監督，以減低工程品質不佳的疑慮。而當面對

家長邀約校長參與地方活動時，女校長們也認為建立個人行事風格，斟酌活動

的性質再選擇性的參與相當重要。 

當女校長面對案例五中的上級長官，她們表示在承接上級的活動之前，應

審慎評估學校人力資源與行政人員負荷。但假若允諾上級長官承辦活動後，女

校長們認為便要全力達成任務，如此一來才能與上級保持良好的關係，也藉此

提昇學校行政能力。 

大體而言，當六位女校長在提出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與策略時，

不同校長的思考切入的面向有時相同，有時卻也有獨到之處，由此確實展現六

位女校長在思考問題的差異。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從後結構女性主義關照面向從後結構女性主義關照面向從後結構女性主義關照面向從後結構女性主義關照面向看看看看女校長的女校長的女校長的女校長的                
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問題解決心智運作 

本研究以放聲思考法和訪談法蒐集資料，試圖瞭解六位臺北縣市國中女校

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在上一節中已針對六位女校長問題解決的要素以及其

面對問題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進行討論。而在本節中，將透過後結

構女性主義所觀照的面向，進一步綜合分析六位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情境案例以

及校園問題的心智運作，希冀呈現六位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所展現的主體性、

位置性、語言論述、權力、知識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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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從位置性概念從位置性概念從位置性概念從位置性概念重構重構重構重構女校長女校長女校長女校長的的的的問題解決主體經驗問題解決主體經驗問題解決主體經驗問題解決主體經驗 

Foucault 在《事物的秩序》一書中宣稱「人已死亡」，藉此揚棄傳統主體性

固著連貫的狀態。對 Foucault 而言，主體性是論述架構出的主體位置，全稱式

的主體已不復存在，我們只能關注分殊、獨特的自我（引自吳豐維，2007）。受

到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後結構女性主義將主體性視為流動的現象，它可以

建構、可以改變（Prasad, 2005; St. Pierre, 2000），在不同位置脈絡底下（如：性

別、種族、階級……）的個人主體性也因而呈現不斷轉變的多元的樣貌（Tisdell, 

2001: 275）。在這個部份，我希望從女校長的位置脈絡探討她們在解決問題時

所呈現的主體經驗，這樣的位置脈絡除了來自女校長本身的成長經驗、學經歷

背景之外，女校長所身處的學校內外脈絡等也一併在此討論。 

一、同中存異：從女校長的成長背景、學經歷等面向探析其問題解決實務中的

位置差異 

從前一節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現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女校長在面

對相同的問題情境案例所展現的異同，事實上，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

即便女校長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提出雷同的策略、思考方式抑或以相近的價值、

原則來詮釋問題，當我們進一步從位置性的概念切入，我們將能看到其中的差

異。順著這個脈絡，在此將先呈現位置性與女校長解決問題時所出現的「平淡

不爭」價值之間的關係，探討此一問題解決價值之形成背景。其次，再援引雪

櫻校長的經驗，說明因行政資歷形成之位置差異對問題解決思考的影響。 

在前一節的討論中可以發現本研究的六位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均不約而

同地出現「平淡不爭」的價值引導其思考，其中又以資深女校長較常出現此一

價值，然而除了資歷的影響之外，女校長身處的位置脈絡也是造成其以此一價

值思考的原因。 

紅梅校長在解決問題時提到的平淡不爭價值，來自於她父親的影響，當我

在訪談過程中問到紅梅校長什麼樣的背景影響她的問題解決思考？紅梅校長這

麼說： 

 

我來自政治家庭，我爸爸以前是縣議長，所以我從小是看慣了。因為我們

家庭環境很好，我爸爸曾經最常跟我講的話就是：「妳眼睛現在看下去的

所有土地都是我們的，所以咱們是好野人（台語）！」我那時候還不懂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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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好野人」（台語），然後他就說：「妳這一生裡面，妳會比別人多很

多機會，所以如果這個機會別人也可以想要、別人也能要，妳就要讓；但

是這個機會只有妳能夠做的，妳就不能讓。」（紅梅校長 2009/4/15/6-14） 

 

雖然紅梅校長出生於優渥的政治世家，從小即見過世面，不過在其父親的

訓勉之下，紅梅校長幾乎從不與人爭執，將權力競逐看得相當平淡，然而卻也

是因為與人不爭，反倒讓她踏上教育行政之路。紅梅校長回憶起她從教師轉任

行政職的經過，由於當時的校長要找註冊組長編班，詢問校內行政人員：「你們

覺得誰不會跟人吵架？」然後大家都說：「紅梅。」（紅梅校長 209/4/15/6-7-18）。

就這樣因緣際會，紅梅校長展開了她的教育行政生涯。正如同紅梅校長父親對

她的訓勉，紅梅校長對並不刻意追求權力職位，這就是為什麼當她過去答應接

任臺北市某所明星學校的校長時，卻選擇將機會讓給其他人的緣故，紅梅校長

提到：「我為什麼會讓出那個位置給老校長？我為什麼一定要去跟他爭？他只有

那個機會，那我的機會還很多，所以我就會讓。」（紅梅校長 2009/4/15/6-14）

不過當任務只有她可以完成的時候，即便是再困難的問題情境她也會站出來正

面接受挑戰，擔任冬林國中的校長就是最好的例子。當冬林國中校內陷入鬥爭

的危機、連續三年換校長時，紅梅校長接受挑戰，打破眾人眼鏡接任校長一職，

她在訪談過程中回憶到： 

 

這個學校本來是一個很分離的情況，他們（教師會和家長）認為我不可能

來，因為我那個時候算是績效很好的時候，當我跳出來說：「那我來！」

的時候，他們全部都傻掉了。教師會本來也希望是誰、家長希望是誰，各

自表述，結果那些人都不能來，後來他們認為一個明星形象的人竟然願意

來，他們馬上統合，然後說：「只要妳來就好了！」（紅梅校長

2009/4/15/6-1-3） 

 

從紅梅校長身上可以看到她的平淡不爭並非完全是消極的表現，當她在解

決冬林國中的校內問題時，她在校長位置所展現的不與人爭的價值，透過實際

的行動影響了教師，反而幫助她改善校內教師長期鬥爭的文化。當紅梅校長在

上任三年後，冬林國中成為額滿學校，升學率甚至打破大家眼中的明星學校，

然而就在紅梅校長成功改造危機重重的冬林國中之際，她也思索調動的可能，

她認為「可進可退都沒有什麼關係」（紅梅校長 2009/4/15/6-7-18），由此可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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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不爭的價值在其領導過程中的影響。 

紫陽校長展現的平淡不爭價值來自於她在過去任職學校中解決問題的失

敗經驗，然而也因為這樣的歷練，讓紫陽校長以平常心看待問題解決的成敗結

果。她談到當時問題處理失敗的經過： 

 

我曾經在一個學校服務的過程當中，因為那個學校之前就有很多的問題，

校長跟同仁之間發展出很多惡質的文化，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攻擊校長。其

實我就是要去解決他們的這種文化，可是那一年因緣不是很好，正好遇到

了很多的狀況跟問題，再加上我覺得他們已經有一點好鬥成性……所以在

那所學校到後期，我幾乎覺得沒辦法再去動彈，這是因為他們又開始回到

以前攻擊校長的樣子……所以我就選擇離開了那個學校。（紫陽校長

2009/4/13/6-4-1） 

 

紫陽校長面對領導生涯中的嚴峻挑戰，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學校。對她而

言離開學校或許也是平息問題的方式之一，因為紫陽校長認為自己「是一個很

不喜歡強求的人……那環境已經跟你不相合了，何必又要勉強自己？而且不但

勉強自己，你還讓別人痛苦，我覺得沒有必要。」（紫陽校長 2009/4/13/6-7-18）

從這樣的價值出發，其實權力競逐對紫陽校長而言有如浮雲，只要正面的看待

問題，「任何東西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大的挫折，但是他可能會為未來的成功奠

定基礎。」（紫陽校長 2009/4/13/6-7-18） 

青荷校長的平淡不爭價值來自於她的家庭背景，不過這樣的價值因為她的

個人夢想而有了些微的轉化。在訪談過程中青荷校長談到：「我的母親就是老

師……那我的父親一直覺得女孩子就是平淡。當初我的母親應該也有很好的發

展，但是就是我的父親認為家庭重要，把孩子照顧好。」（青荷校長

2009/4/28/6-7-18）教職具有撫育照顧的特色，同時又能結合母職、妻職與工作，

向來有許多女性投入這項行業（潘慧玲，2000；Shakeshaft, 1987），然而研究亦

指出女性教師發展與家庭並行的職業生涯時，家庭結構對其生涯發展仍是不可

避免的阻礙（洪瑞璇，2001；陳怡錚，2000；潘慧玲，2000；David & Woodward, 

1998），這些女校教師職涯發展的特點都能在青荷校長母親的身上看到鮮明的寫

照。青荷校長來自性別角色分明的傳統家庭，其父親對於「女性應追求平淡」

的價值曾使她出現了反抗，當青荷校長踏出大學校園之後，生涯的第一首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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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是中學教師，她這麼說道：「其實我沒有要當老師，我當初想到國外留學，

然後當大學教授。國外留學的公費留考沒有考上，然後我家經濟，因為我們家

有五個孩子，經費、還有不動產證明（的準備）不容易。我沒有考上，只好當

老師。」（青荷校長 2009/4/28/6-14）出國留學、擔任大學教授的夢想幻滅，使

得青荷校長順服她父親所期待的性別角色發展，但是從青荷校長一路由教師、

組長、主任晉升至校長一職，我們也可以看到她在「父親期待的平凡教職生活」

與「追求更高的自我實現」之間選擇了後者，一條異於其父對她的性別期待，

以及異於其母的生涯發展之路，期間有關性別角色的矛盾掙扎充分地展現在青

荷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之中。在前一節我們所討論的「學生未婚懷孕事件」，青

荷校長雖然曾提出打破既有性別結構的問題思考方式，但這樣的思考並未貫徹

於整個問題解決的歷程，有時青荷校長亦會以傳統的性別角色思考問題，複製

父權社會中的「男強女弱」意識型態，以此來解決問題。回到青荷校長在思考

問題時所應用的「平淡不爭」的價值，青荷校長在訪談過程中提到她現在遇到

的一些經營問題，她告訴我：「萬一有一天真的要伸張正義的時候，可能什麼都

丟掉」（青荷校長 2009/4/28/6-7-8）當我進一步追問青荷校長會害怕這樣的事情

發生嗎？她答道：「我不會！因為我沒有追求什麼！」（青荷校長 2009/4/28/7-18）

從青荷校長的語言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她不強求的是校長的權力職位，而她

所據理力爭的卻是教育現場的公道與正義，由此也展現出青荷校長的「平淡不

爭」價值的個殊樣貌。 

金菊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所出現的「平淡不爭」價值，其形成背景與青

荷校長類似，都與家庭有關，但不同的是金菊校長在訪談中並未談到家人對她

的性別角色期待。當我問金菊校長有什麼樣的事件或成長背景影響到她對問題

的看法？她直接地告訴我：「家庭很重要，因為我爸爸是軍人，但是我爸爸是空

軍不是嚴格的陸軍，所以他從小就是教育我們要注重品格，而且我們從小就被

教育比較不會去替自己設想一些事情，那就會比較看大我的利益。」（金菊校長

2009/4/7/6-14）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金菊校長不與人爭的價值展現在她從組

長受命轉任教務主任的例子中發現。 

 

我的師傅校長，她來的時候（學校）少兩個主任，那剛好我跟另外一位總

務主任去教研中心受訓才剛下來……（民國）八十八年那個時候剛好在試

辦九年一貫課程，沒有人要當（教務主任），然後我先讓人家選，他去當



 176 

總務，然後我去當教務。（金菊校長 2009/4/7/6-14） 

 

金菊校長從大我的利益著想，接下當時眾人最害怕的教務主任一職，由此

便能看出金菊校長不與人爭的價值著實在她的教育行政生涯形成影響。而這樣

的價值也展現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之上，例如在「校園體罰風波」

案例中，金菊校長強調的「以和為貴」，也是不爭的最佳寫照。 

芙蓉校長的「平淡不爭」價值源於她對工作的全神貫注，當她全心投入於

工作時，能否將任務有效達成是她在意的重點，至於工作的內容對職位權力究

竟會造成什麼影響，反而不是芙蓉校長顧慮的地方。在訪談過程中，芙蓉校長

回憶起她當初和校內另一名教師同時考上主任以後的情形，她說道：「我記得那

個時候我們兩個考上，那一個就出去外面當主任，那我的想法是我不一定要馬

上當主任，我只是喜歡我的工作，我現在做這些工作，反正有趣，因為完全中

學雖然很忙，對我來講是新的東西。那新的東西就有點想要把他做起來……那

我們希望把他做得更好」（芙蓉校長 2009/4/29/6-14）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芙蓉

校長看待自己即將面臨的校長遴選之上，對芙蓉校長而言，「如果遴選沒有成功

最後回任教師……老師本來就是我們的職業嘛！……我在做行政，不管是當主

任或是校長，在這個位置我隨時都有這樣的準備……但如果有我們可以發揮的

地方，我們就可以做。」（芙蓉校長 2009/4/29/6-7-18）只要一己之力有發揮之

處，芙蓉校長必定全力達成使命，但假如沒有發揮的空間，她亦會回歸平淡，

隨遇而安。 

雪櫻校長「平淡不爭」的價值與她的求學背景息息相關。在第三章所描繪

的女校長個人圖像即談到雪櫻校長當年大學聯考成績足以進入臺大法律系就

讀，但由於家庭的因素最後雪櫻校長放棄當律師的夢想，進入輔導科系就讀。

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律師」一職在傳統上被認為需要判斷與分析能力、

甚至是體力的工作，因此被視為是「男性的職業」（張晉芬，1998），當雪櫻校

長有意願甚至有能力打破傳統性別迷思，進入成為律師的跳板－法律系就讀

時，她的生涯發展還是受限於來自家庭束縛。不過雪櫻校長在訪談中也自嘲自

己如果當律師可能得罪很多人，所幸在大學、研究所期間所受的專業輔導知識

薰陶，使得「O 型獅子座……應該係大家眼中很殺的（台語），就是很有 power，

我說要怎樣就怎樣」（雪櫻校長 2009/4/17/6-14）的雪櫻校長有了明顯轉化，使

其在問題解決的思考過程中以人本立場「聽你講，我會告訴你可能有哪一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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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是最後決定要怎麼做在於你，所以我會很真誠的、積極、無條件的尊重。」

（雪櫻校長 2009/4/17/6-14）雪櫻校長不與人爭的價值展現在她的教育行政之路

一覽無遺，她在訪談過程中提到： 

 

考上主任之後……因為那時候校內還有很多主任都還在位，所以我就等了

兩三年。我本來以為我會當輔導主任，結果沒想到（當時的）輔導主任很

希望我去當教務主任，所以我就成全老前輩啦！因為他真的快退休了，那

我也不為難他。於是就莫名其妙踏入自己完全不瞭解的領域……後來有一

年，因為我們校內有另外一個候用校長，一直在輔導處，他很希望去教務

處磨練一下，所以我成全他，我就很高興地回輔導處。結果做了一年，沒

想到那一個候用校長就撐不住了，說他要回輔導處，不讓他回輔導處他就

不當行政，後來我還是成全他！（雪櫻校長 2009/4/17/6-14） 

 

從雪櫻校長的行政經歷可以發現她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人事異動，都以成

全、不與人爭的價值引導其行動。而雪櫻校長的價值也展現在問題解決情境案

例－「運動會的背後」中所談的成員酬賞。當校內成員完成交辦任務之後，雪

櫻校長在「事後的記功嘉獎我也從來不跟主任、組長們去爭……主要辛苦的承

辦人跟相關的人員優先敘。」（雪櫻校長 2009/4/17/5-7-18）從過去求學背景到

其教育行政生涯所展現的氣度，都可看出雪櫻校長的不與人爭的價值在其問題

解決歷程中的影響。 

從六位女校長「平淡不爭」價值的生成因素便能發現，即便是同一類的相

近價值，其背後都有複雜交錯的位置脈絡，如同前文所整理的內容，紅梅校長

的家世背景、紫陽校長切身的問題解決失敗經驗、青荷校長被賦予的性別角色

期待、金菊校長的成長過程、芙蓉校長個人對工作的全神貫注以及雪櫻校長的

求學歷程都是造成其以「平淡不爭」的價值看待問題的結果，假使我們化約歸

納呈現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樣貌，我們將可能忽略不同女校長因為位置脈絡呈現

的主體經驗差異，這也是本研究希望避免的問題。 

當六位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除了她們個人的成長、求學背景及校內外所

處的地理環境與文化脈絡影響她的思考方式之外，女校長在教育行政領域中的

職務經歷亦是影響其問題解決的關鍵，在此將以雪櫻校長的經歷，析論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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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行政經歷對問題解決思考之影響。 

在訪談過程中，雪櫻校長特別提到近年來臺北縣特別針對考取校長資格

者，在其遴選就任之前必須借調教育局的幫助，環顧雪櫻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

與其他校長相較，由於之前借調教育局服務的經歷，使她更能從上級長官的角

度來思考，如在領導過程中遇到問題，她經常採取通報求助，或以過去在教育

局中累積的人脈資源來解決問題，這也是雪櫻校長與其他女校長較為不同的地

方。當我在訪談中問及借調教育局對雪櫻校長的有什麼影響時，她這麼回答： 

 

多少有吧！因為我覺得你對整個教育政策的形成會比較更宏觀的角度。因

為你在學校就是只用學校的角度（思考），可是你在教育局裡面，雖然大

家已經把你當一個校長在看，因為你要承辦很多業務……你會慢慢回歸到

當組長的心境，要不然你主任做太久了，決策者做太久了（心境會不同），

可是你在學校、教育局當承辦人，其實你就是一個執行者，所以我覺得對

我來講……我會開始回想，也許我要回去體會一個執行者、組長或是老師

的心情，因為我們在教育局是最基層的人員。再來我覺得至少在公文書的

處理上，我會更有概念……因為你當過承辦人，被核稿督學「噹」（台語）

了一年，所以你再去看學校公文的話，至少我就跟他們（學校老師）開玩

笑：「你發去的文代表學校比較不會被笑說這個學校怎麼發這種文？」最

後的一個優點是，可能我們在教育局混得還不錯，關係建立得還好，所以

至少有一些事情，你跟局裡做反應的時候，人家比較清楚你校長是怎麼樣

的人，他們會對你信任的點在哪裡？也比較清楚要幫你的部份是在哪裡？

（雪櫻校長 2009/4/17/6-9） 

 

在教育局擔任承辦人的經驗讓雪櫻校長從決策層級的主任位置，轉換到教

育行政機關的執行者位階，重溫過去擔任組長時的政策執行者心境。由於現行

制度的要求，使得雪櫻校長的主體位置在體制下產生轉換，也因為這樣的位置

流動使雪櫻校長獲得與眾不同的經驗，正如同 Scott（1992）提到的經驗與主體

建觀點，雪櫻校長的主體藉由她在教育局的經驗重新建構。 

雖然雪櫻校長在上文提到借調教育局的優點，不過借調教育局之後，因為

人際網絡的建立，反而也有缺點出現，雪櫻校長提到有時候上級長官「要辦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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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活動，因為他們認識你，找不到人拜託的時候，他們就會來拜託你可不可以

幫忙一下？」（雪櫻校長 2009/4/17/6-9）不過雪櫻校長認為上級長官開口請託的

時候也會考慮學校的地區，她說道：「如果剛好被遴選到比較靠都市，那就比較

多事……但我離臺北縣政府很遠，通常他們也知道我人少。」（雪櫻校長

20094/17/6-9）因為學校地理位置的關係，雪櫻校長比較少受到上級長官的請

託，儘管如此，雪櫻校長因為積極申請專案計畫的關係，讓她「在外面的會議

很多……一個禮拜最忙的時候大概三天在（學校）外面。」（雪櫻校長

2009/4/17/6-9）這也是雪櫻校長在借調教育局的經驗對她領導過程的影響。 

從前文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即便是歸於同類的問題解決價值，其形成背景

會因為女校長所處的位置脈絡而有殊異的樣貌，而當我們深入探究這些位置脈

絡時，女校長的成長背景、求學經過、行政經歷形構她們多采多姿的經驗世界，

這些影響其位置脈絡的因素，都是我們在瞭解不同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時所

需要關注的課題。 

二、學校環境脈絡之位置差異產生的問題解決樣貌 

前一段主要討論的內容在女校長問題解決價值背後的位置性差異，我們可

以看到即便是女校長在問題解決過程中展現了類似相近的價值，影響這些價值

生成的背後因素卻相當錯綜複雜。而在這一段當中則希望透過學校本身的內外

環境脈絡，來探討位置性差異在女校長問題解決歷程中的影響。 

六位女校長以放聲思考的方式回答問題情境案例時，經常出現以學校情境

脈絡維本位的思考方式，以案例一的「校園體罰風波」為例，青荷校長談到她

所身處夏陽國中位於臺北縣城邊緣，家長社經地位不若其他地區來得高，校內

單親學生的比例將近三百人，因此學生有時帶手機與家長聯繫實屬需要，不過

青荷校長也訂定了一套手機管理辦法，這也使得她判讀本問題情境案例時出現

了與其他女校長不同的思考。青荷校長談到： 

 

我這邊（夏陽國中）……將近三百個孩子是單親，那有時候爸爸、媽媽沒

有辦法照顧他們的晚餐，那放學時家長會關心，所以手機是要聯絡、關心

他們生活的作息。所以經過老師報備的同意，他帶手機來，那這時候就是

交給老師啊！回去的時候從導師那邊再拿回去，否則的話被查到的話就是

放到生教組那邊。（青荷校長 2009/4/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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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青荷校長依學校情境脈絡制定了相關的管教辦法，當她看到案例中的

學生上課玩手機、最後與教師發生爭執，雖然她認為教師與學生均有需要修正

之處，但與其他女校長相較，她比較不傾向將教師送至教評會進行懲處。這也

是女校長因為身處不同學校情境脈絡而有的問題解決差異。 

在問題情境案例四「來自家長的壓力」中，更能看出臺北縣市女校長因為

環境脈絡的因素在問題解決歷程展現的差異。當六位女校長在進行放聲思考

時，身處臺北市的女校長紛紛向我說明現在幾乎不曾有關說的問題；身處臺北

縣的女校長在面對類似情境時則又會因為地方的政治文化脈絡產生差異，例如

芙蓉校長所領導的綠野國中位於縣城中的文教區，因此她僅聽聞類似的問題；

至於青荷校長與雪櫻校長則因為學校身處位置的地區文化實際處理類似的案

例，從中可看出明顯不同的對比，這樣的對比也會影響女校長實際領導的進行、

甚至個人的情緒。在此呈現臺北縣市女校長的放聲思考內容，從中即可看出因

為不同地理位置而產生的歧異。臺北市的紅梅、紫陽與金菊校長在案例四提到： 

 

臺北市都沒有（這個問題），因為臺北市的經費都是編的，議員也不可能

去（運作）。臺灣省有喔！臺灣省一個鄉民代表就可以幫你爭取經費……

所以你會發現臺北市都不去煩惱這個問題，而且也不必被牽制……那臺灣

省單單臺北縣我就知道有，我們有同學以前在臺北縣就說：「一個里長都

可以告訴你說我幫你爭取到什麼經費。」（紅梅校長 2009/4/15/4-1-5） 

 

這個（工程關說問題）在臺北市喔！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因為我們都是公

開招標，而且最底價得標……我知道早年會有這樣的問題啊！現在在臺北

市，完全沒有可能。（紫陽校長 2009/4/13/4-1-5） 

 

這個案例四啊，其實我覺得在臺北市比較不會發生……因為像我們臺北市

相關的經費，通常都是教育局撥下來的，那我知道其他臺灣省的好像有議

員的配合款……就我自己，我會覺得我們人民的素質都還蠻高的，網路也

蠻發達的，其實議員也要愛惜羽毛，他不太敢涉入這樣的情形，至少我自

己碰到的是這樣，所以我常常說在臺北市當校長是比較幸福的（笑）。（金

菊校長 2009/4/7/4-1-5） 



 181 

當臺北市有明確的法令規章杜絕關說問題時，臺北市三位女校長面對問題

情境案例均以法令規定為依歸來處理問題，不過與臺北市一水之隔的臺北縣卻

有迥然不同的情形，臺北縣的青荷、雪櫻與芙蓉校長是這麼回答問題的。 

 

我真的覺得很羨慕臺北市的學校，特別羨慕臺北市的校長，因為他們不需

要有這樣的顧慮，就是直接發展學校的文化或者是教學上的創新突破。那

我們在鄉下，像我從偏遠的學校，然後到（夏陽國中）這邊來，都有發生

過這樣子的（案例四的情形）喔！（青荷校長 2009/4/28/4-1-5） 

 

青荷校長在校長生涯任職的三所學校中，不論從鄉下偏遠地區或是到現在

她領導的夏陽國中，均曾遇過類似的關說情形。而雪櫻校長在回應家長關說問

題時，她特別以春風國中的地理脈絡解讀她對問題情境案例的看法，雪櫻校長

說道：「我們學校的家長會，因為他從國小就一路一脈相承下來，他有牢不可破

的一些組織關係，不是我一個人在短時間之內就可以改變的，所以我對這種事

情，我採取按兵不動。」（雪櫻校長 2009/4/17/4-1-4）事實上，青荷校長與雪櫻

校長任內均曾面臨家長會長的威脅，從她們的訪談內容即可看出女校長領導過

程中的辛酸。青荷校長談到： 

 

像我的會長就認為說，校慶如果用別的代表的配合款，像我們校慶的門口

要（裝飾），他不准我們耶！他認為這個樣子違背他的意思。因為他好像

自己都要全包，然後說這個校慶都是他的功勞……他會用這樣的方式來抵

制別人，居然有這麼大的權說：「學校不要辦校慶。」不是會長說不辦校

慶你就不辦，我們照樣辦啊！沒有你的幫助，我們有多少錢多少事，而且

我們也辦得很好……所以他自己可能也會感受到，最好是他能夠改變，轉

過來協助學校；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自己要刻苦啦！校長必須要戒慎、

謹慎的來處理跟他的人際關係。（青荷校長 2009/4/28/4-4-5） 

 

我在開校慶籌備會的時候，我已經聽到風聲，那個人當過好幾次的會長，

所以他一直習以為常，就是他都找好誰要做什麼了。可是他忘了他今年是

用配合款（要依採購法），那我們就很客氣說：「很感謝會長幫我們爭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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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經費，那接下來因為我們用的是配合款，所以這個東西我們一切都要

公開依照採購法來招標。」他當場臉色大變，但是他也是外面走多的人，

他沒有當場發飆，可是最後就撂了一句話說：「那依採購法就依採購法；

那公開招標就公開招標嘛！一切依法辦理啊！」可是你聽得出來他的口氣

（是不好的口氣），後來老師來跟我打小報告說：「校長、校長，那個會長

剛剛一面走出來一面很生氣的就說：『哼！公開招標！』……」那我就笑

一笑，我覺得我也不要多跟你講什麼，只要我站得住腳。（雪櫻校長

2009/4/17/4-1-2） 

 

相較於青荷校長與雪櫻校長的壓力，身處臺北縣內文教區的芙蓉校長就幸

運得多，在她的任內幾乎不曾遇過類似的關說，她說：「基本上這樣的案子我們

學校，我這四年是不會有，甚至家長也曾經跟我講，他幫我推掉外面（關說）。」

（芙蓉校長 2009/4/29/4-1-4）由於芙蓉校長甫一上任就和家長溝通她的行事作

風，獲得家長認同後，一些家長甚至還在校外幫她擋下很多關說案件，至於面

對議員配合款的問題時，她指出地區議員關心教育卻不會過於干涉，因此配合

款的運用通常交由校方全權處理，芙蓉校長處理類似管道的經費時均以中信標

採購學生用的教學設備，以避免爭議問題。從上面的討論即可對照身處不同地

區的女校長在面對類似的工程關說問題形成的不同反應，雖然臺北縣市的文化

確實有明顯的差異，但有時還要更進一步地從學校所在的位置思考，如此才能

更細膩地詮釋女校長問題解決的樣貌。 

從位置性的概念切入，讓我看到六位女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案例以及她們的

領導實務時所展現的問題解決主體經驗，每位女校長提出的問題解決策略、原

則、價值……種種的思考內涵事實上都是其與社會環境的文化脈絡交織而成的

展現，由此也可以看出女校長們在解決問題時的差異。 

貳貳貳貳、、、、發聲發聲發聲發聲與與與與沉默沉默沉默沉默：：：：女校長在女校長在女校長在女校長在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歷程中歷程中歷程中歷程中的的的的語言論述語言論述語言論述語言論述 

語言與論述是後結構女主義理論的重心，透過語言能闡述意義、展現女性

殊異的個別經驗（Gavey, 1989）。後結構女性主義中的語言是無止境的遊戲過

程，經由語言詮釋的意義不再只有單一、固著形式，它能進一步形塑的對話、

論述乃建構個人／群體對世界的認知（白曉紅譯，1994）。語言論述是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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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實踐的產物，當我們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傾聽女性的聲音時，

我們可以從中剖析檢視聲音所呈現的權力的脈絡，但是對後結構女性主義而

言，「靜默」並不一定代表語言表達上的失敗，它代表的可能是女性反壓迫的表

現（楊幸真，2002）。從女校長的放聲思考或是訪談可以看到她們對於問題所表

達的語言論述，不過在當我深入現場現場時，亦遇到女校長對問題欲言又止、

不願再多談或是希望中止錄音的情形，究竟女校長的聲音有什麼意涵？她們的

靜默又代表了什麼？女校長問題解決歷程中的發聲與噤聲是這個部份討論的焦

點。 

在女校長放聲思考與訪談的過程中，除了透過訴說與不願訴說展現她們的

語言論述與靜默，女校長亦透過自己的語言，詮釋問題解決實務中其他人的聲

音與沉默。環顧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思考內涵，在此值得特別呈現的是紅梅

校長與青荷校長在處理她們與校內教師之間的溝通互動，以此對照女校長在問

題解決歷程中的發聲與沉默。 

一、浴火重生的教師文化：從飽受驚嚇到打造驚豔的紅梅校長 

紅梅校長到冬林國中就任之初，校內教師光怪陸離的文化讓她覺得「那 A

安捏？（台語）怎麼會這樣？」（紅梅校長 2009/4/15/6-5-9）儘管如此，紅梅校

長還是傾聽教師的聲音，不先妄加評論，再試圖以行動改變教師的文化。紅梅

校長以過人的記憶力還原校內女教師向她提出更換段考監考年級的對話： 

 

教師：校長，我跟妳講喔！我（怎麼）每次監考都排七年級跟九年級？ 

校長：妳的課都在七、九（年級）啊！ 

教師：為什麼我不能排八（年級）？ 

校長：那排八（年級）有什麼對？ 

教師：八年級考七科，七、九年級考八科，上、下學期我多監了六節課。 

校長：真的喔！我怎麼沒有注意？那我下次看看！ 

 

（後來紅梅校長再次與女教師對話） 

校長：欸！不行耶！妳的課沒有八年級耶！那八年級是自習課，（監考老

師）還不是要坐在那裡？ 

教師：不必發考卷耶！ 

校長：唉呀！就委屈一下嘛！誰教妳要學地科？如果妳學的是理化，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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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樣。（紅梅校長 2009/4/15/6-1-4） 

 

儘管面對教師無理的要求，紅梅校長表面上仍不與教師起衝突，當她瞭解

實際監考的運作情形後再次以柔軟的語言和教師溝通，使教師知難而退，進而

解決問題。雖然紅梅校長不與教師衝突，不過對於女教師親口對她說出計較段

考監考節數、對發考卷都感到相當不耐的一番話，也使她對「教師角色」的基

本認知大大地受到衝擊。紅梅校長在訪談過程中提到了她當時的內心感受，「我

嚇了一下，想說：『夭壽喔！那 A 安捏？（台語）』那我就會告訴自己：『（這就

是）人性』。」（紅梅校長 2009/4/15/6-5-9）從上述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紅梅

校長與教師的語言展現了她們個人背後對教師角色認知的差異。對在校長生涯

第五年獲得師鐸獎（即特殊優良教師）、以明星校長之姿來到冬林國中的紅梅校

長而言，教師的文化脈絡與她個人的價值體系相差十萬八千里，不過面對這樣

的衝突，紅梅校長僅將激動的語言放在心裡，她反而尊重教師表達意見的權力，

傾聽教師表達意見後，再將自己的堅持，以柔軟的語言傳遞給教師進而也使教

師瞭解她理念。 

深入瞭解他人在說什麼？是紅梅校長改造冬林國中教師文化的關鍵之

一，透過檔案的分析，紅梅校長在上任之初即能迅速瞭解教師的特性，紅梅校

長是這麼瞭解他人的話語。 

 

我把歷年所有的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紀錄），他不是都會寫誰發言嗎？

那我就找那個老師的名字劃正字，如果說他講的都是負面的，我就用紅色

的；那如果他講的都是很有建設性的，那就用藍色的。那最後就知道哪些

人是屬於負面的，哪些是正向的。（紅梅校長 2009/4/15/6-4-2） 

 

當紅梅校長上任後，她便以上述的模式，從教師的語言瞭解她們的思考方

式，接著再以不經意的方式關懷較易負面發言的教師，或是推動政策之前就詢

問這些教師的意見，賦予其尊榮感，進而使教師願意改變。然而，紅梅校長與

教師的溝通並非完全沒有阻礙，尤其遇上情緒失控的教師，問題的處理更具困

難度。紅梅校長在訪談過程中即談到她輔導校內憂鬱症教師退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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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最難處理！因為他是以前的王牌，後來得了憂鬱症，晚上睡不著覺，

所以早上起不來，那怎麼來上課呢？他有教兩個班！另一個（班）就告他，

導師班就跳出來捍衛他。後來交給教評會（處理），他導師班上的家長知

道我們今天開會結果可能會讓老師停職或建議他休息，結果家長跟孩子就

跪在外面，然後老師就進來跟所有的委員說：「你的孩子當初是我的學生！

（因為他是王牌啊！可以能力分班的時候，老師的孩子都是他的學生）你

們過河拆橋！沒關係啦！如果你們一定要說我怎麼樣的話，我人會留在冬

林，不過我不會走樓梯下來。」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吧！他就是告訴委員

要自我傷害嘛！後來我看他還差一年就到退休年齡，我就私下跟他討論，

那最後他是這樣啦！他請代課，自己出錢，但是我有跟局裡面報備，等於

說你還在處理不適任老師，有觀察期、有什麼期，就是在拖啦……（紅梅

校長 2009/4/15/6-1-2）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是校園中超越文化慣例、不受規範的情緒失控行為（黃

乃熒，2001），雖然學生、家長下跪、教師揚言自我傷害的行動或語言出現時，

使他們看來是弱勢的一方，但這些行動語言卻也是另一種企圖影響教評會結果

的權力的展現。儘管紅梅校長面對這樣的威脅，在她考量憂鬱症教師僅剩一年

即可退休之後，真誠的關懷弱勢教師的需求，並不將其趕盡殺絕，以自費代課

的方式，尋求問題的最佳解決辦法。也許是紅梅校長在處理校內大大小小的讓

「老師覺得妳拿捏的還蠻穩的」（紅梅校長 2009/4/15/6-1-2），在紅梅校長到冬

林國中一邊「穿著衣服改衣服」（紅梅校長 2009/4/15/6-5-8）的情況之下，三年

之內使冬林國中起死回生，成為額滿學校。紅梅校長個人以不預設立場真誠傾

聽、理解與溝通，使她成功扭轉校內的分離文化。從紅梅校長談到她到冬林國

中前後的校務會議便可窺見其中的轉變。 

 

聽說我來之前他們校務會議從下午兩點開到晚上十一點，都在吵架！就是

吵程序、吵你剛剛講我這句話、你以前曾經講過怎麼樣、你現在怎麼樣……

都在翻那種舊帳，談的都是「人」，不是「事」。然後吵到半天以後，就模

糊掉原來要討論的焦點，（會議結束）下去以後，繼續再攻擊剛剛誰在會

議上怎麼講。到現在是大概兩個鐘頭可以討論五個案，全部該通過的就通

過。他們有時候會跟我講：「校長！我們以前在幹嘛？」我說：「我也很懷

疑你們在幹嘛？」然後我就說：「難怪便當費都不夠，一天吃那麼多餐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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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像我都用這樣跟他開玩笑的，所以他們就會覺得：「對啊！一點效

率都沒有。」（紅梅校長 2009/4/15/6-1-4） 

 

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每一個人所呈現的語言背後隱含著她／他

的價值、意識型態、對世界的理解，由於每個人所處的位置脈絡與觀看事物的

角度不同，權力的競逐因而產生，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與摩擦正如同紅梅校長到

冬林國中以前的校務會議一般，成為耗損學校能量的競技場。紅梅校長儘管有

訝異、有不滿，她卻以良好的情緒管理、真誠的態度與幽默的語言與教師溝通，

成功扭轉冬林國中由來已久的教師分離文化。 

二、帶不動的教師文化：訪談中噤聲沉默的青荷校長 

Eveline 與 Booth（2004）從後結構女性主義觀點分析大學基層女性行政人

員的工作認同時，曾發現研究中的女性教育行政人員因擔心受訪之後出現工作

職務上的可能變動，因此她們對一些與工作相關的議題總是避而不談，甚至懇

請研究者「不要寫這個」（don’t write about it），以維持她們的工作現況。類似

Eveline 與 Booth 研究中的沉默也出現在本研究與青荷校長對談的過程之中。 

在訪談過程中，青荷校長的噤聲（或是要求中止訪談錄音）出現於她陳述

自己與教師、家長的互動之中，對青荷校長而言，和教師與家長之間的拉鋸角

力在訪談過程中是相當敏感的話題，然而青荷校長為什麼會沉默？她的沉默又

代表了什麼意涵？而在這裡的討論我希望以青荷校長帶動校內教師專業發展的

情形談起。 

青荷校長在夏陽國中任期已到了第二任，在訪談過程中，青荷校長回憶起

她剛到夏陽國中，學校幾乎與教改政策脫節的情形，她談到： 

 

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大部分的老師寧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

靜靜的在做他們的事情……來到這個地方（夏陽國中），在這邊沒有做（九

年一貫課程）耶！開教學研究會十分鐘就結束了耶！我就說：「怎麼剛剛

才坐下來才討論一下段考要考什麼？怎麼就結束了？」然後我就開始帶

動、投入，去討論為什麼學生考得怎麼樣？而不是鳥獸散嘛！那個時候老

師很沒有禮貌，我不能再多講一些什麼，只能說要帶動。（青荷校長

2009/4/2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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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 Lortie（2002: 14）以蛋盒學校（egg crate school）形容長久以來教

師在教學現場獨立、互不相干的情形，夏陽國中教師長期靜靜的在自己的空間

做自己的事，當教育改革在全國如火如荼推行之時，夏陽國中的校內運作與教

育政策可說是相當冷漠。洪瑞璇（2008）曾經指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推行的領

域時間，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打破傳統學校教育環境特有的封閉的蛋盒文化，讓

教師有正式的時間與空間進行專業對話。不過在青荷校長上任之初，夏陽國中

教師在教學研究會的表現僅有形式的溝通，這樣的情形對於在前任學校大力推

動九年一貫課程的青荷校長而言，簡直不可思議且與她的經驗完全背道而馳。

因此青荷校長上任之後大力透過溝通、文件的發表，激發教師的潛能，希望能

藉此撼動教師對教育政策冷漠的文化。然而在訪談過程中，青荷校長無奈地談

到她推動政策面對教師反抗，她說道：「我要辦校本課程，沒有了！英語歌謠比

賽，老師要把他廢掉，我很難過；然後國文的詩詞（朗誦）……可是老師有意

見。」（青荷校長 2009/4/28/6-1-2）隨著教育改革的實施，校園日益民主開放，

但是在民主開放的背後，校園內部權責不符、自主而不重專業、論功利而無視

倫理的弔詭現象卻也隨處可見（張榮輝，2008），青荷校長領導夏陽國中面臨的

最大挑戰之一便是校內教師對專業自主認知的錯亂。青荷校長認為「其實你說

教師專業自主，真的很自主……但是不要弄錯地方，該專業的、自主的沒有，

但是其他的，換句話說現在的老師，年輕的（老師）比較多是享受他的權利。」

（青荷校長 2009/4/28/6-7-10）在進入現場訪談之前，我曾從青荷校長發表的文

件中瞭解她希望在夏陽國中推動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提昇教師專業的企

圖，化解夏陽國中逐年減班、教師超額的危機。然而青荷校長苦口婆心的勸勉

卻在校務會議慘遭否決，42她雖然也不吝在後來的會議文件中向全校教師談到

自己跌宕心情，不過在訪談中青荷校長坦言，有時候她寫的文章教師們「不見

得會看」（青荷校長 2009/4/28/6-5-3），由此也顯現她與教師溝通的力不從心。

當我問到青荷校長對推動試辦專案計畫失敗的看法時，她這麼告訴我： 

 

因為他推這個試辦有經費補助，我覺得我早一步讓我的老師來適應，萬一

真的可能教師分級，或者是將來要實施，因為他說要真的實施嘛！失敗的

原因是因為我個人找了教師會的理事主席，找了三、四次，我請他幫忙，

                                                

 
42 從青荷校長發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夏陽國中全校一百餘名教師僅有八名同意參加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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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以下暫停錄音）。（青荷校長 2009/4/28/6-10） 

 

雖然青荷校長積極觀察教育現場脈動，希望透過教學研究會的對話、參與

試辦專案計畫等各種方式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在訪談過程中，青荷校長僅以「我

不能再多講一些什麼」帶過她與教師的關係，或是以「以下暫停錄音」選擇將

她的聲音隱沒在研究之中。卯靜儒（2004）在討論研究中的女性聲音時，曾引

述 Britzman 的文獻指出再現他者的聲音所代表的不只是紀錄他們說的話，它需

要解釋的功夫，因為這些聲音表達了一種關係、更大的脈絡、代表某種存在意

圖（what is intended）和意指（what is signified）之間的張力。因此當我們在解

釋女校長在研究中的聲音時，必須留意聲音的背後的弦外之音。在訪談過程中，

青荷校長雖然以「我不能再多講一些什麼」或是「以下暫停錄音」，希望藉此打

住討論或是希望她的經驗不要被寫入研究中，但實際上這樣的語言也凸顯她與

教師互動之間，校長權威被挑戰、校務會議凌駕校長領導的問題。事實上當我

在現場中止錄音後，在不能留下紀錄的訪談裡，青荷校長談到了她的感受，這

些感受在本研究中是必須完全保持沉默、甚至需要隱沒的。從後結構女性主義

的觀點出發，沉默背後的意涵是需要被討論、被重視，當青荷校長在教育現場

不斷地透過書寫和語言企圖帶動教師文化卻不甚成功的情況下，她的「我不能

再多講什麼」和「以下暫停錄音」的語言也是一種對於教師文化的抗拒。 

參參參參、、、、女女女女校長在校長在校長在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的問題解決歷程中的問題解決歷程中的問題解決歷程中的權力權力權力權力與知識與知識與知識與知識 

後結構女性主義對權力與知識的觀點深受 Foucault 的影響，對 Foucault 而

言，權力與知識直接包含彼此，沒有一種權力關係與不連結到知識領域的構造，

也沒有任何一種知識不在同時預設或建構權力關係（引自黃俊儒，2003）。因此

在本研究以後結構女性主義分析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時，其中蘊含的權

力與知識一併進行討論。在六位女校長問題解決放聲思考與訪談過程中，紫陽、

芙蓉與雪櫻校長的思考內涵特別能顯現權力與知識的關係，在此呈現她們的經

驗。 

一、校長即權力、校長即知識：紫陽校長的問題解決思考內涵 

以紫陽校長為例，當她在處理問題情境案例三「教學領導問題多」時提到

了她個人對平衡活動與升學的讀到見解，此外，她也試圖以此見解影響、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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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家長。紫陽校長提到： 

 

我個人認為學生本來就是要多元學習，只是什麼時候要啟發這個點？我在

藍天國中已經第五年，我來的時候其實很多聲音告訴我說：「學校不要搞

活動！專心升學！」我也很贊同啊！而且我做升學措施，做得比前面幾個

校長還過份，說過份就是我根本不要你們告訴我怎麼做？我會做給你們

看，告訴你怎麼去拼升學，而且我是有策略、有方法的……所以你做校長

的人，你本來就應該要對學校的競爭力、學校怎麼的去提高學生的升學？

在學生的課業學習，對他生涯有影響的東西你本來就是要很看重啊！（紫

陽校長 2009/4/13/3-7-12） 

 

就 Foucault 的觀點而言，權力具有生產性，權力產生知識並產生真理（引

自吳勁甫，2002），從上述的內容可以看到紫陽校長在領導者的位置上，由於她

有具領導實質權力與正當性，她個人的多元學習理念、拼升學的方法策略自然

而然地成為解決問題、甚至是教導他人理解的知識。不過紫陽校長在訪談過程

中也提到，她的「活動與升學並重」的理念是透過行動來向他人證明的。紫陽

校長提到： 

 

學生有靈活的反應力，有情緒舒展的空間，對學校的生活教育、對學校的

升學絕對只有幫助，沒有缺點……我個人一再地強調，學校的活動跟升學

是不會影響，是會相輔相成的。我自己在藍天國中，還有之前的學校，我

都真的做到活動跟升學並存。而且學校的優質跟活動、跟升學是可以同步

成長的，那你慢慢做出了你的口碑，拼出了不錯的、漂亮的成績單，那你

下面要再辦活動的時候，同仁的認同度就會比較高、家長的認同度就會比

較高。（紫陽校長 2009/4/13/3-1-4） 

 

藉由行動的實踐，紫陽校長不斷強化她對「活動與升學並重」的正面看法，

對紫陽校長而言，這樣的看法也成為不容質疑的知識，引導其問題解決的思考。

紫陽校長因所處的位置獲得權力，因獲得權力之後進而產生知識影響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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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轉化權力的認知：芙蓉校長的領導經驗 

與前面談到的紫陽校長不同，芙蓉校長則是因為接受了知識的薰陶，進而

影響她對權力的看法。芙蓉校長談到她因為在哲學的興趣影響其領導實務的看

法。 

 

事實上我在大學就有看一些女性主義的書……還有存在主義、波娃的東西

有稍微接觸……哲學、邏輯、歷史這一塊對我的影響真的很大……可能因

為在哲學上有這樣的思維，我覺得我的自由度比較（大）……有人會覺得

太過自由之後會不會有什麼東西？可能會擔心這一塊，那我會覺得機會可

以多，自由多一點，可以尊重一些多元的想法。（芙蓉校長 2009/4/29/6-7-3） 

 

芙蓉校長在大學時期的哲學訓練，使其以較寬容自由的觀點看待事物，也

因為哲學的背景，使芙蓉校長面對校園中權力結構的轉變採取較正面的態度。 

 

像我是感覺比較強烈就是，以前教師會剛開始要成立的時候，我那時候其

實正在受主任的訓！當時很多人在談教師會時，有很多很多負面的想法，

但是我那時候就覺得不會啊！教師會為什麼是負面的？我們為什麼不能

把它引導成正面的？我們的功能就是要把他變成正面的。很多東西不要一

開始就對立，就覺得教師會就是對立的，我常常聽到教師會或是老師代表

跟學校行政對立，我說怎麼會是對立？本來應該是要互相協助呀！……我

想到的是自由度，就是多一點的團體來運作一些事情，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你也可以把這些東西跟教師會做一個溝通。（芙蓉校長

2009/4/29/6-7-15） 

 

教師組織的成立、教師彰權益能，反應了與過去由上而下截然不同的學校

管理方式，其中受衝擊最大的恐怕是學校校長。不過教師的彰權益能並不代表

校長的重要性減低或影響力趨微（王麗雲、潘慧玲，2000），正如同芙蓉校長上

述對教師會的看法，她認為多一點團體進入校園運作，並不如一些人所想像的

僅有負面的意義，它同時也具有正面的意義，芙蓉校長認為假使教師會是負面

的，學校行政人員的責任更需要將其引導為正面才是。芙蓉校長對教師會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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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也反應在其解決問題的思維之中。芙蓉校長談到： 

 

有時候在處理老師的問題……你要讓老師服氣，不能說只聽家長、只有行

政的觀察，他（老師）也會覺得你行政就是（偏袒），就有衝突。有些狀

況我會請教師會長納進來，納進來的用意是就是說我們絕對不是只是在處

理老師的問題，而是希望老師可以瞭解……我們如果不帶他改變，他將來

還要工作很久，不管他或是孩子都會很辛苦。那我們就會把這個概念跟教

師會長講清楚，那再來協助這個老師。（芙蓉校長 2009/4/29/6-4-5） 

 

除了納入教師會的力量解決問題之外，芙蓉校長因哲學背景養成的「自由」

價值，也給教師更多的自主空間，例如在問題解決情境案例三「教學領導問題

多」，面對綜合領域教師安排的九年級職業參訪課程，有別於大部分女校長希望

刪減活動，必要時採用課程核定權的作法，芙蓉校長認為假使教師能夠稍微調

整活動最好，但如果因為時間來不及，至少課程經由設計且在領域的時數之內，

因此不會否定教師的課程計畫。由此即可看出芙蓉校長因為個人知識影響她對

權力的看法。 

三、知識與權力的互相交融：以雪櫻校長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例 

至於另一位初任的雪櫻校長，在領導過程中所出現的知識與權力則藉由與

她與教師之間的對話，不斷地進行交互作用。由於雪櫻校長領導的春風國中地

處偏遠，雖然近年在前任校長與雪櫻校長的努力之下，學生人數達到創校歷來

之最，不過雪櫻校長為了維持春風國中的優勢，她在領導過程中也不斷地向教

師拋出學校未來走向的問題，儘管其中也面臨教師對行政人員的挑戰，雪櫻校

長一方面給予教師表達意見的空間、賦予其自主的權力，但另一方面雪櫻校長

也將責任交給教師，使其回歸到教師的專業思考學校未來發展問題。 

 

我常跟行政人員講：「我們學校特質跟別人不一樣，所以很多東西不要覺

得是校長要求。因為我是全校可以落跑最快的人，我任期三年一到就可以

走，我頂多留六年。」那老師也可以告訴我：「校長，我也可以調校啊！」

我說：「沒錯啊！那你調校就要去適應那個學校的新環境，可是如果你勢

必非留在這個學校不可，那你要想想你的責任在哪裡？你要說服家長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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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在哪裡？」像有的老師還會要求：「行政單位規劃的東西不 OK……。」

那我也會跟他們討論，如果有什麼東西是更（好的意見），那我說：「好啊！

你們試試看啊！」但是我也會告訴他們：「當我同意你們做這個改變的時

候，責任都回歸到你的身上。因為當你這樣的改變，你說服不了家長、說

服不了學生、說服不了我說這樣的改變會更好的時候，那就對不起啦！我

們就只好回到原來的規劃來做嘛！因為我們玩不起！都會地區的學校有

一百多個班、三百多個老師，有二十個老師打混，他是被稀釋掉、是看不

到的。可是在我們學校，五十個老師有二十個打混，他就佔了一半，大家

看在眼裡。其他大型學校，一年減三班，他減十年，學校都還在；在我們

學校一年減三班，三年學校就不見了。」（雪櫻校長 2009/4/17/6-7-5） 

 

Conway 與 Calzi（1995）在討論共享決定（shared decision making）的陰

暗面時，曾整理相關文獻指出共享決定雖然能夠提昇組織成員的滿意度，但是

成員的滿意度與生產力不一定成正比關係。當雪櫻校長賦予教師自主的空間

時，她相對地也站在校長的立場提醒教師，期待教師所提出來的方案策略能夠

真正對學校產生助益，以此避免 Conway 與 Calzi 所言的情況發生。除了給予教

師空間一同思索改進的策略之外，雪櫻校長亦積極申請專案計畫，希望藉此提

昇教師的專業。在雪櫻校長申請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中，她透過對話與權

力的分享，激發教師的專業成長。 

 

我們學校參加教育部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老師的讀書會大概都是配合這

樣的案子，我不見得會親自帶，我會讓老師自己帶……但是我會推薦一些

書，簡單的做介紹，然後回歸各處室主任自己帶著團隊去看，然後找一個

你們處室的案例輪流報告。也許你會發現他其實並不是按照那樣共好的精

神，那你就要再帶他們。今年是用《共好》這本書，由各處室報告案例，

那我剛來第一年的時候，因為我還在摸索瞭解，所以我邀各處室每次行政

會報要有一個專題報告，我不設題目，可以是你看的一本書，由各處室自

己來帶；可以是你們處室的一個很重要的專案，需要讓大家知道；可以是

你自己的一個作品，你願意跟大家分享，而我也不限制一定要主任報告，

你可以派一個人報告。所以有主任、有組長，主題也很多，雖然到最後連

養生操都出來了，但是我覺得 OK 啊！沒問題啊！那就是讓你們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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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雪櫻校長 2009/4/17/6-2-3） 

 

從雪櫻校長上任第一年由各處室自由專題報告，到第二年的書本研討，校

內教師、行政人員在雪櫻校長創造的對話空間之下交流意見，這樣的不拘內容

形式、開放自由的討論，形構了專屬於春風國中校內成員的在地知識。雖然雪

櫻校長包容教師各種聲音，但事實上從上述雪櫻校長的談話內容，可以看到她

還是站在較具權威的位置看待教師的對話，假如教師的討論沒有觸碰到應有的

議題，雪櫻校長仍會以她個人的知識系統引導校內成員思考。從上述三位女校

長的案例，我們即可看出女校長在領導實務與問題解決歷程中，在權力與知識

運作的多元樣貌。 

肆肆肆肆、、、、從從從從女校長的女校長的女校長的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問題解決實務問題解決實務問題解決實務透視透視透視透視校長領導校長領導校長領導校長領導的差異與性別迷思的差異與性別迷思的差異與性別迷思的差異與性別迷思 

後結構女性主義借用 Derrida 的延異觀點看待男女兩性的特質，使其意義

不固定，也使其有無限的可能（白曉紅譯，1994），除了以這樣的觀點來詮釋男

女的差異之外，事實上即便是女性，身處不同位置的女性也展現了殊異的經驗。

在訪談過程中，雖然我並沒有直接詢問女校長有關她們所知覺的男女校長差異

問題，但是透過問題情境案例的設計，女校長的回答除了顯現她們之間的差異

之外，也透露了她們對男女校長領導差異的思考。在這裡以女校長在問題情境

案例四「來自家長的壓力」的思考，呈現其對校長應酬文化中的女性角色的看

法，以及紫陽校長與青荷校長在問題情境案例五「運動會的背後」之思考內涵，

呈現女校長在校園內部權力與政治的差異。 

一、女校長看校長應酬文化 

校園中的交際應酬文化往往是女校長校務經營面臨的挑戰之一（陳佩英、

黃筱晶，2007），當女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案例四「來自家長的壓力」其中所描

述的應酬邀約時，女校長們也應酬文化在今日仍無法完全避免，例如：芙蓉校

長便以自己身邊同儕為例，談到：「我們曾經有主任調到別的地方，他跟我說他

從開學到現在已經每天晚上不知道吃了多少……」（芙蓉校長 2009/4/29/4-1-4）

雖然面對現實情境的壓力，大部分的女校長對於飲宴應酬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從女校長的回答中也可以感受到她們所知覺的男女校長的差異，然而這樣的差

異卻也可能因為她們的經驗或是在領導過程中遇到的重要他人，而有不同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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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在訪談的過程中，大部分的女校長對於校長應酬文化採取的態度多半認為

那是男校長才做的事，女校長幾乎不可能這麼做。例如紅梅校長回憶起她過去

從教師轉任行政人員之初，對當時校長的印象： 

 

我接行政做了第二個月，我們那個校長跟我說：「你將來有一天，你一定

要去考校長，因為有一天，你會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校長。」可是我想到那

個老校長，每天九點才來上班，然後每天喝得醉醺醺的，我覺得我才不要

這樣。（紅梅校長 2009/4/15/6-15） 

 

即便紅梅校長在擔任行政人員時受到上級長官的賞識，鼓勵她晉升考校

長，但紅梅校長面對積習已久的校長應酬文化，仍抱持著排斥的心理，因此當

她成為校長之後，她樹立自己的行事風格，對於飲宴應酬均一概拒絕。與紅梅

校長的看法類似，青荷校長認為自己不可能和男校長一樣喝酒應酬，此外由於

家中有長輩要照顧，更有推辭應酬的正當理由。 

 

當一個校長，我不知道耶！因為我是女生，我大概不參加什麼應酬，這是

跟男校長比較不同的。我的前任校長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喝酒應酬，我不可

能做這樣子的事情，我一心只把心放在孩子身上……那我還有一個理由就

是爸爸、媽媽年長，我要去照顧他們……我必須要用很柔性的訴求說：「爸

爸、媽媽在家裡等我，我去應酬的話，他們老人家沒有人顧。」所以利用

這種方式，一次、兩次他會知道。（青荷校長 2009/4/28/4-13） 

 

青荷校長除了在學校照顧學生之外，離開學校卸下校長的身份則肩負照顧

父母的責任，在家庭與事業兩頭燒的情形之下，自然而然不會考慮應酬的邀約。

在一般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下，照顧是女性為了其家人的福祉所承擔起的無酬

責任（呂寶靜，1999），除了像青荷校長需要照顧長輩之外，金菊校長提到女校

長照顧家庭子女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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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校長跟女校長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的就是，女校長還是會比較 concern

她的家庭還有小朋友，所以大概公務忙完之後就會回去。但是男校長可能

比較海闊天空，當然也有那種新好男人的，但是我會覺得如果他的家裡有

一個賢內助，他可能就會比較自由一點。（金菊校長 2009/4/7/4-13） 

 

受到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影響，金菊校長認為女校長相較於男校長而言，

必須負擔更多的家庭照顧責任，當然她在訪談中也不否定顧家型的男校長存

在，但是在她的眼裡女校長不可能像男校長那麼海闊天空。 

青荷校長與金菊校長紛紛點出職業婦女在傳統社會結構底下家庭、事業兩

頭燒的情境，這樣的結構限制雖然可以解釋成父權思想對女性的壓迫，但是雪

櫻校長反倒利用這樣的結構限制婉拒不必要的應酬邀約。 

 

雖然大家都覺得校長不應該用自己的性別來做的區分，但是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以一個女校長而言，這一點（婉拒應酬）是蠻佔優勢的。當今天一

個男校長跟人家講：「不行！我不能跟你去應酬，我不能喝酒，我要照顧

家裡……」的時候，其實有些人會覺得你這個（台語）男校長怎麼會這樣

子？可是女校長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大家對女校長的一個角色期待，當

我今天跟他講：「不好意思啦！我不回去照顧我的孩子，不然我會違反兒

少法！因為我孩子還未滿十二歲。」或者說：「我老公會把我休掉！」類

似這樣半開玩笑，但是軟軟的回絕的時候，即使他們的心裡有一些不悅，

但是他會比較體諒。他會覺得說：「好啦！好啦！好啦！」或者是覺得：「反

正女校長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包含喝不喝酒？我不喝。但是我會不會喝

酒？我會喝。可是我在外面，我都絕對號稱我叫「三杯吐」，這是有一個

校長曾經幫我取的外號，因為我就跟他講說：「我不行喝，我啤酒喝兩杯

就臉紅，三杯就會吐。」所以他們都叫我「三杯吐」……其實我覺得你去

建立你自己的 style！你去建立自己的風格！一開始也許他們會不適應，他

會覺得以前校長都怎麼樣，現在校長都……。那我就是我，我就會承認我

就是不會喝酒，我就是不會交際應酬，但是我還是很誠意的謝謝你們願意

給學校支持。（雪櫻校長 2009/4/1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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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fman（1959）認為作為特定類屬的人，除了具備特殊的屬性（例如：

年齡、性別、階級）之外，為了在行為和外表維持社會賦予的期待，人們往往

在特定的場合中透過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製造某種形象，以此

呈現自己的姿態。從雪櫻校長上述的談話可以發現，雖然她本身並不認同以性

別來區分校長的領導特質行為，但是她利用一般大眾對女校長的預期看法，即

便一些人對女校長不出席應酬場合感到不適應，但最後多半能夠接受。這樣的

觀感也使雪櫻校長在拒絕應酬邀約上更有優勢，一旦建立符合社會預期的形

象，即「女校長本來就很少喝酒交際應酬」的形象，雪櫻校長只要展演符合形

象的表現，反而能利用既存的社會結構，進而將她的心力放在校務經營之上。 

雖然現今校園仍普遍存有男校長的應酬交際文化，不過芙蓉校長在訪談過

程中則以她擔任主任時期的校長為例，指出有些男校長也會慎選參與必要的應

酬場合，希望從她所接觸到的真實情形，打破一般人對男校長一定都會喝酒應

酬的迷思。 

 

之前帶我的那個校長是男校長，我記得他沒有要我們去應酬……他的個性

是有必要去就去，但是他不會要我們主任跟去，因為有些校長的作法是會

找一群人，這樣子好像也可以幫校長。但是我覺得他不會，即使也不是因

為我們是女主任，對其他男主任也是……所以有的家長看他辦學那麼認

真、那麼誠懇，他就願意補助學校、幫助學校做事。這個是不同的風格啦！

我也遇過有些校長還是喜歡（應酬），但是我覺得說既然這樣子的校長一

樣可以存在得很好，而且人家風評很好……我相信我們不需要譁眾取寵的

做很多事情，也不用跟人好像要很熱絡，該有的東西可以有些發展……那

我想如果另外一個風格不適合自己，那就不要太勉強自己去做。（芙蓉校

長 2009/4/29/4-14） 

 

芙蓉校長在擔任主任期間，看到即便是男校長只要認真辦學，也可以跳脫

傳統應酬文化的束縛，進而得到家長的認同。這樣的經驗，強化了芙蓉校長對

校長不參加應酬的決心，也顛覆了傳統校長一定要應酬的看法。 

從上述的討論內容可以發現女校長對於飲宴應酬的保留態度，有女校長甚

至利用女性不善應酬的形象進行偽裝，當女校長推辭應酬之後，雖然可能因而

失去了某部份的人際網絡，但她們也可能透過其他管道（如：申請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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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級長官保持良好關係等）建立屬於女校長的人際網絡；不過從訪談內容中

也可以發現並不是所有的男校長都熱衷應酬，亦有男校長專心經營校務，正如

同金菊校長在訪談中所言：「應酬的部份就是大家看自己想過一些什麼樣的生

活」（金菊校長 2009/4/7/4-6-1）校長的應酬是一種選擇，不論是男校長或是女

校長都可能因為個人的價值、原則、所處的環境脈絡做出不同的選擇。 

二、女校長看人事權力與政治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曾指出女校長較男校長更容易分享訊息、以母性特

質同理、關懷他人（李莉莉，2003；侯怡楓，1999；戴振浩，2001）。然而當本

研究的女校長在面對問題解決情境案例時，她們所展現的面貌真的如文獻所言

以女性的特質來處理問題嗎？Gregory（1990: 257-258）在整理相關研究後，指

出當前有一派說法認為領導者的行為與特質取決於個體在組織權力階層中的位

置。當女性晉升至領導階層時，她們原本在基層職位中所出現的女性特質將會

進行轉化，以男性的思維與男性領導特質面對領導情境中的問題。雖然前面談

到的幾篇研究有不同的發現，不過本研究卻發現不同女校長在問題解決的歷程

中，並不截然以自身的性別出發進行思考。以下便以青荷校長與紫陽校長處理

問題情境案例五「運動會的背後」的情形為例，討論她們在人事權力與政治上

所展現的差異。 

當青荷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案例五時，為了順利解決問題、支援上級的活

動，她希望校內主任能夠一起配合，將上級交辦的任務完成。 

 

原則上校長跟教、訓、總、輔四個主任一定要有默契！他們一定要去瞭解

校長的理念是怎麼樣？那校長請你們當主任是要來協助校長推動校務，或

者是來推動上面交代的一個政策，主任們應該要接受挑戰。那校長要勉勵

主任說：『你絕對做得到啊！這些活動只不過是一個排字嘛，還有（啦啦

隊）……』校長一定要肯定主任的能力，然後隨時在旁邊給他們打氣。（青

荷校長 2009/4/28/5-6-1） 

 

青荷校長認為身為校長，與校內的主任一定要有配合的默契，而校內主任

之所以能站在這樣的位置，無疑是要協助校長、完成上級交辦任務，當面臨挑

戰時，青荷校長以較具女性特質的鼓勵，肯定成員有完成任務的實力，隨時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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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成員加油打氣。有別於青荷校長展現的女性領導特質，紫陽校長面對同樣的

問題情境有較強勢的作法。 

 

我個人認為如果這是一個既定政策，各單位主任就是要去達成這個政策。

你必須要達成任務，你如果達成不了，你就必須要下台一鞠躬。那我就記

住你這件事，你現在不給我配合，這學期結束我就告訴你：「你下學期你

不必當我的主任。」你做校長本來就是要有你的 power，你不能東講一句、

西講一句，大家都這個樣子講，你就什麼都不做，那到時候上面怪罪下來，

還是我一個人要承擔。所以實在必要的話，壓力源在哪裡？譬如是導師，

那就集合導師精神講話呀！告訴導師：「我們都是拿國家薪水的，你有責

任呼應國家政策。如果你們真的覺得國家政策有些顧慮不周全，你們要用

什麼方式反應是你家的事，但是我必須要貫徹國家政策。」那當然，你跟

導師、跟同仁溝通的時候，你要讓他們知道，在心情上你是跟他們站在一

起的，你也不希望包工程、做事情啊！（紫陽校長 2009/4/13/5-6-1） 

 

與前面談到的青荷校長相較，雖然紫陽校長同樣認為處室主任配合貫徹上

級政策相當重要，但是從紫陽校長對問題情境案例的反應可以發現她以較強勢

的態度、行動來處理問題。當主任無法配合行事，她便會展現校長的權力，不

論是動用人事權，或者是召集成員精神講話，紫陽校長一方面強勢地要求成員

完成任務，另一方面她也希望「盡量用過去累積的經驗和智慧去解決問題，讓

同仁知道你不是為自己，你不是為自己的晉升做打算，你是為了這個環境好，

只要你有這樣子的決心跟善意，究竟你是一個政治校長？還是你是一個真正想

為這個學校做事的校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紫陽校長 2009/4/13/5-9）在紫

陽校長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有別一般女校長較常具備的女性領導特質，紫陽校

長以較陽剛、較強勢的作風看待問題、解決問題。紫陽校長之所以展現與其他

女校長較不同的問題解決樣貌，或許與她個人對政治的興趣有關。 

 

我覺得我自己對政治議題很有興趣，現在臺灣整個都政治化嘛！所以你經

常可以聽到名嘴、媒體在報導一些東西。其實政治就是就是眾人之事嘛！

其實學校教育環境也跟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只是他不是所謂的那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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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其實也有很多人的問題要解決，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新聞報導、社會

議題、政治話題，國際新聞，我覺得都是我們可以去思考、反省、修正的

一個參考的對象。（紫陽校長 2009/4/13/6-5-3） 

 

從青荷校長與紫陽校長兩人在解決問題時的對照，我們可以發現兩位女校

長即便對「處室主任應配合校長與上級政策」的看法雷同，但她們接下來採取

的策略卻有截然不同的面貌。青荷校長以女性領導特質鼓勵成員完成任務，紫

陽校長由於自身對於政治的興趣，使她在解決問題時出現了和其他女校長不同

的思考方式，以較強勢的作風要求成員配合。由此即可看出並不是所有的女校

長均以女性角度解決問題，也並不是位居高位的女校長就一定會運用男性領導

者的思維模式面對問題，正如同紫陽校長出現的強勢作風，很可能源自於她對

於權力政治的興趣，透過上述的討論，讓我們能更深入的瞭解女校長之間的差

異。 

伍伍伍伍、、、、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節主要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探討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的

主體性、位置性、語言論述、權力、知識與差異。首先本節從女校長的位置性

切入，探討位於不同位置脈絡的女校長的問題解決主體經驗，結果發現校長的

成長背景、求學經過、行政經歷、學校地理位置、地方文化……等因素使得女

校長在思考問題時有所差異，即便她們提出了類似的價值、原則或解決策略，

事實上造成女校長這麼思考問題的背後有著錯綜複雜的形成背景。在討論女校

長的語言論述時，本節以紅梅校長及青荷校長為例探討女校長在研究中的發聲

與沉默。當女校長發聲之時，我們能從中瞭解女校長聲音背後所代表的意涵，

但女校長在研究中的沉默並不代表她們語言表達的失敗，在沉默的背後反而凸

顯了領導現場更值得注意的問題。至於在問題解決歷程中的權力與知識方面，

不同的女校長也展現了不同的樣貌，紫陽校長透過自己的位置，以自己的權力

與知識形構解決問題時的參考依據；芙蓉校長則因為大學時代接受的哲學薰

陶，使其思考權力問題時更具彈性與自由度；而雪櫻校長則因為參與專案的緣

故，分享權力、提供校內成員對話建構在地知識的空間。本節最後討論女校長

的差異時，主要從女校長對校長應酬文化的看法，省思男女校長領導的差異。

結果發現女校長通常將心力放在校務經營之上，對於飲宴應酬抱持著保留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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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除非有必要、不得不出席時，才會參加，有時社會對女校長的角色期許，

反而成為女校長婉拒邀約的最佳理由。不過男校長也並非如一般刻板印象一

樣，必定終日喝酒應酬，芙蓉校長亦從其師傅校長的行事作風，試圖破除大眾

對於男校長領導應酬的迷思。除了從女校長對校長應酬文化的看法理解校長的

差異之外，本節亦從青荷校長與紫陽校長為了達成上級任務時，對於校內主任

人事權力的看法，結果發現女校長除了從女性領導特質的關懷、同理鼓勵校內

同仁之外，亦可能採用較強勢、陽剛的作風要求校內成員配合。從後結構女性

主義出發，我們將能深掘女校長問題解決的多元樣貌，也協助吾人更貼近地瞭

解女校長的領導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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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六位臺北縣市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除了剖影響其

問題解決的因素、思考問題的內涵與解決策略、比較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問題

解決思考的異同之外，並透過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分析的觀點，從主體性、位

置性、語言與論述、權力、知識與差異概念探討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在本

章將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本節主要以第四章之研究發現為脈絡，分別歸納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心智

運作的要素、問題解決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

問題解決的異同，以及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分析觀點的研究結果，作為本研究

之結論。 

壹壹壹壹、、、、女校長面對問題女校長面對問題女校長面對問題女校長面對問題時時時時，，，，常傾向透過個人詮釋理解問題常傾向透過個人詮釋理解問題常傾向透過個人詮釋理解問題常傾向透過個人詮釋理解問題，，，，並以其價並以其價並以其價並以其價

值值值值、、、、原則引導解答程序原則引導解答程序原則引導解答程序原則引導解答程序之之之之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當六位女校長在詮釋問題時，她們最常應用的詮釋方式即是從其長期記憶

資料庫提取自身處理過的類似案例，從過去的經驗與新的情境案例連結，進而

詮釋、理解問題，例如：紅梅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案例一的「校園體罰風波」，

在進行放聲思考時的第一句話便開始陳述過去在冬林國中曾經處理的體罰問題

經驗，待陳述完畢之後再提出她的問題解決策略。由此可以看到女校長的經驗

與她們如何詮釋問題息息相關。一旦女校長對問題進行初步詮釋之後，她們便

會進入實際的解答歷程，提出各式的策略以解決問題。 

在女校長在詮釋問題，提出問題解決策略時，她們的個人原則與價值是引

導其問題解決思考的關鍵。在原則部份，大部分的女校長在放聲思考與訪談的

過程中提到「依法行政」的問題解決原則，由此可看初女校長對於遵循法規的

重視。除此之外，亦有女校長提出「以和為貴」的問題處理原則，試圖在衝突

的問題情境中盡可能營造和諧的氣氛，化解各方當事人的不滿情緒。然而一旦

個人的原則之間有所衝突，女校長亦會更進一步權衡各個原則，以能順利解決

問題為要。大體而言，女校長因為她們本身在位置脈絡的差異，因而對問題產

生不同的知覺，並運用不同的原則來解決問題，但本研究卻也發現資深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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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原則以較隱晦的方式嵌入她們的問題解決思考歷程，至於初任女校長在

訪談過程中則會較明顯地談到她們問題解決的原則。 

在影響問題解決的價值部份，雖然不同女校長以殊異的個人價值來看待問

題、解決問題，但是大體而言，女校長的專業形象相當鮮明，她們最常以專業

導向的價值，即：「個人角色責任」、「教育者普遍責任」與「為顧客服務」的價

值出發，考量個人身為校長、教育工作者為學生、家長等顧客服務的責任，試

圖在思考、解決問題時顧及自身的責任與顧客的需求。 

貳貳貳貳、、、、女校長女校長女校長女校長面對問題面對問題面對問題面對問題時時時時較少提出解決目標較少提出解決目標較少提出解決目標較少提出解決目標，，，，傾向在瞭解問題後提出傾向在瞭解問題後提出傾向在瞭解問題後提出傾向在瞭解問題後提出

各種策略因應各種策略因應各種策略因應各種策略因應，，，，其解答歷程其解答歷程其解答歷程其解答歷程具具具具動態動態動態動態性性性性且且且且有彈性有彈性有彈性有彈性 

本研究發現六位女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時，甚少提到此一問題解決要素，

其中資深女校長設定的問題解決目標通常較為宏觀、遠大；初任女校長設定的

問題解決目標則較傾向滿足家長的需求。當女校長實際進入問題解決的程序以

後，由於每位女校長的問題思考切入點不同，她們不一定會固著地依循每一個

問題解決步驟來處理問題，連帶地也使她們的問題解決歷程不盡相同。 

大體而言，在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中，她們透過詮釋、蒐集資訊理解問

題之後，較常傾向直接提出各種策略因應，每位女校長所提出的策略會因為其

所處的位置脈絡而有差異。至於在提出解決策略後，女校長亦會針對策略制定

相關的執行計畫，不過不同資歷的女校長在後續的反省評鑑與精進問題解決歷

程有明顯差異，資深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歷程中較初任女校長顧慮問題解決歷程

的精進。 

參參參參、、、、女校長女校長女校長女校長在面對問題在面對問題在面對問題在面對問題情境情境情境情境時時時時，，，，均均均均會會會會知覺她們在解決問題知覺她們在解決問題知覺她們在解決問題知覺她們在解決問題可能出現可能出現可能出現可能出現

的限制的限制的限制的限制，，，，並展現她們正向與負向的情感並展現她們正向與負向的情感並展現她們正向與負向的情感並展現她們正向與負向的情感 

當女校長面對結構模糊的問題情境時，她們均會知覺解決問題可能面臨的

限制，本研究發現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知覺有明顯的差異，其中又以資深且獲

獎的紅梅校長與紫陽校長知覺到較少的限制，但是問題的限制並非完全無法移

除，只要女校長有類似的問題處理經驗，或是曾接受類似的訓練，便能自在地

面對問題解決歷程中的阻礙。 

當女校長在面對問題情境時，均會出現個人正向或負向的情感。本研究發

現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所出現的正向情感較負向情感的頻率高，不論是資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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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的女校長均透過積極的自我反省進行思考。至於負面的情感可能降低女校

長的問題解決效率，甚至連帶地影響女校長的身心健康，女校長可能會尋求支

持化解負面的情感，以此繼續迎向問題困境的挑戰。 

肆肆肆肆、、、、女校長女校長女校長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的見解略有異同在問題解決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的見解略有異同在問題解決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的見解略有異同在問題解決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的見解略有異同，，，，但最但最但最但最

常常常常以以以以溝通溝通溝通溝通作為作為作為作為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解決的核心策略解決的核心策略解決的核心策略解決的核心策略 

六位女校長在面對五個不同的問題情境案例時，她們以個人的經驗認知出

發，提出她們的問題解決之道。儘管女校長因為個人所處的位置脈絡不同，提

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解決策略，但大致上，女校長最常以溝通作為問題解決的

核心策略。例如在問題情境案例一「校園體罰風波」中，女校長透過柔和的語

言、低調的姿態與家長、議員甚至記者溝通，使問題能夠迅速落幕；在案例二

「未婚懷孕事件」裡，女校長除了提出安慰學生、與之溝通問題重要性的策略

外，如何有技巧地聯繫家長使之瞭解事件並協調雙方家長進行對談，是女校長

在此一案例中所重視的地方；到了案例三的「教學領導問題多」，女校長將問題

解決的重點放在與教師、家長的溝通互動，以此使教師瞭解課程實施節奏的重

要，也讓家長認同學校升學與活動並重的辦學目標；在案例四的「來自家長的

壓力」之中，女校長透過語言技巧，委婉地拒絕家長的工程關說，讓校園能夠

回歸法治的正常運作；在案例五「運動會的背後」，女校長身處上級長官要求與

校內同仁反彈的兩難之間，透過不斷地溝通化解校內同仁的質疑，達成上級任

務。從女校長在問題情境案例的思考內涵即可發現，她們不管面對學生、家長、

教師、議員、記者、上級長官……均透過不斷地溝通互動，交流彼此的想法達

成共識、解決問題。女校長除了在問題情境案例中提出溝通的解決策略之外，

她們在平常的領導過程中亦透過溝通處理各種問題，例如：紅梅校長以柔軟的

身段語言和教師對談，解決教師段考監考更換年級、憂鬱症教師輔導退休……

等問題；青荷校長則親自參與教師研究會，帶動教師的文化，甚至透過大量的

校內文件發表，讓學生、教師與家長瞭解她的辦學理念，由此即可看到溝通在

女校長問題解決過程的重要性。 

伍伍伍伍、、、、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有明顯差異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有明顯差異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有明顯差異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有明顯差異，，，，不過不過不過不過仍有少數仍有少數仍有少數仍有少數

例外情形例外情形例外情形例外情形 

本研究主要訪談六位臺北縣市的國中女校長，其中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各三

名，研究結果發現不同資歷的女校長在問題解決實務上有明顯的差異，不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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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有少數的例外情形。 

大體而言，在影響問題解決的詮釋因素方面，雖然不同資歷的女校長均最

常以個人過去的經驗案例詮釋問題，但是資深女校長較容易精準地將過去經驗

與問題情境案例連結；至於初任女校長在提取長期記憶資料庫中的相關訊息

時，容易出現干擾，提取與問題情境較無直接關聯的經驗來詮釋問題，因此與

資深女校長相較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才能較精準地詮釋問題。 

從影響問題解決的目標因素來看，資深女校長較初任女校長更容易設定問

題解決的目標，而她們所設定的目標通常較為宏觀、遠大，亦較整全地考量組

織發展；至於初任女校長雖然在問題解決歷程中亦提出了她們所設定的目標，

但頻率較低，且所設定的目標多半在滿足家長的需求，一旦目標無法達成，再

轉換其他的目標，與資深女校長相較之下，她們所考量的目標層面較為有限。 

當六位女校長面對模糊的問題情境案例時，她們雖然均指出了問題可能的

限制與阻礙，不過整體來看，資深女校長，特別是曾經獲獎的紅梅校長與紫陽

校長所指出的問題限制較其他女校長少。對資深女校長而言，有些問題並不是

問題所在，她們均能夠游刃有餘地從容面對問題情境中的限制。至於初任女校

長對於解決問題時所出現的限制阻礙，通常會做更多的預想，提出更多的因應

策略。儘管如此，初任女校長並不一定將限制視為無法解決的困境，假使在她

們的培訓養成背景具備相關的訓練，則能同樣自在地面對問題解決歷程中的阻

礙。 

在六位女校長的解答程序（即問題解決歷程）之中，儘管不同資歷的女校

長傾向提出各種可能的解決策略來因應問題情境，但是資深女校長所提出來的

策略往往較具彈性、較另類創意。除此之外當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同時提出問題

的癥結點時，資深的女校長往往會更進一步地處理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策略，

至於初任女校長可能僅對問題點到為止，未能有明確的處理方式。六位女校長

在問題解答程序的差異還能在對問題解決歷程的反省精進面向發現，資深的女

校長更容易提出對問題解決結果的反省，以此精進未來的問題解決歷程，至於

初任女校長便在問題解決歷程中較少出現類似的思考。 

雖然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均會出現正面與負面的情感，但是不同資歷女校

長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資深女校長面對問題時普遍較初任女校長更為冷靜有自

信，然而這樣的結果並不代表初任女校長就沒有類似的正向情感出現，例如初

任的金菊校長在訪談過程中談到個人在面對問題情境時，通常有保持鎮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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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因此與其他初任女校長相較，金菊校長在問題解決時的確較常出現此

一正向的情感，不過與資深女校長對照之下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原則是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的因素之一，本研究發現不論是資深或初任女

校長均會應用原則來詮釋解讀問題，但原則在不同資歷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

上，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初任校長較明白地指出個人原則，資深校長的原則則

是隱含在問題解決歷程中，較不易直接發現；至於在影響問題解決的價值因素，

儘管每位女校長都有不同的價值，很難進行分析比較，但是本研究發現資深女

校長較初任女校長更容易以「平淡不爭」的價值看待問題，雖然這樣的價值有

其獨特的生成背景，不可否認的是當女校長的資歷越深，她們也對於職位權力

的競逐也更加泰然處之。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問題解決實務上有明顯的差

異，但是有時也會出現例外的情形，由此更能看出女校長的問題解決真實樣貌。 

陸陸陸陸、、、、女校長的問題女校長的問題女校長的問題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受其解決心智運作受其解決心智運作受其解決心智運作受其殊異的殊異的殊異的殊異的主體位置主體位置主體位置主體位置脈絡脈絡脈絡脈絡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呈呈呈呈

現多元現多元現多元現多元的的的的樣貌樣貌樣貌樣貌 

由於六位女校長在的成長背景、求學經過、行政資歷、學校地理位置與地

方文化……等面向均有差異，身處不同位置脈絡的女校長在問題解決思考便因

此呈現多元的樣貌。以學校的地理位置為例，當女校長面對問題情境案例四「來

自家長的壓力」中的工程關說問題，雖然目前類似工程招標案件均需要依循相

關法令進行，但實際上臺北市與臺北縣的女校長對此一問題仍呈現不同的看

法。尤其臺北縣某些地區因地方的文化風氣所致，家長較易干擾校務的正常運

作，因此當女校長思考類似問題時，她們所考量的問題癥結與實際提出來的解

決策略將有差異，例如臺北縣的青荷校長與雪櫻校長面對較易干擾校務的家

長，在問題解決時會針對與家長溝通互動這個部份特別著墨。 

除了從地理環境位置來看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思考內涵，以女校長的行政資

歷為例，若女校長曾經借調教育局，在思考問題或提出解決策略時，較其他女

校長更容易提出向上級通報或尋求協助的作法。總而言之，女校長所處的位置

脈絡的差異，是其呈現多元問題解決思考內涵與解決策略的主要原因。然而，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是縱使女校長提出了類似的問題解決策略、價值或原

則……，造成她們如此思考的背後仍有其特殊的生成因素，因此我們並不能因

此化約詮釋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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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充滿語言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充滿語言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充滿語言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歷程充滿語言與與與與論述論述論述論述、、、、權力與知識的運作權力與知識的運作權力與知識的運作權力與知識的運作 

透過放聲思考與訪談，本研究的六位女校長以她們的語言呈現其對問題情

境的思考內涵，在探討女校長的語言論述時，本研究以紅梅校長與青荷校長處

理校內教師文化問題的實況為例，我們可以發現女校長的語言論述背後有其獨

特的意識型態與價值體系，當她們以這樣的語言與溝通時，事實上也與他人的

語言論述進行交互作用。女校長在研究中的聲音幫助我們瞭解她們在教育現場

面臨的問題，而女校長在研究中的噤聲沉默並不代表其語言表達的失敗，反而

凸顯了女校長在領導實務中的問題，值得更進一步探討關注。 

另外當女校長在解決問題時亦出現權力與知識的交互作用，這樣的交互作

用亦會透過不同的形式出現。其一是女校長在校長的位置上以她的知識作為問

題解決或他人遵循的知識；另外一種則是女校長的知識背景影響其對權力的思

考，本研究的芙蓉校長因為接觸了哲學經典，對於人事物抱持著更自由的看法，

在解決問題時也傾向以分權的方式來處理；還有另外一種權力與知識的交互作

用則透過女校長與校內成員之間的對話與分享建構，以雪櫻校長為例，她透過

專案申請，建構校內成員分享知識的對話平台，不過基本上雪櫻校長仍會站在

較高的位置檢視校內成員的對話分享內容，必要時依其個人的權力知識引導、

形塑專屬於該校情境脈絡的知識內涵。 

捌捌捌捌、、、、後結構女性後結構女性後結構女性後結構女性主義的主義的主義的主義的分析觀點分析觀點分析觀點分析觀點能能能能解構解構解構解構教育行政領域傳統教育行政領域傳統教育行政領域傳統教育行政領域傳統男女男女男女男女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領導領導領導領導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之之之之論述論述論述論述 

本研究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主體性、位置性、語言與論述、權力、知識及

差異的概念分析六位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結果發現女校長的問題解決經驗

或是領導實務呈現殊異的樣貌，甚至也顛覆了傳統男女領導特質的論述。例如

當女校長從問題情境案例四「來自家長的壓力」思索校長的應酬文化時，傳統

的教育行政領導論述大多指出女校長在飲宴應酬文化中的弱勢情形，雖然在本

研究中，部分女校長對飲宴應酬仍抱持著保留的態度，並將大部分的心力精神

放在校務經營上，但是女校長對於結構的順服並不代表她們在學校的公共關係

網絡之中就屬於弱勢、被壓迫的一群，以雪櫻校長為例，她利用女校長不善喝

酒應酬的形象，將校長領導回歸專業思考，而她也積極建立自己的人脈網絡，

為學校爭取更多不同管道的資源。而紫陽校長認為活動只要對學校有益，不會

因為自身性別而有所限制，校長反而有參加的責任。至於芙蓉校長在訪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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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點出並不是所有男校長都一定需要透過應酬才能得到肯定，事實上只要辦

學誠懇、認真，不論校長的性別為何，都能夠獲得社區家長的支持。 

另外本研究亦從青荷校長與紫陽校長對於人事權力與政治的看法，對照即

便都是女校長，對於人事權力與政治運作的看法截然不同。雖然兩位校長對於

「處室應配合校長與上級政策」同樣重視，但是青荷校長以較為女性化的領導

特質與成員溝通，並給予鼓勵；紫陽校長則以較陽剛、強勢的作風要求校內成

員配合。由此可以看到女校長在應用權力時，仍有不同的面貌，這也提醒吾人

解釋女校長的問題解決或領導實務時，需要更細膩地從女校長的位置脈絡出

發，才能更真實地呈現女校長的經驗。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壹壹壹壹、、、、對對對對現今現今現今現今校長的建議校長的建議校長的建議校長的建議 

校長每天必須面對不同的人、事、物，處理各式各樣的問題，如何從中累

積問題解決的經驗與智慧，著實是今日校長的一大考驗。本研究發現資深女校

長較初任女校長更容易針對問題解決的結果進行反省評鑑，以此精進問題解決

的歷程，若校長希望從問題解決的新手蛻變為專家，那麼在每一次問題解決結

束後的反省評鑑就格外重要。例如本研究中紅梅校長平日即在自我省思札記中

紀錄日期、事件與心得，建立相關的檔案，當日後出現類似問題時即能翻閱檔

案內容作為參考。透過類似的自我省思札記，將能使校長更有效能地透視問題，

而當校長正視影響個人問題解決的各項因素之後，將較有可能從中改進缺失，

進而精進個人的問題解決思考，未來面對類似問題時將能更有效、更順利、更

圓融地解決。 

而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校長的問題解決實務，其意義在於校長

可以更清楚地從中瞭解問題中的主體位置、語言論述、權力與知識等運作，更

開放地檢視校長本身與問題情境中其他主體的關係，也更有機會傾聽他者的聲

音，以此關注問題解決歷程中的權力不對稱、壓迫宰制、偏見與抗拒。當校長

瞭解問題解決歷程中的權力運作以後，一方面能有自我反省的機會，檢視自己

是否在領導過程中帶有權力的傲慢與偏見來對待其他人，另一方面也能透過反

省提出更細膩、更實際的問題解決策略，以此關懷問題解決歷程中的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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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對對對對學校學校學校學校行政行政行政行政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當校長面對教育現場中的問題時，要能順利解決問題絕對不能僅靠校長的

一己之力，仍需要學校行政人員、教師與各方成員的溝通協調與配合，才有辦

法順利化解危機。當學校行政人員對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能有認識，或者

校長能夠瞭解學校成員在思考問題時的心理時，如此一來能夠因為彼此理解而

減少溝通阻礙，進而在相同的認知信賴基礎取得問題解決的共識，彼此支援、

設立共同的問題解決目標、提出適切的問題解決策略解決問題，以此提昇學校

運作的效能。 

學校在平日亦可組織危機處理小組，適當分配組織成員的任務，針對各類

可能出現的問題情境進行思考，透過情境的模擬演練增進學校行政成員的問題

解決技能，使組織成員實際面臨問題情境時有參考的腳本，也能更冷靜、更有

自信地面對、解決問題。除了透過情境的演練增進學校的問題解決技能之外，

當學校實際解決問題之後亦可進一步反省評鑑，建立相關的標準作業流程，以

此因應日後的問題。 

參參參參、、、、對對對對校長培訓校長培訓校長培訓校長培訓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身處不同位置脈絡的資深與初任女校長在問題解決的心智運

作上有明顯的差異，大體而言資深女校長能夠更精準地詮釋問題、提出更具彈

性、更另類創新的問題解決策略，也能更冷靜自信地面對問題。當有志者希望

投身教育領導工作，成為校長之後，宜由師傅校長帶領，使候用校長或是初任

校長藉由近身的實際觀察，瞭解資深校長或專家校長的問題解決實況，精進問

題解決的思考內涵。 

除此之外亦可透過研習、座談會的方式增進初任校長的問題解決知能，並

運用網路科技，建立相關的校長問題解決知識交流平台，使校長除了透過真實

的人脈網絡尋求協助、解決問題。此外，亦可透過虛擬社群進行互動交流，使

校長在解決問題時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得到相關的建議與支援，進而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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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針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在此主要從研究對象的探尋、問題情境案例的撰寫

與研究探究主題等面向切入。 

首先，在研究對象的探尋部份，本研究中的六位國中女校長均領導中大型

學校，其中資深女校長與初任女校長各三名，這樣的選擇係與個人的研究興趣、

時間、心力等因素有關。建議未來研究者在尋訪參與對象時，可以考量校長不

同位置，例如：不同縣市、不同學校層級、規模、地理環境、地方文化、校長

的種族、階級等因素，更建議納入男校長的經驗，一併進行對照比較，以豐碩

校長問題解決的實徵研究內涵。 

至於在問題情境案例的撰寫部份，本研究的問題情境案例係透過訪談一名

現場女校長的實務經驗，再結合相關文獻內容撰寫而成，當女校長面對問題情

境案例時，除了案例四「來自家長的壓力」涉及不同縣市、地區的法令規定與

地方文化而有較明顯的差距之外，大多數的女校長認為案例與她們的實際領導

情境有關。然而在案例情境細節的安排與文字的呈現宜更加謹慎，例如在問題

情境案例三「教學領導問題多」描述校長與教師溝通課程的情形，在訪談過程

中有女校長表示她根本不會像案例中的校長一樣處理問題，雖然女校長最後也

提出她的問題解決策略，但是為了避免研究參與者出現類似較難融入問題情境

的情形，在問題情境的安排與文字的表述上宜更加地小心。至於未來研究若要

探討男女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在問題情境案例的編撰上宜納入男校長的

意見，以此才能更貼近不同性別校長可能面臨的問題解決實務。 

另外在研究主題方面，本研究主要探討影響女校長問題解決的因素、思考

內涵與解決策略、資深與初任女校長的差異，以及透過後結構女性主義分析女

校長的問題解決心智運作。在未來研究在探討校長問題解決實務時，建議可關

注教育行政領導認知取向的其他議題，如：問題解決心智模式、基模……等。

以此豐厚教育行政領導認知取向的實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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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問題解決情境案例問題解決情境案例問題解決情境案例問題解決情境案例 

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    校園體罰風波校園體罰風波校園體罰風波校園體罰風波 

大明國中的林校長每天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檢查電子郵

件。一日，一封標題聳動的郵件吸引林校長的注意，郵件的標題寫著：「給一個

公道！大明國中九年五班惡質導師不當管教」，林校長一面端詳著郵件標題，一

面回憶她對謝老師的印象。謝老師年近五十歲，是校內資深的數學男老師。印

象中，謝老師與同事、行政人員的相處良好，教學認真，在班級經營方面也不

曾聽過家長抱怨。而謝老師導師班的學生相當有紀律，不管是校內的整潔、秩

序比賽或是學業、運動競賽都有相當好的成績；學生畢業的升學表現更是不用

說，謝老師兩年多前帶過的畢業班更是有一半以上的學生考上前三志願。林校

長心想，這麼認真的老師怎麼會惹出體罰的問題呢？ 

林校長點進郵件一看，文字內容指控謝老師昨日最後一節數學課，上課情

緒失控、推擠學生的情形，署名的家長揚言要校長好好處理，不然就要把這件

事告到教育局、教育部，並且召開記者會，公開醫院的驗傷單和手中的教師體

罰影片……。正當林校長想找謝老師談談時，謝老師滿面愁容地走進校長辦公

室。 

謝老師開始和林校長解釋昨天最後一節數學課發生的問題，他說：「校長，

您知道我的學生都九年級要準備基測了，一直以來我也相當重視班級紀律。昨

天我們班有個男生很不專心，我看他好像在台下玩手機，所以我就沒收了他的

東西，中間過程比較激動但我會這麼做一切也是為學生好。昨天放學我本來想

找這個學生談話、還他東西，結果一直沒看到人影。昨天晚上試著聯絡他家人

也聯絡不上，本來想等今天一早再好好跟學生談，沒想到學生竟然請假，想要

找家長也找不到人，剛才我接到家長的恐嚇電話，要我們法院見……」謝老師

講到這裡，林校長辦公室的電話突然響起，林校長接起電話以後，電話的另一

頭的聲音說道：「林校長您好！我是明日報的記者，敝姓吳，我們報社接到貴校

謝老師不當管教學生消息，我們認為體罰是社會大眾最關注的教育問題，對於

這個事件您的看法如何？」林校長還來不及反應，秘書便急忙到林校長身邊報

告表示議員和一位九年五班的家長剛踏進校門急著找校長……。假設您是林校

長，您會怎麼解決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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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    學生未婚懷孕事件學生未婚懷孕事件學生未婚懷孕事件學生未婚懷孕事件 

週一中午，當王校長從外地開會結束回到學校以後，一踏進辦公室便立刻

接到輔導室李主任的來電。在電話中，李主任緊張地告訴校長有要事得當面和

校長討論。 

幾分鐘以後，李主任上氣不接下氣地走進校長室，一進門尚未坐定，便臉

色凝重地對王校長說：「校長，不好了！八年級有個女學生出事了！輔導室的實

習老師上星期和學生晤談時，發現幾個學生謠傳八年三班某個女生到藥局買驗

孕棒的事情。因為這個實習老師上週五參加整天的研習沒到學校，一直到今天

早上進辦公室才和其他老師討論，我一聽到這件事以後發現不對，就想趕快處

理。可是校長您知道，八年三班的責任輔導老師上週小產請假休養，要過幾天

才會回學校；而且這個女生的級任導師整個早上也都有課……，所以我一早已

經先請輔導室裡以前教過這個學生的林組長進行約談。剛才林組長問了兩節

課，終於問出事情的發生經過。這個八年級的女生和九年五班的某個男同學兩

人互有好感，但還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關係。在兩個星期前的週六，兩人單獨

出遊後男學生邀請女學生到家裡，然後發生性關係。不過剛才女學生一直沒有

說出她是出於自願還是強迫的。根據林組長剛剛的轉述，女學生發現自己驗孕

的結果是陽性反應，不過她也不敢確定自己的驗孕方法正不正確，更不敢進一

步到醫院檢查。我們目前可以確認的是女方家長根本都還不知情。林組長說這

個女學生的情緒很不穩定，剛剛在晤談的時候一下子裝得很鎮定，一下子又突

然情緒崩潰大哭大鬧，還衝動地說想自殺，我們剛才已經請林組長盡量安撫女

學生的情緒，但是校長，我們輔導室的人力實在有限，現在學生鬧出這樣的問

題，接下來要怎麼解決才好？」假設您是王校長，您會怎麼解決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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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    教學領導問題多教學領導問題多教學領導問題多教學領導問題多 

陳校長今年初次通過校長遴選，八月初即將到昌隆國中就任。在就任之

前，陳校長早已耳聞前任黃校長的豐功偉業。黃校長過去除了鼓勵教師研發創

新的課程教學之外，她更希望學生能主動學習、與他人有良好的人際互動，因

此增加了學生社團活動的比重。在黃校長的領導之下，不僅學生的社團表現亮

眼；教師亦積極配合前任校長的理念，其中又以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師最為積極，

每每推出新的課程教案都能獲得各項競賽的肯定。因為這些表現，昌隆國中逐

漸成為地方知名的學校，不過由於這些年來畢業生的升學率不如預期，一些社

區家長認為昌隆國中活動太多，學生根本不能專心升學，因此紛紛將學生轉到

鄰近幾個注重升學的學校。陳校長在八月初到校就任後便發現學生數驟減的現

象，要怎麼在維持學校特色的前提下，又能同時提昇學校的升學競爭力，實在

是個問題。 

不久，在陳校長上任後主持的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中，綜合領域的張老

師滔滔不絕地報告今年九年級的職業生涯探索課程將加入一系列的校內外演

講、參訪等靜動態活動。陳校長聽了開始懷疑這樣的課程設計會不會壓縮學生

其他課程的學習？不過陳校長看到與會的成員討論得興高采烈，似乎也相當認

同張老師報告的內容，當下只好先在一旁觀察，會後找機會再和張老師討論。

會議結束散場後，陳校長找張老師單獨談話，一開始對綜合領域教師的努力稱

讚不已，但話鋒一轉，陳校長說：「張老師，您覺得九年級安排這麼多的職業參

訪課程，會不會讓學生太累？有沒有比較靜態的課程方案呢？讓學生定下心來

準備考試似乎比較要緊！」張老師聽到這番話激動地說：「校長，這樣的課程我

們領域所有的老師已經有共識，為了這次的課程，我們花了很多額外的時間討

論，也積極尋找社區和一些參觀單位合作。以前我們曾經帶幾個班級的學生到

校外參觀，效果非常好，我們領域的老師有我們的專業考量，我們認為這樣的

安排對學生有好處。我以為您和以前的校長一樣很開明，應該很支持我們的專

業決定才是。陳校長，很抱歉我等一下還有課，我得先離開準備上課了，以後

有機會再討論。」陳校長眼看剛才溝通似乎無效，只好眼睜睜目送張老師離開。 

經過這次會議，幾個和陳校長較熟悉的校內同仁告訴校長一些對她不利的

負面傳言，教師會長更揚言力挺綜合領域到底，陳校長面對校園裡的這些聲音，

心裡想著很可能走向衰敗的學校，接下來她要怎麼帶領昌隆國中呢？假設您是

陳校長，您會怎麼解決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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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案例四案例四案例四    來自家長的壓力來自家長的壓力來自家長的壓力來自家長的壓力 

方校長平日不管公務再繁忙，一定會抽空巡堂瞭解校園的大小事。一日下

午，方校長經過總務處時，辦公室傳出陣陣的笑聲，她探頭一看，原來是家長

會的彭會長和總務處裡的主任、幹事們正在聊天。彭會長一看到在辦公室外的

方校長，便滿面笑容地走到辦公室門口和方校長打招呼：「方校長，我今天正想

要找您呢！這個週末一些地方議員、里長有個聯誼餐會，我們想邀請校長參加，

不知道您有沒有空？」接著彭會長拉著方校長的衣袖、壓低音量說：「校長，上

次拜託您的事情應該沒問題吧？」方校長聽到彭會長的問題，不禁回想起兩天

前彭會長走進校長辦公室的模樣。 

彭會長是這學期新任的家長會長，丈夫是現任的地方民意代表，自從她進

入家長會以後，常常在學校、選民服務處兩邊幫忙，不管是地方或是學校的大

小事都相當關心。兩天前彭會長坐在校長辦公室裡對方校長說：「校長，我知道

您辦學一向認真，自從我這學期擔任家長會長以來，我一直希望能為學校盡一

點心力。我聽說學校最近有個鋁門窗更新的案子要招標，過去校園建築老舊，

這次好不容易能夠整修，可以讓孩子們有更好的學習環境。我先生在地方認識

一個不錯的廠商，他們對這個案子非常有興趣，我想學校如果要做工程案，找

認識的廠商一定比較放心，希望校長在招標的時候能多多考慮，給這個廠商機

會，讓好的廠商能夠為學校、為學生服務。如果校長這邊連這樣的案子都沒辦

法的話，以後我要怎麼幫學校呢？」 

方校長在巡堂時再次聽到彭會長的提醒，當下雖然承諾一定會想辦法讓事

情有圓滿解決，但方校長對於彭會長推薦的廠商略有耳聞，這家廠商過去曾因

為偷工減料的醜聞而登上媒體版面……。然而方校長也知道，自從彭會長上任

以來，靠著她在地方的關係與家長會的支援，學校能夠運用的經費變得寬裕，

而在地方上和議員溝通也比從前容易；不過相對地，校外的應酬、聚會邀約也

越來越多，一些人事請託或工程關說也一一浮上檯面……。在彭會長的要求及

學校與地方的關係之間，又該怎麼平衡呢？假設您是方校長，您會怎麼解決問

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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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案例五案例五案例五    運動會的背後運動會的背後運動會的背後運動會的背後 

在校長會議結束回學校的車上，春日國中的蔡校長從後照鏡看到自己眉頭

深鎖的模樣，與方才在會議中熱切答應上級長官請求時的笑臉，實在相差十萬

八千里。蔡校長從市區邊陲的綠水國中調來市中心的春日國中即將屆滿一個學

期，這是她服務的第二所學校。蔡校長在前一所綠水國中的任內，延續著過去

的校內文化，在師生與家長的支持之下，積極經營公共關係，為學校爭取各項

經費來源。雖然學校地處市區邊陲，但蔡校長與局裡的長官保持良好的互動，

舉凡上級長官交代的事項活動，例如：學生社團成果表演、中等學校運動會支

援……等，蔡校長盡力完成長官交辦的任務，上級長官對於蔡校長的領導表現

更是讚不絕口。當蔡校長來到春日國中以後，她還是像過去一樣積極和上級長

官保持聯繫，尤其春日國中位居市中心，適合辦理各項研習活動，因此只要局

裡的長官開口，蔡校長都想盡辦法配合。然而在過去幾個月中，蔡校長發現校

內教職員工雖然對她在外應允承辦的活動多半能配合，但她總覺得和過去在綠

水國中任內師生家長支持的情形相比，還是有些落差。最近幾天，蔡校長甚至

聽到一些關於她行事作風的負面傳言……。 

校長會議結束隔天，蔡校長召開了臨時的主管會議，在會議中，蔡校長對

著校內一級主管報告下學期中等學校運動會的協辦事宜，春日國中在下學期的

中等學校運動會中不僅需要派出學生參加開幕的創意排字活動，校內的競技啦

啦隊更要在開幕式進行表演。蔡校長報告結束之後，訓導主任面露難色地說：「校

長，我知道這些活動可以讓學校出名，這學期在您的領導之下，我們辦了很多

從來都沒辦過的活動，像上個星期學校才剛忙完全國音樂比賽的協辦工作，接

下來還有北部體育教師的研習，不過有時候活動太多也不是辦法，下學期還有

學校既定的隔宿露營、校外教學……。而且校長您也不是不知道，我們訓導處

理有幾個萬年幹事，根本就沒辦法請他們做事，只要惹到他們，黑函接都接不

完……。」訓導主任說完以後，教務主任接著說：「運動會排字和競技啦啦隊的

表演需要練習，這樣的話課程進度怎麼辦？以前配合辦這些活動總是聽到各科

老師的抱怨課都教不完，有時候還會接到家長的抗議電話……。」而總務主任

也說：「參加運動會的租車和平安保險也需要事前聯繫準備，總務處人力經費都

有限，校長這邊可以支援嗎？」面對校內一級主管的質疑與上級長官的要求，

假設您是蔡校長，您會怎麼解決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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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二錄二錄二錄二 

訪談指引訪談指引訪談指引訪談指引 

 

一、校長領導經歷基本資料（年齡、學歷、服務年資、行政經歷）。 

二、在您的領導現場中曾經遇過哪些問題？您在處理哪一類問題時覺得棘手？

哪一類問題又讓您感到得心應手？ 

三、當您面對來在領導現場中不同的問題時，您是以什麼樣的基準將問題進行

分類？這樣的基準對於您的問題解決有什麼影響？ 

四、當您面對問題情境時，您覺得要如何處理、處理到什麼程度，才算圓滿成

功？ 

五、在您的領導過程所遇到的問題中，哪一個問題讓您印象最深刻？您當時對

於問題的想法是什麼？您遇到了什麼樣的挑戰？您是如何克服挑戰，解決

問題的？ 

六、在您的成長過程中是否曾有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影響您對於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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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編碼分類表編碼分類表編碼分類表編碼分類表 

校長

名稱 

訪談

日期 

案例

編號 

編碼類別 細項 

1.詮釋 1.處理問題的優先順序 

2.問題的困難在哪裡 

3.理解問題的方式 

4.運用軼事或過去案例說明 

5.在大脈絡中掌握問題 

2.目標 1.解決問題顧全大局，不考慮個人利益 

2.設定目標或有遠大的目標 

3.組織成員依目標有所成長與發展 

3.限制 1.問題中的障礙與面對障礙時的反應 

4.解答程序 1.界定問題 

2.蒐集資訊 

3.列出可能原因 

4.選出最可能的原因 

5.提出各種解決策略 

6.評估策略可行性 

7.選擇其中一種策略 

8.制定執行計畫 

9.監控執行計畫 

10.反省評鑑執行成果 

11.精進問題解決歷程 

   

5.情感 1.冷靜自信 

2.展現氣度 

3.自我反省 

4.憤怒 

5.挫折 

6.恐懼 

7.無奈 

8.辛苦 

9.驚訝 

10.不滿 

11.喜歡 

12.高興 

13.同理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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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編碼分類表（續） 

 

 

 

校長

名稱 

訪談

日期 

案例

編號 

編碼類別 細項 

   6.原則 1.長期基本法則 

7.價值 1.自由 

2.幸福 

3.追求知識 

4.尊重他人 

5.生存 

6.細心關懷 

7.公平 

8.勇氣 

9.真誠 

10.教育者的普遍責任 

11.個人角色責任 

12.為顧客服務 

13.為系統中的其他人服務 

14.參與 

15.分享 

16.給予支持 

17.幫助他人 

18.平淡不爭 

19.美感經驗 

8.主體性  

9.位置性  

10.語言論述  

11.權力  

12.知識  

13.差異  

14.個人背景  

   

15.支持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