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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要依據文獻分析與統計分析結果進行歸納與整理。第一節將研

究發現與文獻資料分析歸納成結論；第二節依據研究結論對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校長、教師以及未來研究者，分別提出若干項建議，以供做為相關

政策訂定及學校運作方面改進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壹、國民小學組織動態能耐以「科技應用」為最高，其次為「創新學

習」、「學校定位」及「知識管理」，而「行政整合」相對較低。 

本研究發現，當前國民小學組織動態能耐情況趨於「中高」及「高」

程度，其中以「科技應用」最高，顯現出目前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學校擁

有充足的科技軟硬體設備，能定時更新資訊和網路連結系統，以維持科技

競爭力，成員經常透過資訊科技設備進行新知識的學習，其所知覺的平均

數最高。 

再者，目前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學校組織動態能耐，在「創新學習」、

「學校定位」及「知識管理」方面，例如：學校鼓勵創新行為，並願意進

行改革，設法讓社會大眾瞭解學校發展重點與辦學方針，透過網頁平台，

進行行政與教學資源分享等方面，其所知覺的平均數次之。 

最後，在「行政整合」方面，所知覺的平均數相對較低。結果顯示，

目前國小教師普遍認為，學校必須具有良好的行政制度，處室與處室之間

並非各自為政，應共同協商出一致的行政模式，讓教師能有遵循的依據，

如此，組織動態能耐才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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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民小學組織健康氣候以「教師的凝聚力」最高，其次為「同儕

領導」、「資源的影響性」及「重視學業成就」，而「機構主體

性」相對較低。 

本研究發現，當前國民小學組織健康氣候情況趨於「中高」及「高」

程度，其中以「教師的凝聚力」最高，顯現出目前國民小學教師，對於教

師彼此之間感到相互信任，能展現友善之意，並且，教師能自我要求在課

堂上要有良好的表現，其所知覺的平均數最高。 

再者，目前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學校組織健康氣候，在「同儕領導」、

「資源的影響性」及「重視學業成就」等方面，例如：校長會接受同仁所

造成的問題，關注每位同仁的個人福利，並且提供充足之教學資源協助老

師，學生對於課堂上的規定都能同心協力一起遵守，對於課外補充作業，

也都能盡力完成，以求學業上有更好的表現等，其所知覺的平均數次之。 

最後，在「機構主體性」方面，所知覺的平均數相對較低。結果顯示，

目前國小教師普遍認為學校可能因為招生及社區資源引入等問題、家長干

預學校行政運作，及教師的教學問題等，容易屈從於外在壓力而改變既有

政策。因此，「機構主體性」相對會較低。 

參、學校創新經營以「資訊科技創新經營」最高，其次為「外部關係

創新經營」、「行政管理創新經營」及「教學分享創新經營」，

而「校園規劃創新經營」相對較低。 

本研究發現，當前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情況趨於「中高」及「高」

程度，其中以「資訊科技創新經營」最高，顯示出目前國民小學行政人員

在學校能積極運用資訊系統，及時進行校務訊息傳遞與文件檔案電子化，

而教師能利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提高學童學習的興趣，其所知覺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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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最高。 

再者，目前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在「外部關係創新經

營」、「行政管理創新經營」及「教學分享創新經營」等方面，例如：能

透過校園資訊與通訊科技平台技術，建立相互合作的共享氣氛，進而提升

創造力與學習能力；引入多元的人力與資源，協助校務發展；校長會透過

校務會議或公開場合，以口頭或實質獎賞來鼓勵教師創新行為等，其所知

覺的平均數次之。 

最後，在「校園規劃創新經營」方面，所知覺的平均數相對較低。結

果顯示，目前國小教師普遍認為，在校園的規劃與設計上，若能結合人性

化與社區特色，例如將學科融入校園步道形成學習步道；將學校角落空地

整理成植物園區及生態池，引入社區家長當義工照顧與解說，將有助於學

校校園規劃的經營創新。 

肆、年長、資深及兼任行政之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組織動態能耐、組織

健康氣候及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較高。 

本研究發現，年長、資深及兼任行政之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組織動態能

耐、組織健康氣候及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較高，教師年齡為「56 歲以上」

及「41-55 歲」之教師，其所知覺之平均數，高於年齡為「30 歲以下」及

「31-40 歲」之教師；年資為「26 年以上」之國小教師，其所知覺之平均

數，高於年資為「5 年以下」、「6-15 年」及「16-25 年」之教師。可能因

為年長及資深教師在價值觀與生活背景和學校整體發展較為接近，較能感

受到學校的深層結構。剛踏進學校或資淺的教師，可能自我期許過高或對

學校的期待過深，導致整體知覺程度略遜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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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職務為「主任或組長」之國小教師，其所知覺之平均數，

高於職務為「級任教師」之教師，或因為接觸較多的行政工作，比起整天

忙於班級事務之級任教師，更能體會學校在整體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

氣候及學校創新經營的努力與進步，自然而然在知覺程度上，略高於沒有

行政工作的級任教師。 

伍、私立學校之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氣候及學

校創新經營的程度較高。 

本研究發現，私立學校之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

氣候及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較高，這或許是公立學校受限於縣市政府科層

體制的管理模式，學校行政層級節制，行政效率不彰，因而導致核心僵固；

教師因為獲得政府工作權之保障，心態上趨於保守以致於安於現狀，對於

開發創意與人際互動不那麼頻繁；而私立學校在經營與管理之人事與會計

束縛較公立學校為低，學校有促進動態能耐及健康氣候的空間，能具體落

實在學校遠景方面的推動，並能兼顧校內外環境，對於成員需求能予以積

極回應。因此，組織動態能耐的培養、組織健康氣候的營造，以及學校創

新經營的推展，在程度與效能上相較於一般公立學校為高。 

綜上所論，公立學校應積極思考如何提升學校整體組織動態能耐，以

回應外在環境的變遷所帶來的衝擊，發展出專屬於本身，他人所無法模仿

的獨特能耐。配合營造健康的學校氣候，使學校不會屈從於外在壓力，並

提供充足之教學資源協助老師，使得教師能自我要求在課堂上要有良好的

表現，而學生對於課堂上的規定都能同心協力一起完成。如此，具有獨特

的創新能耐與健康的學校氣氛，將能協助學校成功的推動創新經營，以達

成教育目標。 

 



國民小學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氣候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 

 375

陸、位於都市、小型學校及新設學校所知覺的整體組織動態能耐、組

織健康氣候及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較高。 

    本研究發現，位於都市之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

氣候及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均高於其它地區的學校。或因為此類學校擁

有較多人力與經費支援，加上都會區家長對於學校經營績效的要求與期待

亦相對較高，促使學校教師必須擁有更高的動態能耐，並且營造一個充滿

健康氣候的校園，如此，才能推動學校的經營創新。 

本研究發現，小型學校及新設學校所知覺的整體組織動態能耐、組織

健康氣候及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較高，可能是小型學校教師彼此之間感到

相互信任，具有相互合作的共享氣氛，藉由行政與教學資源分享，建立獨

特的核心競爭能耐，進而提升整體的創造力與學習能力。 

另一方面，新設學校擁有充足的科技軟硬體設備，使學校能強化行政

與教學品質，而家長經常投入財力與人力，積極協助學校的各項活動，校

長也能從上級機關得到學校所需要的資源，因此，整體發展上優於歷史悠

久的學校。 

柒、組織動態能耐、健康氣候與學校創新經營間具有高相關 

本研究發現，整體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與整體組織健康氣候相關程度高

達.820，達到.001 的顯著水準，二者呈現高度相關；整體學校組織動態能

耐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程度高達.840，達到.001 的顯著水準，二者呈

現高度相關；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與整體組織健康氣候相關程度高達.799，

達到.001 的顯著水準，二者呈現高度相關。顯示，組織動態能耐、健康氣

候與學校創新經營三者之間，具有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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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組織動態能耐與健康氣候能有效預測學校創新經營 

本研究發現，學校組織動態能耐的五個變項所構成的迴歸方程式，總

共可解釋「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變異量為 71.4％，具有高度的解釋力；

學校組織健康氣候的五個變項所構成的迴歸方程式，總共可解釋整體學校

創新經營的變異量為 69.3％，具有高度的解釋力；整體學校組織動態能耐

與整體學校組織健康氣候，總共可解釋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變異量為 74.2

％，具有相當高的解釋力。因此，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與學校組織健康氣候

表現愈好，學校整體創新經營表現愈佳。 

玖、國民小學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氣候與學校創新經營量表之二

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適配度良好。 

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動態能耐量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之結果除

了 GFI 未能符合標準之外，其餘的指標包括 RMR、RMSEA、NFI、NNFI、

CFI、IFI、RFI、NC、PNFI、PGFI、CAIC、CN、誤差變異量、因素負荷

量及決定係數等指標，均符合所要求之標準。而未達到要求之 GFI 指標之

值，和所要求的標準之間差距並不大（0.88＜0.90），因此，組織動態能耐

量表之結構模式，和所搜集之研究資料之適配情形良好。 

再者，組織健康氣候量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之結果除了 RMR

未能符合標準之外，其餘的指標包括 RMSEA、GFI、NFI、NNFI、CFI、

IFI、RFI、NC、PNFI、PGFI、CAIC、CN、誤差變異量、因素負荷量及決

定係數等指標，均符合所要求之標準。而未達到要求之 GFI 及 GFI 指標之

值，和所要求的標準之間差距並不大（0.061＞0.050），因此，組織健康氣

候量表之結構模式，和所搜集之研究資料之適配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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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學校創新經營量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之指標包括 RMR、

RMSEA、GFI、NFI、NNFI、CFI、IFI、RFI、NC、PNFI、PGFI、CAIC、

CN、誤差變異量、因素負荷量及決定係數等指標，均符合所要求之標準。

因此，學校創新經營量表之結構模式，和所搜集之研究資料之適配情形良

好。 

拾、組織動態能耐透過組織健康氣候，有助於推動學校創新經營。 

本研究採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路徑分析，從路徑分析的結果發現，「組

織動態能耐」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有直接的正向影響（結構係數為 0.56）；

「組織動態能耐」透過「組織健康氣候」，對於「學校創新經營」造成間

接的正向影響，間接效果為 0.28。因此，「組織動態能耐」透過「組織健

康氣候」，對於「學校創新經營」造成整體效果為：0.56＋0.28＝0.84。簡

而言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會直接影響學校創新經營，如果學校組織健康

氣候能有所提升，更能促進學校組織動態能耐對學校創新經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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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以上研究結果，研究者分別針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長、教師以

及未來研究者提出若干建議。茲分述如下： 

壹、對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將動態能耐健康氣候學校創新經營納入學校評鑑指標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學校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氣候及學校創新經

營，對於整體校務的經營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性。無論是以內外資源整合

來因應環境變遷；或是強化創新能耐來提升競爭優勢；或者是推展整體學

校創新經營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等，與學校成員是否具有動態能耐，以及

學校是否具有健康的組織氣候有著密切關係。因此，研究者建議將組織動

態能耐、組織健康氣候及學校創新經營納入整體學校評鑑指標，用來評估

當前國民小學整體營運是否能因應環境變化情形，而發展出屬於本身的獨

特能耐；檢視學校整體組織氣候是否健康，組織成員相互之間能否共同扶

持；以及學校在推動創新經營的成效，以及所可能面臨的困難等。如此，

不但可以激發學校的發展潛能，更可以引導學校契合環境與市場的變遷。

當學校清楚本身的優勢與劣勢，才能及時革新；並掌握學校營運的目標，

保持競爭力。 

二、以辦學績效為指標來調整公私立學校的教育資源分配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在學校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氣候或學校

創新經營方面，私立學校教師在整體知覺上均優於公立學校教師。推論其

可能原因，為公立學校擁有政府大量的教育經費補助，而且，教師的工作

收入及穩定度上，均優於私立學校教師，可能因此導致部份公立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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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組織核心僵固所影響，降低了回應環境變遷的動態能耐。久而久之，教

師之間也變得較漠不關心，整體學校健康氣候產生些微變化，不利於整體

學校的創新與變革。因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重新考量教育資源分配的正

當性，除了法律保障公立學校應有的經費補助外，應將部份公立學校的資

源，用來獎勵辦學績效卓著之私立學校。如此，不但可以使公立學校感受

到外在環境的變化，不得不強化本身的競爭優勢；更可以鼓勵學校用心的

發展校務，提升競爭力。如此，兩種性質學校之學生才能在享有相同教育

資源之情形下，彼此良性競爭，這不啻為學校教育的最終目標。 

三、為老舊學校重新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以提升其創新能耐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在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氣候及學校創新

經營方面，學校歷史在 30 年以上之教師，整體知覺程度遠落後於學校歷

史在 10 年以下之教師。推論其可能原因，除了新設學校在硬體設備與校

園環境規劃上較優於老舊學校之外，在教學資源的支援、教師之間的凝聚

力、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以及對於教師創意點子的開發等方面，新設

學校亦有其明顯優勢之處。因此，主管教育機關應重新思索老舊學校之發

展方向，除了更新與配置新穎的學習空間之外，慎選優秀的學校領導者，

協助安排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以及建立合縱連橫之校群聯盟，都可能為老

舊學校重新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啟動原本稍嫌緩慢的步伐，如此，將有助

於學校展現新的生命力，這不只是發展的契機，更是發展的轉機。 

貳、對於學校校長之建議 

一、安排年長與資深教師協助新進教師經驗傳承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年長與資深之教師在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氣

候及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知覺，明顯優於年輕與資淺之教師。推論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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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年長與資深之教師無論在教學技能與班級經營、同仁之間關係的建

立、行政工作的配合度，以及與家長的相處與溝通等，經由長時間的經驗

累積，比起生手教師，自然處理得更游刃有餘。因此，學校校長可以安排

新舊任教師共同處理校務，在資深教師的帶領之下，讓新進同仁順利進入

教學的領域裡，發揮其教學專業提升其自信心，並且時時關注教師的福利

及提供其教學所需要的資源，如此，無論是資深教師或生手教師自然能心

悅誠服接受校長的領導。 

二、提供教師充足的教學資源以協助其專業成長 

學校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學童學習基本的教育知能，因此，學校最大的

功能，是經由教師的專業教學，以協助學童的有效學習。無庸致疑，校長

必須盡自己最大的力量整合學校的資源，讓教師可以在無後顧之憂的情形

之下，作好本身的教學工作；再者，教師的教學方式如果十年如一日，則

教學效能將不進則退，無法跟上時代的脈動。所以，校長必須協助教師將

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做好轉換工作，幫助教師發展獨特的創新能耐，以因

應環境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如此，才能建立一所擁有健康氣候的學校，學

校校務運作可以朝向經營創新的目標前進，以維持永久的競爭優勢。 

三、營造有創意的活力校園與人性化的健康校園 

學校是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地方，任何學習空間都必須能滿足

教師與學生的須求，因此，校長必須透過營造空間創意，以激發教師創意

教學策略；著重造型優美與設計感，以刺激學校成員的創新點子；經由富

有人性化的環境設計，以激盪學生創意學習活動；提供學生活動展能的活

動空間與場地，以展現學校特色等。這些校園創意空間與人性化的環境設

計，將可以提高學校的營運績效，因此，校園的創意空間及人性化的環境

設計，將有助於讓原本僵化的硬體空間，重新注入新的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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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因少數家長無理的要求而改變既有的政策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自從教育基本法通過之後，校長、教師與家長之

間的權力與義務產生了解構現象，造成校園事務之管理有了多頭馬車的情

況。外在環境受到市場化機制的影響之下，家長與社區的意識逐漸抬頭，

強調家長的選擇權以及學生的受教權必須受到尊重。因此，社區的力量開

始進入校園，甚至於干預整體校務的推展，使校長的辦學失去了獨立性，

更影響教師教學的專業性，長期下來，受到傷害最大的還是我們的孩子。

所以，校長必須要不受外力的干預，保持校務推動的一貫目標，家長對學

校行政、教學提出的真知灼見，校長要審慎地加以採納或回應，不要因為

少數家長或社區的意見，而改變既有的政策。可以藉由辦理或參與社區活

動，引入多元的人力與資源，來協助校務發展，而不是讓其過度的影響正

常的教學活動，而模糊了學校教育的功能。 

五、透過行銷策略建立學校品牌和提升學校形象 

    研究結果顯示，目前國小教師對於透過行銷策略建立學校品牌和提升

學校形象的知覺得分較低。其實，學校行銷是針對學校所發展出獨特創

意、產品與服務所進行的概念化、推廣與配銷等等的規劃與執行程式，透

過這種程式，進而創造出一種能滿足個人與學校教育目標的交換活動。因

此，面對內外在環境的衝擊，諸如：出生率的降低、家長望子成龍的期待，

以及對學校整體形象的要求等，校長必須能夠有效地預測學生、家長、學

校成員與社區的需求，並且能有效地調和學校與社區的關係，透過行銷策

略建立學校品牌與形象，以創造學校教育的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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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於學校教師之建議 

一、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融入教學以增進教學效能 

隨著資訊及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及教育局推動資訊融入教學方案，使

得教師整體水平提高，能利用網路取得各種教學相關資訊，來主動充實教

學檔案資料庫。以往教師多以手寫方式記錄自己的教學經驗及心得，資料

不易保存與更新，縱使有好的構想欲指導學生，卻無法有效充分地表達出

來。因此，處於知識經濟時代的教師，並須能透過資訊網路科技將教學資

料加以蒐集及編輯，形成有趣、生動活潑的教材媒體，以提高孩子學習興

趣，進行創新教學活動，增進教學效能。 

二、由校園資訊與通訊科技平台分享教學相關資訊 

現今多元的社會講求的不再是個人英雄式的單打獨鬥，而是強調分工

合作，以創造組織效能的研究團隊。在研究團隊中如何有效地整合每位教

師的專長，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是當今教師需仔細思考的問題。透過校園

資訊與通訊科技平台，教師們不但能即時取得一手資訊，更能即時整合各

方意見，對於各種穩重的基本想法或活潑的創意點子，都能藉由平台與大

家分享，彼此之間能互相觀摩與學習，除此之外，更能在平台上與人對話，

形成經驗共享的和諧氣氛，對於知識的傳承，有承先啟後之功效。 

三、掌握外在環境的快速變遷建立獨特的創新能耐 

以往教師工作給予人的印象是鐵飯碗，打不破，摔不壞。現今由於受

到少子化因素及教育政策多元化的影響，加上「師資培育法」改變以往師

資培育的管道，造成具有教師資格之人數倍增，形成供過於求的現象，「教

師」不再是人人稱羨的金雞母；加上，教改聲浪一波接著一波，個人意識

抬頭，家長不再單純地信任及尊敬老師，他們常會對教師的專業產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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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教師稍有不慎，便會以不適任名義遭受譴責，為預防此種現象發生，

教師應有所自覺及警惕，隨時掌握社會脈動，建立自己獨樹一格的風範，

並隨時求新求變，創造獨特的創新能耐，以迎向美好光明的未來。 

肆、對於未來研究者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可再擴大 

本研究受到研究者本身在人力、物力、時間及經濟因素，僅以臺灣本

島二十二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並未包含校長、家長、學生、教

育主管機關以及專家學者之看法。所以，建議未來的研究對象，可以擴及

到校長、家長、學生、教育主管機關以及專家學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層級

可以包含國中、高中甚至於大專院校，如此，將可以全面性的了解不同層

次的教育人員，對於組織動態能耐、組織健康氣候與學校創新經營看法，

以及其間的差異性。 

二、研究議題加深加廣 

    從研究的結果顯示，組織動態能耐與組織健康氣候對於學校創新經營

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性。未來，可以將此議題擴充到其它變項的探討，例

如：校長工作選擇權、教師的教學效能及工作滿意度、高等教育機構經營

與評鑑，以及與九年一貫課程推動成效等，都是還未探討過的主題。相信，

有興趣的教育先進，將可以從其中找到令人驚奇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方法可更多元 

本研究採用量化的調查研究法，以回收的問卷資料為分析的依據，雖

然，可以涵蓋臺灣本島二十二縣市，有效抽樣對象有 1025 位國小教師，

無論在資料與人員抽樣上都有其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填答者可能因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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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許性及外在環境因素，可能無法表達其真正的想法與感受。因此，未

來可以加入質性的研究方式，例如：深度訪談、個案追蹤研究、俗民誌方

法的觀察研究，以及後設分析的方式，來相互印證，使研究結論更能經得

起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