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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以競值架構的觀點探討校長領導行為、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

效能之關聯性。以下，茲分別就「競值架構之基本概念」、「領導理論與研究」、「組

織文化理論與研究」、「組織效能理論與研究」、「組織行為之契合性」以及「校長

領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之相關研究」等相關文獻加以析述及探討。 
 

第一節   競值架構之基本概念 

 
以下，茲就競值架構之源起、意涵、思惟模式、特色、分析層次以及在價值

創造上之主張等，說明競值架構之基本概念。 
 

壹、競值架構之源起 

 
競值架構的發展源自有效能組織的主要指標或規準之研究（Cameron ＆ 

Quinn, 2006）。Quinn 和 Rohrbaugh（1981, 1983）早期對組織效能之研究旨在了

解組織理論學家是如何針對效能的構念進行思考，其在研究時先請組織理論學家

對一些效能規準表達看法，之後再以「多元尺度法」（multidimension scaling, MDS）
分析資料，研究發現組織理論學家共享一個隱涵的理論架構，而且組織效能的規

準可依據三條軸或價值面向來歸類。第一個價值面向是有關「組織焦點」。從內

部、微觀對福祉之強調，以及組織成員的發展到外部、鉅觀對福祉之強調與組織

本身的發展。第二個價值面向乃有關「組織結構」，從強調穩定到彈性。第三個

價值面向則關於「組織的手段及目的」。從強調重要的過程（如計劃及目標設定）

到最終的成果（生產力）。三組價值及效能規準的關係如圖 2-1-1 所示。這三組

競爭的價值在組織文獻中被視為兩難（dilemmas）。換言之，三組競爭的價值正

反應出組織生活的兩難困境，而這三組競爭價值之面向整合而成的架構更可用以

識別四種基本的組織效能模式。組織效能的競值模式正闡明論者所使用之組織效

能構念具有複雜及弔詭的性質（Quinn ＆ Rohrbaugh, 1983）。 
縱觀組織理論的發展可知，Quinn 和 Rohrbaugh（1981, 1983）所提之競值架

構的相似概念在早期的組織理論文獻中曾被提及。舉例言之，Parsons 主張行動

系統的生存要點在於四個基本功能（適應、目標達成、整合、模式維持）的成功

運作。事實上，Parsons 所認為的每個必要功能亦可發現其正反映在競值架構的

目的、成果及組織活動上（鄭彩鳳，2007）。具體言之，競值架構中四個組織效

能模式正與 Parsons 所提之四種功能相對應：開放系統模式—適應；理性目標模

式—目標達成；內部過程模式—整合；人群關係模式—模式維持（Quinn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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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rbaugh, 1983）。要言之，Parsons 主張之行動系統的四種必要功能係為組織分

析的重要典範，競值架構雖源自組織效能指標或規準之研究，然其正與社會學功

能主義大師 Parsons 的主張相互輝映，兩者可謂殊途同歸，頗有異曲同工之妙。     
儘管競值架構起初是用於組織效能之探討，其後該架構陸續被用於諸多組織

研究的主題之上（Kalliath, Bluedorn, & Gillespie, 1999），例如：組織領導（Cameron,  
＆ Lavine, 2006;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 Quinn, 1984, 1988, 
2004）、組織溝通（Belasen, 2008; Rogers ＆  Hildebrandt, 1993）、組織文化

（Cameron ＆ Ettington, 1988; Cameron ＆ Quinn, 2006）、組織變革或轉型

（Belasen, 2000;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 Hooijberg ＆ 
Petrock, 1993; Quinn, 1996; Quinn ＆ Andersen, 1984）、組織創造力（DeGraff ＆ 
Lawrence, 2002）、組織創新（DeGraff ＆ Quinn, 2007）、組織價值創造（Thakor, 
2000）、組織生命週期（Quinn ＆ Cameron, 1983）、人力資源管理（Cameron ＆ 
Quinn, 2006）、全面品質管理（Cameron ＆ Quinn, 2006）、管理資訊系統效能

（Cooper ＆ Quinn, 1993）等，因許多組織研究議題皆可以競值架構的觀點來探

討，故其適用的層面可謂相當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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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價值與效能規準關係圖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 ＆ Rohrbaugh（1983: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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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值架構之意涵 

 
競值架構是由一些實徵研究或文獻所形成的後設理論，其假定所有抽象知識

係沿著具一致性之知覺價值的架構所組成，而將這些價值清楚陳述有助於深化人

類之理解（Quinn ＆ McGrath, 1985）。要言之，競值架構的原型結構（archetype）
係由「資訊處理過程的結構」、「人類處理資訊的型態」以及「人類的認知基礎」

三者所構成（江岷欽，1993），競值架構之基本預設及概念正可透過上述三者來

加以說明。 
 

一、資訊處理過程的結構 
 

人類在掃描環境時，其認知體系在對所得之線索、資料及資訊形式進行結構

化時，至少會依兩種基準來區分歸類，此正如圖 2-1-2 中的兩條軸線所示。具體

言之，其一是可辨識、可預測性及瞭解的程度（縱軸）；其二則是需要採取回應

行動的迫切程度（橫軸）。當人類採取這兩個基準作判斷與劃分歸類之後，即可

採行適切的策略來因應，而依據上述兩個基準便形成四種資訊處理的情境與策

略。以下茲說明各種資訊處理的情境與策略（江岷欽，1993；Quinn ＆ McGrath, 
1985）。 
（一）線索的確定性很高，需採立即回應行動時 

因無暇從長計議，所以人類較會根據先前的學習，採行過去奏效的策略或

手段－目的之模式。在這種情況下，人類會因心中已存最佳決策而傾向獨

立行動，所採用的策略大都具有目的與手段連鎖特性。 
（二）線索的確定性很低，需採立即回應行動時 

因無前例可循，時間又迫在眉睫，只好憑恃直覺行事，擇一自認為最適當

的策略因應。人類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會體認到改變的必要性，而當獲得更

新更有用的資訊時，仍持開放的態度去從事進一步的學習及適應，此種情

境具有學習成長之特性。 
（三）線索的確定性很低，毋需立即回應行動時 

由於時間並不緊迫，因此人類傾向藉由尋找他人的意見來減低不確定性，

此種情境具有歸屬與相互依存之特質。 
（四）線索的確定性很高，毋需立即回應行動時 

最適當的策略為靜觀其變，繼續監控周遭環境。因而，可暫時維持目前的

行為模式，毋需進行改變，此種情境具有持續性與安全感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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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資訊處理的策略與情境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 ＆ McGrath（1985: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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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類處理資訊的型態 
 

事實上，每個人都有一套資訊處理的型態，而且人不太可能在上述任何一種

情境中（如圖 2-1-2）皆能應付自如。舉例言之，對成就有較大需求者，可能較

偏愛要立即行動，線索可辨識之情境。而對隸屬有較強之需求者所偏愛的情境則

可能異於前者。吾人可將人類處理資訊的型態歸納為四種。以下，茲針對四種資

訊處理型態加以說明，並將其要旨以表 2-1-1 摘要示之（江岷欽，1993；Quinn ＆ 
McGrath, 1985）。 
（一）理性化的資訊處理型態 

此類型的人具獨立及成就之需求，較偏好短程與高度確定性的線索（接近

圖 2-1-2 右下象限的情境），相當依賴先驗邏輯（priori logic），採手段與

目的密切連鎖之取向，將焦點置於目標及結構之釐清。在決策上相當快

速，通常一個決策只針對單一目標或焦點，一旦決策作成，即為終局決定。

此偏向成就導向之觀點，且傾向於強調邏輯順序或方向以及行動的啟動。 
（二）發展式（適應性）的資訊處理型態 

此類型的人具變革、冒險、刺激及成長之需求，較偏好短程與低度確定性

線索（接近圖 2-1-2 右上限的情境），相當依賴本身內在創發的構想、直

覺與靈感，且眼光較為長遠，通常會從動態而縱面的觀點來分析線索、資

訊及問題，然後快速作成決策。決策時不會只針對一個焦點，而是同時針

對數個焦點。決策雖快，但在執行過程中還是會不斷地搜集資料，以便隨

時修正決策的方向。此偏向主觀導向之觀點，傾向著重創造力、冒險與成

長，以及強調適應及外部的合理性。 
（三）共識性（團體性）的資訊處理型態 

此類型的人具隸屬及相互依存之需求，較偏好長程與低度確定性的線索

（接近圖 2-1-2 左上象限的情境），認為透過人與人的互動才能瞭解世界

上事務的意義。由於重視的是人，所以認為個例比通則來得重要，因之，

對個人例外之舉以及自發事件與行為較為寬容。在決策制定時通常會針對

數個焦點，且會投入時間網羅各種不同的意見，以便找出一個能整合各方

意見與立場的決策。此偏向隸屬導向之觀點，傾向強調和諧及個別關懷。 
（四）層級式的資訊處理型態  

此類型的人具可預測性、穩定及安全之需求，較偏好長程與高度確定性的

線索（接近圖 2-1-2 左下象限的情境）。因而，希望一切都在預測與控制

之中。其通常會以「眼見為信」的態度面對一切，面對資訊與線索時會從

靜態而橫斷的觀點加以分析。在決策制定上，大都針對單一焦點，因時間

並不緊迫，所以會花很長的時間對事實做有系統的分析，希望藉此客觀地

找出一個最佳的答案或解決方式。此偏向層級導向之觀點，傾向著重安

全、秩序及慣常性，以及強調標準化及對現狀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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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資訊處理型態之比較 
資訊處理之型態 對線索之偏好 取向 決策觀點 決策焦點 決策速度 

理性的 
短程 
高確定性 

目標取向

任務取向
先驗邏輯 單一 快速果斷 

發展式 
短程 
低確定性 

理想化 
內心創發之

直覺與靈感
多元 

快速但會逐步

調適與修正 

共識性 
長程 
低確定性 

重視歸屬

感與感情

決策經由社

會互動 
多元 

緩慢，因需蒐

集各方意見 

層級式 
長程 
高確定性 

安全感 
可預測性

秩序 

眼見為信的

客觀態度 
單一 

緩慢，因需客

觀地分析資料

資料來源：出自江岷欽（1993：53）。 
 
三、人類的認知基礎 
 

由於人類擁有某一上述的資訊處理型態，因此會根據心中的各種偏見來組織

其認知，Jones 在 1961 年將人們心中的偏見稱為「偏見之軸」（axes of bias）。將

八種偏見之軸予以排比並列，使之成為一整合的架構（如圖 2-1-3 所示）。在圖

2-1-3 中，每一個偏見之軸的兩極代表兩個極端之偏見。例如，特殊的對普遍的、

縱貫的對橫斷的、規約性對描述性，以及功能對意義。這些偏見之軸不僅有相互

對立的概念，也有相近的概念緊鄰而立。此一特性令整體之模式或架構成形，且

構成競值架構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如縱橫兩軸所示，右方的偏見可能與外部

觀察與鉅觀現象較有關聯，而左方的偏見則可能與內部及微觀現象較為有關；上

方的偏見可能與劇烈變動之現象較有關聯，而下方的偏見則可能與秩序井然的現

象較為有關（引自 Quinn ＆ McGrath, 1985）。在圖 2-1-3 中亦呈現這些偏見及形

上學架構與哲學導向的關聯—此形上學架構原初是由 Mitroff 與 Mason（1982）
所提出，用以從事組織政策的哲學分析，其正與競值架構之觀點密切相應（Quinn 
＆ Hall, 1983）。在圖 2-1-3 的邊緣顯示出四種一般的資訊使用形式及其與各種形

上學導向及偏見的對應情形。簡而言之。在上方的偏見及導向於減低不確定上較

為有用，而在下方者則對預測模式較為有效；在左方的偏見及導向於發現現象之

模式上較為有用，而在右方者則對形成策略性的政策或規約方向較為有效。競值

架構假定人們在詮釋社會行動時會普遍使用圖 2-1-3 中的各種偏見之軸（Quinn 
＆ McGrath,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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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偏見、形上學的取向以及資訊的使用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 ＆ McGrath（1985: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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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競值架構之思惟模式 

 
競值架構可促使領導者進行嶄新的思考，其強調組織中所發生的緊急狀態、

取捨及衝突，更提供方法用以診斷及處理這些緊急狀態。事實上，領導者往往必

須考量在競值架構中不同象限的價值，而且須在設定策略的優先順序及資源分配

時能進行適切的取捨。價值之創造正是依藉能有效管理每個象限間之取捨而產

生。要言之，競值架構強調「兼容並蓄的思考」（Janusian Thinking），其可幫助

領導者從非此即彼（either/or）轉換為兩者兼顧（both/and）的思惟。亦即，此架

構有助於領導者置焦於整合競爭的架構。採此一方式，一些明顯的衝突及對立的

優先順位以導向價值創造的方向加以結合，所強調的策略是能在不同觀點中進行

整合（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以下，茲就兼容並蓄的思考

之源起及意涵加以說明。 
兼容並蓄的思考係由 Rothenberg（1979）所提出，Rothenberg 在分析音樂、

科學、藝術及文學等領域獲獎之創新突破的議題時，其發現這些突破有一典型的

特徵，在每一事例中，Rothenberg 稱其開創者為具有兼容並蓄的洞見（Janusian 
Insight）。Janus 係為羅馬的神祇，其具有兩張臉，分別面向相反的方向。兼容並

蓄的思考之出現是當人能同時關注兩個相反的想法或概念之運作。舉例言之，

Einstein 的相對論為二十世紀最重大的科學突破之一，然此理論在結構上卻具矛

盾的特性。Einstein 認為他生命中最快樂的想法乃是能將物體想像為是同時在移

動及靜止的狀態。他構思出一個事件，即兩個物體自高處墜落，當物體墜落時，

其同時是在移動及靜止，而兩個相反的狀態是不能同時並存的。換言之，當一個

物體如果同時處於移動及靜止狀態，便有違一般的邏輯觀念。然在事實上，對於

地面而言，兩者皆在移動，而每一物體對兩者中的另一方來說，卻處於靜止狀態。

對相反或對立之整合，正是 Einstein 發展相對論的原初思惟。同時整合對立或相

反的想法造就一全新看待宇宙或自然現象的方式。同樣地，Rothenberg 所研究的

每一個突破事例，其開創者皆能構思整合兩種相反想法之道（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Rothenberg 認為在兼容並蓄的思考中，相反或對立

的想法、意象或概念（經常為兩者或兩者以上）被視為是並存且可同時運作的。

在概念的運作上，相反的力量或原則並非以時間順序分離。例如，先形成上帝之

後再有魔鬼的想法，此並非兼容並蓄思考之事例。換句話說，兼容並蓄思考所包

含的對立與相反具有同時而非順序性。質言之，當進行兼容並蓄思考時，兩個甚

或更多的相反或對比乃同時存在，有同等之作用或同樣真實，其形成實具同時

性，此種思考方式的狀態乃朝向將相反及對立整合成一種整體的理論架構或其他

創造的形式。 
與兼容並蓄的思考方式相對立的為涇渭分明的思考（ Schismogenic 

Thinking），此種思考模式的主要特徵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判斷。易言之，即

一旦認為某一觀點為是，那麼另一種觀點必為非。例如，接受 X 理論，則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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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 Y 理論，不可能同時認為這兩者均為正確可欲（江岷欽，1993）。Bateson 曾

提及分裂的創造（Schismogenesis）之概念。就文字的意涵而言，“Schism＂有

分裂的意思，而“genesis＂有開啟的意思，Schismogenesis 則具分裂的創造之意

涵（黃乃熒，2000a）。Bateson 認為分裂的創造係指主張、理論或觀點在一開始

產生時便已破碎、有所偏袒或是分裂。人們從開始便堅持某一價值，此價值便凌

駕於其相反的價值之上。雖然此一過程相當普遍，其卻存有缺點。具體言之，它

將使人盲目於相反觀點之存在，及忽視整合對立兩者的可能性。此經常造就短暫

的勝利，然到頭來卻一敗塗地。失敗的種子在問題解決及價值陳述的開端便已深

植。當然，Bateson 並不是第一位發現此一現象者。許多東方宗教或哲學的傳統

便已指陳在自然中平衡及非平衡的動態性。這些觀點大部分主張，應避免伴隨著

將處於緊張狀態的概念相分離而帶來的停滯及壓力。其訴求乃在重視及整合對立

或相反的概念之必要性。其認為和諧狀態及價值創造之答案便在於能容許對立的

想法同時運作，或是兩面應同時考量。東方之宗教或哲學觀點便意涵當領導者為

兼容並蓄者（Janusian），其在企求協同一致時，能同時具有高度分化及整合的能

力，能利用交相貫通（Interpenetration）（見本章第二節之說明）及轉型之機制，

以創造更多價值。在領導上，競值架構的主張不是由鐘擺一方的價值擺向另一方

（如由控制較多轉為控制較少）。競值架構有助於領導者了解如何創造新價值。

其能使領導者重新組織用以修改因分裂的創造所造成的錯誤。換言之，競值架構

的功能之一在幫助領導者明瞭其願景及策略中缺少什麼，且助其辨識出對於獲致

交相貫通及轉型不可或缺之對立、相反的價值或觀點（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 

再者，競值架構亦相當強調認知複雜性（Cognitive Complexity）之概念。整

合不同概念或價值的能力亦可以認知複雜性來說明。對某一特定活動有長足經歷

的個人而言，其認知複雜度性高於在此領域的新手。換言之，認知複雜度性係指

對於某一現象來說，某人在心智中對此現象深入通曉之程度。有經驗的人能分化

現象的諸多面向，而此是新手無法辨識、察覺的。同樣的，有經驗者亦能整合一

些分化、不同的事物，此亦是新手無法辦到的。具高度認知複雜性的管理者能洞

見深藏於表象下的獨特與細微處，以及相同和類似的地方。因之，其便能以更為

高深的策略加以回應。簡言之，在某一活動上擁有較高超的能力來分化及整合概

念者，相較於新手而言，更能創造、增添較多的價值。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競

值架構的思惟模式偏向大師（master）的觀點。Emerson 於 1850 年宣稱，當代科

學最終的教訓乃為：最高度簡單之結構不是藉少數元素，而是由高度複雜性而產

生。此主張暗示簡單及複雜經常會相互混淆。以新手為例，對於某事膚淺或草率

的了解會導向一種簡單的解釋。在此例中，簡單導因於缺乏認識、天真、理解不

足。因忽略複雜性，所做的解釋偏向簡單，此種解釋的應用及價值便較為受限。

在另一方面，專家能認知現象的複雜性，因而能意識到多元及複雜的元素，故其

解釋便傾向更為精密及錯綜複雜。專家對某現象的了解程度遠高於新手，然而，

要捕捉專家的理解及意涵經常是較為困難的，此乃因其解釋和新手相較之下，偏



 11

向複雜及迂迴曲折。專家能傳達事情的複雜性，但往往不是以簡單的用語來表

達。相較之下，大師對事物的洞察，無論在深度及細節上皆較新手及專家更上一

層樓，然其解釋仍有較大的價值及應用性。在表達時，其能將複雜性加以組織，

轉化為更加深入的簡單語彙，用以詮釋事理。其解釋正體現 Emerson 所描繪的，

簡單便位處於複雜的中心所在。大師因對現象的了解十分透徹，所以在解釋複雜

的事情時，便能以簡單的用語來說明。新手及大師在簡單上之差異不在表面上的

呈現，而是潛藏在說明之下，對現象了解的深入程度。吾人給予大師的敬意高出

專家數倍，當聆聽大師的闡釋，會深受其影響，此不是因其解釋較為複雜，而是

因其說明更加的深入且簡明易懂。由此觀之，大師所分享的簡單結構之觀點實則

蘊藏於複雜之中（引自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 
質言之，競值架構所企圖呈現的正是大師的觀點，亦即傳達與價值創造有關

之深入的簡單性，說明的是一種深入而簡單的潛藏架構。此可供吾人辨識出能為

個人及組織創造更多價值的諸多因素。而能了解此一潛藏架構，正是以有用及實

際的方式來掌握高度複雜性的開端。大師的本質之一便在於能理解複雜中深入的

簡單性（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而且大師更會採取不同的

思考模式來看待世界，例如系統（動態）思考、弔詭思考或兼容並蓄思考（Quinn, 
Faerman, Thompson, McGrath, ＆ St. Clair, 2007）。藉由理解競值架構之理論，領

導者可以意想不到的方式找出價值創造之道，故其在思考時會更傾向大師的觀

點。易言之，競值架構正提供價值創造的語言，簡潔的價值結構，以及提升價值

之技術及實踐方式。此架構背後的原理可幫助領導者對價值創造有截然不同之思

考，亦有助於澄清目的、整合實踐及領導成員（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歸結言之，競值架構實可幫助組織領導者及成員有意識的增加其

認知的複雜性，在面對複雜多變、充滿矛盾、弔詭的組織問題或情境時，能採大

師的觀點，以執簡御繁之道來詮釋事理，研擬出妥適的因應對策。而且，在思考

上能洞悉涇渭分明或非此即彼思惟的限制或盲點，進而朝向採取兼容並蓄或兩者

兼顧的思惟方式，以觀照組織生活的萬般世像。 
 

肆、競值架構的特色 

 
競值架構在組織管理或領導上所提的論點有其優勢之處。其可使人在知覺上

的偏見得以釐清，令價值明晰，可提供一種動態的焦點。此外，競值架構中的要

素與現存的理論類別相互一致，且可使吾人從傳統、分裂的創造、非此即彼

（either/or）轉變成兩者兼顧（both/and）的取向。以下，茲針對上述幾點加以闡

述（江岷欽，1993；Quin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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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釐清知覺上的偏見 
 

競值架構可使人明白知覺上的偏見是如何對吾人在看待社會行動時造成影

響。析而言之，此正反應在架構的對立特性之上，亦即在競值架構中的要素具有

對立、衝突或緊張的關聯。事實上，要素之間並非絕然的互斥，例如領導者在領

導時可同時扮演諸多看似衝突的角色。然而，吾人傾向採取「分裂的創造」或「非

此即彼」的觀點，將一些領導角色或行為視為衝突、互斥，無法並存。換言之，

可能將有些角色或行為視為正向可欲，有些則非如此，又或者對某些特別強調，

某些則完全輕忽。競值架構實提供更廣闊的視野來分析社會現象，使吾人能避免

「非此即彼」兩極端的行為假設。 
 
二、澄化價值 

 
因競值架構中每種要素皆與其對立者排列並置。故而，其意義較之一般乃更

為清楚，且兩個相互對立要素背後之價值亦較為明白。在架構中並未預設所謂的

正確答案，或最佳的組織領導或管理方式。競值架構乃為一種評量或診斷工具，

可使內隱的價值清晰化，且亦使吾人依正向的方式來考量諸多對立之價值。要言

之，競值架構是一種中性的架構，即不提出唯一的最佳解決方法，也無對與錯的

批判；只是將各種價值觀點一一排列，使人在認知上更為清晰。 
 
三、具有動態的性質 

 
因諸多價值在人的心智或知覺中係處於競爭的狀態，競值架構本身即反應出

此種衝突、對立或緊張的態勢。組織本身無法自免於緊張狀態，組織領導或管理

者亦然。在組織中問題的發現或解決常無清楚的地圖可作為指引或參照之用。組

織領導者須展現許多不同行為，而這些行為彼此間經常處於衝突、競爭的局面。

競值架構可將此種時常位於領導或管理生活核心的動態緊張狀態納入其中，而且

亦考量到行為可能會有所變更的事實之存在。舉例言之，領導者可能在某些狀

態、環境或時間上會從事反應出某些價值的行為，而在不同的情境下，又可能展

現反應出截然不同價值之行為。簡而言之，競值架構對於諸多矛盾、弔詭的現象

可擺脫互斥的態度，而給予兼容的思想模式，並予以動態的解釋和定位。 
 
四、與現有理論的種類並行不悖 

 
依競值架構所發展出的諸多組織行為或分析的觀點和現有的理論文獻具有

一致性。例如 Quinn（1984, 1988）所提的競值領導角色或行為即與 Yukl（1981）
提出的領導行為觀點或分類架構有高度的相似性。因之，競值架構足以兼容現有

理論的種類，對於各種現有理論中的異同，均能成功地予以表達。 



 13

 
五、從非此即彼到兩者兼顧的思考方式 

 
人們如果採非此即彼的思惟，那麼便可能會認為接受 X 理論即排斥 Y 理論。

競值架構建立在兩者兼顧的思考方式之上，巧妙地掙脫了兩極化的束縛。因之，

組織領導或管理者既不專持 X 理論，亦不拘泥於 Y 理論。質言之，領導或管理

者可採取各種立場，俾利管理。 
 

伍、競值架構的分析層次 

 
儘管分析的層次並非競值架構所特有，且此在數十年來是許多管理及組織研

究的中心議題之一。然而，探究不同的分析層次對於領導者在創造價值的思考上

有莫大助益。競值架構強調與價值創造相關的個人動力，組織動力及不同型式的

結果之趨同的必要性。圖 2-1-4 正顯示和分析層次有關的面向，此圖強調三個主

要的分析層次：外在結果層次、內部組織層次及個人層次。在價值創造中，每個

層次強調不同的要素，而當這些因素能以趨同的方式並排時，其便可強化及提升

其他要素。在圖 2-1-4 外圈所顯示的因素與組織所造就的外在結果有關，例如顧

客的忠誠、創新的成果、品牌的認同、全球競爭力等，這些結果指涉的為組織所

創造的不同價值，而由此所生之影響已超越組織自身的界限。其正與一些以內在

為焦點的結果相對，如獲利、效率這些常用以決定效能的要素。內部組織之分析

層次係指促進價值創造的組織內之要素，譬如組織設計、文化之面貌、生產過程、

激勵獎賞系統及核心能力等。而個人的分析層次所涉及的，如個人的領導能力、

學習風格、技能和能力等諸多與組織中個人有關的屬性，其與組織的特性或結果

有別。析言之，對欲達成有效的績效表現及價值創造而言，排列審視不同的分析

層次是相當重要的條件，採用競值架構正有助於組織這些要素，使其排列更加直

接及清晰。領導者在進行價值創造活動時應考量不同的分析層次，而將這些要素

並排陳列是成功策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總而言之，迄今多層次分析業已成為組織行為或分析的重要研究議題之

一，且在日後將更為蓬勃發展，若能釐清競值架構之分析層次，將有俾於有關競

值架構之多層次分析研究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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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競值架構之分析層次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200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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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競值架構在價值創造上之主張 

 
競值架構主張價值之創造須體認不同價值創造的內在緊張狀態，太少或過度

將焦點置於特定的價值創造象限，皆有礙於有效的價值創造。然而，常見組織會

落入太少置焦於某一象限，或過度強調單一而忽略、犧牲其他象限的圈套。如圖

2-1-5 所示，此皆會形成問題。圖 2-1-5 顯示太少或忽略任何象限會導致不良的後

果。另一方面，過度強調任何的象限，特別是排除、忽視其對立的競爭象限，此

亦會造成負面的結果。例如，忽視合作象限中的關係、人力發展、及團隊工作，

會導致緩慢死亡，或系統中承諾、參與投入以及能量的喪失。組織成員會變得孤

立、漠不關心，組織亦隨之衰退。然而，組織亦可能過於強調合作象限，如過度

的討論而未作出決議或行動，無權責的人所提之意見往往岔開會議程序，情緒位

居優勢，組織中理性的分析退位，取而代之的是情緒訴求，或領導者一時之心情。

又如成員為過於自私或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在此例中，組織便如同無須負責的

鄉村俱樂部，除了犧牲改善所得之親密、自我恭維及舒適之外，並未有任何進展。

同樣地，忽略創造象限之因素會導致無法創造嶄新的想法及行動之停滯現象。缺

乏學習及挑戰會造成衰弱無力的情形。然而，過度強調創造象限又會產生有害的

後果。例如非指引式的機會主義，在其中追求每個新機會。無依據的願景，此缺

乏實質而類似於作夢及狂熱的幻想。每週都引入新的方案，一直在進行及嘗試新

的事物，對於機會及想法之回應過於輕率急躁，而非是採合宜適切的行動來應

對，此只會形成騷動、混亂的無政府狀態。組織因追求太多的變革而失去掌控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 
對競爭象限之強調太多及過少亦會導致負面的後果。忽略競爭因素，如未能

回應顧客，無法達成生產目標，漠視競爭，此顯然會造成不適切及可能產生滅絕

的情形。另一方面，太將焦點置於競爭象限會造成防衛及抗拒，工作場所給人壓

迫及剝削之感。例如，對行為表現的過度盡力及高度的壓力會讓人感到精疲力

竭。專制的目標焦點可能形成重大的問題，此與剛愎的追求不適切或無關的目標

無直接的關聯。如工作環境、工作與生活之平衡或為創造的嘗試預留資源。競爭

之提昇經常會導致衝突，過度強調勝利會造成非建設性的衝突，為了戰鬥，資源

配置失之偏頗，而非是為了造就所欲的結果。組織或領導者盲目的企圖亦會將組

織推入險境。吾人對控制象限的描述經常是負面的，沒有人會鼓吹官僚政治。然

而，組織若要成功亦不能不適當著重此一象限。缺乏控制會因缺少績效責任、無

效率及諸多的失誤而導致毀滅性的失敗。微觀管理（micromanage）工作團隊使

成員缺乏自由決定的權力，嚴格的程序將排除成員獨立思考的可能。在過度的管

制下，一些外在的控制並不會使人們去從事工作，反而只是去回應一些規則、標

準或程序及不可移異的傳統。而當人們固持在工作場所中不能有創造、發明的念

頭時，此將有礙於變革及改進建議之提出，形成令人窒息的官僚政治氛圍，而組

織終將凍結。對每一象限強調的過與不及，與忽略對立及競爭的象限，隨時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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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都有損組織績效，以及造成缺乏價值創造的情形。另一方面，那些能同時追求

衝突策略之弔詭組織及領導人，乃是傾向超越一般規準的成功及創造價值者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 
綜而言之，競值架構在價值創造的主張上，正反應出「物極必反」、「過猶不

及」之道理。在組織中，要處理多元價值之衝突及競合誠非易事。若固持「非此

即彼」之思惟，則可能落入過度強調單一價值而忽略其他價值之迷思中。如要妥

善因應上述難題，便須具備「兩者兼顧」之整合性思惟，在多方及全盤的考量下，

動態求取各種價值之平衡，此即所謂「執兩用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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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與競值架構相關之負向區域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2006: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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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領導理論與研究 

 
茲針對「領導的研究取向」、「競值架構的領導觀點」以及「教育領導的觀點」

等主題進行探討，用以說明相關之領導理論及研究。 
 

壹、領導的研究取向 

 
依據 Yukl（2006）的觀點，領導的理論或實徵研究大致可分成五個取向：

1.特質論取向（trait approach）。2.行為論取向（behavior approach）。3.權力－影

響力取向（power-influence approach）。4.情境論取向（situational approach）。5.
整合取向（integrative approach）。以下，茲就各種取向加以說明。 
 
1.特質論取向 

 
假如領導者擁有可使其與跟隨者加以區別的優秀特質，那麼便可能可鑑別或

找出這些特質—此預設正是引導特質論發展之中心思惟（Bass, 1990）。換言之，

特質論取向背後所潛藏的預設即有些人為天生的領導者，其擁有他人較不具有的

某些特質。簡而言之，特質論為早期研究領導的取向之一，此取向強調領導者的

特質，例如人格、動機、價值及技能等。在 1930 到 1940 年代，所進行的數以百

計之特質論研究在試圖發現領導者身上難以掌握、捉摸不定的特質，然諸多研究

終究未能找出能確保成功領導的特質。此一取向失敗的原因之一在於其忽略特質

影響領導或組織效能因果關聯中的中介變項。此取向主要在探求領導者的特質與

領導或組織效能的顯著相關性，然卻是在不考慮解釋過程下（中介變項）來探討

變項的關聯性。然而，歷年來隨著較佳的研究設計之研究成果的累積，研究者在

發現領導特質是如何和領導行為及效能有所關聯上，已有長足的進展（Yukl, 
2006）。 
 
2.行為論取向 

 
行為論（或風格論）取向約始於 1950 年代早期。在許多研究者對特質論取

向的研究感到失望之後，研究即開始更密切關注什麼是領導者實際所從事的工

作。行為論取向之研究約可劃分為二個類別，其一在於檢視領導者在工作上是如

何運用時間，以及了解工作上典型的活動、責任及功能的型態為何。這類研究較

慣用描述性的資料收集方式（如直接觀察、日誌、工作描述問卷、軼事紀錄等）。

另一類則置焦於找出有效能的領導行為，此類研究偏好使用行為描述問卷進行調

查，試圖去探究領導行為及諸多領導或組織效能指標之關聯性（Yukl, 200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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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行為論的研究者主要在分析領導者行為的層面，並將領導者行為的不同

層面結合成不同的領導方式，部分研究者則進一步求取各種不同領導者行為或領

導方式與組織效能之關係（羅虞村，1999）。就行為論所招致的批評而言，

Northouse（2007）提及行為或風格論的研究有以下三項缺失：其一，研究未能

適切解釋領導者的領導行為或風格是如何和績效表現成果相關聯。其二，研究並

不能發現一種可以在任何情境都具有效能的領導風格。其三，研究顯示最有效能

的為「高－高」領導風格（如高任務、高關係）。然而，諸多研究結果並不全然

支持這種「高－高」領導風格之論點。析而言之，某些情境可能需要不同的領導

風格，「高－高」領導風格是否最佳仍模糊未明。對於情境因素的忽略實為行為

論研究的重大缺點，因之，情境論取向之領導研究乃應運而生。 
 

3.權力－影響力取向 
     

權力－影響力研究取向主要在檢視領導者與他人的影響過程。如同特質及行

為論一般，一些權力－影響力研究所採取的是領導者中心的觀點，其預設影響是

單一方向的（如領導者行動，跟隨者回應）。此種研究在解釋領導的效能時，是

依領導者所掌握的權力之多寡與類型，以及權力是如何行使之觀點來闡釋。所慣

用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藉此以了解領導者的權力及各種領導效能的關聯。一

些其他的權力－影響力研究則可能會使用問卷及描述的事件來了解領導者是如

何影響跟隨者的態度及行為。而影響力策略的研究則可視為是權力－影響力取向

及行為取向之間的聯結。除將焦點置於領導者的研究之外，一些理論或研究則顧

及組織成員在權力及影響力上所扮演的角色，參與領導即為其中之一，其關注成

員的權力分享及彰權益能情形，以及部屬所知覺的參與領導與領導或組織的效能

之關聯性為何（Yukl, 2006）。 
 
4.情境論取向 
 
    情境、脈絡可能會對領導的過程造成影響，其重要性實不容小覷。因之，情

境論取向相當強調脈絡因素的重要性。此一取向又可分為二種主要的類別：其

一，試圖發現領導過程在不同類型的組織、管理層級與文化上，相同或特殊的程

度；其二，試圖找尋或識別出某些情境，此對於領導的特徵（如特質、技能、行

為）及領導或組織效能之關聯可能具有調節的作用。其背後之預設即不一樣的特

徵、屬性將在不同的情境中發揮其有效性，而同一特徵、屬性無法合宜適用在所

有的情境中。此種取向或觀點有時又可稱之為領導的權變理論（Yukl, 2006）。 
在領導研究上，諸多權變取向的理論及模式將情境視為是權變因素，其會與

領導者的特徵（如特質及行為）產生互動，而這些情境因素便會影響領導者與組

織成果（如效能）的關聯性。從 1960 年代晚期至 1970 年代，論者提出諸多領導

理論及模式，主張領導或組織效能是領導者的特徵（如特質或行為）及情境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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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結果。一些模式將焦點集中在領導者的內在狀態及特質（領導特質的權變

模式），如 Fiedler 之領導效能的權變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及 Fiedler 與 Garcia 之認知資源理論（cognitive resource theory）。
有些則置焦於領導者的知覺行為（領導行為的權變模式），如 Vroom 和 Yetton 之

領導決定的規範模式（normative model of leadership decision making），House 的

路徑目標理論（path goal theory），以及 Hersey 與 Blanchard 的情境領導理論

（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要言之，領導的情境或權變取向主張領導者的特

徵及效能之關聯會為其他因素（一般視為權變因素）所調節或影響。因之，權變

因素在領導特徵與效能的關係上所扮演的正是調節變項的角色。一般而言，在看

待權變因素時可依兩個角度切入。其一，這些權變因素是什麼，亦即其特性為何，

例如是情境或者是領導者的特徵；其二，權變因素與領導者特徵交互作用之型態

或組型為何。權變取向的理論或模式大多數將權變因素視為調節變項，在一些權

變的理論或模式（如路徑目標理論）中，除領導的特徵及組織成果變項外（如效

能或工作滿意），亦同時會包含中介變項及調節變項。而為深入了解變項間互動

的動態性質，吾人須留意調節變項及中介變項之區別。基本上，調節變項或中介

變項的分別要依變項間關聯所作的假設之形式而定，而後續在檢定假設時，所進

行的分析也隨之不同（Ayman, 2004）。 
 
5.整合取向 
 

領導研究的整合取向在模式中包含一種以上的領導變項。近年來，研究者在

同一研究中已普遍會採取二種以上的領導變項或研究取向，然目前仍少見有理論

同時將諸多變項或取向（特質、行為、影響過程、情境變項以及成果變項）含括

在其中。整合取向的領導理論之例子如 Shamir、House 與 Arthur 所提之魅力領導

的自我概念論（self-concept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在此理論模式中便

包含領導的特質及行為、影響過程及情境因素等要素。Yukl（2006）亦提出一個

整合性的領導概念架構，在其模式的架構中包括領導者的特質、領導者的權力、

領導者的行為、情境變項、中介變項及成功的規準（如效能）。競值架構則不只

可用於領導研究（如領導角色、領導的權力與影響力及領導行為等向度），許多

組織行為研究的變項都包括在其中（如組織生命週期、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等）。

因而，亦可將諸多變項相互結合，形成一種整合性的研究架構（吳勁甫，2003b）。 
 

    傳統上，領導之相關理論多半可被歸類為特質論、行為論及情境或權變論三

大取向。然而，自 1980 年代以來，許多新興領導理論或主張勃興，令人目不暇

給，也開始挑戰三大取向的看法。領導論者 Bryman 在《Charisma and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一書中即認為從 1980 年代以降，領導研究的重心已從「舊領導」

（特質論、行為論及情境或權變論）轉向至「新領導」，「新領導」起於批評「舊

領導」（特質論、行為論及情境或權變論）。Bryman 指出所謂新領導最早起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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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魅力領導的討論，並將領導重心置於一些面向，諸如建立願景、激勵與鼓舞、

改變與創新、賦權於部屬及激發成員承諾等。事實上，新興領導理論不斷推陳出

新，目前已呈現出百家爭鳴之狀。而在諸多新興領導理論中，魅力、轉型或願景

領導等可謂為典型的代表。檢視 Yukl 對領導取向的分類，可知特質論、行為論

及情境或權變論即為傳統之分類。權力－影響力取向則深受批判典範的影響。整

合取向則較為含糊，只要涉及兩種取向者，似乎皆可包括在內，然此種取向在近

幾年來相當風行（秦夢群，2005）。 
    現代領導研究約可合併為兩個主要的典範，其一為傳統的、保守的或社會事

實的途徑；另一方面，則為文化的、激進的、或賦予社會意義的取向。領導研究

除了傳統特質論、行為論與情境因素的影響外，如何透過組織文化、象徵性的儀

式與活動來進行有效的領導，則是現代領導研究的新取向。觀諸文獻可知現今領

導理論的發展正呈多元的走向與趨勢，未來領導理論的發展，不論是由既有理論

去改進，或發展全新的模式，勢必會出現新的觀念或想法（蔡培村、武文瑛，

2004）。回顧過去、展望未來的領導研究發展，Antonakis、Cianciolo 與 Sternberg
（2004）表示，仍有諸多領導議題有待日後進一步去研究，舉其要者如脈絡因素、

倫理、領導者之特質，以及領導理論與觀點之整合等。Sorenson 與 Goethals（2004）
亦強調整合不同的領導理論或取向之重要性。歸結而言，領導理論與研究的承

續、改進及創新未曾停歇，其不斷進展正有助吾人對領導之認識。 
 

貳、競值架構的領導觀點 

 
競值架構的領導觀點是由 Quinn（1984）所提出，其在《領導者與管理者：

管理行為及領導之國際觀點》（Leaders and manager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nagerial behavior and leadership）一書中，以專章〈競值途徑在領導上之應用：

朝向整合性的架構〉（Applying the 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 to leadership: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論述競值架構之領導原理。在文中，其以競值架構的觀

點，針對領導特質、行為及影響力形式等主張詳加說明。事實上，此即為日後競

值領導發展之原型。Quinn 認為在社會科學中四個象限之架構的觀點較不常出現

的原因有二。其一為個人訊息處理之偏見，此一偏見會阻礙思慮，使人傾向不將

相反之事物看成具有同等的價值；其二則是一般性的文化偏見。例如，在西方文

化中，外在價值（如專斷、衝突）比內在價值（如被動、和諧）更為重要。一般

而言，西方文化較肯定主動、專斷之行為，視其比被動行為更有效且是希望採行

之作法。上述偏見常見諸於領導文獻中，也因為此偏見，使吾人較無從進行兼容

並蓄之思考。在領導研究上，吾人可從兼容並蓄的思考中獲益良多。藉此，可將

一些領導特質、行為及影響力形式想像成相反、對立之價值。而此種採用兼容並

蓄思考所建構的領導理論正體現出一種具整合與緊張特性之領導觀點。 
以下，分就「領導之特質、行為、風格與影響力形式」、「領導角色」、「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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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通之概念及其在領導上之應用」、「行為複雜性之概念及其在領導上之應用」以

及「競值領導之要旨」等加以說明，並針對競值架構的領導的觀點加以評析。藉

此，以明瞭競值架構的領導觀點及發展之過程為何。 
 
一、領導之特質、行為、風格與影響力形式 

 
Quinn（1984）在〈競值途徑在領導上之應用：朝向整合性的架構〉（Applying 

the 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 to leadership: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一文

中詳細闡述競值架構的原理如何應用在領導研究之上。就概念的發展而言，其在

針對領導的特質、行為及影響力形式進行界定時，先定義正向的詞彙，之後再界

定與其相反的正向要素。所謂的相反無須一定要兩者全然的互斥，如高與矮，然

至少在概念或理論上應為相反的狀態。表 2-2-1 分別呈現有關領導的特質、行為

及影響力形式之八種定義。圖 2-2-1 可用以說明領導的特質與行為，而圖 2-2-2
則表示領導之影響力形式。茲就領導之特質、行為、風格與影響力形式的具體內

涵說明如下。 
在圖 2-2-1 右上象限的為具創造性及精明之領導者，其能擬思、鼓舞及促進

變革；與之相反的為可信賴、信任的領導者，其能維持結構、設定時程、協調及

解決問題，並且會去了解工作之進行是否合乎規定、標準及期限的要求。在圖

2-2-1 右上象限另一者則是資源導向、政治機敏的領導者，其能透過發展、環視

及維持外部聯繫網路來獲致資源及保持單位之外部合理性；與之對立者為技術專

家且準備充分的領導者，其能深明團體之任務，持續的收集，以及有所選擇的散

布重要訊息，促使成員對單位工作環境建立起共享的意義。換言之，此類領導者

傾向於提供一種持續性及安全感。在圖 2-2-1 右下象限的為任務導向、工作焦點

的領導者，其能啟發行動、激發導向團體任務完成之行為；與之相反的為過程導

向、擅交際、圓滑之領導者，其能促進互動、鼓勵表達、尋求意見之一致及研商

協調。而在圖 2-2-1 右下象限的另一者則為能提供結構的果斷、指示性之領導者。

其能進行目的設定及角色澄清、設立目標、監控過程、給予回饋與設立清楚的期

望；與之對立者則為能表現關懷與同理的領導者。其能了解個人之需求、主動傾

聽、公平、支持合理的要求以及試圖促進個人之發展。 
這些特質及行為之並列意指某些領導風格之重疊。創造性及資源導向之特質

表示一種朝向創造、冒險的風格，與其相反者則為具技術專家，以及可依賴、信

任特質之朝向保守、謹慎風格。與創造、冒險風格重疊者為具資源導向，以及工

作焦點特質之動態、競爭風格。而與動態、競爭風格相反者為合作、團體導向風

格。同理，指示、目的導向風格與關懷、支持風格相反，而結構、正式風格與回

應、開放風格相反。因每一風格與其相鄰之風格共享一特質，故其與相鄰者具重

疊及相似性，然其與相反者則傾向全然的對立。每一象限之命名乃依據最具代表

性之技能，右上象限為界域擴展技能，右下象限為指揮技能，左下象限為協調技

能，左上象限則為人群關係技能。圖 2-2-1 亦呈現出四種領導典範，例如右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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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式領導典範，在此種世界觀中，有效的領導者傾向於反應圖 2-2-1 右側的風

格及特質，其極度偏向動態－競爭風格及三種最密切關聯的特質，此意指有效的

領導者為具侵略－獨斷性、資源導向、政治機敏以及任務導向－工作焦點。其他

三種領導典範亦可依上述原理來詮釋。因而，每種領導典範有二個重疊及互補之

典範，以及一個與之全然相反、對立之典範。 
影響力的概念乃深度鑲嵌於領導文獻之中。一般而言，影響力係指領導者試

圖改變成員的認知、態度、價值及行為之過程。在表 2-2-1 及圖 2-2-2 中即以競

值架構的觀點對影響力作界定。在四個象限中的每一線段端點處乃為 8 種影響力

的來源及形式。如圖 2-2-2 中所見，亦可依縱軸及橫軸建構出影響力形式之想法。

圖 2-2-2 右上象限的影響力形式及來源與創造－精明領導者有關，其能擬思及促

進變革。此類領導者在獲致影響力上，是來自於期盼更美好的未來。領導者能藉

由展示所提變革的相對優勢所在，發展使情況變佳之希望以及獲得支持。同一象

限中另一影響力來源及形式與政治機敏、資源導向領導者有關，其在資源的獲致

上有所專精。由資源取得之能力所生的為對資源分配之掌控程度。成員之順服是

由於領導者對成員所欲結果給予暗示及明白的承諾。圖 2-2-2 右下象限之形式與

任務導向、工作焦點領導者有關，其為行動導向。領導者能建立成員對目的達成

的必要性，使用理性說服使成員信服其所倡議的行為合乎成員的最佳利益。同象

限另一者為與果斷、指示性領導者有關，其能透過目標設定及角色澄清來提供結

構。領導者所進行之合法要求及合法的認知來自領導者之正式職位與對手邊任務

要求的適切性。 
在圖 2-2-2 左下象限中影響力的來源及形式與可信賴、信任領導者有關，其

能維持結構。在此，影響力來源為對工作流程的掌控，並藉情境之操縱進行變革。

領導者為獲致所欲求的目的，便會去操控機會以及物理與社會環境之限制。手段

包括配置、裝備、工作設計、進度設立、任務分配及政策等。同一象限另一影響

力形式與技術專家、準備充分的領導者有關，其能進行資訊的流通及控制。領導

者對訊息之可及性使其藉由資訊的給予、限制及扭曲獲致成員的順服。在左上象

限的影響力來源及形式與團體導向、擅交際、圓滑的領導者有關。領導者藉由利

用參與的過程及成員對決策的認同獲取影響力。成員將團體之價值內化及完成領

導者所交授之決定。同一象限中另一影響力來源及形式與關懷、同理領導者有

關。領導者影響力之取得源自領導者與成員皆珍視的個人關係。由於此種共同珍

視的互依感，領導者便透過非正式期望之使用來獲致成員的順服。 
對影響力來源及形式的識別能對影響力策略進行更具一般性的描述。圖

2-2-2 上方為對信任及忠誠之依賴，與其相反者為結構與權威之使用。在右上方

象限為資源獲取及分配之使用，而與其相反者為對資訊的掌控。在圖 2-2-2 中間，

右方為果斷及衝突之使用，然與其相反者為角色塑造及個人魅力之採用。在右下

象限為目的釐清之使用，與其相反者為團體價值及壓力的採用。據此，象限可以

所採用的權力類型來加以命名。此包括獎賞權力、合法權力、專家權力及關係權

力，而參照及強制權如果要呈現，其將出現在橫軸的每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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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領導特質、行為與影響力之定義 
特質 行為 影響力形式 

過程取向、擅交際、圓

滑： 
領導者擁有良好的人際

技能，能促進團隊的互

動、合作及凝聚 

促進互動： 
領導者能展現人際技

能，促進團隊合作的過

程，鼓勵表達，尋求意見

的一致，促進妥協 

參與－決定之認同： 
透過參與，人們認同決

定，藉由參與及教導，人

們內化團體的價值及對

團體有所承諾 
關懷、同理： 
領導者能關心成員，敏於

覺知成員的問題、需求，

將成員視為是寶貴的資

源 

展現關心： 
領導者了解個人需求，能

主動傾聽，公平、客觀，

支持合理的要求，試圖促

進個人的發展 

相互依賴－內在期望： 
透過關懷及公平對待，相

關人等發展出信任的關

係，且對其相當珍視。由

於重視關係，非正式的期

望造就所欲之行為 
創造性、精明： 
領導者富創新及概念化

之技能，會去尋求獨特的

機會及進行改進 

擬思變革： 
領導者能找尋新機會，鼓

勵及思量新的想法，能忍

受模稜兩可及危機 

期待－希望的產生： 
影響力導因於對未來的

期待。領導者能發展令情

況變佳之希望，且藉由展

示所提之變革的相對優

勢來獲致支持 
政治的機敏，資源取向： 
領導者相當敏於覺察外

在的狀況，特別是有關法

律、影響力及資源取得之

事宜 

獲致資源： 
領導者發展人際的聯

繫，監控環境聚積權力及

影響力，維繫單位的外部

形象及取得資源 

資源控制－工具性順從：

領導者掌控資源，成員之

順從導因領導者明示及

暗示其將給予所欲之結

果 
任務取向、工作焦點： 
領導者為活動導向，生產

力高，投注諸多心力，且

從工作中獲得相當大的

滿足感 

啟發行動： 
領導者關心任務，激發團

體成員有合宜的績效表

現，以及激發其他對任務

完成所須之舉措 

目的達成－理性說服： 
領導者確立目的達成之

必要性，說服成員其所建

議之行為，將是成員合乎

自身需求的最佳行事法

則 
果斷、指導性： 
領導者的行事具決定及

明確性，能迅速的規劃工

作及下達指令 
 

提供架構： 
領導者從事於目的之設

定與角色澄清，設定目

標，監控過程，給予回

饋，設立清楚的期望 

正式結構－合理化要求：

領導者的層級地位合法

化其要求，成員之順服乃

因其在做正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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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領導特質、行為與影響力之定義（續） 
特質 行為 影響力形式 

可靠、可信賴： 
領導者行事具一致及可

預測性，會設法求取單位

的持續及平衡 

維持結構： 
領導者藉由設定工作時

程、協調、問題解決等維

持工作的穩定及順暢，並

確定成員了解及符合規

則、標準及最後期限 

工作流程－情境操縱： 
領導者須對工作的流程

負責，此令其有操縱物理

及社會情境之權力。變更

機會及限制可使成員順

服。採取之手段可包括配

置、裝備、工作設計、進

度設立、任務分派及政策

等 
技術專家，準備充份： 
領導者資訊充足，對團體

之工作知之甚詳，有能力

以及在技術事宜上具高

度的專業 

提供資訊： 
領導者深明團體之任

務，持續收集及散布資

訊，促使共享意義之發

展，發展持續及安全之團

體意識 

資訊流通－資訊掌控： 
領導者具資訊的可及

性，藉由資訊之給予、限

制及扭曲，使得成員順服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198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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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競值架構下之領導特質與行為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198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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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競值架構下之權力與影響力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1984: 23）。 

相互依賴 

（非正式的期望） 

以結構與

權威為影

響力 

以信任與

忠誠為影

響力 

關係權力 獎賞權力 

專家權力 合法權力 

以角色塑造
與個人魅力
為影響力 

以果斷與
衝突為影
響力 

  內部焦點 

 
外部焦點 

 

彈
性

                                               

                                   

控
制 

 
以團體價值 

為影響力 

 
以資源之獲 

取與配置為 

影響力 

 
 
以資訊的掌 

控為影響力 

 
 
以目的之釐 

清為影響力 

對美好遠景有所期望 

（希望的產生） 

成員參與 

（決策的確定） 
資源控制 

（工具性的順從） 

資訊的取得 

（資訊控制） 
目標的完成 

（理性的信條）

正式的職位 

（合法化要求） 

工作流程 

（情境操縱） 

 
規範再教育策略 

 
理性實徵策略 

權
力
強
制
策
略

自
我
調
校 
策
略 



 28

 
二、領導角色 
 

植基於 Quinn（1984）之研究，Quinn（1988）再出版《超越理性管理：精

通高度績效表現之弔詭及競爭需求》（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Mastering the 
paradoxes and competing demands of high performance）一書，在書中闡述競值架

構之領導理念。其認為領導有諸多預設，且可依競值架構之觀點來說明領導者所

須扮演的領導角色（見圖 2-2-3），以及可採取的權力及影響力。要言之，在競值

架構中每種模式皆有其預設（見表 2-2-2）。表 2-2-2 中左半部與 X 理論的預設相

符，而後半部則與 Y 理論相應。茲分就四種領導模式說明如下（Quinn, 1988）： 
在理性目標模式中，主要的效能價值為生產力及目標達成。此模式假定人具

有高度的成就需求。基本的訊息處理型態為理性的。領導者所扮演的角色為指導

者及生產者，採取之領導行為包括提供架構及啟發行動，其主要發揮的領導功能

則為提供指導。領導者作決定時係根據邏輯，所採取之權力為依據其職位而來的

合法性權力，並透過目標澄清及理性說明來影響組織成員。此偏向指導、目標或

任務型的領導風格。 
在人群關係模式中，著重的效能規準為人力資源之價值。此模式假定人具有

高度親密、隸屬之需求。基本的訊息處理型態係為共識取向。領導者所扮演的角

色為導師及輔助者，展現關心及促進互動為所採取之領導行為，人群關係的建立

則為其主要之領導功能。領導者採參與的形式作決定，其權力立基於與成員之關

係，並藉由團體價值影響成員。此偏向關懷、支持型的領導風格。 
在內部過程模式中，主要之效能的價值為穩定及控制。此模式假定人具有高

度的安全需求。領導者之訊息處理型態為層級式的。領導者所扮演的角色為監督

者及協調者，採取之領導行為乃提供資訊及維持結構，主要發揮之領導功能為協

調。領導者作決定時係立基於文書的證明，其權力偏向專家權，而對成員之影響

則透過資訊控制來進行。此偏向保守、謹慎的領導風格。 
在開放系統模式中，主要的效能價值為成長及資源取得。此模式假定人具有

成長、發展及激勵之需求。主要的訊息處理型態反應在發展取向上。領導者所扮

演的角色為革新者及經紀人，展現擬思變革及獲取資源之領導行為，發揮界域擴

展的領導功能。領導者在作決定之特徵為彈性、創造力及具外部合理性，採取獎

賞權力，透過資源的獲取、控制及配置來影響成員。此偏向富創造性、冒險的領

導風格。 
以下，針對圖 2-2-3 中八種領導角色較具體的內涵加以說明（Quinn, 1988）： 

1.指導者 
領導者能透過計畫及目的設定等程序來澄清工作的期望，而其更是果斷的啟

發者，能定義問題、挑選替代方案、建立目標、界定角色和任務、導引規則與政

策、評估績效表現以及給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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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者 
領導者偏向任務取向及工作焦點，具高度的興趣、動機、精力及個人趨動力。

其應能承擔職責、完成所指派的事宜以及維持高度的個人生產力，而此經常須藉

助激發成員增加生產及完成所定之目的來進行。 
3.監督者 

領導者須知道其單位正在進行什麼工作，確定組織成員是否遵從規定。監督

者能明瞭相關的事實及細節，且長於數量分析。在角色展現的行為包括處理文書

作業，校閱及因應例行訊息，對輸出之資料及報告進行監查、巡視及檢閱。 
4.協調者 

領導者能維持系統之結構及流程運作，其具可靠及可信賴性，所展現的行為

包括各種工作促進的形式，如設定時程、組織、協調成員應努力之處、處理危機

以及關注技術、勤勞及家政事宜。 
5.革新者 

領導者能促進適應及變革，藉由監控外在環境使不確定性減弱，識別重要之

趨勢，及對所需之變革進行概念化及計畫。在領導時亦須憑藉歸納、推論、意念

及直覺洞見。此外，領導者為富創造力及精明的夢想家。其能洞悉未來，擬思創

新，且將此以動人的方式進行包裝，對說服他人，此有其必要及可欲性。 
6.經紀人 
    領導者格外關注維繫外部的合理性及能獲致外界資源，其具政治的機敏、說

服力、影響力及權勢，對其而言，意象、外觀及聲望相當重要。領導者應與單位

外的人互動，代表組織及行銷組織之產品及服務，其作為便如同組織的聯絡及代

言人。 
7.輔助者 

領導者能糾合群力，建立凝聚力及團隊合作的意識，及處理人際間的衝突，

此領導角色為過程取向。領導者所展現的行為包括調解人際紛爭，採取衝突減少

的方法，發展成員的凝聚力與士氣，獲取投入及參與，以及促進衝突的解決。 
8.導師 

領導者採取關懷及同理的領導取向從事人力發展。領導者樂於助人、體恤、

敏感、易親近、開放及公平。此外，能傾聽、支持合理的要求，表達謝意，而且

不吝给予恭維與表彰功績。領導更有助成員建立技能，提供訓練的機會，助人對

自身的發展從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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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領導之預設 
 X 理論 Y 理論 

 理性目標模式 內部過程模式 開放系統模式 人群關係模式

動機 成就 安全 成長 隸屬 
資訊處理 理性的 層級的 發展的 共識的 
作決定 邏輯的 

果斷的 
文件證明 
績效責任 

創造力 
外部合理 

參與 
支持 

權力與影響力 合法權力 
目標澄清 

專家權力 
資訊控制 

獎賞權力 
資源配置 

關係權力 
團體價值 

領導風格 指導性 
目標取向 

保守的 
謹慎的 

創造性 
冒險的 

關懷的 
支持的 

領導角色 指導者 
生產者 

監督者 
協調者 

革新者 
經紀人 

輔助者 
導師 

領導行為 提供架構 
啟發行動 

提供資訊 
維持結構 

擬思變革 
獲取資源 

展現關心 
促進互動 

主要功能 指導 協調 界域擴展 關係建立 
組織形式 公司 層級節制 臨時組合 團隊 
效能價值 生產力 

目標達成 
穩定 
控制 

成長 
資源取得 

人力資源 
之價值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1988: 83）。 
 
Quinn（1988）表示競值架構的模式在思考管理或領導上有其理論的優勢。

例如，其可釐清知覺的偏見，使價值清楚明白，並且提供動態的焦點。就動態的

焦點而言，競值架構容許動態的緊張狀態之存在，亦承認行為有可能改變的事

實。管理或領導者或許在某一場合或時間上，會有一組行為組型反應一套價值，

而在其他場合或時間上則有全然不同的價值。就此而言，在不同的組織情境或組

織生命週期的時刻上，所須強調的領導角色便可能會有所出入或差異。 
再者，競值架構之模式與現有的領導理論之分類具一致性。此外，其可使吾

人從傳統、涇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取向轉換為兩者兼顧的取向（Quinn, 1988）。
依據 Quinn 的看法，卓越的領導者乃是在各種領導角色上具有均衡的能力。領導

者若強調二種或三種之角色，而忽略其他的角色，則將較不具效能（鄭彩鳳，

2002）。質言之，競值架構主要的功能之一，在處理組織現象中的弔詭質素，掙

脫涇渭分明思考方式所產生價值兩極化的困境。就此而論，在競值架構下，領導

角色應在一組相互矛盾的正向價值中取得均衡，避免盲目追求單一價值，陷入負

向後果的泥沼。易言之，競值架構對管理或領導效能的啟示，首推均衡的理念（江

岷欽，1993）。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管理或領導者並非須擅長所有領導角色方為有效能的

領導者，若干管理或領導者對競值架構中的一、二種角色並不嫻熟，卻仍為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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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為有效能的類型，主要原因係為：儘管他們有某些弱點，但始終保持足夠的「均

衡」與「創意的緊張狀態」。Quinn（1988）曾提及，所謂效能或許正是在社會系

統中，相互對立之需求能維持一種創意的緊張狀態所致。吾人可推論：效能乃是

管理或領導者在各種不同的角色期望之間，維持一種創意的緊張狀態。此種緊張

狀態一旦鬆弛或瓦解，則部屬對效能的認知結構亦會隨之改變，產生負向的光環

效應，從而將管理或領導者所原本擅長的角色詮釋為組織之負債或非資產。此種

認知逆轉可能與涇渭分明的思考方式有關：當兩種對立的價值截然劃分，而其中

之一受到過度重視時，逆轉的現象甚易滋生。易言之，組織中的創意緊張狀態一

旦消失，效能遞減的惡性循環旋踵而生。管理或領導者此時若昇高自身過份強調

的價值，勢必招致極其嚴重的後果（江岷欽，1993）。綜言之，Quinn 所持之領

導觀點係為：領導者隨情境或時間之不同，必須持續變革—此即權變的論點，以

及應平衡不同之對立價值，且須表現出複雜及動態之行為。「均衡」與「創意的

緊張狀態」實為有效領導不可或缺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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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競值架構下之領導角色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198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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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相貫通之概念及其在領導上之應用 
 
「交相貫通」（Interpenetration）的概念對競值架構的領導觀發展有莫大的助

益，兩者之結合使競值架構的領導觀點更趨完備。Quinn、Spreitzer 與 Hart（1992）
曾在〈極端之整合：管理效能的重要技能〉（Integrating the extremes: Crucial skills 
for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一文中對「交相貫通」之概念有詳盡的闡述，此乃

交相貫通概念應用在領導研究上的奠基之作。茲就該文所提之要旨，針對交相貫

通的概念及其在領導上之應用要述如下。 
交相貫通意指二個分化的力量或成分對彼此產生作用，而所採用的方法乃是

使二個成分皆成為一個較大系統中的一部分。Munch 於 1981 及 1982 年的研究

曾探討交相貫通在 Parsonian 理論中之角色。在 Parsonian 理論分析中為二組兩極

的預設：次序條理（orderliness）與無次序條理（absence of orderliness）。將這些

相反並列，Parsons 便發展出一個四種類別之架構。其中一組類別將工具及潛在

的關心之事相互對照（目標達成對關係）；另一組則將整合及適應的關心之事作

對照（穩定對變革）。藉此，Parsons 便能分析次級系統，將其視為純粹理型（ideal 
types），亦可研究交相貫通的特性及程度。根據 Munch 的看法，交相貫通為了解

發展過程及高度複雜性的關鍵要點，其反應分析類別之橫跨情形以及創造力的呈

現。當交相貫通能覺察及概念化，新的概念便經常能辨識出同時運作之相反事

理。經歷交相貫通，二個原初分化的系統進行整合，一個新系統於焉誕生。最後，

隨著新系統的出現，在發展的過程中，原來獨立的系統變成次系統。事實上，

Rothenberg 1979 年發現此種概念位居諸多重大創新突破的核心，其將之稱為兼

容並蓄的思考（Janusian Thinking）－ 亦即，能同時看待相反運作之能力。為了

在觀照時更加全面，吾人應挑戰傳統的非此即彼預設，及發展構念用以反應一種

嶄新及更為整全的架構。而為因應更為整全架構之需求，針對交相貫通的理論及

操作性構念進行思考便有所助益。藉由移轉傳統上之兩極非此即彼的觀點，新的

觀念便可能應運而生。 
Quinn 於 1988 年曾提及穩定與變革，以及任務與人群這兩種分化。其解釋

領導者是如何面對工作角色上相互對立之期望，以及如何透過八種領導角色之分

化來運作這些相互對立的期望。此八種領導角色在邏輯上可歸併為四種組織功能

及二種更一般的導向（如圖 2-2-4 所示）。此種方式乃將角色視為是互補，因而

可提供一種領導的邏輯架構。然而 Quinn 並不固執於圖 2-2-4 的理論邏輯。相較

下，其是將焦點置於角色間跨功能的對比。例如，關懷人群及追求任務完成二種

期望之對比。在關懷人群上乃期望領導者成為導師及輔助者。而為了求取工作之

完成，則期望領導者成為指導者及生產者。同樣地，亦期望領導者能管理穩定與

變革間競爭的緊張關係。在維持結構上，期望領導者能成為監督者及協調者。對

照下，為了帶動變革及適應，則期望領導者成為革新者及經紀人。要言之，上述

正顯示領導者須具備認知及行為複雜性以超越諸多弔詭的需求。因之，實有必要

發展反應領導之交相貫通的概念。若將交相貫通的概念應用在領導上，則可對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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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有更加複雜及深入的了解。 
以兩種新的領導構念（「嚴謹之愛」：tough love；「務實的願景」：practical 

vision）為例（見圖 2-2-5）。嚴謹之愛反應任務完成及團體凝聚之動態緊張。這

二種力量如圖 2-2-5 中縱軸及橫軸所示，係處於持續的互動狀態。當任務完成較

高時，團體凝聚力便較低，如此一來衝突的情形便可能產生。而當團體凝聚力較

高時，任務的完成便較低，共謀、勾結的情形便可能出現。而任務完成及團體凝

聚之間的交相貫通則稱之為嚴謹之愛。為了創造此新系統或交相貫通，領導者應

注重任務及人群，且須同時採行這二種作為。務實的願景則反應穩定及創新的動

態緊張。一般而言，組織之因應為穩定及創新的持續動態情勢。當穩定較高時，

創新較低，組織因而須面對變成無反應或停滯的危險。對照之下，當穩定較低，

創新較高，組織將面臨由於渾沌而無從整合的危機。而當穩定及創新皆高時，新

系統或交相貫通（務實的願景）便可望生成。在此種情形下，穩定強化創新，而

創新亦加強穩定，結果即可能經歷組織之延續及成長。 
以上述二種交相貫通的概念為依據，便可望提出一種新的領導架構（如圖

2-2-6 所示）。圖 2-2-6 之弔詭架構與圖 2-2-4 之邏輯架構正為對比。圖 2-2-4 呈現

一種顯明的類別階層，具一套清楚的概念及理型，此可能適合進行傳統的分析。

然根據 Munch 1981 及 1982 年之看法，此種理型會阻礙由將相反類別進行交互作

用所生之交相貫通或次級（second-order）過程的發現。交相貫通須具高度複雜

性思考，此在社會科學中較少出現。圖 2-2-6 不是依據傳統互補功能之看法，而

是採取相反功能之統合的觀點（亦即工具－潛在以及整合－適應）。依此相反功

能之整合的視角便可造就二種交相貫通的概念：「嚴謹之愛」及「務實的願景」。

質言之，圖 2-2-6 顯示具認知複雜的領導者在覺察組織時不僅視其具邏輯結構，

而且認為其包含矛盾及衝突之動態過程。藉由採取非直覺的方式巧妙管理動態之

過程，領導者便能創造持續活化組織的嶄新系統，此種領導者便具行為的複雜

性。而所謂行為複雜性係包括認知的複雜性，有能力以高度整合及互補的方式扮

演多元，甚至競爭的角色，來展現認知複雜之策略。而此種觀點正可擴展吾人對

領導的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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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管理領導：邏輯架構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 Spreitzer, ＆ Hart（199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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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兩種交相貫通之構念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 Spreitzer, ＆ Hart（1992: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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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管理領導：弔詭架構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 Spreitzer, ＆ Hart（1992: 237）。 
 
四、行為複雜性之概念及其在領導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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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某種程度的完整、可靠及目的性。學理上，行為複雜性係包含二種成分：1.「行

為戲目」（Behavioral Repertoire）－ 經營者能有效運用領導角色之數目。2.「行

為分化」（Behavioral Differentiation）－ 經營者有能力依不同之情境適切使用本

身的行為戲目（吳勁甫，2003b）。易言之，行為複雜性之概念係在處理三個領導

行為取向之問題：不可能為所有可能的權變因素界定出適切的領導角色；隱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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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利害關係人期望（Hooijberg ＆ Schneider, 2001）。 
Hooijberg 與 Quinn（1992）之研究為行為複雜性概念發展的經典之作。

Hooijberg 與 Quinn 認為行為複雜性意指有效的領導者不只具認知的複雜性，且

亦能在行為範圍上明顯展現出多元化的角色及技能。認知複雜性為行為複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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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之一。認知複雜性至少包括二個要素：個人能鑑別變項的程度，以及個人在

其心智中能同時容納保有不同變項之程度。如上所述，便可對複雜的程度進行界

定，若人的認知過程愈複雜，便假定其更具效能。然而，此論述忽略行為層面的

技能。所謂效能不僅指個人要具有認知複雜性，而且亦包含能在人際及組織上扮

演廣泛角色之能力。行為複雜之能力不只須具備複雜的認知思考過程，亦須含括

複雜的行為技能。故而行為複雜性係指能展現認知複雜策略之能力，而此乃是以

高度整合與互補的方式扮演多元甚至競爭的角色。在 Hooijberg 與 Quinn 的研究

中，彼等應用競值架構的領導角色模式之架構，以概念化及評估領導者的行為複

雜性。其認為若依行為複雜性概念的觀點視之，較有效能的領導者與較無效能的

領導者相較下，其乃能扮演較多的角色，且在扮演時表現的程度亦較佳。而較有

效能的領導者亦能在所扮演的諸多角色上取得平衡。亦即，其在扮演的諸多角色

上，不會特意去強調某一者。有效的領導者亦較能具備認知複雜性去瞭解潛藏在

象限中之對立的心智、價值或哲學，而且亦能在行為上整合鑲嵌於對立心智之行

為。 
Hooijberg（1992, 1996）的研究使行為複雜性之概念取得更進一步的發展。

Hooijberg（1996）在研究中提及，雖然 Hooijberg 和 Quinn 在 1992 年將行為複雜

性界定為領導者展現多元領導功能的能力，然其未表明領導者在諸多情境下如何

達致有效的功能。換言之，其取向絕大部分在反應「行為戲目」的概念。而在不

同的情境及時間上要成為有效能的領導者，此須要求領導者不僅能察覺利害關係

人的需求及目的，且須根據團體行動而調整個人的取向。吾人可將「行為分化」

視為：經營者能展現多元的領導功能，而且會根據組織的角色關係、任務、位置

及時間等情況之不同，在發揮領導功能時即會有所權變（較為適切、彈性、合宜、

個人化及情境特定）（Hooijberg, 1992）。易言之，「行為分化」的概念意指領導者

能依據組織的情境，權變展現其自身行為戲目所能發揮的領導功能。或者，是指

領導者依據組織環境的需求，所能變化其領導功能之表現的程度。先前的領導研

究強調領導者在展現領導功能時，應考量成員的特徵以及任務的結構及清晰度。

因而，強調領導者在面對成員時，依據成員的特徵、任務、文化及其他因素之不

同，即須變更其領導作為。要言之，「行為戲目」的概念表示領導者所能展現領

導功能之卷宗夾。然而，「行為分化」指涉的是：領導者不僅須具備展現多元領

導功能的能力，其亦須配合環境而調整其作為。換句話說，當環境有需求時，便

必須展現某些領導功能，而如果環境不要求某些領導功能時，領導者即無須展現

這些功能（Hooijberg, 1996）。 
由 Hooijberg（1996）之研究可知悉，行為複雜性的概念指陳領導者須管理

人際關係網絡，此包括上級、同儕及部屬。當領導者工作網絡的規模及分化有所

成長，弔詭及衝突產生的可能性亦隨之增加。領導者將其行為戲目與環境需求相

搭配即為其獨特的能力。因之，在理解行為複雜性可與必要之多樣化性的想法相

結合。而行為複雜性及必要之多樣性的結合，則可對有效之領導作如下簡易的界

定：有能力展現多元的角色及行為，而這些角色及行為所環繞的必要之多樣性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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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織與環境脈絡所指涉。然而，行為複雜性並不意味一種極端形式的情境論，

其認為與其定義無數的權變因素或情境，倒不如發展領導功能的卷宗夾，此即可

使領導者回應複雜的需求，而此正與 Yukl 的觀察是一致的。亦即，領導研究的

鐘擺似乎已從極端的情境論擺向更為平衡的觀點。領導者須依其部屬或任務之特

徵來變更其領導角色之表現雖非新的觀點，然行為分化的概念正可擴展吾人對領

導的權變觀點之認識。除組織的角色之外，研究者亦可能須去檢視行為分化在不

同脈絡中之情形，例如不同的團體型式、外在的組織活動及內在的組織政治系統

（Hooijberg, Hunt, ＆ Dodge, 1997）。 
 
（二）行為複雜性之衡量方式 
 

Hooijberg 與 Quinn（1992）為了計算行為複雜性之衡量，使用由 Bobko 與

Schwartz（1984）所發展用來整合兩極概念的公式。詳言之，Bobko 與 Schwartz
試圖發展對中性或陰陽同體（androgyny）的連續測量，其不採取傳統上將男性

及女性視為獨立的概念，而是採取一種連續測量用以整合分離的男性及女性概

念。其所發展的公式乃用來建構兩種對立概念整合平衡之指標。公式如下所示： 
 
整合（Integration）＝【（k－1）－｜x－y︱】×【（x＋y）/ 2】 
 
X 與 Y 為要加以整合的二極概念，在評量上反應之尺度為 1 到 k 之整數。

公式的前半部為兩極概念間（X 與 Y）之絕對差異或平衡。而後半部則用以區分

兩個對立概念皆低分及兩個對立概念皆高分的人。因而，在整合指標的得分較

高，即表示某人在兩個對立概念的得分較高亦更為平衡。在使用 Quinn（1988）
的競值架構領導角色模式時，為求取整體的行為複雜性指標便可將四個整合平衡

之指標的整合分數加總：導師對指導者、輔助者對生產者、監督者對掮客、協調

者對革新者（Hooijberg ＆ Quinn, 1992）。藉此，即可用以評估領導行為複雜性

之程度高低。 
除了採取由 Bobko 與 Schwartz（1984）所提出之方式外，多元尺度法

（multidimension scaling, MDS）亦為評估領導行為複雜性的方式之一。例如，

Denison、Hooijberg 與 Quinn（1995）便使用多元尺度法去評估領導者的行為複

雜性，用以檢測彼等所提出之競值架構中八種領導角色的空間關聯。其研究顯示

有效能的領導者相較於較無效能者，展現較多元化的領導角色，且對其部屬而

言，這些角色更為清晰。在較無效能的樣本中，大部分的領導角色傾向群聚於圖

形的中央，此意指這些領導者較無法展現多元的領導角色。（Hooijberg, Hunt, ＆ 
Dodge, 1997）。 

儘管使用 Bobko 與 Schwartz（1984）之公式評估行為複雜性為一大進展，

然此仍未能處理「行為分化」的概念。鑑此，Hooijberg（1996）在其研究中即分

別對「行為戲目」以及「行為分化」之概念作界定，其認為「行為戲目」為領導



 40

者能展現的領導功能之卷宗夾，領導者的行為戲目愈廣泛，其更有可能可適切因

應環境的需求。在研究中其採取競值架構的觀點來建構領導功能的概念，因此便

檢視四種領導功能之表現。在測量時乃檢測領導者行為戲目的強度，簡言之，即

分別求取組織成員（部屬、同儕及上級）對領導者在四種領導功能上知覺之平均

數。而在「行為分化」的界定上，其將行為分化視為領導者能依據諸多組織情境

之差異變更其領導功能表現的程度。Hooijberg 在評估領導者領導表現之組織情

境時，是採取檢視領導者與構成組織角色組群之三種群體（即部屬、同儕、上級）

的互動來進行。因之，行為分化在操作性定義上，即為領導者在與部屬、同儕及

上級進行互動時，其能變化競值架構四種領導功能表現之程度。因而，假如領導

者的部屬、同儕與上級在回答有關領導者的領導功能表現之問題時，有較大的變

異，那麼，便表示領導者在與部屬、同儕與上級互動上展現不同程度的領導功能。

在測量行為分化時，先分別計算部屬、同儕及上級在四種領導功能上的平均數，

再求取標準差，之後再將標準差加以平方（此即變異數）。故而，行為分化便反

應在部屬、同儕及上級對有關領導者之領導功能問題的變異之上。就 Hooijberg
的觀點而言，行為複雜性的概念被用以指涉領導者在組織上須展現更廣泛的領導

功能。與傳統的領導研究取向相對照下，行為複雜性所反應的意念乃是：領導者

若較能展現多元化的領導功能，且將這些領導功能之表現迎合其組織角色組群之

需求，則其表現將比只能展現單一領導功能，以及無法隨組織需求而變更領導功

能表現者來得更具有效能。 
 
（三）行為複雜性與競值架構的領導觀之結合 
 

儘管 Quinn（1984, 1988）先前有關領導的研究中，並未曾發展行為複雜性

的概念，然其領導模式的確強調同樣的主旨：領導者為明瞭更為複雜的領導概

念，便須重新建立心智中潛在兩極相反（如穩定與彈性）的架構（Denison, 
Hooijberg, ＆ Quinn, 1995）。自從 1992 年起（如 Hooijberg ＆ Quinn, 1992），有

關領導之行為複雜性的研究不斷進展，然其一直受限於未有發展良好的研究工具

可資運用。行為複雜性背後的邏輯可追溯自競值架構，而此架構則源自組織效能

規準的研究。在競值架構目前的研究上，Cameron、Quinn、DeGraff 和 Thakor
（2006）已將四個象限的名稱加以簡化，如此一來有關組織層級或個人行為層級

之應用研究，便皆可採此架構來進行。新的命名將原初的人力資源（Human 
Resource）或人群關係（Human Relations）、開放系統（Open Systems）、內部過

程（Internal Process）及理性目標（Rational Goal）模式，分別依合作（Collaborate）、
創造（Create）、控制（Control）及競爭（Compete）取代之。而為簡易及一致性

起見，即採取這些較新的名稱（Lawrence, Lenk, ＆ Quinn, in press）。 
組織效能的模式可用以指引競值架構中領導角色之界定。此架構主張相互競

爭的期望之整合可藉由競爭角色之表現來顯示（見表 2-2-3）。一般而言，不同象

限常被認為是彼此互斥的理論類別，而對象限所作的分化傾向形成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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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her/or）的觀點，此將使觀察者忽視組織動態固有之兩極相反特性及對立的

領導需求，而競值架構的領導觀正使吾人注意到組織中競爭的價值可能都有其重

要性（Lawrence, Lenk, ＆ Quinn, in press）。在建構競值架構的領導概念上，Quinn
（1984, 1988）的研究便將組織理論與角色理論相結合，而後者便是針對領導角

色文獻所作之整合（Hart ＆ Quinn, 1993）。在競值架構的象限中，概念的相反、

對立正代表基本的理論差異，且可對領導角色文獻進行整合。競值架構為少數能

在角色文獻中依相反、對立角色的觀點進行角色界定之研究取向，此取向使吾人

在看待領導行為時，不再固持非此即彼的思惟（Lawrence, Lenk, ＆ Quinn, in 
press）。 

儘管競值架構強調領導者的行為須以複雜的方式進行，然其限制之一為無法

將這些行為與這些行為何時是適切的判斷聯結在一起。行為複雜性的兩個面向為

「行為戲目」及「行為分化」，其正可用以填補競值架構不足之處。「行為戲目」

所捕捉的為領導者可展現的行為廣度，而「行為分化」處理的則是當情境有所需

求時，領導者能運用這些行為的能力，良好判斷實為有效領導的重要面向之一。

在研究行為複雜性時，研究工具的發展具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至目前為止，能對

領導角色或行為進行適切衡量的工具仍有待發展，先前的研究（如 Denison, 
Hooijberg, ＆ Quinn, 1995; Hooijberg, 1996; Quinn, Spreitzer, ＆ Hart, 1992; 
Quinn, 1988）所發展及採用的工具在每個象限的因素或因素上的題目數較少，故

而在衡量行為複雜性時較為受限。茲將 Quinn 等人近年來結合競值架構及行為複

雜性觀點所發展用以衡量行為複雜性之新工具（Lawrence ＆  Quinn, 2002; 
Lawrence, Lenk, ＆ Quinn, in press; Lawrence, Quinn, ＆ Lenk, 2003），與原初競

值架構的八個領導角色（如 Denison, Hooijberg, ＆ Quinn, 1995; Quinn, 1988）進

行對照（見表 2-2-3），由表 2-2-3 可知悉，在衡量領導時著重在行為上，然其背

後仍隱含角色的概念。換言之，所衡量的為角色所展現的行為。與舊的領導架構

相較下，新的領導架構在每個象限的名稱有所改變，而且有些領導角色或行為的

意涵已有些許變更。再者，每個象限在衡量領導時已擴增為三種角色或行為。值

得指出的是，此研究工具之發展針對的是「行為戲目」的概念，其有助於行為複

雜性日後的研究。而若研究者欲就「行為分化」進行探討，則可參酌 Hooijberg
（1996）所提之作法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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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競值架構下新舊領導角色（行為）之比較 
焦點面向  

內部焦點 外部焦點 

合作(人群關係模式) 創造 (開放系統模式) 

彈性 
結構 

原初的 
輔助者 
促進互動 
 
導師 
展現關心 
 

－ 
 
 

新的 
輔助者 
鼓勵參與 
 
同理者 2 

展現關懷 
 
導師 
發展成員 3 

原初的 
革新者 
凝思變革 
 
 

－ 
 
 
 

－ 
 
 
 
經紀人 1 

獲取資源 

新的 
革新者 
發起重大的

變革 3 

 
願景者 2 

預期顧客的

需求 
 
誘發者 2 

激勵成員向

上超越 
 

－ 

控制 (內部過程模式) 競爭(理性目標模式) 
結構面向 

穩定 
結構 

原初的 
監督者 
提供資訊 
 
 
協調者 
維持結構 
 

－ 
 
 
 
 

新的 
監督者 
期望工作 
正確 
 
協調者 
控制計畫 
 
規約者 2 

闡釋政策 
 
 
 
 
 

原初的 
生產者 
啟發行動 
 
 
 
指導者 1 

提供架構 
 

－ 
 
 
 

－ 

新的 
生產者 
使努力工作

的倫理成為

模範 3 

 
－ 

 
 
競爭者 2 

視競爭為 
焦點 
 
驅動者 2 

強調速度 
註：1舊名稱的去除 2新增添的名稱 3界定的修正。 
資料來源：出自Lawrence, Lenk, ＆ Quinn（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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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競值領導之要旨 
 
自從 Quinn（1984）提出競值架構的領導觀後，競值架構在領導議題上的發

展一直在賡續進行中，諸多理論（如認知與行為複雜性、交相貫通等）或實徵研

究的成果更融入其中，不斷擴展競值領導觀點的深度及廣度，目前業已發展出領

導角色、行為、權力與影響力、能力及效能等架構（吳勁甫，2007）。Quinn 及

其同僚對於競值領導概念的發展可謂不遺餘力，迄今已出版多本與競值領導有關

的著作。舉其犖犖大者如《超越理性管理》（Quinn, 1988）、《成為管理大師》（Quinn, 
Faerman, Thompson, ＆ McGrath, 1990, 1996, 2003; Quinn, Faerman, Thompson, 
McGrath, ＆ St. Clair, 2007），以及《在橋上搭橋：領導變革指引》（Quinn, 2004）
等。而在歷經二十餘年的研究後，《競值領導：在組織中創造價值》（Competing 
values leadership: Creating value in organizations）一書終於問世（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 2006），此書為第一本以競值領導（Competing Values 
Leadership）為名的專著，其堪稱競值架構在領導議題上的劃時代鉅著。以下，

茲將本書中所提之領導要旨加以說明，以知其梗概。 
Cameron、Quinn、DeGraff 與 Thakor（2006）認為最成功的領導者傾向於

存在同時的弔詭之特性，其比起同儕或同輩，更顯具分化及統合能力，此類領導

者在轉變自身時，可藉由將穩定與彈性，以及內部與外部觀點相結合，因之，其

思惟傾向「兼容並蓄」或「兩者兼顧」的思考方式，領導之導向或作風則偏向於

兼容並蓄者。當然，轉換的種類並不平常，分化的成分仍傾向於分離，當這些成

分結合在一起時，幾乎每個人都會有無意識的偏見，亦即會將不相似的成分認為

是相互分離的。因而，衝突與緊張經常會隨之而生。事實上，大部分的人無法連

結對立、相反的成分即是因將它們的界定視為是分開而無法整合的。此外，人們

亦傾向將一組價值視為是正面，而與之對立、相反者，則認為其是負面與須減少

的。因而，領導者須意識到應著力去整合衝突的因素，以及管理無可避免之緊張

狀態及抗拒。競值架構的功能之一即在幫助領導者找出如何利用相反、對立象限

之道，以及試圖以轉型思惟的方式進行思考。具體言之，競值架構有助領導者發

現一種新的思考型態、一種新語言、以及一種新的價值創造方式。 
一般而言，領導者若固持「涇渭分明」或「非此即彼」之思惟，則可能會存

有諸多負向偏見，例如偏愛或慣用競值架構中的某一領導象限，而將對角線象限

之領導視為具負向特性。在現實組織的運作中，很多領導者並未發展出足夠高深

的世界觀，促使其能朝向整合對立相反的概念。換言之，其仍存有偏見且認為不

應讓緊張及弔詭浮出檯面。詳言之，長於合作象限之領導者可視為是具有耐心、

關懷、無私、真誠、敏感以及原則者。而在相反、對立的競爭象限，有效的領導

者則可能被認為是具強力、大膽、挑戰心、獨斷、關連及工作投入者。然而，當

以這兩種領導形態來評估彼此時，即較無法可將焦點置於相反、對立象限的正向

特質之上。亦即，其傾向於對這些特質存有負面的偏見。合作象限的領導者可能

視具強力、大膽、挑戰心、獨斷、關連及工作投入之特質為壓迫、蠻橫、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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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壞、敵對、好諷刺的特性。而競爭象限的領導者則可能會視耐心、關懷、無私、

真誠、敏感以及有原則之特質為寬鬆、縱容、仁慈、無力及疏遠。同樣地，長於

創造象限的領導者可能是有願景、樂觀及熱心的人。因為強調發現，這些人較可

能適應、敏悟及願意探索及學習。在相反、對立的象限，控制象限的領導者則可

能被視為具邏輯、現實及實際的。這些可信賴、依靠者可能被形容是安全、可確

信及具一致性的人。然而，假若專長是在創造象限者，在評估控制象限的領導者，

則可能會使用懷疑、無彈性、封閉及僵化來形容。同樣地，控制象限的領導者在

評估創造象限領導者之特質時會將其描述為不實際、迷惑、及不實在。負面描述

相反、對立特質是一可預測及可理解的現象。好與壞、黑與白、光明與黑暗、正

常與不正常、有效與無效是常見的分化，吾人即以此理解周遭所經歷之複雜性，

並創造出連續的兩端，且依相反、對立或衝突的價值加以命名。當然，大部分人

知道相反、對立應保持平衡或承認其為存在的一部分。並未有人或組織只保有一

種樣態而無與其相反或對立的特質。人們大都認為應接受負面及正面的必要性，

此即為何幾乎每個人都承認若無悲傷即無快樂，沒有痛苦就沒有愉快，無良善即

無邪惡，沒有光明就沒有黑暗，而這些好與壞的情況須被認同與有所平衡。 
析而言之，競值架構不只將相反、對立加以強調及顯露，而且它亦可能使吾

人了解明顯的相反、對立中亦存在共通性。藉由指引整合正向的相反或對立之

舉，此顯然已超越僅看到相反、對立觀點的緊張關係而已。亦即，競值架構提醒

吾人，對角線象限即使是處於競爭或有所衝突的關係，然兩種價值皆是可欲且都

可創造正向價值。職是之故，強調及整合正向的相反或對立將可產生新的洞見及

價值創造。質言之，競值架構正能創造一種嶄新的領導取向，它能使領導達致更

加深入及轉型的層次。藉由一些新的概念的提出，便可依此指引領導行為。這些

概念整合衝突及對立的用語，然整合時是依據正向而非負向的相反或對立而成。 
舉例言之，思考二個共同但卻相互衝突的領導行動，其一為強調團隊成員之

團隊工作及合作，另外則是強調速度及急迫性。團隊工作之活動須花費許多時

間，主要將焦點放在人際間之關係，此為合作象限之特性。然而，強調速度及急

迫性須快速回應，焦點乃置於立即的成果，此則為競爭象限的特性。而領導者經

常要在這兩種強調之處進行取捨，此可能會產生較多的團隊合作，而較少的速

度，又或者急迫性較大而合作較少。然而，考量圖 2-2-7 之過程，此說明的正是

整合二種領導活動之正面特性之方法。B 和 D 中所代表的是兩種相互衝突的強

調點，此二種強調點可分開追求，而每個強調點皆可追求至極致。例如當領導者

太過著重團隊工作及合作時，他們可能引發過度的討論，未具生產性的參與，以

及無法作決定，過度的強調參與因而變為一種負面的特性。同樣地，過度強調速

度及急迫性將可能造成蠻橫的指示，抗拒以及缺少對長期結果的重視。過度的強

調任何的領導活動往往會造成負面的狀況。然而，最常見的領導缺失與其說是過

度強調正向的行為，倒不如說是忽略了正向相反或對立之行為。這些領導行為的

最極端或相互排斥的形式如圖 2-2-8 中的 A 及 E 所示。亦即，想像有一連續線段，

在兩個端點上分別為極度負向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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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考量在連續線段居中者所可能代表的意義（見圖 2-2-9），其所指涉的情

況乃兩種衝突的強調點並不互相衝突或互斥，而是可以相互整合。換言之，正可

同時追求相反、對立之情況，而此經常得整合先前被視是不相容或不一致的概

念。C 當中（見圖 2-2-9）說明一種先前未曾被思量的新概念。例如，急切的團

隊工作或急迫性的合作，而上述概念的同義詞則為「急切性之團結」或「迅速性

之合作」，此概念（此即交相貫通概念之應用）正有助於提高領導行動創造價值

的可能性。換句話說，領導者可獲得訊息，用以考量整合先前被視為是相反、對

立的行為。此揭示創造價值以及在此之前未曾考量的領導行為之新的可能性。 
 
 
 
 
 
 
 
 
 
 
 
 
 
 
 
 

 

圖 2-2-7  二種競爭活動（合作與競爭象限）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2006: 66）。 

 

 

 

 

 

領導者強調
團隊工作及
合作 

領導者強調
速度及急迫
性 

B 

D



 46

 

 

 

 
 
 
 
 
 
 
 
 
 
 
 
 
 

 

 

 

圖 2-2-8  二種競爭活動（以極端形式的領導行為加以定錨）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200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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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整合競爭的活動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200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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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on、Quinn、DeGraff 與 Thakor（2006）在書中提及，有效能的領導

者能高度發展與其所處組織的主要文化趨同之技能。再者，有效能的領導者至少

在四個象限中皆具有平均以上的領導能力，其在任何象限中都沒有盲點或弱勢之

處。此不意味其在四個象限中的能力皆相當卓越，換言之，其可能缺少某方面的

長處或在某些地方之才能並不是那麼出眾。然而，真正有效能的領導者能在四個

象限中都有平均水準以上或優越的表現。事實上，領導能力在發展水準以下，或

過度強調某一特定的技能皆有礙於領導效能。例如，負向區域（negative zone）
的產生正是因領導者的表現過於著重某一象限，如在人群關係上有出眾的能力，

而缺乏其他象限的能力，仍無法造就有效能的領導。弔詭及彈性的領導方為較具

效能的領導。 
大多數有關領導特質及行為的文獻常指陳一些正向的特質及行為，然而其主

張經常是不完備且忽略有效領導者的行為戲目有其內在衝突及矛盾的特性。譬如

一些針對領導所提出之處方，所主張的常只限於弔詭領導特質當中的一方，如領

導者應具有夢想性（而非務實性）。相較之下，競值架構強調有效能的領導須具

備更為深入且複雜的觀點。易言之，在競值架構中對立象限的概念在領導者心智

中具有衝突及緊急的態勢，領導者須整合正向對立的概念。強調正向對立的概念

在領導的思惟上正是一種嶄新的途徑。過去的研究指出有效能的領導者在行事時

所採之方式會與其所處之文化趨同。例如，領導者若傾向關懷、團隊導向及合作

之風格，那麼其在強調合作的組織文化中可能表現較佳。然而，大多數創造最多

價值的有效領導者可能比此更為複雜，其不只能展現與文化趨同的領導能力，而

且亦能整合對立的領導作為。換言之，其具有認知及行為的複雜性，藉由平衡及

改進對立象限的領導作為來獲致更多的價值。 
 
六、評析 
 

基本上，競值領導與諸多當代的西方領導觀點有類似的主張。舉其要者，如

Yukl（2002）認為有效的領導者具足夠的彈性，當情境轉變後，其會隨之調整行

為方式以資因應，並且也會尋求平衡競爭價值之方式。在領導時會設法找出揉合

任務、關係及變革等行為導向的行事之道，配合情境展現合適的行為舉止。而

Yukl 與 Lepsinger（2004）在歸結歷年來的領導及相關領域的研究後，彼等在《彈

性領導：藉由平衡多元的挑戰及選擇創造價值》（Flexible leadership: Creating value 
by balancing multiple challenge and choice）一書中提出彈性領導（Flexible 
Leadership）之模式。此一模式係由四個成分所構築而成：組織效能或績效表現、

效能的決定因素、情境變項以及直接（任務、關係及變革導向之行為）與間接（正

式的方案、管理系統、結構之形式）的領導作為。此模式所關注的主要議題在於

彈性領導是對持續改變的情境之回應，領導者須找出能合宜平衡諸多競爭的需求

或價值之道。此外，諸多領導論者（如 Badaracco, 1997; Badaracco ＆ Ellsworth, 
1989; Bolman ＆ Deal, 2003; Kaplan ＆ Kaiser, 2006; Martin, 2007; Wexl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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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 ＆ Deal, 2003）亦主張領導者須具備整合、系統、動態、權變及弔詭等

思惟，在相反、對立或競爭的價值中求取平衡。上述領導主張正與競值領導觀點

有異曲同工之妙。 
再者，由上述競值領導觀點的闡述中，吾人可發現其與中國式領導或管理哲

學之主張殊途同歸、不謀而合，東西雙方之看法正可相互會通。吳瓊恩（2005）
即認為 Quinn 的競值領導理論為一種非均衡理論，不僅與當代的「自組織理論相

通」，亦為易經的基本論點。易經中所謂「陰極盛則陽生」、「陽極盛則陰生」、「剝

極必復」、「否極泰來」乃至於後來老子的「反者道之動」等，均可見中國古人看

待外界現象絕不偏於片面的價值，而視正反兩面價值處於一種演變互動的狀態。

此即為一種非均衡的觀念，這種觀念即 Quinn 發展其領導理論的基本觀念，而所

謂的「全觀性架構」（the holistic frame）、「兼容並蓄的思考」（Janusian Thinking）
或「領導的負向區域」（negative zone）等觀念，正與中國「正反相生」的道理互

通。Quinn 即根據此一預設，認為過去的領導理論均偏向於片面價值的強調，沒

有注意到正面價值的極端發展，就會變成負面的價值。其認為各種領導模型各有

其正面與負面區，一位卓越的領導者應有全觀的架構，看出某種領導行為之正反

相生演變趨勢而妥為因應。究實而言，競值領導觀亦有著與中庸之「執兩用中」

或「過猶不及」思想相類似的觀點。「不及」固然對組織會有不良的影響。然而，

「太過」亦會對組織產生嚴重的傷害（如過度強調單方面的價值觀）。因之，領

導者必須具備中庸思想，以行無太過、無不及之中道（鄭志宏，1992）。事實上，

競值架構的領導觀點實與易經、老子與中庸等中國式的領導或管理主張（如丁潤

生，2002；成中英，1995；邵愛國，2003；曾仕強，2006；曾憲年，2005；閔建

蜀，2001）具高度的契合性。之所以如此，其實有脈絡可尋。例如，競值領導的

理論基礎之一為兼容並蓄的思考，此係由Rothenberg（1979）所提出，而Rothenberg
在發展兼容並蓄的思考之概念時，實參酌相當多的中國哲學觀點（如太極、陰陽

的觀念）。故而，競值領導與中國式的領導或管理哲學主張有高度的相似性便不

足為奇。 
值得指出的是，競值領導觀在哲學的深度上仍稍嫌薄弱。舉例言之，何謂平

衡？又如何達致平衡？從競值架構的角度觀之，其係偏屬於一種動態平衡的觀

點，例如在通盤的考量下，動態地求取各種價值或需求之平衡，使之成為一種創

意的緊張狀態。在領導之主張上，領導者應採系統、動態、弔詭及兼容並蓄之思

惟，具高度的行為複雜性，能扮演多樣的領導角色，展現多元化的領導行為，其

作為更要隨情境之不同而有所權變。此外，領導者務須在各種領導角色及行為上

保持均衡或維持一種創意的緊張狀態。上述主張似乎言之成理，但要實際落實在

組織的領導或管理上仍問題重重。例如，領導者如何得知其作為是否適度、合宜，

可符應平衡之精神？質言之，領導者若不知平衡的意涵，以及平衡與否的判定標

準為何便無從回答上述之問題。再者，假定平衡的意涵及判定的標準可獲釐清，

吾人仍須再追問其是就何種哲學立埸或理論觀點來論述，因以不同的立場或觀點

來看待平衡的意涵及其判準便可能有不一樣的主張。進言之，上述問題可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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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下去，以哲學的觀點加以剖析，去探究競值領導在知識論、本體論及價值論

之預設及立場為何。基本上，競值領導在此方面的論述還有待深化，然也因如此，

競值領導仍有相當高的發展性。 
究實而論，領導者在面對相反、對立或衝突之價值或需求時，往往很難抉擇，

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難題通常並非直接在對或錯中作判斷，而是要進行對與對的

抉擇。一般而言，領導者要在諸多相反、對立及衝突的價值中求取平衡實為難題，

而為妥善因應此種難題，領導者便應具備深厚的哲學素養及思惟。中國式的領導

或管理哲學（如易經和中庸的中道思惟）對於平衡的意涵及如何獲致平衡便有相

當精闢的見解，其正可供參照，彌補競值領導觀之不足。另外，西方哲學（如邏

輯、形上學、知識論、倫理學等）亦有助吾人進一步去思索競值領導的預設為何，

可能產生的問題又是什麼。上述皆可使競值領導之理論有所進展，進而提昇到哲

學的層次，成為一種領導哲學。綜而言之，競值領導可謂融東西方領導主張之精

髓於一爐的理論，其不僅具哲學思惟，更可以實徵研究檢證其論點。職是之故，

競值領導實可在領導研究上別開生面、另創新局。 
 

參、教育領導的觀點 

 
以下，茲就教育或學校領導的相關文獻，將一些論者及相關研究所提之與競

值領導相互契合的觀點加以析述。 
Deal 和 Peterson 在《學校領導：平衡邏輯與藝術》一書中論及，二分法的思

考導引人們將管理與領導看做是不同的，是與生俱來相互衝突的活動，許多行政

者因而認為其須在兩個取向中擇取其中一個，並且將自身的工作著重在技術性或

藝術性的二層面之一，但卻不是二者兼備。事實上，為了要在漸趨複雜，且無法

預測的情境中生存與發展，校長將同時需要有「認知的模型」（cognitive template）
與「行動的戲目」（action repertories），以使其能夠同時對於技術性與象徵性的問

題有效地加以回應。技術性的問題需要一位井然有序管理者的分析，與理性的問

題解決能力。象徵性的兩難問題則需要一位藝術家及熱情領導者具敏感性的、且

活生生的接觸。在學校中，複雜的難題可能僅能以融合的、雙重心的行動才有可

能成功地加以解決，此即用那些同時為技術性的與藝術性的行動來解決問題。明

日的校長被要求是這兩者的合併。亦即，校長必須同時成為有效率的管理者及有

效能的領導者（引自林明地（譯），1998）。而 Deal 和 Peterson（1999）更在《塑

造學校文化：領導的心臟》一書的結論中指陳，學校領導者在未來的工作中須面

對五大弔詭（目的、人員、變革、行動及領導之弔詭），作為領導者，其不能以

解決普通問題的方式去因應這些弔詭，而須尋求合宜的方式來調和及平衡相互衝

突的價值。 
林志成（2000）認為，就「領導角色」而言，新世紀的教育行政領導者應扮

演好卓越領導者的多元角色組合。這包括：啟迪組織成員或成員人生理念的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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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潛能開發的授權賦能者、教育組織發展願景的建構者、優良教育組織文化的

倡導者、法令政策的詮釋者、教育組織計畫的擘劃者、成員工作動機的激勵者、

解決相關問題的溝通者、教育組織革新發展的領航者以及教育組織效能的視導評

鑑者等。就「領導行為」而言，教育行政領導者可視組織情境，善用各種領導理

論，權變採用各種領導行為以發揮領導效能。例如，運用關懷的或倡導的、系統

導向或個人導向、組織的或個人的、學習型或授權賦能型（教導型）、轉化型或

互易型、人性或法治、多層面、中庸的、全腦的及陰陽權變的領導行為。 
黃乃熒（2000b）曾在《後現代教育行政哲學》一書中提出「學校弔詭管理」

的論點。其提及弔詭（paradox）係指「似非而是」的論題，也就是看似不存在

的事物，但本質上卻是存在的。例如，在學校行政的運作過程中，常會出現兩極

對立的事象，但每一極端事象對於學校行政皆會出現積極的功能。換言之，矛盾、

對立立場的任何一方皆能表達某種程度的真理，而真正的真理是經由矛盾、對立

的對抗，以探索智慧的產物。據此，學校弔詭管理的目的便是在對矛盾、對立之

現象進行管理，以創造解決問題的智慧。簡而言之，學校弔詭管理可分為「非此

即彼」與「兩者兼顧」這兩種導向。「非此即彼」即是運用「正式邏輯」來管理

矛盾、對立的活動，而所謂「正式邏輯」就是簡單因果關係的線性思考模式。「非

此即彼」的學校弔詭管理導向，常運用線性模式來處理矛盾、對立的現象，會以

兩個矛盾、對立活動的置換關係（如由 A 變為非 A），來作推展工作的基礎。是

故，此種導向常會堅持矛盾、對立活動中的一個，並排斥另一個；「兩者兼顧」

學校弔詭管理導向則具有兩個意義：其一，在強調學校矛盾、對立活動間動態平

衡的管理。其二，係強調矛盾、對立間互補關係的管理。由上述兩個意義可得知，

「兩者兼顧」之學校弔詭管理導向強調相對事象之動態平衡與互補關係的管理。 
在學校弔詭管理的領導方式上，黃乃熒（2000b）認為「兩者兼顧」的學校

弔詭管理導向，有助於學校革新理想圖像的建構。而運用適當的學校行政領導方

式，會有助於「兩者兼顧」學校弔詭管理導向的運用，以利學校弔詭的管理。學

校弔詭管理的學校行政領導方式可從開放的胸襟、運用參與合作式問題解決方式

與激勵理性的對話加以探討。就領導者的開放胸襟而言，學校行政領導者應能反

省與自己對立的觀念，開放自己的胸襟，此便較有機會可調和與自己矛盾、對立

的立場。再者，應以開放的胸襟，積極扮演各種領導角色（如有理念的生產者、

積極進取者、隨和的團隊建立者、奮力不懈者、心胸開闊的適應者以及卓越的管

理者等）以促進學校弔詭的管理。就運用參與合作式的問題解決方式言之，其目

的在調和學校成員間的對立想法或立場，以充分掌握學校的問題。此種方式常透

過廣泛的溝通，以協調矛盾、對立的立場或觀點，來創造解決問題的智慧。而就

激勵理性的對話而言，理性對話是一種參與開放的互動方式。運用理性對話的學

校行政領導方式，較能鼓勵學校成員精進、修正、支持與批評別人的建構，並調

和彼此的立場或世界觀，進一步讓分享的意義制度化學校成員的行為（文化），

以成就一個集體的社會事實，來協調矛盾、對立，以建立共識。 

林耀堂（2004）在〈思維模式在學校組織弔詭領導的應用—以阿多諾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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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思維」深化並提昇「競值途徑」為例〉一文中有如下論述：領導者採取對

立與矛盾的思考的確不是自然的傾向，它需要「反直觀」的過程。無論是實務工

作者或理論家，人的思考自然傾向於分裂的創造。因此，若以分裂式的弔詭領導

方式，面對學校中對立、矛盾的價值或原則時，領導者會認為，每一個面向的價

值或原則與對立面向的價值或原則彼此會產生互斥的關係，而且會選擇對立價值

中的某一個做為解決學校問題的基礎。分裂式的學校組織弔詭領導方式，很可能

造成理解學校組織領導問題的偏見。此種方式受限於對立關係的某一立場，導致

學校領導在處理問題時流於「非此即彼」的固定化模式，卻不知變通的可能性。

因而，無法有效處理學校組織的矛盾與對立情境或價值衝突。領導者在面對弔詭

的情境時，實應超越線性思惟的分析，維持並重視兼容並蓄的思惟模式。在文中，

其更將阿多諾的非同一性思惟，與競值架構的領導觀相互對照結合，其認為領導

者在面對學校組織的弔詭領導可以有下列的因應策略：1.不幻想大一統的學校組

織行政模式。2.強調多元性的方法：目標（目的）只有一個，方法卻可以很多。

3.否定辯證的過程帶來決策的正當性。4.非同一性思惟適足以面對學校行政歷程

的不確定性特質。5.非同一性思惟強調新價值觀的創造。6.非同一性思惟兼顧對

立均衡的調和。此外，其在結論中指出，在學校組織的弔詭領導中，領導者的非

同一性思惟模式關於對立與矛盾雙方的思考，已不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性領導關

係模式，卻超越成為兩者兼顧的含括性領導關係模式。 
林明地（2006）在〈中庸式動態平衡的學校領導：理念初探〉一文中提及，

由於校長的工作相當重要，又深具影響力，近年來的教育改革更增加其工作的多

元複雜性，因此校長必須以有限的時間完成多重任務，其認為實踐中庸式動態平

衡的領導正可協助校長完成任務。具體言之，中庸式動態平衡的學校領導就是將

中庸追求平衡、和諧、執兩用中的理論應用在學校領導的理論中。中庸式動態平

衡的學校領導所追求的狀態包括有：1.動態性的暫時妥協與穩定：各種力量、內

涵、角色、行為、理念之間的綜合、妥協，所呈現的一種暫時性的穩定狀態。這

種穩定狀態是隨時在更動的，必須動態地持續磋商、妥協；2.靜態的和諧調和：

各種力量就像天平一般均等，所呈現的和諧、調和狀態；3.找尋到並著力於適當

的重心：能夠找到適當的著力點，並適當地施力在重心上的狀態。再者，中庸式

動態平衡的學校領導所涉及的內涵主要與校長所從事的工作，與所需扮演的角

色，所需完成的任務，所涉及人員的多元價值有關。 
而實踐中庸式動態平衡的學校領導之方法則包括：1.深入理解所需平衡的內

涵：校長須先深入理解所須兼顧、維持平衡的角色、行為或任務等內涵，充分瞭

解其核心概念，才有助於進一步落實；2.建立「勇敢嘗試」的心態：校長為完成

多項任務，須扮演多種角色，甚至有些角色、行為是自身不曾展現過，或不習慣

執行的，為兼顧平衡功能，應在理解後能勇於嘗試；3.不走極端、拒絕負面的行

為：中庸的概念是執兩用中。因此，校長應避免極端行為，另外也應避免負面行

為，以免減損自已實踐中庸的可能性；4.面面俱到，一一檢核行為，提醒自己同

時兼顧發展：為達平衡，校長可將所需落實的角色、行為、理念一一列出，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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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時間比例，交替互補地加以實踐；5.將所需平衡的內涵相互結合：校長應設法

結合所需兼顧的任務、角色與行為；6.找尋並著力於關鍵點：校長在諸多工作、

任務中可找尋能夠協助追求平衡的關鍵著力點，並設法使力；7.打好基礎，做好

「上游」的工作：在所需平衡的工作、角色、任務中，有些是其他工作、角色與

任務的基礎或上游任務，校長必須設法找尋並優先打好基礎（林明地，2006）。 
    歸結言之，由上述教育或學校領導的論述中可知悉，教育或學校領導者身處

複雜的情境中，不時要面對衝突、對立、緊張、矛盾、兩難及弔詭等難題，其須

具備兩者兼顧、兼容並蓄、弔詭、權變以及中庸式動態平衡思惟，合宜地扮演多

樣的領導角色，展現多元的領導行為，方有助於妥適因應諸多問題及困境。究實

而言，上述論點即與競值架構的領導觀點相互契合。因之，吾人正可參酌競值架

構的領導主張（如兼容並蓄的思惟、行為複雜性及交相貫通等觀點），將其應用

在教育或學校領導研究之上，此將有俾於教育或學校領導研究領域之進展。 
 

第三節   組織文化理論與研究 

 
自從 1979 年，Pettigrew 在《管理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發表〈組織文化研究〉一文，以及 Pondy 與 Mitroff 在《組織行為研究》（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發表〈跨越組織的開放系統模式〉一文後，文化模式

的研究概念即在組織管理界孕育而生（引自郭建志，2003）。組織文化研究真正

受到重視或說轉移到研究舞台的中心，則是 20 世紀 80 年代初的事情，這無疑打

上了那個時代的印記，即經濟競爭的日益國際化和日本經濟與管理對美國產生的

衝擊與震盪。幾乎在同時出版的四本暢銷書：Ouch 的《Z 理論－美國企業怎樣

迎接日本的挑戰》（1981 年）、Peters 與 Waterman 的《追求卓越－美國傑出企業

成功的秘訣》（1982 年）、Deal 與 Kennedy 的《企業文化－現代企業的精神支柱》

（1982 年）以及 Pascale 與 Athos 的《日本企業管理藝術》（1982 年），成為這場

運動的最強音，被稱為組織文化的新潮四重奏。儘管這些著作在具體論述上存在

著一定的差異，但作者們都在試圖挖掘影響企業競爭力的深層原因，且得出相似

的研究結論，亦即許多複雜的文化因素對組織的效益及成功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

作用。彼等就把這種影響組織運作、發展過程中的所有文化因素及其組織內部所

存在的種種文化現象統稱為「組織文化」（引自趙中建，2004）。以下，茲就「組

織文化研究的理論基礎」、「評估組織文化之議題」、「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點」、

「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評量工具」以及「學校組織文化觀點」等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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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組織文化研究的理論基礎 

 
組織論者 Smircich 將組織文化研究區分為：文化作為組織生活之隱喻，以及

文化作為變項二者。假定文化作為變項之研究經常是採功能主義的觀點。功能主

義文化研究對管理者提供之保證為：強勢文化（一種能在組織成員間達成多數共

識之文化）能導致多數高階管理者所欲求的最大化成果，例如較高的生產力及利

潤。而規避功能主義的文化研究一般則是偏好象徵性或符號學的研究，而且將焦

點置於與文化形式（如儀式和物理安排）有關的象徵意義。功能主義通常將文化

視為變項，用以預測結果，而符號學取向則傾向於將文化看作是研究組織生活的

透視鏡（Martin, 2002）。 
李志鴻、劉兆明、郭建志、邱皓政與王思峰（2006）認為，一般而言，可從

兩個主要的文化理論對文化與組織關係的根本假設 — 組織擁有文化，或組織即

文化，來對既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分類、整理及說明。社會文化系統論者，持「組

織擁有文化」的假設，關心技術旨趣，經常採取功能主義的研究典範，將文化視

為變項，而組織文化則為管理工具，這類研究往往採取物理科學模式，使用實證

方式進行假設檢定與類化研究，藉以掌握自然與社會環境對於組織文化及其後果

的作用。在理論模式上，傾向統合典範，強調組織具有單一、一致、共識的文化。

研究主題朝向比較管理或跨文化研究（文化做為組織的背景）、組織文化研究（文

化做為組織的內部條件）等等。研究方法則以測量取向的量化研究為主，亦有藉

由顧問介入進行研究的臨床取向。另一文化理論為意念系統論者，其使用「組織

即文化」隱喻，關注於「實踐」或「解釋」旨趣，屬於詮釋主義的研究典範，目

的在於瞭解特定情境中的意義，或增進人的自主性與責任感。在理論模式上較具

彈性，能容許分化論、模糊論的立場，經常使用文化做為共同的認知和象徵系統，

或是集體潛意識過程之隱喻來研究組織及活動，傾向於採用質化方法，同時強調

詮釋的倫理與政治意義。 
基本上，組織文化研究的兩個主要理論基礎為人類學（其特點是認為組織本

身就是文化）及社會學（其特點是認為組織擁有文化）。而根據不同的理論基礎，

組織文化研究又可分為兩個不同的研究途徑：1.功能主義：其特點是認為組織文

化由集體的行為表現出來。2.符號學：其特點是認為組織文化存在於個體的解釋

和認知過程之中（張勉、張德，2004）。以下，茲就此加以說明。 
就人類學而言，人類學中之「功能主義」傳統是將焦點置於群體、組織或是

整體社會之上，考量潛藏在單位中的實踐、信念及價值是如何發揮功能以維持社

會控制。研究者在詮釋所觀察到的組織功能、事件和活動之現象時，可謂位居要

角。研究者的工作乃是為組織現象建構意義以及對某種型態加以識別及歸類。研

究者在描述現象時是基於組織所從事活動之策略，組織文化型態之詮釋是依研究

者的觀點而產生。而人類學中之「符號學」傳統強調本地人的觀點及厚實的描述。

語言、象徵及習俗等基本的人為構造乃用以識別何為本地人的觀點。因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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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沈浸在所研究的現象中進行參與觀察為必要之舉。對照之下，在此一傳統中，

研究者的工作在取得本地人的看法或詮釋。上述兩種傳統不同之處主要在於何者

的觀點具合理性（研究者或當地人），以及分析的層次為何（組織對個人的認知）。

功能主義傳統將文化視為社會系統的成份，假定其顯露在組織行為之上。符號學

傳統則認為文化乃位於個人的心智之中。前者依藉以研究者為基礎的資料，後者

則依賴當地人的資料。另一方面，就社會學而言，社會學中之「符號學」傳統視

文化是由個人的認知結構所構成－此類似人類學中的「符號學」傳統。研究者在

發展社會生活的詮釋及架構時，並非藉由研究者自身的觀點，而是透過在現象中

參與者的眼光來加以建構。而社會學中之「功能主義」傳統則與人類學中的「功

能主義」傳統相似，在分析文化時，乃將其視為是整體的社會（非個人）活動及

行為，詮釋的基模或架構是由研究者所創生（Cameron ＆ Ettington, 1988）。 
儘管社會學及人類學在文化的觀點上有其相似性，然而兩者間亦存在重大的

差異。具體言之，社會學傳統經常將文化的概念視為是自變項，用以解釋組織的

結構、績效表現及活動。人類學傳統則較可能視文化為依變項，亦即文化是被解

釋的對象。換言之，在社會學中，文化經常被視為是行為或績效表現的預測或解

釋變項；而在人類學中，文化則為被預測或解釋的變項。再者，人類學傳統傾向

持組織即是文化的觀點，而社會學傳統則主張組織擁有文化的看法。就人類學傳

統而言，文化就組織來說，被視為一種隱喻—如開放系統或鬆散連結系統便是用

來描述組織之隱喻。社會學傳統則看待文化為組織所擁有的複雜屬性之一，文化

正有助於解釋組織有效的績效表現（Cameron ＆ Ettington, 1988）。 
表 2-3-1 中要述研究組織文化的兩個學術基礎。質言之，組織文化的概念乃

源自於兩種不同的學術基礎：人類學基礎（組織即是文化）和社會學基礎（組織

擁有文化），每種基礎各自發展出不同的取向來研究文化。功能主義取向（文化

源自集體行為）及符號學取向（文化存在於個人的詮釋與認知）。從表 2-3-1 可

窺知將文化界定為組織所擁有的特性，以及將文化界定為描述組織之隱喻的主要

差異。前者之取向假定研究者及管理者能辨識出組織文化間之差異，能改變文

化，且在實徵上可針對文化進行測量。後者的觀點則假定在組織中，除文化之外，

什麼都不存在。人們在任何時間接觸組織時都會碰觸到文化。在前一種觀點中，

文化為其他組織結果（如效能）之可能的預測變項，然在後一種觀點中，它則被

視為是與其他現象互相獨立的概念（Cameron ＆ Quin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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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組織文化之兩種主要的學術性基礎 
 人類學基礎 社會學基礎 

功能主義取向   
焦點 集體行為 集體行為 
調查者 診斷者 

保持中立 
診斷者 
保持中立 

觀察 客觀因素 客觀因素 
變項 依變項（理解文化本身） 自變項（文化預測其他結果） 
預設 組織即文化 組織擁有文化 

符號學取向   
焦點 個人的認知 個人的認知 
調查者 組織的內部人員 

非保持中立 
組織的內部人員 
非保持中立 

觀察 參與其中 參與其中 
變項 依變項（理解文化本身） 自變項（文化預測其他結果） 
預設 組織即文化 組織擁有文化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 Quinn（2006: 146）。 
 

貳、評估組織文化之議題 

 
在探討組織文化的概念時會發現有諸多的爭議存在，這些爭議大致可分為以

下幾類議題：如何精確界定文化（定義議題）、怎樣測量文化（測量議題）以及

哪些要素可當作文化的特徵（層面議題）。以下，茲就上述幾類問題加以說明

（Cameron ＆ Quinn, 1999, 2006）。 
 
（一）定義議題 

 
當組織文化在實務及學術界變成時髦且流行的名詞時，許多論者便開始為此

研究概念進行定義，諸如優勢的價值、團體規範、組織的哲學、組織氣氛、意識

型態、共享的信念、共享的意義、心智模式、基本假設、組織策略、組織象徵、

組織靈魂等。由於組織文化的定義多元，假若研究者無法釐清其核心構念，則易

產生組織文化混沌的現象（郭建志，2003）。文化的意涵是微妙且眾說紛紜的，

文化的定義源自於對「文化」這個概念的著眼點不同所致。如Kroeber和Kluckhohn
於 1952 年蒐集有關文獻，發現對於文化的定義便可列舉 164 個之多（引自張慶

勳，2002）。 
依實而論，組織論者由於背景相異，對組織文化的定義乃人言人殊，莫衷一

是。或謂組織文化是經由社會化過程所獲得的共同體驗，這種體驗植基於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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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指涉架構與一般的組織指涉架構。或謂組織文化係組織成員所共有的一套重

要的價值觀、信念與體認。或謂組織文化是一種社會的（或規範的）接著劑，將

組織凝聚成一整體，其所涵攝的價值觀與社會理念為組織成員所共有，其具體的

表徵為儀式、故事、傳說、迷思以及特有的語彙。亦有論者認為組織文化是一個

工具性質的認知系統，有助於預測彼此的行為，使組織成員，容或動機不同、認

知相異，皆能齊一步代，共赴組織目標（江岷欽，1989）。組織文化定義缺乏精

確性及共識有其長期的傳統，組織文化所立基的理論基礎（如人類學及社會學）

即存在一些模糊或不確定性（Cameron ＆ Ettington, 1988）。以下，茲就國內外

組織論者對組織文化意涵之主張加以陳述。 
就國外學者對組織文化的看法而言，Pettigrew（1979）視組織文化為組織象

徵，其認為象徵、語言、意識型態、信念、儀式及寓言等可用以表示文化之概念。

Deal 和 Kennedy（1982）認為組織文化係為共享的信念及價值，此可使組織緊密

的結合在一起，或者，可將其視為是影響或控制組織日常行為的預設、理解及潛

藏規則。Schein（1984）表示，組織文化是一種基本假定的模式，是團體在學習

處理外在適應與內在統整問題中所創造、發現及發展而成。這些假定一直運作良

好而被視為是有效的，因此，便教授給新成員作為知覺、思考及感受那些問題的

正確方式。Hoy 和 Miskel（2001）將組織文化界定為：組織中共享取向之系統，

此可使單位團結且可令其具有其獨特的身分。然對於共享的內容卻意見不一—如

規範、價值觀、哲學、遠景、信念、期望、態度、寓言或典禮儀式等。Lunenburg
和 Ornstein（2004）則提及，組織文化為信念、感覺、行為及象徵等組織之特徵。

具體言之，組織文化可被界定為共享的哲學、意識型態、信念、感覺、預設、期

望、態度、規範及價值。儘管在組織文化的定義上存在諸多差異，但大多數的定

義顯然會包含如下特性：可觀察的行為規律、規範、主導的價值、哲學、規則、

感覺。事實上，上述所提之任一特性本身並無法代表組織文化的本質，然而將諸

多特性集合起來便可反應或賦予組織文化概念之意涵。 
在國內學者對組織文化所下的定義上，林志成（1997）曾綜合各家說法，並

考量組織文化的歷史文化暨社會時空背景，將組織文化定義為：在傳統歷史文化

與現代時空脈絡下，組織成員所共有之組織哲學基本假定、價值觀、行為規範、

期望暨組織的制度運作特色。組織哲學基本假定係組織文化的深層結構。組織價

值觀不但被組織成員視為理所當然，而且具有指導成員行為的作用；它藉著成員

遴選、在職訓練、升遷管考、故事傳說、典禮儀式等溝通形式，將價值觀傳輸給

成員；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的表現。陳慧芬（1996）對組織文化之界定為：組織

文化乃成員共同持有的基本假定、價值及人造器物，其提供組織外在適應與內在

統整所需之穩定動力，並藉生活經驗的潛移默化，成為組織成員不自覺所行、所

思、所感的準繩。蔡進雄（2000b）之組織文化定義為：組織文化是組織與內外

在環境長期互動後的產物，此產物包括：信念價值、行為規範、態度期望、典禮

儀式等，組織成員在平日學習之後，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來，而形成組織的獨特

現象。謝文全（2003）認為，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所共享的價值與意義體系，由



 58

信念、價值、規範、態度、期望、儀式、符號、故事和行為等組合而成，界定了

成員的價值觀與行為規範，讓成員自然而然地表現於日常生活與工作當中，形成

有別於其他組織之組織特質。張德銳（2006）為組織文化所下之定義為：組織文

化是組織成員所共享的一套基本假設前提和價值，以及由這套價值所衍生而來的

行為規範和行為期望。組織的價值不但可能被組織成員視為理所當然，而且具有

指導成員行為的作用。藉由故事、傳說、儀式、典禮等象徵手段，組織將其價值

傳輸給成員。 
Cameron 和 Ettington（1988）在檢視諸多組織文化的定義後，發現組織擁

有文化（而非組織即是文化）之觀點較受強調、採行。其認為組織文化定義可歸

為三類：1.社會詮釋定義。2.行為控制定義。3.組織適應定義。社會詮釋定義將

焦點置於個人詮釋的基模、意義及參照的框架，以作為文化的指標或成份。行為

控制定義置焦於互動型態或定義共享組織行為之活動。組織適應定義強調對組織

普遍遭逢問題（如整合及適應問題）的慣用解決方式。另外，其發現多數定義是

將焦點置於組織的特性，此特性為時長久且已在價值、信念及預設上位居中心地

位。換言之，在大多數情況下，文化被視為一系列彰顯組織及成員特色之經久不

衰的價值、信念及預設（所採取的偏向表 2-3-1 中的功能性及社會學的觀點）。

更重要的是，這些定義將組織文化的概念與組織氣候區分開來。組織氣候所指涉

的是個人較短暫的態度、感覺及知覺，文化則是一種持久、緩慢變化的組織核心

特質，因氣候是以態度為根基，故其能快速且劇烈的變化。文化指的是組織中內

隱、難以辨識的一面，氣候則指較為外顯、可見的組織特性。文化包含核心價值

及對事物的一致意見，氣候所包括的個人觀點隨情境變遷及在接收新訊息時，便

會經常修改（Cameron ＆ Quinn, 2006）。 
綜而言之，組織文化之定義既多且異，此係一寬廣抽象的社會組織現象，有

論者便將之視為一種主觀經驗的代名詞。想提出一個放諸四海皆準且眾人皆同意

之組織文化定義，實有困難且不符文化理念本來即因多元時空而互異之特質。事

實上，多元而不同的組織文化定義，可助吾人了解組織文化的各種切入角度、發

展背景及其歷程（林志成，1997）。而組織文化之定義雖與其他社會科學中的構

念一般，存有人言言殊之情形，研究者在界定組織文化之定義時，仍應有明確的

指涉，清楚地交待其是就何種理論觀點來下定義，如此方有助研究之進行及他人

對其研究之理解。 
 
（二）測量議題 

 
使用組織文化一詞有助吾人將整體組織的文化和個人的價值、偏好、傾向（個

人文化）以及國家或文明的語言、規範與哲學（社會文化）相分離。當然，在組

織的次級單位中，可能會擁有多元，獨特的次文化，然大多數的組織文化便如同

全息圖。在全息圖中的每一個單獨元素中，獨特的訊息使得特定的元素與其他元

素區分開來。然而，每個元素亦包含共通的訊息，藉此整個圖像即可再以複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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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顯現。同樣地，組織文化或許由一些獨特的次文化所構成，但每個次文化亦

包括共通的特性，此即可構成整個組織所代表的上層文化。評估組織文化意指衡

量的焦點在於上層的元素，組織層次的分析為衡量所欲求的目的。 
在組織層次上的分析來衡量文化時，有三種策略可供選用： 

（1）整體取向  
調查者沈浸在文化之中，並進行深入的觀察。換言之，調查者試圖成為組織

的局內人。 
（2）隱喻或語言取向 

調查者在文件、報告、故事及對話中使用語言形式去揭發文化的模式。 
（3）量化取向 

調查者使用問卷或訪談來評估文化的特定層面，在評估組織文化的特性時，

量化取向可將多元的觀點考慮在內。 
 

文化研究者對何謂衡量文化的最佳方式仍激辯未休，中心議題之一乃量化的

文化衡量取向是否有效，或者質化的研究取向是否為發現及描述文化的唯一方

式。而其基本的問題在於：評估文化時採用問卷或訪談是否僅在衡量組織的表面

特徵（即組織氣候），而非較深入的文化價值？因文化植基於潛在的價值與預設，

在組織中經常未被認識及未受挑戰。有一種觀點辯稱只有採取深入的質化方式且

經長期的研究，文化的特性才能被確認。此種取向的哲學基礎乃：為了解組織的

文化，即須親自去體驗。而另一種對立的觀點則主張：若採用質化的方式便會犧

牲對照的廣度。當研究者必須沈浸在每個組織中時，對多樣的組織文化進行調查

便不可能。換言之，若要針對多樣的文化作對比，此勢須採量化的方式。 
 
（三）層面議題 
 

吾人既然不能關注組織中的每件事情，然為充分診斷組織文化，即須將焦點

置於某些特定的組織文化層面之上。在此，有兩種層面必須簡要說明：內容層面

（content）及形式（pattern）層面。內容層面係指為幫助個人理解其組織文化之

價值，即須採用組織文化的一些面向作為情節中的線索以供參照。形式層面則指

文化的輪廓圖，此乃藉由使用文化評估工具進行計分所得，在輪廓圖上的諸多層

面便可用以診斷文化。 
何以內容層面能揭示組織文化，此涉及心理原型（psychological archetypes）

的概念。心理論者指出，大多數的個體對周遭世界的感覺具有一種相似的架構，

此架構稱之為心理原型，它所指的乃是人們在心中組織他們所接收的訊息。研究

發現個人在描述其組織文化時會根據心理原型，亦即是將文化訊息放在潛在的原

型脈絡中來詮釋。因而，評估組織文化的關鍵在於辨識出反應組織之核心價值及

預設的層面，然後，給個人有機會使用其潛在的原型架構來回應。 
就組織文化的形式層面而言，有關的文獻相當多樣。在 Cameron 及 Ett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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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年的文獻中，其回顧的層面已達 20 種以上。所含括的層面包括內部－外部

焦點、速度、冒險、參與、清晰度、權力距離、男性主義及個人主義等。而上述

層面中的每一種都有助於建立組織文化的輪廓及形式。然而，至今在文獻中最具

主導性及出現頻率最高的三個形式層面為：文化強度（cultural strength）、文化的

一致性（cultural congruence）及文化類型（cultural type）。文化強度係指影響組

織中會發生什麼的文化力量或卓越性。文化的一致性指的是組織中某一部分反映

的文化和其他部分反映的文化之相似及一致的程度。文化的類型則指組織中所反

映之特定種類的文化（如創新、冒險導向的文化）。 
    

參、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點 

 
組織文化研究因缺乏理論共識，使得組織文化的研究，不論是實徵內容的抉

擇，抑或是應然價值之取捨，均無法有效地累積相關知識，遑論進行理論之間的

對話。組織文化在研究架構上的分歧，並未因時間的嬗遞而彌縫、匯整；相反的，

此種理論趨異現象，有漸呈壁壘、涇渭之勢。職此，組織文化研究招致許多質疑

與詰難（江岷欽，1994）。面對此番困境，組織論者即竭力去發展或建構組織文

化研究之整合模式以為因應。在諸多組織文化的整合理論或模式中，競值架構的

組織文化觀點堪稱箇中翹楚，其不僅能綜合現有理論，還能統整文化與其他組織

因素（繆敏志，2002）。以下，茲就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點之發展過程及主張

加以析述。 
理論上，組織文化植基於組織中被視為理所當然及共享的個人預設，這些前

意識或共享的預設一直是諸多心理學家研究的焦點。論者認為此偏見之軸（axes 
of bias）或心理原型（psychological archetypes）可使個人對現實之詮釋加以組織

而成為有限數目的類別。這些類別有助於辨識個人所使用之不同架構，以組織潛

在的預設、詮釋及價值。因文化乃以相同的預設及詮釋為根基，故而，這些類別

亦能用來辨識組織中之文化。為概念化這些潛藏的偏見之軸之原型，論者已提出

許多的架構，而其中 Jung在 1923年所發展的架構頗富盛名且被廣泛使用。Jungian
的架構主要將焦點置於個體如何收集及評估訊息的方式。之後，其被用於心理學

研究及組織研究之上。雖然 Jungian 所提出之架構或層面起初是用來辨識人格的

類型，然其亦可對組織或機構的研究有所啟示或可資應用。質言之，Jungian 的

架構在個體用以組織共享的潛在預設以及詮釋上（此在後續將顯現為組織文

化），乃為經常被使用且可信度高的模式。組織會吸引著重不同心理原型（如基

於 Jungian 的層面）的個人，組織中的文化亦可採與 Jungian 類型相同之方式來

加以描述。因組織中的文化訊息是由個人依其潛在原型之脈絡來進行解釋，同

理，文化在被體驗及傳遞時亦可依 Jungian 的層面來加以概念化（引自 Cameron 
＆ Ettington, 1988）。 

依 Jungian 的架構或層面所建構的四種文化理型（ideal type）如圖 2-3-1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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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所示。圖 2-3-1 中的架構和 Quinn 與 Rohrbaugh（1981）針對組織效能規

準所提出的競值模式具有一致性。要言之，Jungian 所提出之觀點是競值架構在

發展時所依據的核心概念之一。因之，組織文化正可採取 Jungian 的模式，同時

結合競值架構之觀點來建構。四種組織文化的類型名之為朋黨（clan）文化、層

級節制（hierarchy）文化、臨時組合（adhocracy）文化以及市場（market）文化。

具體言之，圖 2-3-1 或圖 2-3-2 左下象限為層級節制文化，所強調的為秩序、標

準、規範、清楚的權責範圍、一致性及效率。右下象限為市場文化，所著重的為

競爭、目標達成及生產力、環境之互動及顧客導向。左上象限是朋黨文化，其強

調共享的價值及目標、參與、個體以及家庭的感覺。右上象限為臨時組合文化，

其著重企業家精神、創造性、適應性及動態性（Cameron ＆ Ettington, 1988）。 
在圖 2-3-1 或圖 2-3-2 中四個組織文化類型間存在如下關係：每個文化象限

與對角線的文化象限所具有的為彼此對立的特徵，與相鄰象限的文化則共享某些

特徵。舉例言之，層級節制文化與臨時組合文化之特徵相互對立，層級節制文化

與朋黨文化共享一些內部導向的特徵，與市場文化則皆具控制及秩序的特徵。值

得指出的是，因架構中每種文化都為一種理想或純粹的類型。故而，可能只有少

數組織僅具一種文化特性，絕大部分組織往往不只具有單一的文化特性

（Cameron ＆ Ettington, 1988）。具體而言，在現實中沒有任一組織純粹只培育

出一種組織文化而已；每一組織均蘊藏著各種價值觀，從而孕育出各種價值觀綜

合而成的組織文化（江岷欽，1989）。歸結言之，此四種文化類型只是純粹類型，

在現實社會中每一個組織都會同時蘊含上述類型的特性，只不過會有比例權重的

差異而已（繆敏志，2001）。以下，進一步針對四種組織文化的類型加以解釋及

說明（Cameron ＆ Quinn, 1999, 2006）。 
 
1.層級節制（Hierarchy）文化 

 
早期對組織管理的研究取向係植基於德國社會學家M. Weber在 20世紀初對

歐洲政府組織所從事的研究。在 20 世紀之交，組織所面臨的主要挑戰乃如何在

漸趨複雜的社會中有效生產商品及提供服務。基此，M. Weber 提出傳統官僚體

制中的七個典型特徵：制度化、專門化、功績主義、層級性、所有權之分離、非

私人性及績效責任。此在主要面臨生產效率、可靠性、流程順暢、成品之可預測

性等挑戰的組織中被廣為使用。直至 1960 年代，大多數有關管理與組織研究之

書籍採納 M. Weber 關於層級節制及官僚體制的預設，認為此為組織的理想形

式，因其可導向穩定、效率、高度一致性的產品及服務。而清晰的決策體制、標

準化的規則與程序、控制以及績效責任等機制更被視為是成功的關鍵所在。 
與此種形式相符合的組織文化乃為一種具正式及結構化特性的工作場所。程

序會主導人們的作為。有效的領導者為良好的協調者及組織者。維持組織運作之

順暢至關重要。再者，組織長期的關注為穩定、可預測性以及效率。而使整個組

織結合在一起的則為正式的規章制度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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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Market）文化 

 
在 1960 年代末期，當時組織正面臨新的挑戰，另一種組織管理形式變得相

當流行。此種形式與層級節制所持之預設可謂大異其趣，其主要是立基於 O. 
Williamson、B. Ouchi 及其同僚所進行的研究。這些組織學者提出一些代替的活

動或要素，將此視為組織效能的基礎，而在其中最為重要的乃是交易的成本。此

種新的設計稱之為市場的組織形式，「市場」一詞並非市場營運或擁有交易場所

之顧客的同義詞，而是指一種組織類型，其運作就如同市場本身。其導向偏向外

部環境而非內部事務。再者，所關注的是與外部的利害關係人（如供應商、顧客、

協會、管制者等）之交易。層級節制在進行內部控制時是藉由規則、特定工作職

務及集權化決策來維繫，市場則非如此，其在運作時主要藉助經濟市場的機制（主

要為金錢的交易）。換言之，市場關注的是與其他利害關係人進行交易（如交換、

銷售、合約）以創造競爭優勢。組織的主要目的便在追求利潤、底線成果、市場

立基之優勢、目標之延展，或者獲致、鞏固顧客之基礎。市場形式的組織之核心

價值正為競爭力與生產力，而在市場組織中，競爭力與生產力便藉由強調外部立

場及控制來加以達成。 
市場文化的基本預設為：外部環境並不溫和、親切，而是充滿敵意，顧客相

當挑剔且關注價值。組織應致力於提升其競爭優勢地位，管理的主要任務在趨使

組織著重生產、成果及利益。此外，更認為清晰的目標及具攻擊、侵略性之策略

有助於生產力及效益。市場文化正是一種以成果為導向的工作場域，領導者為強

勢趨使的生產者及競爭者，其作風強硬且要求甚嚴。使組織加以連結的黏合劑為

成員對於勝利的著重。組織長期注重的焦點為競爭的行動及目標之達成，且將目

的加以擴展或延伸。成功的定義為市場占有率及滲透力，而超越競爭對手且在市

場中位居領導地位則為組織所看重。 
 
3.朋黨（Clan）文化 

 
將組織之形式稱之為「朋黨」是因其與家庭型態的組織具有相似性。在對

1960 年代晚期及 1970 年代早期的日本公司進行研究後，諸多研究者發現美國偏

向市場及層級節制的組織設計形式，日本則偏向朋黨的形式，兩者實存在根本上

的差異。朋黨的組織文化中充滿共享的價值及目的、團結、參與、個別性以及眾

人一體的感覺。朋黨和層級節制及市場不同，朋黨形式的組織之典型特色在於其

著重團體合作、成員對方案的參與以及組織對成員的承諾。這些特色可徵諸於一

些事例，如半自治的工作團隊在獎賞時，係依據團隊（而非個人）的成就表現而

定，在進行品質管理時鼓勵成員對如何改善工作和組織績效提出意見，以及為成

員營造一個強調彰權益能之氛圍的環境。 
在朋黨組織文化中有一些基本的預設，諸如在組織環境中最好藉由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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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員的發展來管理，將顧客視為伙伴，組織應發展出人性化的工作環境，而管

理的主要任務則在提升組織成員的彰權益能感，促進成員的參與、承諾及忠誠。

朋黨文化正是一種友善的工作場所，在其中人們可以相互的分享，組織像是家庭

之延伸，領導者便如同導師甚至家長。組織是藉由忠誠或傳統來團結，組織成員

亦具有高度的承諾。組織強調人力資源發展之長期效益，相當著重凝聚力及士

氣。在界定成功時，考量的是內部氣候及對成員之關心。而且，組織更為團隊合

作、參與及意見一致性之達成等設立獎勵機制。 
 

4.臨時組合（Adhocracy）文化 
 
隨著世界從工業轉變為資訊時代，另一種組織形式便運應而生。此種組織形

式是用來回應極度動盪、快速變遷的狀況，而這些情形漸成為 21 世紀組織的典

型情況。伴隨產品半衰期及服務優勢的短少，論者便發展出一套與其他三種組織

形式不同的預設。這些預設如革新及創發為成功之鑰，組織應從事新產品及服務

之開發，為未來預做準備，而管理的主要任務在培養企業家精神、創造力及鼓勵

進行最尖端的活動。此種組織文化所持之預設認為適應及革新可獲致新的資源及

利益，因之，應重視未來的願景及組織的混亂情形。 
    臨時組合（Adhocracy）的詞根為 ad hoc，意指暫時、專門化及動態性。成

員在臨時任務編組或委員會中服務，而當任務完成之後，便將此類組織解散。臨

時組合即具臨時或暫時的特性，可將其形容為「是帳篷而非宮殿」，因為在新的

情況產生時，其能迅速的重新裝配自身。臨時組合主要的目的之一便在培養適

應、彈性及創造力，以因應不確定、模糊及訊息超載的環境。臨時組合文化之工

作場所乃具備動態、企業家精神及創造的特性。人們努力追尋其需求並承擔風

險。有效的領導風格偏向具想像力、創新及冒險導向。使組織結合在一起的黏接

劑為成員對實驗及創新的承諾。組織強調能在新的知識、產品及服務上取得領先

優勢。為變革預作準備及合乎新挑戰的要求至關重要。組織所長期著重的為快速

成長及獲取新資源。成功意指能生產獨特及原創性的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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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競值架構下之組織文化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198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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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競值架構下之組織文化類型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 Quinn（200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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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on 和 Quinn（2006）表示，在界定組織文化之意涵時，競值架構所採

取的為功能主義及社會學傳統之定義（可參見表 2-3-1）。質言之，競值架構的組

織文化觀點和大多數組織論者的看法一致，大致是將組織文化視為一系列顯示組

織及成員特性之經久不衰的價值、信念及預設。文化被視為是組織的屬性，在測

量時可與其他的組織現象分離。文化在預測哪些組織會成功以及哪些不會成功時

相當有用。此外，文化被想成組織自身的特性及不只是標示組織是什麼的隱喻（如

官僚、組織無政府狀態或網絡）。然而，採取此種預設必須確認要考量哪些文化

層面及如何界定此一概念。因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概念偏屬社會學及功能主義的

觀點，為使吾人對此種觀點有更進一步的了解。以下，茲就功能主義的組織文化

觀加以析述。 
就社會學中功能主義的觀點而言，此強調體系內單位之相互依賴性及體系之

整合與均衡。社會學家 Durkheim 為其奠基，Parsons 則集其大成。Durkheim 視

集體意識為同一社會成員所共有的信仰與感覺的總合，而集體表象則是特定集體

之規範與價值。Parsons 則將人類的行動體系視為人類適應能力的總表徵，而此

體系係由行為有機體、人格體系、社會體系及文化體系所構成，且此四個次級體

系之間呈現階層關係。一方面文化的發展是由下而上，從行為有機體的適應，而

至人格體系的目標達成，再昇至社會體系的整合，而終至文化體系的維護功能。

但另一方面佔有階層最高地位的文化體系，將透過社會、人格及有機體的控制，

影響組織中人類行為的表現，進而影響組織運作中模式的維護、整合、目標達成

及適應功能的履行。要言之，以社會學觀點來看組織文化，係認為文化係應由整

個群體瞭解，而非由個體去明瞭。由於受到功能主義的影響，因而促使組織與管

理研究的主題，強調文化的功能邏輯（繆敏志，1993）。 
具體言之，Parsons 在文化研究上，持結構功能論的觀點，其所提出的主張

稱之為行動（action）理論。行動與行為（behavior）不同之處在於其是有目的性

的行為。因之，行動理論的目標為人經社會化下之有意義性的目標導向行動。人

類行動之意向性起於如下想法：對於情境及行為的知覺非由人的天性或直覺所引

起，而是來自於對文化象徵系統之學習而來。另外，文化象徵之世界乃是由互動

所塑造而成—亦即共同的行動—且是由互動所維繫。然而，結構功能論的目標並

非是具體、實徵的行動，而是在決定行動的方案或計畫。Parsons 旨在將焦點置

於社會次序是由何者來決定之問題。因此，其提出四種系統：行為有機體、心理

（人格）系統、社會系統及文化系統。在四個系統中，文化系統含括行動的價值

及意義基礎。Parsons 假定每種系統受四種主要的功能支配：適應（adaption）、
目標達成（goal achievement）、整合（integration）及模式的維持（latency）。適

應所包含的問題為取得充分的資源，以及順應環境的需求。目標達成所反應的問

題為對目標的界定及實行。整合之問題為維持系統成員的相互依存與諧和。模式

維持所含括的問題則為維持及更新系統之動機及文化型模（Maslowski, 2001）。 
Quinn 與 Rohrbaugh（1981, 1983）所發展的競值架構組織效能模式可謂是

Parsons 四種功能架構的進一步闡述。具體言之，競值架構中之開放系統、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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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內部過程及人群關係四個模式正與 Parsons 的適應、目標達成、整合以及

模式維持相互對應。然而，儘管競值架構與 Parsons 的四種功能架構具相似性，

但競值架構的發展卻非直接源起於 Parsons 的架構，其乃源自有關組織效能規準

之研究（Maslowski, 2001）。嗣後，Quinn 及其同僚（如 Cameron ＆ Ettington, 1988; 
Cameron ＆  Quinn, 1999; Quinn, 1988; Quinn ＆  Kimberly, 1984; Quinn ＆ 
McGrath, 1985）再以競值架構的觀點來闡述組織文化。自此之後，競值架構的組

織文化觀點已為多數研究者採行，用以測量組織文化（Kwan ＆ Walker, 2004）。 
組織文化論者 Schein 所持的組織文化主張亦偏屬於功能論的觀點，其在分

析組織文化時，主要是從社會心理學的觀點切入。Schein 對組織文化所下的定義

為：組織文化是一種基本假定的模式，是團體在學習處理外在適應與內在統整問

題中所創造、發現及發展而成。這些假定一直運作良好而被視為是有效的。因此，

便教授給新成員作為知覺、思考及感受那些問題的正確方式。由上述定義可知，

依 Schein 的看法，文化在一方面係在解決團體存續的基本問題，以及在適應外

在的環境。在另一方面，文化在統整其內在過程以確保能持續生存及適應。文化

形成的過程在某種程度上便如同於團體之形成過程。每個團體會發展出一種一致

性（思惟、信念、感覺及價值之共享型式），此係因團體內共享的經驗以及共同

的學習所造就（Maslowski, 2001）。 
組織文化的要素，從具體到抽象，由外顯到內隱，呈現不同的層次。這種組

織文化的層次性，有助於瞭解組織文化的意涵，也是組織文化分析的基礎（陳慧

芬，1996）。Schein 對組織文化層次之闡述相當精闢，其將文化分成人造器物、

信奉的價值及基本假定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人造器物：人造品和創造物是文化

中最常見到的層次，它是人們所建構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為可觀察到的有形

文化，包括物理空間、技術、文字、語言、藝術作品，及其他的外顯行為。第二

層次—信奉的價值：價值是人們對情境、活動、目的及人物的判斷與評估，有應

然的規範性質。價值與人們對某種事實內容所持的認知觀點（信念）是有所不同

的，亦即價值是應然、判斷的，信念是實然、內容的。價值隱藏於各種人造器物

之中，它可在物質及社會環境中加以驗證，亦即吾人可從人造器物中知覺到文化

的基本假定或本質，但它也只是反應文化基本假定而已。第三層次—基本假定：

文化的本質可從文化的基本假定中予以獲得，文化的基本假定被認為理所當然、

看不見及潛意識的，它是價值與行動的來源。人們常對其與環境的關係、本體、

時空、人類活動及人群關係的本質賦予假定，而形成文化本質的某些型態（張慶

勳，2003）。 
Schein 曾提及，能有效處理問題的價值，會轉化為信念，經久內化為基本假

定。簡言之，當解決問題的方法重複有效，就會變得理所當然，原只是受直覺或

價值支持的假說，也逐漸被視為事實，以為這樣運作是很自然的，於是成為一種

成員共有的基本假定。基本上，基本假定與價值信念在理論與實際上仍有所區

別。信念與價值是人們能察覺、承認—因此可能是被合理化的。基本假定就像人

們知覺之外根深蒂固的防衛機制，作為應付組織外在適應與內在統整問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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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乃是人們真正相信、感受，並決定其行為型態的，包括信念（認知）、知

覺（認知的闡釋）、價值和感受（感情）。前者是「信奉的理論」，後者是「使用

的理論」。所以，基本假定是脫離意識的信念、知覺及價值系統（陳慧芬，1996）。
究實而論，價值與基本假定兩者之差異並不容易區分，在有些情形下，兩者間的

區別可能較像是在概念而非在實徵或實際情況上來認定—此係因價值有時是相

當根深蒂固，使其具有基本假設的特徵（Howard, 1998）。固然，若不能掌握組

織成員共有的價值信念，就無以瞭解人造器物顯現的意義，但其認為組織文化的

精髓，還是在深層的基本假定，藉此方能真正解讀文化的型態，其在界定組織文

化時便是從基本假定的概念來定義組織文化。要言之，人造器物是組織文化的外

顯表象，易見卻不易解讀；所信奉的價值揭露人們應然的判斷，雖有預測行為的

作用，卻無法呈現組織文化的本質與全貌；基本假定是經久內化的統整型態，根

深蒂固、不容置疑，卻是組織成員真正掌握意義、導引行動的不自覺法則，也是

組織文化的精髓所在（陳慧芬，1996）。 
從 Schein 對組織文化的界定或對組織文化層次之論述皆可看出其是持功能

論的組織文化觀點。因之，若將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點與 Schein 所持之組織

文化進行對照，吾人可發現兩者皆偏屬功能論的觀點。而就組織文化分析的層次

而言，不同文化層次的資料，代表不同的客觀程度、蒐集的難易程度及文化的解

讀程度。如人工飾物層次的資料顯而易見，無須多做推論，所以在主客觀的程度

中較為客觀。在資料蒐集上較易取得，但用以解讀組織中許多相牴觸的表象時，

卻難以理解。基本假設則是看不到的，研究者只能透過推論得出，所以主觀介入

的程度非常重。在資料的取得上，因涉及到組織及成員的深層部分，並不容易獲

致。但當用以解讀組織中不相容的部分時，卻易於理解。價值觀則居於人工飾物

及基本假設之間，所以在資料的客觀程度、蒐集的難易程度及解讀程度，也介於

其間。雖然 Schein 認為基本假設才是組織文化研究的真正重點，但基本假設不

易做操作性的界定及測量，所以一般採用量化研究者多是以價值觀為組織文化操

作上的定義，以進行測量，而不是採用基本假設（任金剛、黃國隆、鄭伯壎，2001）。
若就 Schein 所提出之組織文化層次的架構觀之，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概念以及

對於組織文化之衡量實較偏屬於價值的層次（Howard, 1998; Hoy ＆ Miskel, 
2005）。 

Denison 和 Spreitzer（1991）認為競值架構作為一種組織文化的研究架構，

其正與多數質化取向組織文化研究走上不同的發展道路—亦即其偏向量化取

向。然值得指出的是，Cameron 與 Quinn（2006）認為採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

點來診斷與改變組織文化時應結合量化與質化取向。亦即，以量化之衡量方式評

估組織文化層面。另外，輔以質化研究方法，用以分析組織之故事、事件或象徵。

質言之，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有如下預設：組織文化可依據人類組織共同之文

化特質或面向來加以描繪。儘管有論者亦曾提出相似的主張，但相對而言卻少有

研究是從此一觀點來研究組織文化。對文化普遍特徵關注之缺乏係導因於組織論

者對何謂研究及了解組織文化的適切方法共識不高。而共識之缺乏則反應在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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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量化研究取向之爭。一些論者認為量化研究欠缺深度，因而較無從用以評量基

本的預設及價值。然亦有論者持不同見解，建議組織文化研究須改弦易轍，超越

人類學或探索性的視角，以利發展比較性的看法或主張（Denison ＆ Spreitzer, 
1991）。 

在組織文化觀點的闡述上，Martin 在 1992 年曾提出三種文化的觀點或取向。

第一為整合觀點，此假定組織文化為人們共享的事物，或者是使人們團結之黏合

物。換言之，吾人實可察覺到文化存在組織中之共識。第二為分化觀點，此假定

不同次級單位的差異使組織文化顯現出來，組織伴隨著利益之衝突。共同文化之

存在乃為一種虛構之物，亦即組織不太可能會產生共同的文化。第三則為零碎觀

點，此假定文化為不清晰及不可知的，文化所描述的不是組織的特性，而是組織

本身固有的本質。人們經常變更組織中的文化，然沒有一種文化可被識別出來。

Martin 認為此三種文化觀點皆有其合理性，且人們在研究或經營文化時皆可以認

可上述三種觀點。儘管吾人認同 Martin 的觀點，即三種觀點的成份皆存於組織

中，然而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較偏向於整合的觀點，因為整合觀點主張文化能

趨動其力量。質言之，文化的力量存在其能力之中，這些能力如凝聚組織成員，

克服零碎及曖昧不明的外在環境，以及在競爭中引領組織邁向卓越。文化為組織

的競爭優勢主要在於其為共通、共識、認知的整合、記憶、價值及界定之程度。

雖說如此，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仍含括分化及零碎的觀點。例如，在說明如何

進行文化變革上，因組織實存在曖昧不明及難以管理的面向，故乃須採取一些分

化及零碎觀點的假定來審視組織文化（引自 Cameron ＆ Quinn, 2006）。 
基本上，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主張著重均衡及弔詭的觀點。詳言之，競值架

構的預設之一在於重視平衡的重要性，當其中一個象限被過度強調，組織可能會

變成功能不良，而且象限的強度甚至會弱化。例如，過多的彈性或隨意自發會變

得混亂不堪；過度的秩序及控制則會導致僵化。競值架構強調，追求單一的效能

規準與同時兼重更多效能規準者相較下，較不可能是真正具有效能者。競值架構

雖未作出最有效的文化是同時兼具四種組織文化特性此種規約性主張，然而其認

為平衡係代表對廣泛環境狀況回應之能力（Denison ＆ Spreitzer, 1991）。Cameron
與 Quinn（2006）提及，根據其自身對組織的觀察，所發現的趨勢之一為：在組

織文化輪廓中經常出現弔詭的情形。例如，組織之文化並不一定都由一種或一個

象限的文化類型所主導。諸多高績效表現之組織乃同時強調朋黨文化及市場文

化，或者著重層級節制文化以及臨時組合文化。此可能為優勢或劣勢的表徵。例

如，從彼等先前所進行的一些研究中（如 Cameron, 1986）可知悉，在高等教育

機構中組織效能較佳者係強調創新及變革（臨時組合文化），同時亦著重穩定及

控制（層級節制文化）。有效能的組織能支持及發展其成員（朋黨文化），而且亦

要求成員須重視產出和目標之達成（市場文化）。故在該研究中，其所下之結論

認為有效能的組織能以彈性或衝突的方式行事。換言之，有效能之組織實有能力

在不同甚至相反的組織文化類型間交互運作。 
再者，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亦具有動態的特性。亦即，可結合組織生命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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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觀點來審視組織文化。舉例言之，從 Cameron 與 Quinn 自身所從事的研究

（如 Quinn ＆ Cameron, 1983）中可發現，新生或小型組織的組織文化傾向以可

預測的形式，隨組織之發展而變化。具體而言，在組織生命週期的早期，組織傾

向被臨時組合文化所主導—未具正式化的架構且其擁有創業精神之特徵。這些組

織大多會避免正式化的政策及架構，經常是由單一、強勢有力以及富有願景、遠

見的領導者所領導。當組織隨時間而發展，組織會增補上朋黨文化之特性—如家

庭般的感覺、強烈的歸屬與認同感。成員在組織中可滿足自身的社會和情感需

求，群體感及人際間的友誼逐漸建立起來。然而，當組織成長後，潛在的危機隨

之浮現。亦即，組織須面對要強調架構及標準化程序來掌控日益增長的責任。由

於亟需秩序及可預見性，組織文化漸轉向層級節制文化。這種重新安排使成員覺

得組織漸喪失其友善性，個人的滿足感隨之降低。層級節制文化終究又為市場文

化所取代，組織更強調競爭力、獲致成果及著重外在關係。組織關注的焦點開始

從組織內部之客觀、正式化控制，轉向重視組織外之顧客導向及競爭力之上

（Cameron ＆ Quinn, 2006）。 
顯然地，成熟及高效能的組織傾向會發展次級單位或分部，此又呈現出各自

的組織文化類型。例如，研發部門可能為臨時組合文化，但會計部門則強調層級

節制文化，然而，往往是由一個或多個組織文化主導一個組織。在很多組織中，

當朋黨及臨時組合文化之特性減少後，便會強調層級節制及市場文化，此一組織

文化輪廓便會成為常態。因之，諸多管理顧問及領導大師會花費大量的精力協助

組織發展能力，重建朋黨及臨時組合文化之特性，以使組織的組織文化更為平

衡。然而，並非這四種文化類型都須被同等強調，更適切的應是：當競爭的環境

有所需求時，組織須發展能力來變更要強調的組織文化。換言之，組織應隨時局

之改變，轉變為適合的組織文化類型。而組織文化變革亦會出現在大型、成熟的

組織中，但是會以較難預測的形式出現。這些組織的文化變革一般更須有意識地

去經營（Cameron ＆ Quinn, 2006）。 
 

肆、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評量工具 

 
學者對研究及了解組織文化之適切方法未有一致性的共識。此種對方法論共

識之缺乏乃源自於質性及量化研究的爭辯。組織文化研究在傳統上依藉的為質性

研究方法，如深度、開放、未受限的訪談及人種誌觀察，所著重的為厚實的描述。

質性研究取向雖有其優勢之處，但有其限制所在，例如此將難以進行跨組織間的

分析比較，因之，便無法回答諸多重要的理論問題。而發展及採用具信、效度的

研究工具便有助吾人有系統的觀察組織文化（Quinn ＆ Spreitzer, 1991）。 
就測評工具的形式而言，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評量工具可分為二種：ipsative

評等量表（ipsative rating scale）及 Likert 量表（Likert scale）。ipsative 量表在使

用上要求填答者將 100 分配到各個情節或問題之上。然後，將相同象限之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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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加總以得到每個文化象限的總分。詳言之，此種量表作答之方式屬強迫配分

之形式，即每大題係測量一特定文化，總分為 100，下分四小題分別代表四種組

織文化類型，四小題總分必須等於 100（繆敏志，2001）。在評分時採百分制的

ipsative 評等量表有其優點及缺點。就其優點而言，其可強調及區分出組織中所

存在的文化獨特處。使用百分制較五分或七分制（Likert 量表）更易使評分有較

大的區別。再者，因要求填答者在回答題目時須加以取捨（即將 100 分分配到題

目的作答之上），故區別較為明顯。而當使用 Likert 量表可能傾向於將所有的象

限評為高分或皆為低分。就 ipsative 量表的缺點而言，其反應的尺度並非獨立。

因而，若在某個文化象限的得分較高，其他文化象限的得分便會較低。換言之，

每個文化象限的得分與其他象限的得分不是獨立而是有所關聯的。因之，慣常使

用以相關為基礎的統計分析（如因素分析、迴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等）便不適

合用來分析此種類型的資料 － 因相關分析之統計技術假定每個題目為獨立

的反應作答（Cameron ＆ Quinn, 2006; Quinn ＆ Spreitzer, 1991）。 
Likert 量表中題目通常依同意及不同意的程度，以 1 到 5 或 1 到 7 分來作答。

若採此種形式的量表，則可對每個文化象限進行獨立的衡量。其次，在分析資料

時適合進行標準的統計分析（如因素分析、迴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等）。此外，

採這種方式有助於捕捉更真實的文化描述樣貌，此點在針對後續的組織文化解釋

時更可顯示出來。若使用 ipsative 評等量表來衡量組織文化時，則會產生某一象

限的文化得分特別高，其他文化象限之得分被迫成為中度或低度得分的情形。因

此，將所有的組織文化象限都評為高分或低分的情形便不可能出現。然而，Likert
量表容許文化象限間較真實關聯的存在。亦即，所有文化象限的得分可能被評為

高度、低度或是任何的組合（Quinn ＆ Spreitzer, 1991）。 
Quinn 與 Cameron（1999, 2006）在競值架構的基礎上建構了「組織文化評

量工具」（Organizational Culture Assessment Instrument, OCAI）—此屬 ipsative 評

等量表。競值架構依兩個維度（彈性－穩定性和關注內部－關注外部），畫分出

四個象限，每個象限分別代表不同的組織文化類型：朋黨文化、層級節制文化、

臨時組合文化以及市場文化。彼等在透過大量的文獻回顧和實證研究後發現，組

織中的文化、領導風格、管理角色、人力資源管理、質量管理以及對成功判斷的

準則都對組織的績效表現產生顯著影響。在 OCAI 中提出六個判斷的標準（組織

顯著的特徵、組織領導、成員的管理、組織的凝聚力、策略要點及成功的規準）

來評量組織文化（張勉、張德，2004）。 
具體言之，以下的六個內容層面（情節或問題）乃作為組織文化評估工具的

基礎。1.組織顯著的特徵，或者整個組織像什麼。2.滲透組織之領導風格與取向。

3.組織員工的管理，或者員工如何被對待之特點，以及工作的環境像什麼。4.組
織的凝聚力，或者是使組織凝聚在一起的連接機制。5.策略強調要點，其強調驅

動組織的策略為何。6.成功的規準，其決定如何界定成功，以及何種作為應獲得

酬賞及頌揚。歸結而言，上述內容層面反應組織運作方式的基本文化價值與潛在

預設。當然，這六個層面並不完備，然以往的研究已證明其對組織中所存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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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類型可提供充足的描述圖像。因之，經由組織成員對這些層面的問題進行回

應，即可揭發潛在的組織文化。再者，因競值模式的核心結構和心理原型具有一

致性。因此，其相當真實，而且回答者能用他們所熟悉的結構來反映其文化的評

等（Cameron ＆ Quinn, 2006）。 

OCAI 共有 24 個題目，每個判斷標準下（計有六個層面）有四個陳述句，

分別對應著四種類型的組織文化。對於某一特定組織而言，其在某一時間點上的

組織文化是四種類型文化的混合體。OCAI 可用以描繪組織文化之輪廓，在辨識

組織文化的類型（type）、強度（strength）及一致性（congruence）上具有高度的

效用（張勉、張德，2004）。就文化的類型來說，得分最高的象限便表示組織最

重視的組織文化類型，此能辨識出在組織居主導的基本預設、風格及價值。在文

化的強度方面，組織文化的強度取決於特定文化類型之得分高低，在某一文化類

型的分數越高，便表示此一文化類型的強度越高，或者說其越具主導地位。而就

文化的一致性言之，組織文化的一致性係指諸多不同組織文化層面可協調的結合

在一起，亦即，在組織的各個部分皆強調相同的文化類型。例如，在一致性高的

文化中，組織顯著的特徵、組織領導、成員的管理、組織的凝聚力、策略要點及

成功的規準等，會傾向強調相同的文化價值。易言之，藉由觀察組織整體的文化

輪廓，即可明瞭組織中哪一個或多個文化的強度較高，或是較位居主導地位。透

過分別檢視與這六個情節（問題或層面）有關的輪廓，可發現這六個情節之間的

一致或不一致的程度為何。最後，透過審視文化輪廓可使吾人易於辨識出何種文

化類型最受重視，據此可用以將組織歸為某一組織文化類型（Cameron ＆ Quinn, 
2006）。 

值得說明的是，競值取向的評量方法較將焦點置於組織文化而非組織氣候的

特性上。有些論者認為質化取向較適合用以研究組織文化，採量化取向（如問卷

調查）所研究的偏屬於組織氣候而非組織文化。競值架構在衡量組織文化上（如

採 OCAI 進行評量）雖偏向量化取向，但在研究組織文化上仍有其效用。Cameron
與 Quinn（2006）表示，人們對調查研究工具的作答不僅呈現出表面的態度及知

覺（氣候），實際上亦反應出潛在的價值及預設（文化）。要完善的達到此點便可

採劇本情節之分析程序，此法要求作答者指出研究工具中所描述的情節代表其組

織文化的程度為何，這些情節被視為是線索（情感及認知兩者），此將核心的文

化特性帶到表面之上。古諺云：「魚兒到最後才發現水」，此正闡明此種取向的哲

學基礎。問卷回答者或許未能意識到重要的文化特性 — 直到其接受問卷上情節

所提供的線索或暗示為止。諸多著名的組織文化研究所採用的即為上述方式，而

競值架構在進行組織文化的評估時所採取的便是此一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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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校組織文化觀點 

 
以下，茲針對學校組織文化的意涵，以及和競值架構組織文化觀點相互契合

的學校組織文化主張加以說明。 
 
一、學校組織文化的意涵 

 
何謂學校文化？鑑於學校也是一種組織，有些研究者即偏好採用「學校組織

文化」取代「學校文化」一詞（林信榕，2007）。茲就專家學者對學校組織文化

之意涵的見解列述如下。 
張慶勳（1996）將學校組織文化界定為：學校組織成員為解決組織內部統整

與外在適應問題，對具有象徵意義的人工製品（如器皿、建築、儀式、慶典、藝

術……）予以認知，形成共識並內化為成員的價值與假定後，進而作為組織成員

所遵循的規範。它是學校組織成員「知」與「行」之結合，其目的則在解決問題。 
吳璧如（2002）認為學校組織文化係指學校在與環境調適及本身內部運作的

過程中所形成的產物，經日積月累的結果，逐漸成為每一個學校所特有的現象。

儘管有些研究組織文化的學者聲稱其觀點可應用至任何組織生活中，但畢竟與其

他機構有別，教育組織之主要特徵為：功能最複雜根本而重大，任務最艱難且成

效最慢，目標複雜抽象難以評鑑，屬服務組織，以服務為目的，以及顯明性大、

敏感度高、極易招致批評。由此可見學校的任務、目標、功能及運作與其他團體

有別，面臨其獨特的外部適應問題及內部統整問題，若想改進學校的辦學成效，

實有必要深入探討學校組織文化。 
Deal 和 Peterson（1999）認為 Schein 對文化所下的定義，較為多數人所接受。

若將其置於學校組織的脈絡中觀之，可知複雜的基本假設模式非一朝一夕所發展

而成。例如，在學校中其是藉由校長、教師及關鍵人士透過強化、培植或轉變潛

藏的基本規範、價值、信念和假設逐漸塑造而成。學校文化可謂是傳統或儀式之

複雜網絡，此乃透過教師、學生、家長和行政人員共事合作、因應危機及求取成

就日漸創建所成。文化模式具有高度的持久性，對績效表現有重大影響，並能形

塑人們的思考、行動及感覺之方式。彼等認為願景與價值為學校文化的根基，其

他如儀式、典禮、歷史、典故、建築、人造器物等都具有象徵意涵，而上述皆為

學校文化的構成要素。 
Peterson（2005）提及，何謂學校文化？基本上，潛藏在管理或行政規則及

程序表象下的乃為未言明的期望、傳統、規範及價值。這些未表明的期望會滲入

學校的行動及場域之中，影響成員之行動及穿著，成員談論及所欲避免之事，成

員在會議及日常遭遇上之互動，以及成員是如何看待學生和工作。此文化期望會

成為未言明的行為規則，以及會以非正式的方式形塑在教室、辦公室及整個學校

所生之事。再者，當新成員加入學校成為團體中的一員時，便會將這些文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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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給新的成員。而學校之文化便如同其他組織一般，具有一些文化要素，此包

括：1.共享的目的及願景。2.規範、價值及信念。3.象徵及人造器物。4.歷史、故

事及寓言。5.非正式的文化網絡。6.儀式、傳統及典禮等。上述要素皆可在學校

文化中發現，然其樣貌及深度可能會有所差異。 
陳炳男（2005）綜合國內外研究者對學校文化的相關定義後，將學校文化界

定為：學校文化係指學校成員在生活互動中，對有象徵性的人工製品（如器皿、

建築、儀式、慶典、藝術……）予以認知，形成共識與共享系統，並內化為成員

的價值與基本假定後，進而作為成員所應遵循的行為規範，並用來區分與其他組

織之不同特質，及導引學校成員解決內部統整與外在適應的問題。 
    由上述有關學校組織文化之意涵的說明中可知悉，專家學者傾向採取 Schein
所提出的觀點來界定學校組織文化，此可謂學校組織文化研究之核心理論基礎，

並主導研究的發展及走向。事實上，除 Schein 之外，仍有諸多組織文化論者的

看法（如 Cameron ＆ Quinn, 1999, 2006; Hofstede, 1991; Hofstede ＆ Hofstede, 
2005; Martin, 1992, 2002）可供參照。故而，若為擴增理解的範圍，吾人實可依

更多元的視角來審視學校組織文化。 
 
二、學校組織文化之主張 

 
基本上，競值架構係立基於兼容並蓄的思考模式發展而成，其在組織文化上

持均衡、弔詭及動態之觀點，此與國內組織文化論者林志成（1997）所提出的學

校組織文化之主張有互通之處，茲就其研究的要旨加以說明。 
林志成（1997）在「陰陽權變組織文化理論之初步建構－以我國國民小學為

例」之研究中，將國民小學組織文化之基本假定歸納為下列四項：1.強調「陰陽

權變、合和生易」的形上假定。2.強調「圓融辯證、動態平衡」的思惟假定。3.
強調「倫理道德與批判反省」的人世假定。4.強調「有教無類、五育並進」的教

育假定。 
在「陰陽權變、合和生易」的形上假定上，其主要意涵為： 
1.中國人組織文化充滿「陰陽權變」基本假定的文化特色。陰陽權變不但是

我國組織文化的特色，也是了解我國組織文化的基本型模。 
    2.強調「心物合一」暨追求「天人合一」的基本假定。不論採行人文領導、

中道領導、經權領導或各種領導技巧等，均以統整合和、心物合一暨天人合一為

依歸。 
    3.強調「和諧圓滿」的基本假定；重視「以和為貴」與「人和政通」的觀念

與做法。認為和諧圓滿的觀念與做法，受個人人格特質與價值觀念的影響。 
    4.強調「生生不已」的基本假定：重視「提高生活品質水準，重視生態環境

保護與加速生產開發」等理念原則。 
    5.強調「不易、簡易與變易等三易互用」的基本假定：在概念上，認為做事

應強調原則，執簡御繁與權變，即應兼重易經「不易、簡易與變易」等三種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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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兼重經常之道、中庸之道暨權變之道。但在實務上，則較強調因人、事、

時、地、物，而採取權變措施。 
另外，在「圓融辯證、動態平衡」的思惟假定上，其主要意涵為： 

    1.具有「既渾沌又精微」的心靈結構：大多數教師都能表現人情世事練達的

行為；但只有部分教師具有批判反省與創造思考等理性思考批判能力。 
    2.強調「知行合一」的知識論：國小教育同仁認為理性與經驗的確是知識的

起源。知行合一是知識的理想境界，但要應用「知行合一」在行動上或國小實務

上，卻是一件「說得容易，做得難」的事。 
    3.表現「拿捏分寸、圓融辯證、人世導向與動態平衡」的思惟特色：能同時

考慮對立雙方立場，認為是非、善惡、美醜等均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強調「拿

捏分寸」，以取得動態平衡效果。強調圓融和諧，運用「正、反、合」辯證，使

「曲直相生、動靜相宜」。能包容「既對立又統一」的想法，相信「圓周辯證思

考式」的邏輯，而非單刀直入的「直線思考」邏輯；並展現明顯的依「人情世事」

而思考的思惟風格導向。 
而在上述基本假定中「陰陽權變」的基本假定不但是中國人，也是國民小學

教職員工行為的基模；而「批判反省」的基本假定則有助於「陰陽權變」能達到

「合和生易、圓融辨證、動態平衡、五育並進」境界的主要法門。易言之，林志

成（1997）是以 Schein 組織文化理論為基礎，融合中國文化內涵，試圖初步建

構陰陽權變的組織文化理論，此理論詮釋組織整體表現的一種風貌，此風貌可以

要述如下： 
1.組織具備一種內在深層、習而不察的基本假定。此部分就研究所建構的

是：生、易、和、合的形上追求；是運作形上追求之陰陽圓融辯證、虛實相生、

情理周全的思惟基模；是從形上追求、透過思惟運作而落實現世之倫理道德規範

與批判反省的人世格局；並從人世格局回到教育圈內的五育假定。 
    2.雖然組織成員對內在深層的基本假定習而不察，但受到其圍限，表現於可

說的價值觀念與可見的行為規範，仍與基本假定息息相關。此部分透過訪談建

構，可見兩兩對反，因情境差異而定的價值觀念與行為。整體言之，為陰性價值

行為與陽性價值行為的辯證互現。 
    3.組織的價值觀念與行為表現，展現了組織的內涵，也可說是組織的軟體表

現；另一方面，組織的具象文化，也可說是硬體表現，亦將與之相互輝映。研究

中透過個案建構，可從典禮儀式、識別系統、學校建築與行政行為所傳遞的訊息

中，得出組織所建構的價值觀念或行為，甚至是基本假定。 
    4.組織文化的傳遞歷程是交互影響，抽象具象互應，以及內部深層與外部表

現互動的複雜歷程。研究所初步建構的陰陽權變組織文化理論亦是不斷循環印

證、修正的歷程。 
 

究實而論，林志成（1997）所提之「陰陽權變、合和生易」及「圓融辯證、

動態平衡」組織文化假定正可與競值架構之兼容並蓄的思考模式相互契合。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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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兼容並蓄的思考模式係由 Rothenberg（1979）所提出，而 Rothenberg 所主

張之兼容並蓄的思考模式與中國哲學中陰陽的觀念可相互會通。競值架構在組織

文化上所持之均衡、弔詭及動態之觀點亦可在林志成的研究中找到類似的主張。

質言之，由於兩者在思惟模式上具相似性。故而，對組織文化之看法正不謀而合。

就此而言，採取競值架構的組織文化觀點研究國民小學之組織文化，應有其合理

與價值性。 
 

第四節   組織效能理論與研究 

 
組織效能在組織行為之文獻中已獲相當多之關注。組織論者認為組織效能為

組織理論的中心議題，實難想像某一未將組織效能概念納入其中之組織理論究係

為何（Quinn ＆ Rohrbaugh, 1981）。組織效能是組織理論的核心，也是組織研究

最終之目的。但迄今並無舉世公認的標準，其概念也模糊不清，如何衡量更是爭

論紛紜（鄭彩鳳，2002）。效能的定義，一般研究組織學者都同意，它並不是一

個「概念」，而是「構念」（construct）。「構念」是無法由現實世界的具體事件，

直接接觸而來的，而必須經過高層次的「抽象化」推演。因此，效能的定義很難

界定，常常是人言言殊（吳清山，2004）。而由於效能的意涵具模糊性，且論者

乃是從不同的理論觀點來看待效能。故而，不論是效能的定義、規準、測量方式、

研究取向或模式皆相當多樣。正因為組織效能有許多研究途徑和模式，以及不同

的意涵和衡量方法，此即說明組織效能涉及許多面向，任何單方面的衡量都不能

綜觀全貌，但每種途徑對效能的內涵與衡量皆有貢獻（陳明璋，1982）。以下，

分就「組織效能的意涵」、「組織效能的共識及評估之爭議」、「競值架構的組

織效能觀點」以及「學校效能的觀點」等加以敘述。 
 

壹、組織效能的意涵 

 
組織論者認為組織效能無法以簡單的方式來描繪，在詮釋組織效能的概念時

應以多元的態度視之（Scheerens ＆ Bosker, 1997）。基本上，組織論者認為效能

並不能以單一的向度來描述。換言之，組織論者將效能視為是多元向度的。而且，

通常會假定效能的詮釋是取決於組織理論及團體特殊利益之觀點（Scheerens, 
1992）。以下，以組織理論的觀點，闡述幾種著名的組織效能模式（可參見表

2-4-1），藉以了解組織效能的意涵為何（Cameron, 2005; Cameron ＆ Bilimoria, 
1985）。 

目標模式與其他組織效能模式相較下，所獲得的關注最為廣大，一些論者便

主張其代表一般的效能模式。若依此模式的觀點，組織是否有效能則須視其能否

達成既定目標。然而，其效用性常因須憑藉測量及有時限的目標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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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源模式之發展大約起於 1960 年代早期，其正是對過於依賴目標之反

動，強調組織及環境間之互動，鑑於目標模式將諸多心力置於組織目標之達成，

卻忽略環境脈絡因素，其特別在乎必要資源的獲取。此模式適用在所獲致的資源

與組織的主要任務有清楚的連結之時。這是因為必須辨識出所欲求的目標成果，

以決定要取得什麼資源來達成標的。因之，資源之獲取須和成果有清楚之連結。

若依此模式之觀點，則組織之有效性端視其獲致必要資源之程度而定。 
內部過程模式之發展主要起於人力資源發展及組織發展的觀點。此模式將焦

點置於組織內個人的互動及其參與、人道主義及緊張情勢的消弭等。所依藉的規

範原則如組織應發揮其功能，在人力增長及開發上提供最多的機會或可能性。此

模式最適用於：當所考量的內部過程與組織主要的生產任務有緊密連結的時候。

如果按照這種模式的觀點，那麼組織有效之程度便要視其內部功能之調和、有效

之組織及不具緊張態勢來論定。 
策略利害關係人模式發端於 1970 年代，其發展是因論者對組織外在環境有

更深入、複雜的分析所致。針對此種模式，諸多論者雖提出不同版本之主張，然

大多將多元利害關係人需求之滿足作為關注的重點。此種模式適用的時機是在利

害關係人對組織所從事的工作有影響力，或組織須高度回應策略利害關係人之需

求時。若依此模式的觀點，則組織之有效性須視能否滿足利害關係人的需求而定。 
    合法化模式之引介和族群生態學的觀點有關，因存續實為組織之終極目的。

組織所從事的合法化活動是為了延長組織壽命，以及避免為環境所排除而滅亡。

由於在這種觀點下，做對的事比把事做對來得重要，此種模式最適用於鉅觀的分

析層次，用在決定何種類型之組織會存續以及什麼組織又會衰亡。如果依照這個

模式的觀點，那麼組織的有效性便要看組織能否從事合法性活動使其存續下去。 
    錯誤推動模式（又可稱之為無效能模式）將焦點置於組織中之過失及問題，

而非置焦於優秀與成功之指標。假若組織能使自身免除過失或其他無效能的指

標，則可將組織界定為有效。此模式最適合採用的時機是在無法確認優透的規準

為何，以及對規準未具共識時，或者是在有必要發展策略來克服組織的問題及缺

點之時。此模式的優勢在於其可對管理者在組織診斷與改進方面提供實用指引。 
歸結而言，組織效能係一多元向度之構念，在觀照組織效能時，可採多元化

的理論視角切入。而由上述諸多組織效能的模式中可知悉，若依不同的模式來審

視組織效能，組織效能的意涵即有所不同，而且，不同的組織效能模式皆有其適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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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主要的組織效能模式之比較 

模式 定義 何時有用 
 到……程度，組織為有效的 當……，模式最被偏好 
目標模式 達成既定目標 目標清楚、具共識、有時間

限制、可衡量的 
系統資源模式 獲致所需資源 輸入與績效表現間存有清

楚的連結關係 
內部過程模式 不具內部緊張情勢，以及具

有平順的內部功能 
組織之過程與績效表現間

存有清楚的連結關係 
策略利害關係人模式 所有策略性利害關係人至

少能滿足 
利害關係人對組織有影響

力，組織需回應其需求 
競值模式 強調在四個不同象限的規

準要與利害關係人之偏好

相互契合 

組織本身之規準不明確，或

對於時間更迭而改變的規

準感到興趣 
合法化模式 由於從事合法性之活動，組

織因而存續 
對組織的存廢興衰感到興

趣 
錯誤推動模式 不具無效能之缺失或特性 效能規準不明確，或改進策

略具有必要性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 Bilimoria（1985: 105）。 
 

貳、組織效能的共識及評估之爭議 

 
對組織效能之定義、規準、測量方式或指標等，研究者雖存有不同的看法，

但在效能的研究中，仍有 5 項研究者大致同意的共識（Cameron, 1986）。 
 

1.儘管模糊和混亂性充斥於效能的構念之中，組織效能的構念仍是組織科學的中

心議題，在理論及研究上，其不容忽視。 
2.因為沒有任何組織的概念是全面性或完備的。所以，亦無所謂有效能的組織之

概念是完備的。隨著採取不同的隱喻來描繪組織，組織效能的定義或適當之模式

亦會有所不同。 
3.不可能獲致有關最佳、最充分的效能指標之共識，規準係植基於不同價值或個

人偏好，並無特定建構之限制。 
4.不同效能模式對不一樣情境下之研究具有效性，其有效性是依藉研究目的，以

及對組織效能研究所施加之限制而定。 
5.組織效能主要是問題導向而非理論導向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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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on 與 Whetten（1983）認為在評估組織效能時，有以下指導方針可供參

考： 
 

1.效能的判斷要依照誰的觀點？ 
2.什麼樣的活動範圍是評斷的焦點所在？ 
3.用來分析之層級（如個人或組織）為何？ 
4.評估效能的目的為何？ 
5.使用之時間構面（如長期或短期）為何？ 
6.什麼類型的資料可用來評估效能？ 
7.什麼可用來參照（如規準）對何種效能要被評估？ 

 
在效能評估者於正式評估效能之前，先須詳盡回答上述問題。以不同的方式

回答這些問題便可能會應用不同的效能規準，其挑戰主要在於為某一特定研究情

境決定最適切的回應方式。上述所提之 5 項共識所導致的結論係為：對效能關注

之中心在於將效能模式（包括其規準）與情境作適切的搭配。然不幸的是，組織

研究對此經常未能處理妥善，而且經常會造成評估觀點與取向之爭議。儘管組織

效能在某些方面具漸具共識，但在文獻上仍可見不一致之處，有關評估之議題尤

見其然，主要的爭議如下（Cameron, 1986）。 
 

1.效能的評估者在評定效能時常會主觀或武斷地選擇模式及規準，主要是以方便

作為考量。 
2.研究者所選擇的效能指標在定義上時常過於窄化或太過概括，或者其與組織績

效無關。 
3.成果（outcomes）乃規準之主要型式，此為研究者用以評估效能。然而，對政

策決定及公眾而言，影響或效果（effects）則最常使用。 
 

參、競值架構的組織效能觀點 

 
組織論者皆有其立場、觀點與偏見，因而效能定義與標準言人人殊，莫衷一

是，長久下來，產生的只是眾多用來定義「何謂效能」的變項而已。表面上看來

成果似乎相當廣泛而豐富，但實際上對效能概念卻有不知所以愈漸茫然之感。因

之，開始有論者不再以傳統的方式來分析組織效能，也就是不再問「何謂有效能

的組織」，而是直接探討人們是基於什麼假設或偏見來為「有效能的組織」下定

義。這種研究方式可說比傳統的研究層次更為提升，它可以讓吾人瞭解組織論者

在對組織效能下定義時，所持的基本假設為何（李翠萍，1992）。各種研究所採

用之組織效能規準間之巨大差異，使人困惑於組織效能一詞的真正意涵，企圖解

決此一困惑者，或致力於理論之整合，或者致力於規準之整合。組織效能規準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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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組織效能不是一個概念，而是個多向度的

構念。許多學者曾提議釐清組織效能構念之向度，但一直到 Quinn 與 Rohrbaugh
（1981, 1983）之研究問世，這項工作才獲致初步成果（董治華，1990）。茲就競

值架構的組織效能概念之發展過程及內涵析述如下。 
Quinn 與 Rohrbaugh（1981, 1983）為了解組織論者是如何對有效能組織進行

思考，彼等請組織論者對一些效能規準的相似或相異性作判斷，之後再採用「多

元尺度法」（multidimension scaling, MDS）分析資料。其研究發現組織理論學家

及研究者共享一隱涵的理論架構或認知圖（如圖 2-1-1 或圖 2-4-1），組織效能可

根據三條軸或價值面向（1.組織焦點：內部或人員導向—外部或組織導向；2.組
織結構：穩定或控制—彈性；3.組織手段與目的：重要的過程—最後的結果）來

歸類。要言之，在圖 2-4-1 中兩條軸相互交織可創造出四個象限。縱軸的兩端為

彈性及控制，橫軸兩端則為內部及外部焦點。在架構中每一象限皆代表一種組織

理論的模式。儘管圖 2-4-1 為二個面向之圖形，然所分析的資料顯示組織效能規

準為三面向之構造。第三個面向和手段與目的，或短期的過程及長期的結果有

關。因之，計畫及目標設定被視為達成生產力及效率目的之手段；適應及敏捷度

為達致成長、資源獲取及外部支持目的之手段；資訊管理及溝通為達成穩定及控

制目的之手段；凝聚力及士氣乃為達增添人力資源目的之手段（Faerman ＆ 
Quinn, 1985）。以下，茲針對四種組織效能模式的內涵加以說明（江岷欽，1993；
Quinn, 1988）。 
 
一、人群關係模式 

 
「人群關係模式」位於圖 2-4-1 中之「左上」象限，其認為人是組織的主體，

舉凡組織成員的士氣、滿足感、和諧關係等皆應受到重視。因之，模式所關注的

焦點在非正式團體、工作規範以及組織中其他的社會關係。此模式所強調的效能

規準為「凝聚力、士氣」及「人力資源發展」。 
 
二、開放系統模式 

 
「開放系統模式」位於圖 2-4-1 中之「右上」象限，其所定義的組織效能是

組織要能成功地獲得稀有、重要的資源，著重組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此模

式所強調的效能規準為「適應性、敏捷度」及「成長、資源獲取及外部支持」。 
 
三、理性目標模式 

 
「理性目標模式」位於圖 2-4-1 中之「右下」象限，其主張組織效能的評估

端賴組織目標達成之程度而定。換言之，組織目標完成之程度愈高，組織效能就

愈高。此模式所強調的效能規準為「計畫、目標設定」及「生產力、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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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部過程模式 

 
「內部過程模式」位於圖 2-4-1 中之「左下」象限，其所指稱的組織效能為

組織內部運作正常、組織內部運作例行化、高度的內部溝通以及成員具有監控自

己行為的能力。此模式所強調的效能規準為「資訊管理、溝通」及「穩定、控制」。 
 
就架構中象限彼此間的關係而言，每個象限都具有一個與其對立，以及二個

與其相似的象限。在象限對立的關係上，若象限彼此間處於對角線的位置上，則

象限間具有完全的對立關係。例如，「人群關係模式」強調「彈性」及「內部焦

點」，其正和強調「控制」和「外部焦點」的「理性目標模式」對立或互斥；「開

放系統模式」強調「彈性」及「外部焦點」，其亦與強調「控制」和「內部焦點」

的「內部過程模式」對立。而在象限相似的關係上，若象限彼此間處於相鄰的位

置上，則象限間具有相似的關係。舉例言之，「人群關係模式」和「開放系統模

式」皆強調「彈性」；「開放系統模式」和「理性目標模式」皆強調「外部焦點」；

「理性目標模式」和「內部過程模式」皆強調「控制」；「內部過程模式」和「人

群關係模式」皆強調「內部焦點」。值得指出的是，處於相鄰位置的象限間之關

係相當微妙，象限間除具有相似性外，彼此間亦存在相異性。例如：「人群關係

模式」和相鄰的「開放系統模式」雖然皆強調「彈性」。然而，「人群關係模式」

強調「內部焦點」，「開放系統模式」卻強調「外部焦點」。換言之，相鄰位置的

象限間除具有相似的特性之外，亦具有相對的特性，此種關係正顯示出相鄰象限

間具有互補的關係（Quinn, 1988）。 
此架構被稱為「競值架構」的原因在於規準間似乎傳達出彼此衝突的訊息。

例如：吾人期盼組織能具有適應及彈性的特性，亦希望其保有穩定性及受到控

制；吾人期望組織能成長、獲取資源及取得外部支持，但亦需要嚴密的資訊管理

及正式化的溝通；吾人想要強調人力資源的價值，然亦希望著重計畫及目標設定。 
儘管一些規準正反應出組織中競爭或彼此衝突的價值，但此並不意味這些對立的

規準不能同時存在於真實的系統或組織環境之中。它真正顯示的是這些規準、價

值及預設在人的心智中是相對的。換言之，吾人傾向認為其彼此間存在莫大的差

異，且有時將其相互間之關聯視為完全的互斥（Quinn, 1988）。要言之，組織本

身即具有衝突的本質，因之，組織效能規準基本上即會對立、衝突及互斥（Belasen, 
2000）。在象限中這些競爭或對立的規準即構成競值架構的一大特色—此即弔詭

的呈現及其必要性（Cameron, 2005）。競值架構的組織效能模式之效力在於其正

以實徵方式展現存在組織效能觀念中之弔詭現象。諸多以競值架構的組織效能模

式為基礎之研究即發現組織不能僅追求單一的效能規準，而是應同時尋求競爭或

弔詭的規準（Cameron ＆ Quinn, 1988）。質言之，雖然不同的效能模式之間存

有衝突，但就現實組織而言，互斥特質並存的例證履見不鮮。在這些模式中沒有

一個可單獨適用於所有環境及各種型態的組織，唯有從鉅觀、統整的角度，兼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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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模式才能深究組織效能的全貌（鄭彩鳳，1996）。 
組織效能究竟應如何界定？就此問題，Quinn 和 Rohrbaugh（1981）表示組

織效能較缺乏廣為接受的定義，彼等認為可將其界定為：組織效能係對於組織績

效表現所從事之以價值為基礎的評斷。此定義意指存在一組效能規準，藉此，以

價值為基礎對效能所作之評斷即能進行。換言之，在競值架構下，可將組織效能

視為對於組織績效表現所從事之以價值為基礎的評斷。競值架構的組織效能之重

要性在於其描述了一套價值規準，依此便可對效能作出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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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競值架構下的組織效能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198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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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競值架構將焦點置於價值與實踐上（此牽涉諸多系統的必要需求），故

Quinn 和 Rohrbaugh（1983）便曾表示競值架構的觀點和 Parsons 的社會系統理

論可相互呼應。雖然如此，但 Parsons 的模式將焦點放在客觀的系統需求，此被

視為具本身的實在性，可與觀察者的知覺相獨立；競值架構則置焦於組織行動者

對這些必要需求之解釋—此為一種學習的過程，藉此，所謂的實在性為選擇性的

知覺，重組之認知及人際間的協商，亦即是一種社會建構。再者，若依 Parsons
的觀點，組織效能必須同時依藉四種功能的表現而定（行動系統之存在須在這四

種必要功能都被部分滿足的情形下），而在競值架構中則不作如此的主張。質言

之，在競值架構的觀點中，組織效能實質上為一心智圖或基模，此係組織的利害

關係人或外在的觀察者用以減少不確定性，以及理解組織現象之用（de Capitani, 
1994）。 

值得指出的是，Quinn 和 Rohrbaugh（1983）表示將競值架構的組織效能模

式與 Parsons 的架構相互並列比較，可能會產生靜態觀點之偏見。例如競值架構

的組織效能模式是否較傾向於均衡的主張，因而便無從處理變革或衝突。事實

上，組成整體架構之四種模式乃為同時、互補的對立存在，此即顯示架構即具衝

突及競爭價值之意。每一個模式對於解釋組織中發生的行為皆有其用途，若忽略

任何象限中的規準，對於效能或績效則僅是部分或不完備的看法。此意涵在行政

或管理的世界中，有效能的組織可能須在四個模式（四套規準）上皆有良好的表

現。然而，在特定的時間，組織可能要在不同的規準中作出取捨。此即意指衝突、

過程導向或辯證觀點之組織特性。在某些階段，吾人期待衝突能擴大，能對結合

之架構及何謂成功的主導看法造就重組更新之效。對此議題，Quinn 與 Cameron
（1983）針對組織生命週期與組織效能的關係加以剖析，彼等認為某些模式於特

定組織生命週期中，在評估組織效能上較重要，而在其他生命週期則非如此。 
上述看法正反應出組織生命週期的觀點，透過生命週期的途徑來觀察組織的

發展過程，可從靜態的橫斷面躍昇到動態的貫縱面觀察。在生命週期途徑的觀點

下，組織的盛衰榮枯宛若有機體的生老病死；不同的階段，會展現不同的特徵（江

岷欽，1993）。要言之，Quinn 和 Cameron（1983）統整相關文獻，將生命週期

歸結為四個階段（創業階段、集體階段、正式化及控制階段、結構精緻化階段），

其認為四個組織效能模式在不同的階段下，受重視或強調的程度不一。當組織隨

著生命週期而進展，這些模式所著重的不同效能規準即應隨時間的更迭，與變革

的活動及組織的特性相應。 
詳言之，Quinn 和 Cameron（1983）認為在創業階段，組織的主要特徵是

創新、創造力、資源的動員等，此時組織會強烈地傾向開放系統模式的效能規準。

當組織進入集體階段時，所採用的效能規準會逐漸由開放系統模式轉化成人群關

係模式，強調認同與凝聚力。正式化及控制階段則呈現穩健保守作風，其效能準

據以理性模式及內部模式為本。到了結構精緻化階段，組織已開始老化，需要吸

收新資源以重新出發，所以效能規準重置於開放系統模式的基礎上（董治華，

1990）。舉例言之，彼等在描述一個歷經不同生命週期階段之組織的個案研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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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此組織在不同階段所相對強調的效能規準之變化正如預期的方式：開放系統

模式的規準在創業階段取得主導；人群關係模式的規準在集體階段取得主導；由

內部過程及理性目標模式而來的規準在正式化及控制階段取得主導；開放系統模

式的規準在結構精緻化階段取得主導，而且在其他三個模式上為中度的強調

（Walton & Dawson, 2001）。由此觀之，效能規準的確隨組織發展階段之不同而

有所轉變，其具動態的特性。 
 

肆、學校效能的觀點 

 
「追求卓越，提昇品質」，一直是教育努力的方向。是故，建立一所有效能

的學校，提供每位受教者最佳的學習機會，成為學校教育研究與改革之重點所

在。因之，很多學者專家致力於學校效能研究，期能提高教育效果，達成教育目

標（吳清山，1998）。學校是一種組織的形式，一樣有著組織的各種特性，因此，

組織效能的概念一樣是學校經營管理的重要課題之一。一般而言，學校效能的觀

念始於社會對正式學校體系能否達成教育目標的關懷。在過去數十年的研究過程

中，對於學校效能定義也有著不同的解釋。早期多偏重於學生的因素，認定學校

效能就是學生的學術成就表現。然隨研究的進展，發現的相關因素愈趨複雜。因

之，教師、校長、行政人員、家長、社區人士等因素也逐步納入學校效能之範圍

（趙志揚，2002）。例如，吳清山（2003）便認為學校效能的理論建構應以學校、

教師、行政人員和家長為其重要依據。亦即，理論在建構時可以學生效能、教師

效能、行政效能和家長支持為主軸，四者缺一不可。而背景因素以及時間序列的

影響，則為近來學校效能研究的焦點。換言之，學校效能的涵義已從學生個人移

至整個「組織」與「過程」的層面（趙志揚，2002）。茲就學校效能的意涵、模

式、多元規準之處理、影響因素及研究的發展析述如下。 
 
一、學校效能的意涵 
 

「學校組織效能」又稱「學校效能」。由於學校組織比一般企業組織的目標

較不具體，且有模糊性、抽象性的特徵，以及學校組織是複雜且多元的。因此，

要對學校組織效能加以界定或測量是有其困難的（張慶勳，2002）。雖然如此，

吾人還是可藉由一些學者、專家對學校效能之界定，來了解學校效能的意涵。茲

說明如下。 
吳清山（1998）將「學校效能」定義為：「學校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

面均有良好的績效，它包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

和策略、學校文化和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訂的目標。

之後，吳清山（2003）又將先前對學校效能的定義加以修正，重新將之定義為：

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績效，包括學生學習成就、校長領導、學校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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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文化和價值、教學技巧和策略、教師專業成長，以及社區家長支持等，因而

能夠達成學校所預訂的目標。 
蔡進雄（2000b）認為學校效能可定義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教育目標達

成的程度，它包括：行政溝通、環境規劃、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學生

行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家長與學校關係等方面的表現與達成程度。 
依張慶勳（2002）之觀點，學校效能是指學校領導者運用領導的策略，從學

校外在環境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並統整學校組織靜態、心態、動態、生態的層面，

經過學校組織的運作，以達成學校目標與教職員工生等個人需求及增進學校組織

的發展。 
潘慧玲（1999a）表示，在進行學校效能研究時，首當其衝必須釐清的是學

校效能的概念。此一概念十分混淆，一方面係因它本身在構念上不易下定義，另

一方面則由於研究者在進行探究時，有時採用不同的定義，以致滋生不少困擾。

「效能」一詞不同於「效率」。一般而言，效能被認為著重組織目標的達成，效

率則著重以最少的資源達成組織的目標。然若採上述看法，則似已落入組織理論

中目標模式或經濟理性模式的觀點之中。事實上，乃有諸多組織理論的觀點（如

有機系統模式、組織的人際關係取向、科層體制取向及組織的政治模式等觀點）

可用來對學校效能加以定義。因之，若依不同的觀點來看待效能，對於學校效能

的定義便會有所不同。 
 

二、學校效能的模式 
 
學校效能的評定除了必須先釐清該名詞的定義與特徵之外，建立一個完整的

理論模式亦是不可或缺的要件。因之，諸多論者提出有關評估學校效能的模式，

以供作為判斷組織效能的基礎（李永吟、張新仁、潘慧玲、許殷宏，1998）。以

下，茲就近年來由論者所提或國際間所採用的學校效能模式加以剖析。 
Scheeren 和 Bosker（1997）表示，從 1980 年代中期開始，教育或學校效能

模式已朝向混合或統整取向發展。整合或全面性的效能模式之特徵為：1.先置狀

況是以輸入、過程及學校教育脈絡的觀點來歸類，換言之，是依據系統模式的角

度，考量生產過程中之組織或脈絡因素。2.模式具多層次的架構，即學校內屬於

背景或脈絡，班級內屬於學校，學生則內屬於班級或教師。3.在模式中，具複雜

的因果結構、多層次的特性、動態及可逆性的性質。要言之，近年來，在學校效

能的研究模式方面，著重模式之統合性，強調變項之間的互動性，並涵蓋不同層

面或層次的考量。 
舉例言之，如 Scheerens 所提出的學校效能整合模式（如圖 2-4-2 所示），此

包括背景、輸入、過程及產出等部分，此模式之預設為高層次的情狀會促進低層

次的狀況—即具跨層次關係之特性（Scheeren ＆ Bosker, 1997）。或者如「國際

學校效能研究計畫」（ISERP）中所提出的模式（如圖 2-4-3 所示），考量了鉅觀

與微觀層次，而在學生的成果變項上，則涵蓋了認知與情意面向（潘慧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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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b）。具體言之，「國際學校效能研究計畫」採多層次、多因素和連續性之分

析。上述之多層次意指分析角度兼及鉅觀、中間與微觀層次。多因素指在各層次

中考量各個重要因素。連續性則指長期追蹤變項資料的跨年度發展（李永吟、張

新仁、潘慧玲、許殷宏，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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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學校效能整合模式 
 

參考資料：出自潘慧玲（1999b：94）。 

 
 

．背景 

—較高行政層級所給予的成就鼓舞 

—教育消費主義的發展 

—共變項，如學校大小、學生的組成、學校類型、郊區／市區 

．產出 

學生成就（就以下

因素作校正） 

—先前的成就 

—智力 

—社經地位 

．輸入 

—教師經驗 

—每位學生

費用 

—家長支持 

．過程 

學校層次 

—成就導向政策的程度 

—教育的領導 

—教師的合作性計畫與共識 

—就內容和正式結構而言，學校

課程的素質 

—有秩序的氣氛 

—評鑑的潛力 

班級層次 

—學習時間（包括家庭作業） 

—結構性教學 

—學習機會 

—學生進步的高度期望 

—評鑑與檢核學生進步的情形 

—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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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國際學校效能比較研究模式 
 

參考資料：出自潘慧玲（1999b：95）。 
 

背   景   變   項 
鉅  觀  層  次 

1. 社會、經濟與文化對學業成就的影響 

2. 教育制度 

3. 教育經費 

4. 教師資格、進修、待遇 

5. 數學課程／教科書政策 

6. 教學措施 

7. 評鑑措施 

成 果 變 項 
學   生 

1. 數學科學業成就 

2. 學生態度（自我概

念、數學態度、學

習態度） 

3. 民主態度 

4. 制握信念 

5. 出席率 

先 前 變 項 
學   生 

1. 數學科學業

成就 

2. 智力 

3. 性別 

4. 家長的社經

地位 

過 程 變 項 
（一） 學校層次 

1. 教職員工生人數 

2. 辦學目標 

3. 學校組織和管理 

（二） 班級層次 

1. 教師背景（性別、受教背景、

進修情形、任教年資、擔任職

務、教學時數） 

2. 數學課程／教學 

3. 親師聯繫 

4. 教師期望 

5. 教師制握信念 

6. 教學行為（教師引導、學生／

小組、管理／組織） 

7. 教學品質（教室管理技巧、維

持適當的教室行為、維持學生

注意力、提供學生練習及複

習、展現發問技巧、呈現多種

教學行為、營造積極學習氣

氛、促進正向的自我概念、佈

置積極的教室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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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燕祥（2001）對學校效能之模式有精闢的見解，其認為要了解學校效能時，

須先釐清學校的目標和功能。學校的潛在功能可分為五類：技術/經濟功能、人

際/社會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教育功能。基於學校功能的概念，可將

學校效能定義為：「學校效能就是在固定輸入下，可以表現出來的功能的程度」。

由於學校有五種功能，學校效能也應相應地分為技術/經濟效能、人際/社會效能、

政治效能、文化效能以及教育效能。而又由於學校功能有五個層面（個人、機構、

社區、社會以及國際層面），所以學校效能也可從五個層面表現出來。如此一來，

將五類別及五層面結合，就可界定出二十五種學校效能。其認為若缺乏理論模

式，而想進一步闡釋學校效能及選擇評估指標，將難以確定學校是否有效能。學

校是一個組織，故可由組織的觀點來解釋及評估學校效能的模式。其將評估效能

的理念分為八個模式：目標模式、資源—輸入模式、過程模式、滿意模式、認受

模式、無效能模式、組織學習模式以及全素質管理模式。這些模式的基本特性簡

列於表 2-4-2。八個學校效能模式各有各的強處及限制，不同模式適用於不同情

況及不同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鄭燕祥（2001）所持的學校效能主張係屬動態觀點，認為動

態觀點可用以理解及確保模式協調及發揮多元指標的學校效能。由於學校有多元

的環境約束及不同的相關人士，學校要求的目標也是多元的；學校會嘗試達到多

元指標的效能，以求生存或發展。然資源有限，學校想同時在所有指標上都發揮

最大效能及達到所有目標實為困難。為解決此困境，學校因應方式之一即須設法

爭取更多資源，以達多元目標。在追求多元目標過程中，會經歷來自多元並相衝

突的環境約束力及重要人士的不同壓力。而根據壓力強度，學校便會為追求的目

標及效能指標訂出不同的重要性及優先順序，此會隨時間及環境而改變。但是當

某些特定目標受到特別強調，而獲得較多資源及人力時，學校會感受到不能達到

其他目標所生的較高壓力，故學校在任何時刻所受到的壓力是不平衡的。 
學校若能意識到此種不平衝的情況，又能以適應及應變能力建立往後要追求

的目標及優先順序，則可被視為有效能。此時學校所追求的是在多元及互相衝突

壓力間的動態平衡。學校力圖取得多元指標效能的過程，便如同沿一螺旋軌道上

行，以動態的方式，在某時限、某多元指標空間的多元指標上盡量發揮其效能。

就 Quinn（1988）以及 Quinn 和 Cameron（1983）所主張之組織生命週期（可分

為創業階段、集體階段、正式化及控制階段、結構精緻化階段）的觀點而論，成

功的學校會在組織生命週期的不同階段追求不同的目標及價值，因此會嘗試發揮

不同指標的最大效能。效能指標的改變，往往是因學校生命週期轉移或回應外來

環境壓力而生。據此動態觀點，學校效能可以是學校在長遠方面，能適應內外約

束力及達至各界人士多元目標的程度。此理念以動態的長遠考慮及多元指標為基

礎。短期而言，學校會在某些指標表現有效能，而在其他指標方面無效能；也會

在某時間有效能，而在另一段時間無效能。若學校效能理念及評估只基於短期考

量，其意義將受到極大限制及偏差，甚至變得無意義，難為長遠學校發展提供有

用資料。吾人若想知悉學校在動態過程中不同方面的表垷如何，須採用多元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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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從動態觀點看，各個學校效能模式之間，在追求效能上，即使短期內不能協

調，然就長遠而言還是可以做得到（鄭燕祥，2001）。 
鄭燕祥（2006）表示，自從二十世紀 70 年代以來，世界教育改革經歷了三

次浪潮，這些浪潮以不同的教育效能理論和範式為依據，產生了不同的影響。三

次教育改革浪潮正反映了學校管理及教育效能的理念變化。在上述八種效能模式

中，第一浪潮係追求「內部」效能，此一改革浪潮用於保證學校內部效能和教師

發展，主要的學校效能模式有三：目標模式、過程模式、問題消除模式（無效能

模式）。第二浪潮在追求「外在」效能，所用的學校效能模式共有四種：資源—

輸入模式、滿意模式、認受性模式和組織學習模式。主要從外部資源輸入、學校

持分者（利害關係人）滿意程度、當地社區的認受性、不斷適應外部改變這幾方

面，追求學校的外界效能保證。第三浪潮則在追求「未來」效能。考慮到未來發

展是討論學校效能的關鍵因素之一，這意味除了內部及外部的效能外，應根據教

育對未來的相關性，提倡學校效能應著眼於未來發展。面向未來的學校校效能定

義為：學校能幫助個人和社會迎接未來發展需要的程度。愈能幫助未來發展的，

就是愈有效能的學校。學校須追求多元的學校功能，此包括技術—經濟功能、人

文—社會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教育功能。第一、二浪潮係屬「場所為限」

學習的傳統範式，第三浪潮則是「三重化」（個人、本土及全球化）學習的新範

式。儘管內部效能、外部效能和未來效能基於不同的範式，有各自的強項和關注

點，但它們皆有助於建構一個全面的學校效能框架。如果一所學校能保證內部改

善、滿足外界需要，又能適應未來發展，則可稱學校有全面效能保證。如果考慮

到時間與資源的限制，期望學校能同時或在短期內，又或者於任何時候都能在內

部、外界和未來效能上有最大化之表現是不切實際的。但根據動態觀念，學校可

以在不同時段內動態地提高內部、外界和未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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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學校效能模式 

 學校效能理念 適用情境 評估指標 

目標模式 達成明文目標 目標清楚，眾人同

意，有時限，可量

度，及資源充足 

列於學校/方案計畫

的目標，例如各項成

績 

資源—輸入模式 取得所需資源及輸入 輸入與產出間有明

確關係；資源缺乏

獲得資源，例如招生

素質、設施、經濟支

持等等 

過程模式 校內運作過程順暢及

健康 

過程與產出間有明

確關係 

領導、溝通、合作、

協調、社會交往 

滿意模式 使所有重要人士滿意 有關人士的要求是

適宜而又不可忽略

教育署、校董會、行

政人員、教師、家長、

學生等的滿意 

認受模式 學校生存的合法或推

銷活動得以成功 

處於存亡關頭 公共關係、推銷、公

共形象、聲譽、社會

地位、問責等等 

無效能模式 學校完全沒有無效能

的特徵 

沒有一致的效能標

準，卻需要有學校

改進策略 

現存衝突、功能失

常、困難、缺點、弱

點等等 

組織學習模式 適應環境變遷及內部

阻力 

學校是新校或面臨

轉變；必須面對外

在環境轉變 

注意外在需要及變

化、內在過程監管、

方案評估、發展規畫

等等 

全素質管理模式 內部人士及過程的全

面管理，以滿足重要

人士之需要 

有關人士的需要一

致；有全面管理所

需之科技及資源 

領導、人的管理、策

略規畫、過程管理、

教育結果、重要有關

人士的滿足感、對社

會之影響力等等 

資料來源：出自鄭燕祥（2001：22）。 
 

Hoy 和 Miskel（2001）所提出之學校效能模式亦相當知名，彼等所主張的學

校效能模式係依據社會系統模式的觀點來立論。其認為就學校而言，組織效能之

重要性及混亂情形相當明顯。例如，當引發關於效能之特定問題時，便會助長此

種矛盾情形，可能的爭議有：什麼規準？指標如何被測量？效能是長期或短期的

現象？如何創建出有效能的學校？追問一所學校是有效能亦或無效能，其價值是

有限的。效能不單是一件事，對效能給予單面向的定義並不適當。學校或任何組

織可能是有效能及沒有效能的。究實而言，在沒有理論作為引導之下，聲稱一所

學校比另一所學校更有效能是無意義的。組織效能是一個多面向的概念。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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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規準 

財務資源 

硬體設施 

學生準備度 

教師的能力 

科技資源 

家長的支持 

政策及標準 

 

 

增加的觀點 

時間 

利害關係人 

效能規準 

和諧及願景 

氣候的健全性 

激勵的程度 

學校及班級 

組織 

課程的品質 

教學品質 

學習時間 

領導的品質 

增加的觀點 

時間 

利害關係人 

效能規準 

成就 

學生的學習 

工作滿意 

缺席的情形 

輟學率 

績效表現品質 

 

 

 

增加的觀點 

時間 

利害關係人 

之，組織效能模式必須包括多種的規準，沒有任何單一的規準可捕捉學校效能複

雜之特性。在學校效能模式的發展上，為符應組織效能之複雜特性，Hoy 和 Miskel
將目標以及系統－資源模式加以整合，提出一個整合模式之組織效能（如圖

2-4-4）。此模式同時考量「時間」、「多元的利害關係人」及「多樣的規準」三者。

易言之，模式使用一些輸入、過程及成果概念之「指標」，作為運作的目標。同

時，亦結合「時間構面」和「利害關係人」，將其應用在每個指標之上。由此圖

中之「成果」可看出，此模式在界定學校的品質與效能時，所採取的是更為廣泛、

全面性的理論觀點。 
 
 
 
 
 
 
 
 
 
 
 
 
 
 
 
 
 
 
 
 

圖 2-4-4  組織效能整合模式圖 

 
資料來源：出自 Hoy ＆ Miskel（2001: 297）。 
 

由上述專家、學者對學校效能模式的見解中可知悉，模式有愈趨複雜的情

形，例如係包括背景、先前（輸入）、過程、結果等變項，而且又加入多層次（如

班級、學校）、動態、連續性的觀點，而且模式也趨向多元及整合的方向發展。 
 
 

輸入 過程（轉換）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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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效能多元規準之處理 
 

潘慧玲（1999a）表示，在深思學者們對於統整不同模式所做的努力時，可

發現同一時間裡，學校組織常無法達到各項的效能規準。易言之，組織在不同時

間點上，努力的重點往往有所不同。例如，當學校致力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昇時，

教師將感受到工作壓力，從而影響到工作滿意。由此觀之，當學校組織著重組織

生產力（如學生學業成就）的提昇時，常無法兼顧組織成員的參與滿意度。不同

效能規準之關係為何？如何採用不同的效能規準？此種問題正值得吾人去深思。 
Scheerens 和 Bosker（1997）認為在處理組織效能的多元規準有三種選擇：

其一為手段—目的次序之規準（如 Scheerens, 1992），亦即先將規準進行優先順

序判斷，再從其中擇一作為最終的規準。例如，將生產力作為最終的規準，而其

他的規準則視為支持的條件；其二可將規準視為相互競爭的價值（如 Faerman ＆ 

Quinn, 1985），亦即可將諸多價值視為是彼此競爭—特別是不想在效能規準或支

持條件間作選擇時。值得說明的是，競值架構在效能上亦持生命週期的觀點。易

言之，組織在不同的發展階段會強調不同的效能規準；其三則是規準的動態應用

（如鄭燕祥，2001），採用階層次序之規準，以動態的應用架構將規準作定位。

此一觀點係立基於一動態式的長程考量，並慮及多重的規準。基本上，三類處理

多元效能規準的方式，各有其適用處。將規準視為相互競爭的價值及規準的動態

應用可幫助吾人瞭解各效能規準在組織不同發展階段中的動態運用。將規準依手

段—目的加以排序則有益於實徵研究的進行。歷年來學校效能研究多以經濟理性

觀點（或目標模式）進行探討，學生成就被當作測量學校效能的標準，此一觀點

讓一些以學生成就為終極規準的學校效能研究有了一合理之依據（潘慧玲，

1999a）。 
Scheerens 和 Bosker（1997）表示，就組織理論取向之組織效能觀之，可發

現有諸多效能模式，每個模式在判斷效能時所強調的規準形式會有所不同，諸如

會著重生產力、適應、參與、持續性以及回應外在的利害關係人等。從大多數的

學校效能研究中可知悉生產力規準與其他規準相較下，其在實徵研究中取得主導

地位。此類研究之觀點係植基於手段—目的次序之規準的立場，其將生產力（如

學生成就）視為最終的規準。然而，此種立場受其他論者所挑戰或質疑，舉例言

之，亦可將規準看待為競爭的價值，或將規準作動態的詮釋，如規準之主導或適

用性須視組織發展的階段而定。 
 

四、學校效能之影響因素 
 
就學校效能的因素概念而言，學校效能的概念依 Scheerens 和 Bosker 1997

年的剖析，可分為成效（effects）的領域以及前因或手段（causes or means）的

領域。學校的成效（效能規準）係由學校教育的先在條件（如目標、職位結構、

程序結構、文化、組織環境、組織的主要歷程等要素）所造成。若吾人將學校效



 95

能概念區分成「促進學校效能的因素」以及「學校成效」兩部分時，將有助瞭解

效能指標、特徵的意涵，以及何以可把部分效能指標或特徵與學校效能擺在一起

進行相關分析。研究者在論及學校效能的特徵與指標時，常混為一談，不加區分。

一般而言，學校效能特徵即為促進學校效能的因素，研究者通常以生產力（多半

為學生的學業成就）作為規準，進行有效能學校之指認，故而研究所得的效能特

徵不會包括「學生學習成就」一項，然效能指標與效能特徵不同，為全面評鑑學

校的效能，所發展之指標除了各項過程變項外（如教師教學、校長領導、學校氣

氛、學校文化等），產出變項（如學生學習成就、學校成員的滿意度）即會涵蓋

在內。易言之，學校效能特徵通常係指促進學校效能的因素，學校效能指標則含

括學校成效的變項（引自潘慧玲，1999a）。 
    潘慧玲（1999a）認為許多學校效能的研究以校長領導、學校氣氛、管理模

式等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為依變項，然上述校長領導、學校氣氛、管理模式既

被當成學校效能的評鑑指標，又為學校效能的內涵，何以能與學校效能進行相關

分析？此種問題正可以前述的學校效能因果概念來加以回應。簡而言之，學校效

能指標之內涵含括促進學校效能的因素及學校成效等二部分。當以學校效能評鑑

指標為檢視的對象時，除學校成效（如生產力、參與或滿意度、適應力、持續性

以及對外界利害關係人的回應等效能規準－可依不同的觀點來採用各種效能規

準）之外，其餘的指標則可視為促進學校效能的因素，此即學校效能的前因。而

歸結過去研究所提之各種促進效能的因素，採上述之學校效能因果概念之觀點，

可將學校效能區分成促進學校效能的因素（如校長領導、行政管理、教師教學、

課程、學校氣氛、學校環境、與社區家長的關係等）及學校成效（如生產力、適

應力、參與或滿意度、持續性、對外界利害關係人的回應等）兩個部分。 
前已述及，有效能學校之特徵可視為促進學校效能的因素，因之，吾人實可

從學校效能特徵之相關研究中獲悉可能對學校成效造成影響的因素為何。茲就一

些重要的文獻回顧研究加以析述，以知其梗概。Levine 和 Lezotte 1990 年在整合

相關研究後，提到有效能學校的特徵為：生產性的學校氣氛及文化、將焦點置於

學生能獲致核心學習的技能、適度監控學生的進步情形、學校本位之實踐導向的

教職員發展、傑出的領導、家長的參與、有效的教學安排及實施、對學生有高度

的期望和要求，以及其他可能的相關因素（例如學生對於有用／無用之意識、多

元文化的教學與敏覺度、學生的個人發展、嚴格與公平的學生升級政策與實施）。

而 Sammons、Hillman 和 Mortimore 在 1995 年進行文獻回顧後，所提出之有效能

學校的特徵為：專業的領導、專業的教學、置焦於教學及學習、學習環境、共享

的願景及目標、正向的強化、高度的期望、學生的權利和期望、監控進展、學習

型組織（學校本位的成員發展），以及家庭—學校關係（家長參與）（引自 Reynolds 
＆ Teddlie, 2000b）。 

植基於上述兩個文獻回顧之研究，Reynolds 和 Teddlie（2000b）在歸結相關

文獻後，彼等認為有效能學校之歷程係包括：有效領導、教師及教學效能、專注

於學習、創造正向的學校文化、對成員成就及行為之高度期待、強調學生責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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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監督各層次的進展、成員之發展，以及家長之參與等（參見表 2-4-3）。值

得一提的是，學者們所進行之回顧、綜合性的研究雖可給吾人一個大致清楚的輪

廓，了解到促進學校效能的共同因素為何，然由一些國際性研究亦可使吾人認知

到學校效能特徵有其脈絡的適用性，各國對於有效能學校特徵的發現並非完全一

致（潘慧玲，1999b）。 
 
表 2-4-3  有效學校的歷程與要素 

歷程 要素 
1.有效領導 堅定與目標導向、各方的參與、展現教導性的領

導、經常與個別化的督導、適當的員工選擇與安置

2.有效教學 最大化的教學時間、成功的組織團隊、展現最佳的

教學實務、調適實務到特殊的教學環境 
3.專注於學習 專注於學業、將學校學習時間最大化 
4.創造正向的學校文化 創造分享式的願景、創造井然有序的學習環境、強

調正向的增強 
5.創造對學校成員的高度期待 為學生創造高度的成就期待、為職員創造高度的成

就期望 
6.強調學生責任與義務 責任的建立、權利的瞭解 
7.各層次的學習監督 學校層次、課堂層次及個人層次的進展監督 
8.發展行政人員的職能 工作崗位上的職能開發、整合其他的專業性職能發

展 
9.引導家長適當與有效的參與 減少對學校負面的影響、鼓勵家長正向的交流 
資料來源：出自趙志揚（2002：291）。 
 

縱觀文獻可知，促進或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亦可區分成不同的層級。例如

Marzano 在歸納三十多年來的學校效能研究文獻後，便將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因

素分為三個範疇：學校層級因素、教師層級因素及學生層級因素。學校層級因素

包括：保證且可行的課程、挑戰性的目標和有效回饋、家長和社區的參與、安全

有秩序的環境，以及同儕關係和專業主義。教師層級因素包括：教學策略、班級

經營、班級課程設計。而學生層級因素則包括：家庭環境、習得智慧和背景知識、

動機（吳清山，2005）。由上述可見，諸多不同層級之因素皆可能對學校效能造

成影響。 
 
五、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 
 

學校效能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60 年代中期至 1970 年代初期，當時所提

出的法案和報告書，如 1965 年的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1966 年 Coleman 等人所

提出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均可視為研究學校效能的起源。學校效能研究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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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依政策分析的目的而言，可分為三個階段：因素認定時期、概念架構發展時

期和模式發展時期（引自吳清山，1998）。具體言之，學校效能的早期研究，著

重於確認有效能學校的特徵和找出有效能學校的因素，即一般所稱的因素認定時

期；後來乃將所認定的特徵或找出的因素加以組織，成為一種有系統的架構，並

提供擬定介入或行動方案的參考，此階段稱之為概念發展階段。到了 1980 年代

以後，學校效能較為成熟，學者們以因素認定和概念發展為基礎，致力發展一些

模式來解釋研究發現，作為改進學校效能的指南。這些模式通常由背景、輸入、

過程和結果變項所組成，形成一個有系統的模式，所以稱之為模式發展期。目前

已發展出學校效能整合模式，並將之用來做國際比較（吳清山，2005）。 
根據 Reynolds、Teddlie、Creemers、Scheerens 和 Townsend（2000）的分析，

學校效能研究又可分為四個階段（吳清山，2003；趙志揚，2002）。 
1.輸入－產出的典範 

約在 1970 年代以前，採用經濟導向的輸入產出模式主導學校效能研究，以

學校資源和社經背景為投入變項，預測學校產出，產出的指標係以學生標準化成

就測驗為主。 
2.過程變項的引入及增加成果變項 

此階段由 1970 初期到後期為止，將原來的輸入產出研究，引入歷程變項和

成果變項，擴大學校效能研究領域。例如過程中強勢領導、高度的期待以及良好

的學校氣氛等，都會影響學校效能。此外，成果變項已不再限制於標準化測驗的

結果，其他還應包括態度以及行為上的產出。本階段可稱之為有效能學校的研

究，亦即，不再只探討學校效能的意義，而且是擴及到所謂有效學校的意義與內

涵的研究。 
3.重視均等及學校改進的興起 

由 1970 晚期到 1980 中期，許多研究開始重視針對特定的學校進行效能的分

析，尤以對資源不足的學校進行研究，強調如何去改善學校的效能。研究結論中

指出：校長強勢的教學領導、對教學的重要性有普遍與寬廣的瞭解、安全與有秩

序的學習環境或氣候、對所有學生學習成就的高度期待、以學生的學習成就做為

學校評鑑成功標準的衡量等，都是用以改善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 
4.增加脈絡因素和方法論之改進 

從 1980 中期之後迄今，學者們認為第三階段的研究偏重於低社經背景的學

校，其結果無法適用於其他學校，亦即忽略了背景（脈絡）因素，因之在此階段

特別增加背景（脈絡）變項，從過去的特定背景轉移到所有的學校背景。例如對

各種不同背景的學校進行效能的比較研究，探討不同學校資源、不同學校文化、

不同學校規模等背景因素下，效能影響因素對各校的作用是否有所不同。而傳統

由均等觀念去探討如何使資源不利學校提升效能的方向，也開始轉移到如何使學

校更加有效率的研究方向，如何才能成為有效率的學校成為此階段的研究重心。

而在方法論的進展上，多層次模式的應用更趨成熟，此種統計分析方式可更精確

的評估出各個層級的因素對學校效能所生之效應為何。再者，如持續改進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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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工具，試圖對教育之過程有更佳的衡量。 
在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趨勢上，吳清山（1998）提及須重視研究內容的整合

性。學校效能未來的研究內容將不會僅限於單向度模式，或雙向度模式，它將朝

向多向度模式研究，這種模式本身具有動態特性，為使動態趨於平衡，必須對各

個變項加以整合。換言之，未來學校效能研究，將從背景變項、輸入變項、過程

變項來探討與結果變項之關係。因為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可能不只一種，它可能

是多種因素（如學校的硬體：學校建築、設備……；學校的軟體：校長領導方式、

學校的氣氛和文化、學校教師的教學……）交互作用的結果。為了探討諸多因素

對學校效能的影響，必須針對這些因素加以有效的整合，以形成一種研究模式，

俾利於研究。 
而 Reynolds 和 Teddlie（2000a）在學校效能研究之未來議程上有如下建議：

學校效能研究須重視多元成果的衡量，亦即，在評估學校校效能時應採納多元的

規準或指標（不限於學生學業成就）。其次，應擴增對脈絡變項的研究。Teddlie、
Stringfield 和 Reynold（2000）即表示在學校效能研究中須考量脈絡（如社經地

位）的因素。若能顧及脈絡因素，則會使理論之發展更為成熟、深化。質言之，

當在預測學校成果或學校結構及過程之效能，若考慮脈絡或情境因素正體現出權

變理論的觀點。換言之，將脈絡因素列入考量即是以權變理論的觀點在審視學校

效能。而如果將權變理論的觀點用於學校效能的研究上，此對於解釋學校效能之

過程或影響的路徑將有莫大助益。再者，須增添對學校層次變項之變異的解釋。

事實上，除學生、教師或班級層次的因素外，學校層級的因素（如學校組織氣候

和文化）亦相當重要。此外，對於不同層次因素或變項（如個人、班級、學校、

學區、國家等）之交互作用（跨層次的交互作用）的探討亦須多加著墨。而若要

探討上述議題，在統計分析上便須依藉多層次的分析模式。 
由上述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可知悉，隨著學校效能有系統的研究，理論架構

日趨完整，從早期的輸入－產出研究導向，已轉移至結合背景、輸入、歷程及產

出之研究導向，而且重視學校改進的功能，所以學校效能研究不再只是基礎性或

理論性研究，也愈來愈重視實用性的研究（吳清山，2003）。再者，學校效能研

究已朝向多元及整合模式的應用。換言之，所採取的研究模式已更為複雜。也因

如此，在研究方法論上便必須有所改進。例如為了檢測較複雜的模式（如多層次

的交互作用），在統計分析的方法上即須運用較進階的統計方式（如階層線性模

式、多層次的結構方程模式）來分析資料，如此方能適切地詮釋所採取之模式。 
 

第五節   組織行為之契合性 

 
在競值架構中，組織行為間之契合性的探討係為重要的課題之一，茲分就「組

織行為之趨同與趨異」以及「組織面對矛盾及弔詭之反應方式」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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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組織行為之趨同與趨異 

 
發展對於衝突處理之理論有其必要性，Van de Ven 在 1983 年探討此議題時

曾提及權變理論，然其對此理論的效用性有所質疑。一般而言，權變理論可依鉅

觀及微觀的論述來表達。就鉅觀或社會經濟的觀點而言，績效表現之改進源自於

決策之改善，而此依次又起於擁有各種的分化及整合（指組織的形式或文化）－ 
這對從環境中取得及使用適宜的資料或訊息而言，有其必要性。而微觀或心理的

觀點主張：當不確定性（環境）、組織的安排及個人的傾向三者具有三方面的「適

配」（fit）時，個人能體驗到一種內在的能力感。儘管權變理論在適配的界定上

有其分歧或含糊性，然而其確實傾向主張平衡、秩序及最少化衝突之觀點。因其

促使吾人相信秩序的價值凌駕於失序之上，故此亦可能形成問題（引自 Quinn ＆ 
McGrath, 1985）。 

適配（fit）的觀念源於 Lewin 1951 年提出的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理論，其

用社會—心理的公式解釋人的行為，即 B ＝ f（P×E）。易言之，人的行為（B）
可以由個體個性特點（P）和環境（E）之間的交互作用或適配來加以解釋。在

研究個人—環境適配的問題上，一般分為兩種方式：第一種探索個人特性與職業

屬性的適配或交互影響（person-job fit），第二種為探討個人與組織特性的適配

（person-organization fit）。其中，個人—組織適配的研究近年來逐漸引起學者們

的廣泛重視。Kristof 1996 年將個人—組織適配的相關研究分為四大類：1.個人與

組織文化價值觀的一致性。2.個人與組織目標的一致性。3.個人喜好需求與組織

系統、結構的一致性。4.個人的人格特質與組織氛圍的一致性。由於組織文化與

個人價值觀的一致性是「個人與組織適配的關鍵」，因此，個體—文化適配

（person-culture fit）的研究逐漸受到更多關注。因為價值觀是組織文化的核心內

容，研究個體—文化適配應以價值觀為研究對象。有關個體—組織文化適配的研

究發現，個人與文化適配程度高，會增加員工承諾、工作滿意與績效。而既然存

在著個體—文化適配，作為組織中個體重要一員的領導者，自然也存在著與組織

文化的適配問題。由於領導者對於組織價值觀念有無庸置疑的影響力，領導者與

組織文化的適配也應該主要體現在領導者與組織文化之價值觀念上的適配（引自

徐長江、時勘，2003）。 
在競值架構中，將「適配」（fit）的概念轉變為「趨同」（congruence）及「不

趨同」或「趨異」（incongruence）的概念。「趨同」的概念主要在探討組織行為

之間契合的情形。就競值架構中之領導、文化及效能而言，三者間具有對應的關

係，此正如圖 2-5-1 所示。具體言之，在朋黨文化下，領導者扮演促進者、良師

及團隊建立者的角色，而在效能理論的著重上係依藉人力發展及高度承諾來促進

效能；在臨時組合文化下，領導者扮演創新者、企業家和願景者的角色，且依藉

創新、願景及持續變革產生效能；在層級節制文化下，領導者扮演協調者、監控

者及組織者，且依藉控制及效率伴隨可行的過程促進效能；在市場文化下，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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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扮演強力驅動者、競爭者及生產者，且依藉積極的競爭及以顧客為焦點造就效

能。如果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存在此對應關係，那麼三者間便是完美或高

度的趨同。再者，三者間亦可能形成高度不趨同或趨異的情形。而所謂高度的不

趨同或趨異係指上述三者彼此間處於對角線的位置關係（吳勁甫，2003b）。舉例

言之，在層級節制文化下，領導者的領導型態卻偏向扮演創新者、企業家及願景

者等角色，或者所著重的效能理論係依藉創新、願景及持續變革來造就效能。 
依實而論，領導、文化及效能之高度趨同與趨異（不趨同）可說是組織中之

特例，一般而言，組織在面臨複雜的組織情境時，應以「部分趨同、部分趨異」

為多。以領導與文化為例，所謂「部分趨同、部分趨異」係指領導與文化的模式

雖異，但是其間卻有共同的特性。例如領導者扮演協調者、監控者及組織者等領

導角色（偏重穩定、控制以及內部維持），此與朋黨文化類型（著重個別性、彈

性以及內部維持）共同處皆偏重「內部維持」，故而兩者有部分趨同之處。然兩

者仍有其部分趨異之處，亦即領導著重穩定、控制，而文化卻偏重個別性及彈性。

鄭彩鳳（1996）認為上述的情形亦即在相鄰的兩個模式間，具有交集之特性，而

此種情形可能可以使得組織所面臨的矛盾得以降低，甚或有「補充」之作用，而

有助於提高組織效能。 
Quinn 與 McGrath（1985）認為「趨同」為一種理論的陳述，在這種情形下，

所產生的衝突、矛盾比「趨異」的情形來得少或不普及。雖然吾人傾向對趨同之

情況給予較高的評價或重視，然就競值架構的觀點而言，「趨同」與「不趨同」

本質上並無好壞之分，其只是理論的觀點，藉此，可用來檢視自身所處在的系統

或環境。當系統或環境有所變動時，競值架構乃是一種分析工具，其為社會行動

的指引圖，亦有助於了解何以緊張、衝突、弔詭會有所增減。一般而言，西方邏

輯明顯講究秩序及內部一致性，在此思惟邏輯之下，「趨同」的評價可能會高於

「不趨同」。此外，亦傾向將「適配」（fit）及效能劃上等號。然而，競值架構所

提供的理論框架正有助吾人緩解此一問題。 
李翠萍（1992）提及，競值架構是一種分析的工具，可用以勾勒出社會活動

的大致輪廓，讓我們瞭解到矛盾與弔詭的存在、增加及減少。或許在一般人強調

內在一致性與秩序的邏輯概念中，往往給予趨同較高的評價，認為趨同優於趨

異。然而，此種想法無異又落入涇渭分明思考模式的窠臼中。實際上，不論趨同

或趨異的情況都一定有矛盾與弔詭的存在。舉例而言，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會只具

有單一的文化特色，組織總是或多或少包含了各種文化類型的特色，如此單以組

織文化觀之，就已有矛盾的存在。效能也是一樣，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會完全只注

重目標達成或組織內部的人際關係，故亦不太可能有組織純粹採取某一種效能模

式。如此一來，單就效能方面來看，也早已有弔詭的存在。因之，就算在文化類

型與效能模式趨同的情況下，也早已充滿了矛盾與弔詭，只不過在趨異的情況

下，矛盾與弔詭的情形更劇烈而已。或許矛盾與弔詭較輕微在管理上可能較為容

易，而強烈的矛盾與弔詭將會使管理者須付出更多時間及精力，然一個組織不會

因矛盾與弔詭的情形嚴重而無法在表現上有所突破，也不會因矛盾與弔詭較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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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更好的表現，故趨同與趨異在評價上都是一樣。競值架構的基本精神正有助

吾人跳脫出非此即彼的思考藩籬，讓人瞭解組織行為間之趨同及趨異並沒有絕對

好壞之分，它算是提供一個新的理論架構與新的著眼點，讓我們以另一種不同的

眼光來分析組織所面臨的問題，並解決問題。 
在組織行為之趨同上，閻瑞彥（2000）主張：事實上，不論環境、領導和效

能三者是否趨同，在本質上並無所謂的好壞、優劣；但卻可藉此來檢視當組織系

統改變時，內部緊張、矛盾之增減情形。任何組織皆不可能達到「完美的趨同」。

因為在競值架構中四種價值體系皆會彼此的互動和影響，所以縱使是不趨同，亦

可藉由其中的複雜、矛盾與弔詭，以期擁有一兼容並蓄的風格，即是從各種價值

觀相互競爭且並容的角度，而非單純地以趨同與否來面對組織。倘若能如此處理

問題，當矛盾與對立解決時，組織中龐大的能量將會被釋放出來，並展現出驚人

的綜效。 
先前之文獻曾指陳，組織行為若能相互趨同，則組織效能之表現可能較佳。

例如，鄭彩鳳（1998）表示可藉由增加組織行為之適配或趨同的程度，以提升組

織效能。Cameron 和 Quinn（1999, 2006）述及，其自身及他人之研究顯示，儘

管趨同之組織文化並非成功的必要條件，然高績效表現組織偏向擁有趨同之組織

文化，而非趨異的組織文化。Cameron（2005）提及當管理者的能力與組織主導

文化高度契合時，組織的效能較高。然而，儘管 Quinn 等人在過去的研究或著作

中認為，有效能的領導者之領導行為或風格須和組織文化相趨同。然經長年的研

究後，Cameron、Quinn、DeGraff 與 Thakor（2006）在《競值領導：在組織中創

造價值》一書中又提出如下論點：那些能創造最多價值、表現超越一般之最有效

能的領導者，其領導作為較上述趨同的觀點複雜。這些領導者不只能展現與組織

文化相趨同的領導風格或能力，其亦能整合對立的領導導向。因之，與同輩相較

下，其所能創造或增加的價值較多。質言之，此種領導者具較高的認知及行為的

複雜性，其能藉由對立象限的平衡、整合以獲致更多的價值。 
 
 
 
 
 
 
 
 
 
 
 
 
 



 102

 
 
 
 
 

 

 

 

 

 

 

 

 

 

 

 

 

 

 

 

 

 

 

 

 

 

 

 

 

 

圖 2-5-1  競值架構下之文化、領導、價值趨動及效能 

 
資料來源：出自 Cameron, Quinn, DeGraff, ＆ Thakor（2006: 32）。 
 
 
 
 

 

個別性 

彈性 

 
內部 
維持 

 
外部 
定位 

文化型態：  朋黨 

導向：      合作 

領導型態：  促進者、良師、團

隊建立者 

價值之趨動：承諾、溝通、發展

 

效能之理論：依藉人力發展及高

度承諾促進效能 

穩定 

控制 

文化型態：  臨時組合 

導向：      創造 

領導型態：  創新者、企業家、

願景者 

價值之趨動：創新成果、轉型、

敏捷性 

效能之理論：依藉創新、願景、

及持續變革產生

效能 

文化型態：  層級節制 

導向：      控制 

領導型態：  協調者、監控者、

組織者 

價值之趨動：效率、適時、一貫

性及一致性 

效能之理論：依藉控制及效率伴

隨可行的過程促

進效能 

文化型態：  市場 

導向：      競爭 

領導型態：  強力驅動者、競爭

者、生產者 

價值之趨動：市場份額、目標達

成、獲利 

效能之理論：依藉積極的競爭及

以顧客為焦點造

就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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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面對矛盾及弔詭之反應方式 

 
除「趨同」的概念之外，Quinn 與  McGrath（1985）亦曾提出「超越」

（transcendence）的觀點，其認為吾人亦須了解從不趨同到超越的重要性。究實

以論，真實的組織可能從未能達致完美趨同的狀態。組織會和諸多步調迅速、變

動不居的力量進行互動，因此其特徵總是可由四種象限來加以描述。最極度層級

節制者仍有某些臨時組合的面向，或者最趨向朋黨的組織之中亦存有市場的特

性。事實上，四種價值系統在各種分析的層級或層面之間會相互滲透。故而，組

織具有複雜、矛盾及弔詭的特性。假如有一理論規避矛盾及弔詭之界定，其便無

從幫助吾人理解何謂轉型（此來自於弔詭的超越）。既然矛盾與弔詭是無法避免

的，那麼如何妥善處理它，就變得相當重要。一般而言，組織在面對矛盾及弔詭

時可採四種反應方式，茲說明如下（李翠萍，1992；Quinn ＆ McGrath, 1985）。 
圖 2-5-2 顯示四種對矛盾及弔詭的反應狀況，第一種為「隔離」（isolation），

其是一種對於衝突的被動回應，此主要藉由封閉其他動態及會引起緊張之關聯，

以求取維持競爭的狀態之一。封閉可能來自拒絕、形式化、緩衝或其他機制，而

此傾向於引起分隔，也就是將矛盾但具有互動牽引關係的兩方找出來，選擇其

一，然後排除另一方。這種方式可能會暫時緩和組織內的衝突與矛盾，但容易導

致組織的分裂。第二種為「調適」（accommodation），其為面臨矛盾或衝突之被

動方式，此所主張之問題解決策略會導致妥協，以及可能會屈從於競爭狀態之一

者或二者以上。換言之，此是將矛盾、弔詭視為問題，認為須用問題解決策略來

解決。如此一來，通常會導致妥協與折衷的結果，或者在矛盾的兩者中，徹底分

出個孰輕孰重。第三種為「支配」（dominance），其對保持維繫是一種動態的策

略，此主張面對或征服其他對立的狀態。亦即繼續維持矛盾的狀態，讓矛盾的特

質相互對抗，使征服與被征服的兩方自然呈現。而最後的策略為「超越」

（ transcendence），超越源於對矛盾或衝突之面對。超越類似於交相貫通

（interpenetration）、自生系統論（autopoiesis）及雙環學習（double learning）等

概念。在心理層面上，其係指有能力以兼容並蓄的作法來因應弔詭，能超越自身

分裂創造或涇渭分明之傾向，能洞視對立面的效用，以及能游移於衝突、矛盾之

上，或可將衝突、矛盾重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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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四種對於矛盾及弔詭的反應 

 
資料來源：出自 Quinn ＆ McGrath（1985: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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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Quinn 與 McGrath（1985）提醒吾人勿落入分裂創造或涇渭

分明的超越（schismogenic transcendence）之迷思中。當超越被概念化之後，便

易將其與效能及卓越劃上等號—此乃是吾人不自覺會掉入的陷阱。線性化的思考

會促使人們採取超越的作為，將其視為卓越的保證。事實上，人們會將焦點置於

超越之上是可以理解的，因當人在觀察或從事超越時，便會為此著迷。然不幸的

是，人們傾向於將此固有之價值置於其洞識之上，超越的思惟即變成有效的思惟

方式，而超越的表現又成為卓越的保證。質言之，如果吾人輕易便認為超越是最

有效能的，此顯然又落入了涇渭分明的線性思考。如此一來，超越成為最佳，而

其他較為僵硬呆板的特質，像是層級節制體系中的正式化，就成了應被排拒的對

象。有趣的是，在線性思惟被否定的情況下，認可了超越思惟。然而，豈知在此

否定與認可的過程當中，走的還是已被否定之線性思惟的路線。如此談超越實無

多大的意義。因為超越與其他三種不同回應方式最大的不同在於其不把矛盾視為

必須解決的問題，而認為矛盾現象存在能使組織發揮極至的能力，使表現更臻圓

融完美。那麼，它便肯定矛盾、弔詭存在的意義。然矛盾的存在並不一定都能對

組織有所幫助，其亦可能會對組織造成負面影響。此時其他三種面對矛盾、弔詭

的方式或許會比超越更合適些。由此可見，超越並非最佳，仍須視情況而定（李

翠萍，1992）。 
基本上，超越之特徵或要點在於其係處於發展循環之中。組織中的超越可解

決某些弔詭，而且存在其中的精力將獲得釋放。經仔細推敲，可看出超越實與組

織成長有密切的關係。具體而言，超越是要讓組織內各種特質都能有極至的表

現，而吾人明瞭任何特質發揮至極至後都會疲乏，一旦如此，此種特質便無法持

續。以新興組織為例，組織初時會充滿創新、使命及團結一致之感，組織成員更

可能會展現高度的承諾，對其工作投注更多時間及精力，然而此狀態卻不會無限

期的延續下去，諸多事例顯示，此類組織會漸漸步入正式化的局面。超越能造就

動態成長，然此擴張本身又播下矛盾、正式化及慣例化的種子。易言之，當發展

或臨時組合文化的價值漸趨最大化時，層級節制文化之價值即自然的生發。直至

重大轉變發生為止，此會不斷帶來矛盾、衝突或緊張的狀態。組織經歷正式化的

過程，臨時組合將變為層級節制的組織文化。對著重超越者而言，此一過程被認

為是負面的，因此應抗拒正式化，然對那些將其視為自然過程中之發展的人，正

式化僅是發展過程中的不同點。事實上，在組織生命週期的循環中，四種組織文

化類型之思惟過程皆與其情境需求相互契合。或許超越位處高峰表現的時段，然

實不應太過於擁護它，卻忽略其他的狀態，因為此又陷入分裂創造或涇渭分明思

惟之窠臼。假如想保有洞見所有事實的能力，那麼在進行任何層次的分析時便不

應拒斥任何的象限。不論所關注的系統是處於平衡或轉型的狀態，在任何社會系

統中，吾人皆能從競爭價值的追尋獲益（李翠萍，1992；Quinn ＆ McGrath, 
1985）。 

綜而言之，在探討組織行為之契合性時，吾人除了可採趨同的角度審視之外， 
對矛盾及弔詭的反應更須多加關注、不容偏廢。不管組織係處於高度趨同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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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又或者呈現高度趨異的情狀，要面臨諸多矛盾與弔詭的挑戰，組織領導者皆

須進行領導。競值架構之理論框架正有助領導者以統觀的角度，深入剖析組織之

情勢，進而在面對矛盾與弔詭之際，能構思對策以為因應。 
 

第六節   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之相關

研究 

     
為探究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關聯性，本節即針對相關研究

進行探討。近年來，競值架構在國內外教育研究的應用上與日俱增，目前業已累

積不少實徵研究成果。茲將採取競值架構所從事的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及學

校組織效能之相關研究的發現整理成表 2-6-1。以下，分就「校長領導與學校組

織效能之關係」、「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文化之關係」、「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

效能之關係」以及「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關係」加以探討。 
 

壹、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關係 

 
（一）校長領導對學校效能影響之模式 
 

Pinter（1988）認為在探討行政者的行為及組織之成果或效能之關聯時可採

取五種模式：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s）、前置效果（antecedent effect）、中介效果

（mediating effects）、調節效果（moderated effects）以及交互效果（reciprocal 
effects）等模式，上述模式正可用以探究校長領導與學校成果的關聯性。值得說

明的是，在探討校長領導對學校成果變項時，有許多的依變項可供研究，Hallinger 
和 Heck（1996b）提及，這些依變項大致可歸為三類：1.學校和環境效果（如家

長滿意、社區參與、學校功能運作）；2.組織內的過程（員工士氣、課程組織、

教學效能）；3.學生效果（如學生學業成就、態度、維持率）。或者依 Hoy 和 Miskel
（2001）的看法，可採學業成就、工作滿意或學校效能的整體知覺來作為學校表

現之成果指標。以下，茲就各種模式（參見圖 2-6-1）的內涵加以析述（吳勁甫，

2003a；Hallinger ＆ Heck, 1996a, 1996b, 1998; Pinter, 1988）。 
 
1.直接效果模式（direct-effects） 

 
「直接」效果模式主張校長領導可直接對學校效能造成影響。研究採用此一

模式並不試圖去控制其他校內變項（如組織氣候、組織文化、教師組織承諾等）

之效應。換言之，「直接」效果模式乃是指單純檢驗校長領導對學校效能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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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而不將其他變項可能造成的「中介」或「調節」效果考量在內。此種模

式在文獻中相當普遍，然卻廣受批判，諸多論者指出這種研究取向具有黑箱的特

性，亦即僅知道領導能影響學校效能，但根本不知道過程是怎麼進行的。 
 
2.前置效果模式（antecedent-effects） 

 
「前置」效果模式又可視為：「直接」效果模式再加上前置變項對校長領導

及學校效能的影響所構成。換言之。此一模式係指校長領導可能同時是自變項及

依變項。就作為依變項而言，此意味校長領導會受到自身（如特質）、其他校內

變項或環境因素（如學校社經地位）所影響。就作為自變項而言，校長領導會影

響教師的行動、學校組織的特性、學生的學習及學校效能等。就模式觀之，校長

領導又可被當作前置變項影響學校效能之中介變項。須特別說明的是，此處的前

置效果模式是就 Pinter（1988）的觀點來闡述，Hallinger 和 Heck（1996a, 1996b, 
1998）在界定模式時，乃是將前置效果模式皆視為是直接效果模式。具體言之，

彼等認為直接效果模式可分為兩類：其一為未具前置效應的直接效果模式，其二

則為具有前置效應的直接效果模式（即前置效果模式）。 
 

3.中介效果模式（mediated-effects） 
 
「中介」效果模式假定校長領導係透過「間接」的途徑，例如組織成員、事

件或組織因素（如組織文化、組織氣候、組織發展、組織目標等）而對學校效能

造成影響。易言之，校長領導對學校效能的影響可透過其他中介變項或機制來達

成。就學理而言，中介效果模式又可區分為「完全」中介模式（Complete Mediation 
Model）以及「部分」中介模式（Partial Mediation Model）（見圖 2-6-1）（James, Mulaik, 
＆ Brett, 2006）。須注意的是，Pinter（1988）以及 Hallinger 和 Heck（1996a, 1998）
所提出的分析架構未曾指明其架構歸屬於何者。如果依照 James、Mulaik 和 Brett
的分類架構，Pinter 所提出的為「部分」中介模式，而 Hallinger 和 Heck 的分析

架構則為「完全」中介模式 — 此只是就模式圖之形式而論，實際上要經檢測方

可確立模式可否成立。就「完全」中介模式而言，校長領導為自變項，學校效能

為依變項，校長領導對學校效能的影響乃是完全間接透過中介變項來達成；而就

「部分」中介模式而言，其與「完全」中介模式的不同處在於：在模式中校長領

導可直接影響學校效能。再者，校長領導亦可間接透過中介變項對學校效能造成

影響。此外，要說明的是，Hallinger 和 Heck 的中介效果模式又可分成兩類：不

具前置效應及具前置效應此兩者。 
在此特須言明的是，James、Mulaik 和 Brett（2006）在定義「部分」中介及

「完全」中介模式時，主張應滿足相關要求（如徑路上的係數須達顯著），模式

才算獲得支持或成立。彼等在界定模式時，係依據結構方程模式的取向（驗證性

的取向）來立論。事實上，在界定及檢測中介效果模式的策略或角度相當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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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Baron ＆ Kenny, 1986; Holmbeck, 1997; MacKinnon, Lockwood, Hoffman, 
West, ＆ Sheets, 2002; Shrout ＆ Bolger, 2002），故 James、Mulaik 和 Brett 之主

張並非唯一之觀點。一些論者（如溫忠麟、張雷、侯杰泰、劉紅云，2004；Hopwood, 
2007）便認為，在模式中一開始先須將自變項對依變項的直接影響徑路繪出，要

判斷中介效果模式究竟是歸屬於「部分」或「完全」中介的方式是依照自變項對

依變項的直接影響是否顯著來斷定，若直接影響達顯著為「部分」中介，而若直

接影響不顯著則為「完全」中介（此種作法即偏向 Baron 與 Kenny 之取向），此

為日後研究者須特別留意之處。 
 

4.調節效果模式（moderated-effects） 
 

如果校長領導（自變項）及學校效能（依變項）的關係是第三個變項的函數，

則稱此第三個變項為調節變項。換言之，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的關係會受到第三

個變項的影響或調節。調節變項可以為類別或連續尺度，其可能影響自變項及依

變項之間關係的方向（正或負）和強弱（溫忠麟、侯杰泰、張雷，2005）。若在

模式中加入調節變項，即可評估其對原來變項間（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影響為何。 
 
5.交互效果模式（reciprocal-effects） 
 

「交互」效果模式強調校長領導和組織樣貌、環境或成果之間的互動。在此

一模式中，校長領導會影響中介變項（如學校組織文化）及學校效能。此外，校

長領導亦受中介變項及學校效能影響。故而，變項間之關係為雙向而非單向的影

響情形。要言之，校長在學校中係在一段時期中，透過一連串的互動或交互作用

來從事領導。舉例言之，校長會試圖去處理學校的某些特徵（如改變或改善學校

組織文化、學生的成就或者成員的士氣或承諾），又或者針對學校的課程計畫或

教學實務進行變革，此即可能造成學校某些層面或情勢的改變，而此後續又會對

校長的領導有所回饋或影響，此即為領導與其他變項的交互效果。值得指出的

是，變項間之交互影響關係雖可在一個時間點，以橫斷性的資料來檢視，然此可

能只是變項關聯的局部呈現。要更精確捕捉變項間之動態的關聯性往往須觀察一

段時期，而非僅限於單一時間點。一般而言，研究會假設交互效果隨著時間的流

轉而益發彰顯，因此，為了適切界定此種模式，傾向採用貫時性資料來檢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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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校長領導對學校效能影響之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 Pinter（1988: 105-107）以及 Hallinger ＆ Heck（1998: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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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分析方式 
 

量化資料分析可約略劃分為四種：描述性（如平均數、百分比、交叉表）、

變異數分析（如 ANOVA、MANOVA）、相關分析（如相關、迴歸）、因果推論方

式（如徑路分析、結構方程模式）。就各種模式的統計分析方式而言，直接效果

模式較常使用描述統計、相關、卡方檢定、T 檢定及變異數分析。另外，亦可採

用迴歸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而若依變項為類別變項則可以區別分析、邏輯式迴

歸或對數線性模式來分析資料（Hallinger ＆ Heck, 1996b, 1998）。在中介效果模

式方面，檢測中介變項之效應時可採取迴歸分析（Baron ＆ Kenny, 1986）、徑路

分析或結構方程模式，而結構方程模式不只可檢測中介效應，其亦可用來測試變

項之交互效應 — 亦即變項間之雙向因果關係（交互效果模式）（Ayman, 2004）。
前置效果模式之分析可採上述適用於直接效果模式之統計方式。再者，因前置與

中介效果模式的形式相似（皆有中介變項），故適用於中介效果模式的方式，亦

可應用在前置效果模式之上。至於在調節效果模式之分析上，變異數分析及調節

迴歸（moderated regression）是二種檢測調節變項在自變項及依變項關聯中所生

之效應的分析方式。此外，亦可以結構方程模式來分析調節效應。而若想測試跨

層次（cross-level）的調節效應則可採取多層次分析方法（如階層線性模式、多

層次結構方程模式）來進行（Antonakis, Schriesheim, Donovan, Gopalakrishna-Pillai, 
Pellegrini, ＆ Rossomme, 2004; Ayman, 2004）。 

值得補充說明的是，研究者如果想分析次級資料，亦可以採後設分析之方法

進行整合性的研究。先前的研究較常使用後設分析的方法去進行直接效果模式的

分析（如秦夢群、吳勁甫、濮世緯，2007；Chin, 2007; Marzano, Waters, ＆ McNulty, 
2005; Witziers, Bosker, ＆ Krüger, 2003）— 通常在研究中若是採固定或混合效

果模式，亦會檢視研究特徵（如研究的年代、學校教育層級、研究工具之品質等）

是否具調節效應。近年來，後設分析方法的發展不斷創新突破，目前後設分析已

和結構方程模式相結合（如 Beretvas ＆ Furlow, 2006; Cheung ＆ Chan, 2005; 
Cheung, Leung, ＆ Au, 2006; Furlow ＆ Beretvas, 2005），故在檢測模式的應用上

可更為廣泛 — 除直接效果模式外，更可將之延伸至前置、中介、調節及交互效

果等模式的檢測上。 
Hallinger 與 Heck（1998）表示，在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關聯之研究上，分

析的層次及多層次效應之議題應受重視。過去的研究受限於統計分析方法之進

展，較不能處理此議題。近年來，統計方法學已取得長足的進步，例如可採多層

次分析模式（如階層線性模式）來進行資料分析，克服此方面之問題，此種模式

實有助研究者探討組織之不同層級的效果為何（Hallinger ＆ Heck, 1996b）。觀

諸文獻可知悉，國內外在學校效能領域上主流及較新的量化分析技術為階層線性

模式（陳順利，2007），此一統計分析方法相當適用在教育資料的分析上，此係

因教育活動通常發生在具有階層特性之內屬結構（nested structure）的教育情境

中。在內屬結構的情境中，個人內屬於某一組織或團體（如班級），而此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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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團體本身，亦依次內屬於其上一階層結構的組織（如學校、社區、縣市或國家

層級的組織）。對應於教育現象的多層次或階層性，教育研究的資料也有不同的

層次或階層（高新建，1997；高新建、吳幼吾，1997）。基於教育組織之內屬結

構的認識，吾人可推論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應包括各個層次（如個人、學校、縣

市、國家）的因素。而階層線性模式正可將內屬結構的特性納入考量。 
就先前研究之缺失而言，Kennedy 和 Mandeville（2000）認為學校資料具有

多層次的特性，因而在進行統計分析時應對此加以考量。然而，先前的研究在進

行時，所採用的統計技術常無法去處理多層次的學校資料。例如，研究者採用單

一層次的迴歸分析，此僅能分析單一層次（如學生）的資料，因此便會忽略其他

層次（如學校及班級變項）的資料；或者，藉由聚合學生資料建立層次而去壓抑

校內變異。然而，此分析策略可謂問題重重。詳言之，若使用傳統的迴歸分析，

將導致兩難的局面：1.如果以個人為分析的單位將使估計標準誤變得過小，而使

第一類型錯誤過於膨脹，同時也無法符合迴歸殘差之同質性假設。2.如果以組織

為分析的單位，並將各組織中個人變項的平均數做為依變項，將導致其他以個人

為單位的自變項難以納入，組織內在的訊息均被捨棄，且易因組織的特性造成分

析結果解釋上的偏誤（陳正昌、程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5）。再者，其將

使研究無從進行跨層次的分析推論。溫福星（2006）亦提及，教育與心理研究常

使用「多階段隨機集群抽樣」，而在集群隨機抽樣下，或是巢套、鑲嵌或內屬設

計（nested design）的情況下，對所蒐集到的資料利用迴歸分析進行統計分析，

則原先模型設定的假設將可能被違反。而研究時如果採取階層線性模式來分析資

料，便可進行跨層次的分析，計算各個層次之預測變項的效果，並克服傳統研究

方法常會遇到的三項問題：標準誤的誤估、忽略迴歸的異質性、及合計的偏差（高

新建、吳幼吾，1997）。 
近年來階層線性模式在國外學校效能領域上的應用業已發展成熟，例如國際

上有關學校效能主題的知名期刊《學校效能與學校改進》（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便已刊登不少以此法分析的實徵研究論文（如 Griffith, 2002; 
Hill ＆  Rowe, 1996, 1998; Kyriakides, Campbell, ＆  Gagatsis, 2000; Thorpe, 
2006）。反觀國內，此方法在教育行政或政策領域的使用則尚在起步階段，已累

積的實徵研究尚不多見（如吳政達，2002，2007；李新民、陳密桃，2007；李懿

芳、江芳盛，2008；林俊瑩、吳裕益，2007；邱皓政、溫福星，2007；蕭佳純、

胡夢鯨，2007；蕭佳純、董旭英，2007）。因而，值得研究者採行，用來分析研

究資料，累積更多的實徵研究成果，使此種方法的使用更加推廣。 
Reynolds 和 Teddlie（2000a）在《國際學校效能研究手冊》（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hool effectiveness research）一書中指出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SEM）為日後學校效能研究在統計分

析方法的新議題或取向。事實上，先前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之運用較受限於統計

軟體的發展，研究者在取得軟體用以分析資料上實為困難。因而，在文獻上此法

之應用可謂相當少見（Heck, 2000）。基本上，傳統的多層次分析模式（如階層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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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模式）並沒有納入潛在構念的概念，在目前廣為流行的多層次分析軟體（如

HLM）雖已可處理因素的萃取，但仍受到諸多限制。質言之，多層次結構方程

模式有其優勢所在，其可同時解決多層次資料結構與潛在變數的估計問題（邱皓

政，2007）。由此觀之，其適用性相當廣泛，許多更為複雜的模式即可藉此來加

以分析。近年來，由於統計軟體之技術性問題已漸被克服，國內外在教育與心理

研究上的運用（如李仁豪，2007；邱皓政，2007；黃芳銘、溫福星，2007；Cheung 
＆ Au, 2005; Cheung, Leung, ＆ Au, 2006; Goldstein, Bonnet, ＆ Rocher, 2007; 
Zimprich, Perren, ＆ Hornung, 2005）有方興未艾之勢。迄今，在教育行政或政

策研究上的運用仍不多見，然已有研究者嘗試採此法進行實徵研究，如 Maeyer、
Rymenans、Petegem、Bergh 與 Rijlaarsdam（2007）即採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之

統計分析方式分析資料，用以剖析教育領導與學生成就之關聯性。 
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研究發展至今，研究者已逐漸採用較複雜的模式（如中

介、調節或交互效果模式）來詮釋變項間之關聯性。而隨著統計分析方法論的進

展，更趨複雜的模式 — 如有調節的中介模式，有中介的調節模式（溫忠麟、張

雷、侯杰泰，2006；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亦能加以分析處理。一般

言之，要檢測複雜的模式通常須應用較進階的統計方法來分析資料。在統計分析

方法的應用上，國內與國外研究相較之下，仍有一段落差。因之，此有待研究者

投注更多心力去研究。一旦研究者能熟悉近年來所發展的進階統計分析方法，那

麼在分析較複雜的模式時將更得心應手。 
 
（三）概念及方法論的進展 

 
就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研究的概念及方法論之進展而言，Hallinger 和 Heck

（1996b）表示最常在研究中使用的模式為中介效果模式及直接效果模式（具備

及不具前置效應）。儘管在邏輯上交互效果模式是受到支持及成立的 － 諸多論

者（如葉連祺，2004；鄭燕祥，2003；Hallinger ＆ Heck, 1996a, 1998; Hallinger 
＆ Leithwood, 1996; Pinter, 1988）更提出模式加以闡釋 － 但幾乎沒有研究是以

此種觀點來進行研究。如果接受校長領導是交互而非單向效果此種理論觀點，那

麼在進行未來研究時，這將是一種重要的研究取向及目標。事實上，在校長領導

之影響的研究方面，研究取向隨著時間的遞嬗，已從簡單的直接效果模式朝向較

複雜及全面性的概念模式。值得指出的是，較全面性的校長影響模式須採用更為

強而有效的統計分析技術來分析資料。再者，Hallinger 和 Heck（1996b）認為在

定義行政管理者的效果時，考量須較為全面（例如不僅限於學生學業成就）。此

外，文化因素相當重要，大多數研究是採用西方文化的觀點在進行領導研究。職

是，應考量非西方文化其自身對領導及效能的界定，據以進行研究。而在研究的

方法論上，除實證論外，可採其他不同觀點進行研究（如批判、女性主義、後現

代、混沌及複雜性理論等之觀點）。最後，彼等提醒吾人應注意的是，大部分的

研究所採用的是非實驗設計（主要為橫斷性調查研究），若單依此種觀點，則對



 113

校長領導影響的了解會較為受限。因之，建議使用較多樣性的研究方法（貫時性、

實驗、準實驗、質性研究等）。例如可採用混合性（結合多種方法）或兩階段式

之研究設計進行研究。就兩階段之方法而言，可先以量化分析進行整體性的了

解，之後再將研究議題或範圍縮小、聚焦，以質性的研究方法進行深入的探討。 
 
（四）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 

 
國內外業已累積數篇有關探討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效能關係之回顧性文獻

及後設分析研究，此實有助於了解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關聯性。以下，茲

就這些研究所得之結果加以析述，之後，再就與競值架構有關的實徵研究成果進

行剖析。 
 
1.回顧性及後設分析研究 

 
針對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關聯之探討，Hallinger 和 Heck 進行一系列的研究

（Hallinger ＆ Heck, 1996a, 1996b, 1998），其研究主要參酌 Pinter（1988）分析

行政人員的影響及效能之分析架構，有系統的回顧 1980 至 1995 年間之相關文

獻，其研究顯示校長對於學校效能及學生成就所產生的影響是可被衡量的，然此

乃藉由間接效果來達成。雖然此一間接效果相對偏小，但是在統計上已達顯著。

此結果正支持教育學者所持之信念，亦即校長對學校效能和學校改進是能有所貢

獻的。而校長領導主要可藉由以下徑路對學校系統產生影響：1.目的與目標。2.
結構與社會網絡。3.人員。4.組織文化（Hallinger ＆ Heck, 1998）。值得注意的

是，一些研究支持校長領導可對學生學習造成差異之觀念，然而，這些研究進一

步顯示，吾人須注意這些效果是在何種情況下達成（Hallinger ＆ Heck, 1996）。
易言之，此即反應出領導權變論的觀點。因之，領導與脈絡變項所生之交互作用

如何對學校效能或學生成就造成影響值得探究。 
林明地（2000）在「校長領導的影響：近三十年來研究結果的分析」之研究

中，歸納國內之相關學位論文、專書或專案報告以及期刊論文，詳加分析校長領

導對學生、教師、家長或學校社區、校長自身以及整體學校組織之影響。在校長

領導對學校組織效能的影響上，其研究發現：1.就影響存在與否而言，校長領導

特質（風格）、行為、（方）型式、角色、領導行政（管理）能力與表現、權力運

用、衝突管理、教學領導、溝通行為、以及轉型（化）領導程度的不同，其學校

組織效能亦有所差異。2.就領導影響的內容而言，領導風格中仍以高轉型高交易

的領導方式，組織效能較高；大多數的研究都主張以高關懷高倡導（高工作高關

係導向）較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校長在各種領導角色扮演較強者，組織效能

亦較高；作之親、作之君、作之師三種領導，和多種行政管理能力與表現愈強者，

組織效能亦較高；在權力運用方面，則以同時兼顧正式權力與功能的運作方式最

佳，而以功能權力運用最有助於組織效能的提升；領導特質較佳，採用合作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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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管理、教學領導各項任務的執行、提供訊息等溝通行為、以及較佳的轉型領

導，亦較有助於學校組織效能。整體而言，校長領導特質（風格）、方（型）式

等，有助於提高教師所知覺的整體與各層面的組織效能及增進組織的績效。3.就
影響的變化情形而言，高關懷高倡導對於組織效能的提升雖有較多的研究支持，

但仍有例外。而在整個研究之結論上，林明地指出：校長領導的影響範圍廣泛，

校長領導對學校的人員、過程與結果是可以發揮影響的。再者，特定的領導實際

（如高倡導高關懷）之正向影響普遍性較高，雖具變異性，如影響可能因情境而

有所差異，但仍可供參考。此外，其建議在研究校長領導時宜掌握較完整的研究

模式，如將校長領導、學校內部過程、以及學校核心任務的變項納入其中，以探

討變項彼此的關係。 
吳勁甫（2003a）在「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探討—研究結果的回顧」

一文中歸納國內相關研究所得之結果為：1.採取「高－高」領導型式（如高倡導

－高關懷；高轉型－高互易；在競值架構中是各種領導角色或行為表現愈佳）進

行領導，學校效能會愈高。雖然如此，但權變領導的研究結果則指出並無單一普

遍的領導型式。換言之，領導者在領導時要依不同的情境而有所權變。2.校長領

導和學校效能兩者間具有正向的關連。3.校長領導可預測學校效能。4.校長領導

可直接影響學校效能或是透過中介變項（如學校文化）而影響學校效能。此外，

其在歸納國外相關文獻後得到如下結論：校長對學校效能的影響是間接的；然

而，校長自身亦受到學校本身的規範、特徵及環境所影響。易言之，校長領導雖

然可以影響學校效能，但影響往往是間接的（如透過組織文化），而且校長領導

亦受其他因素所影響。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兩者間並不是簡單的因果關係（亦即

校長領導會影響學校效能），要了解校長領導如何影響學校效能須將一些相關因

素（如學校特徵、環境、文化等）納入考量。 
Witziers、Bosker 和 Krüger（2003）針對 37 篇有關探討教育領導與學生成就

關係的實徵研究進行後設分析，其研究顯示學校領導確實對學生成就具有正向且

顯著的影響，然而平均效應量（平均 Zr 值為.02）卻偏低。此外，其再將領導依

不同的分層面加以區分，探討領導與學生成就之關聯為何。結果顯示有四個領導

行為分層面（視導及評鑑、監控、能見度、界定及溝通任務）與學生成就有顯著

正向的關聯，平均效應量（平均 Zr 值）分別為：視導及評鑑與學生成就（.02）、
監控與學生成就（.07）、能見度與學生成就（.07）、界定及溝通任務與學生成就

（.19）。上述四個平均效應量（平均 Zr 值）介於.02 到.19 之間，若將四個 Zr 值
轉換為 r 值，其值亦約介於.02 到.19 之間。而依 Cohen（1988）對效應量所下的

標準而言，大致可將效應量作如下歸類：（1）當 r 值 ≤.10 時為小效應量（2）當

r 值為.25 時為中等效應量（3）當 r 值≥.40 時則為大效應量。若依 Cohen 所提之

標準觀之，教育領導雖與學生成就有正向顯著的關聯，然效應量卻偏低。 
事實上，Witziers、Bosker 和 Krüger（2003）在探討教育領導與學生成就之

關聯時是依「直接效果」及「間接效果」二種模式來分析。具體言之，在進行後

設分析時其是依直接效果模式的架構來分析資料，結果顯示教育領導與學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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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應量偏低。而在間接效果模式的分析上，共搜集到 5 篇相關的實徵研究來進

行文獻的探討及評析（不進行量化的後設分析），結果顯示間接或中介效果模式

的想法可獲得支持。由這些研究可得知教育領導與學校組織及文化，以及教師的

行為及教室之實務等中介因素有關，而這些因素又進而與學生成就產生關聯。綜

言之，Witziers、Bosker 和 Krüger 之研究顯示在探討教育領導與學生成就時，因

為變項間的效應量偏小，所以直接效果模式在闡釋兩者的關聯上較為受限。因

之，欲了解教育領導與學生成就的關聯性，間接或中介效果模式的應用值得推介。 
Marzano、Waters 和 McNulty（2005）以後設分析之方法來探討校長領導與

學生學業成就的關聯性，其研究之對象主要係針對美國之學校或者與美國之情境

及文化相仿的學校，所據以分析的資料共計 69 篇相關研究（時間從 1978 至 2001
年為止），研究顯示校長領導與學生學業成就的平均 r 值（平均效應量）為.25。
其次，彼等再將領導區分成不同的分層面（如變革、彈性、秩序、關係等 21 個

層面）來探討不同領導層面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關聯性，研究顯示平均 r 值約介

於.18 至.33 之間。此外，不同學校類型或教育層級所得的結果分別為：小學

（elementary）之平均 r 值為.29、中間學校/國中（Middle school/Junior high）之

平均 r 值為.24、中學（high school）之平均 r 值為.26、幼稚園至 8 年級（K-8）
之平均 r 值為.15、幼稚園至 12 年級之（K-12）平均 r 值為.16。由此可得知校長

領導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具有密切的關係，或者校長領導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具有深

遠的影響。 
王博弘、林清達（2006）針對台灣近二十年來校長領導實徵研究與學校效能

關係進行文獻的探討及回顧。其研究所得之結論為：1.校長領導和學校效能之間

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且校長領導亦可預測學校效能，亦即校長可直接影響學校效

能，或是透過中介變項（如學校環境、學校組織文化、人際關係等）間接影響學

校效能；2.校長採取「特質領導」、「高倡導高關懷」、「高轉型高互易」、「教學領

導與課程領導」、「在領導角色與行為表現愈佳」等領導型式，更能有效提升學校

效能。3.以權變領導的觀點所得之研究結果發現，並無單一普遍的領導型式可以

影響學校效能，校長領導必須衡量不同情境採取不同的領導型式，並須考量相關

的脈絡因素。 
秦夢群、吳勁甫和濮世緯（2007）採後設分析的方法，分析國內有關探討校

長轉型、交易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關聯之博碩士論文（1995-2005 年），研究得到

四項結論：1.校長轉型領導整體層面與教師工作滿意之間存在正向關聯，問卷回

收率在變項關聯上具有調節作用。校長轉型領導之所有分層面皆與教師工作滿意

成正向關聯。2.校長交易領導整體層面與教師工作滿意之間存在正向關聯，研究

人數、研究區域範圍、學校教育層級三者在變項關聯上具有調節作用。校長交易

領導中的「後效酬賞」與「例外管理」分層面與教師工作滿意之間存在正向關聯。

3.「主動」例外管理與教師工作滿意之間存在正向關聯。研究雖顯示「被動」例

外管理與教師工作滿意之間未具關聯，然變項間確切之關聯性仍有待釐清。4.校
長轉型領導與交易領導相較下，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之關聯性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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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2007）採後設分析之方式分析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成果（school 
outcomes）的關聯性，其研究的對象乃針對美國以及台灣的學校，所搜集之實徵

研究的時期約從 1990 至 2003 年為止。而其在分析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成果變項

之關聯時是將學校成果變項區分成教師工作滿意、學校效能以及學生成就三者來

加以探討。其研究所得之結果為：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的平均 r 值

為.707；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平均 r 值為.695；校長轉型領導與學生成就

的平均 r 值為.487。若分別就美國及台灣的資料分析，則所得之結果顯示在美國

方面：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的平均 r 值為.756；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

能的平均 r 值為.803；校長轉型領導與學生成就的平均 r 值為.539；在台灣方面：

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的平均 r 值為.672；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平

均 r 值為.629；校長轉型領導與學生成就的平均 r 值為.449。若就國小及中學二

個不同的教育層級分析，國小所得之結果為：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的平

均 r 值為.762；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平均 r 值為.713；校長轉型領導與學

生成就的平均 r 值為.458；中學所得之結果則為：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

的平均 r 值為.637；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的平均 r 值為.655；校長轉型領導

與學生成就的平均 r 值為.534。再者，由研究所得之結果可得知，學校教育層級

或類型以及研究的國家別為影響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成果關聯之調節變項。綜言

之，Chin 以後設分析方法針對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成果（教師工作滿意、學校

效能及學生成就）之關聯所進行的研究正顯示：校長轉型領導的確可對學校成果

造成正向的影響。 
 
2.競值架構的研究 
 

鄭彩鳳（1996）在其競值途徑應用在高中職校長領導角色、學校組織文化與

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中發現：1.校長若在每一角色上有較強的趨勢，則有越高之

各種組織效能。2.具強勢作為角色之校長（係指校長領導角色各層面的平均數為

各學校集群中之最高者），能營造最高的組織效能，且校長領導角色會影響學校

組織效能。3.校長領導角色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連。4.校長競

值領導角色是預測競值組織效能的重要因素。 
孫瑞霙（2002）在「競值架構下領導型態、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研究－以

台灣地區技術學院為例」此一研究中所得的結論為：1.在領導型態對組織效能的

影響程度上：穩健保守型的領導對內部過程效能具顯著正向影響。創新適應型的

領導亦對開放系統效能具顯著正向影響關係；然而目標取向型的領導雖對理性目

標效能具正向影響關係，但其對內部過程效能之影響較大。體恤支持型的領導雖

對人群關係效能具有正向影響關係，但對開放系統模式效能之影響較大。研究結

果雖未符合競值架構之趨同概念，但進一步分析後仍可看出，穩健保守型與目標

取向型的領導皆對內部過程效能之影響較大；體恤支持型與創新適應型則對開放

系統的效能影響較大。亦即當領導型態偏重在競值架構的下方象限（正式化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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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化）時，有助於穩定控制及資訊管理效能；當領導型態偏重在競值架構的上方

象限（彈性回應及開放）時，則有助於創新適應及外部資源的取得。2.不同的領

導構型（分為「卓越領導型」、「消極放任型」及「目標控制型」）會影響學校組

織效能的表現。亦即，校長採「卓越領導型」領導時（係指各領導角色表現之平

均數皆為各集群中之最高者），在學校組織效能上的表現大多顯著高於「消極放

任型」及「目標控制型」。 
吳勁甫（2003b）在競值架構應用在國民小學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組織效能

關係之研究中發現：1.校長在四個領導行為面向之表現愈佳，學校組織效能亦愈

高。2.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組織效能兩者之間具有正向的關連。3.校長領導行為

能預測學校組織效能。位於競值架構中某一象限的校長領導行為不限於只能預測

對應象限的學校組織效能，亦能預測非對應象限的學校組織效能。 
Smart（2003）以「二年制學院之組織效能：文化和領導複雜性之聚合」為

題，其研究顯示：1.領導之複雜性與學校組織效能有正向關聯。2.領導者在四個

領導角色上的表現愈佳，學校組織效能亦愈高。4.能以愈均衡與複雜的方式來扮

演多元角色之領導者比只將焦點置於少數一、二種角色之領導者更具效能。 
Yang（2005）在高雄市私立幼稚園園長競值領導行為作為學校績效表現關鍵

指標之研究中發現：1.幼稚園的組織效能和園長領導行為、領導類型的一致性及

文化價值的一致性有顯著的正相關。2.園長領導行為是預測主觀的組織績效表現

的重要因素，然對客觀的組織績效表現則無預測作用。3.位於競值架構中某一象

限的園長領導行為不限於只能預測對應象限的學校組織效能，亦能預測非對應象

限的學校組織效能。 
黃馨慧（2006）在競值架構應用在國民小學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中發現：1.校長在四個領導行為面向之表現愈佳，學校效能亦愈高。2.校長

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兩者之間具有正向關連。3.校長領導行為能預測學校效能。 
江澈（2007）在私立高級中學校長競值領導、教師專業承諾、組織創新與組

織效能關係之研究中有如下發現：1.私立高級中學校長競值領導能力越強，則教

師專業承諾表現、學校組織創新作為及組織效能提升會愈好。2.私立高級中學校

長競值領導對教師專業承諾、組織創新、組織效能均具正向因果關係，並以變革

領導對積極投入、行政管理創新、財務控管的影響最大。3.私立高級中學校長競

值領導、教師專業承諾、組織創新對組織效能具正向因果關係。4.校長競值領導

經由組織創新直接影響組織效能。8.校長競值領導經由教師專業承諾的中介關係

到組織創新直接影響組織效能。而在分析變項間因果關聯時其是依直接效果模式

及完全中介模式的角度來加以詮釋。 
陳春風（2007）在高雄縣國民小學校長領導能力、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中發現：1.涵養校長專業領導能力，有助於學校效能之提升。2.校長領導

能力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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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文化之關係 

 
在許多領導的文獻中，對校長如何形成或建立學校的組織文化有廣泛的討

論，研究證據中正顯示：有效能的學校領導者可塑造學校的組織文化（鄭彩鳳，

2002）。具體言之，校長領導內涵與學校文化關係密切，再者校長是學校文化形

塑與改變的引導者。在校長領導中，諸多學者均強調文化領導的重要性。如

Sergiovanni 即將校長的「文化力」視為五個重要的領導力之一。另外，從校長所

扮演的角色中，如 Deal 與 Peterson（1999）的校長在學校文化形塑所扮演的八

個角色（歷史學家、人類學偵探家、願景專家、符號、陶匠、詩人、演員、療傷

者），此皆顯示校長於學校文化形塑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Deal 與 Peterson 即宣

稱形塑學校文化是「領導的心臟」（the heart of leadership），因為學校文化實乃學

校成就與學生學習的關鍵（林信榕，2007）。以下，茲析述競值架構的相關研究

之結果，以明瞭在競值架構下，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文化之關聯性為何。 
鄭彩鳳（1996）在其競值途徑應用在高中職校長領導角色、學校組織文化與

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中發現：1.校長若在每一角色上有較強的趨勢，則越易有助

於每一種組織文化之形成。2.具強勢作為角色之校長（係指校長領導角色各層面

的平均數為各學校集群中之最高者），最有助於建立組織文化，且校長領導角色

與學校組織文化相互影響。3.校長領導角色與學校組織文化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

關連。4.校長競值領導角色是學校競值組織文化的重要預測因素。 
林淑芬（2001）於競值架構在國中校長領導行為及學校組織文化應用之研究

中發現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組織文化互相有關聯。 
羅錦財（2001）在「國民中學校長領導角色與學校組織文化競值途徑之研究

---以桃園縣市為例」之研究中所得之結論為：國民中學校長領導角色與學校組織

文化呈正相關。 
Newman（2001）以美國 Missouri 州之國民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

校長對領導與學校文化關係知覺之研究。其研究顯示：1.領導行為與學校文化之

間具有正向關聯。2.領導行為與四種文化類型符合競值架構在趨同之主張 － 亦
即領導行為與文化若處於相同象限，則兩者的相關即高於領導行為與文化非處於

相同象限者。3.國民小學校長知覺到朋黨文化之特徵最能代表學校的文化。而朋

黨文化與四種領導行為層面的相關亦是最高的。 
孫瑞霙（2002）在「競值架構下領導型態、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研究－以

台灣地區技術學院為例」此一研究中發現：不同的領導構型（分為「卓越領導型」、

「消極放任型」及「目標控制型」）會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的表現。具體言之，當

校長係屬於「卓越領導型」領導時（係指各領導角色表現之平均數皆為各集群中

之最高者），學校在組織文化各層面上的強度均高於其他兩種領導構型。 
Smart（2003）以美國州立系統之社區學院的教職員及行政人員為研究對象，

其在「二年制學院之組織效能：文化和領導複雜性之聚合」之研究中發現組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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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領導之複雜性之間具有正向關聯。 
賴鈴文（2006）在高雄縣市國民小學校長領導行為、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變

革態度關係之研究中發現校長領導行為面向之表現愈佳，學校組織文化亦愈高。   
陳春風（2007）在高雄縣國民小學校長領導能力、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中提出展現校長優質領導能力，有助於較佳組織文化之形塑的結論。 
 

參、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關係 

 
從學校或教育組織的相關實徵研究中可知組織的效能顯受組織文化的品質

或特性所影響，而此正支持組織文化是決定組織品質或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信念。

然而，在事實上，不同的組織文化是否會造就不一樣的組織成果（如組織效能）

之問題並不容易回答—因為光是測量組織效能本身便為複雜之事（Owens ＆ 
Valesky, 2007）。就學校文化與組織效能或績效表現的關聯而言，林信榕（2007）
提及，影響組織效能或績效表現的因素很多，因此似乎難以明確的指出組織文化

與組織效能或績效表現的關係，然亦有研究者指出強勢的組織文化與有效能或績

效的組織間有相當的關係（如有效能學校與強勢組織文化特徵彼此間隱含有正向

關係）。組織文化與效能或績效表現的關係大致可歸納成以下四種論點。 
其一假設強勢文化與組織的效能或績效表現有正向的關係（如假定組織員工

與管理者具有相同的價值觀、信念和規範等，則組織文化與組織的效能或績效表

現有直接的相關性）；其二與恰與第一種觀點相反，亦即強勢的組織文化係因組

織的高度效能或績效表現而產生，甚至組織文化係高度效能或績效表現組織的副

產品；其三係基於所處情境來思考（即權變理論觀點）何種文化是最合適，甚至

是必要的，且對組織的效能或績效表現有所助益。例如，有些組織論者便認為因

過於複雜及模糊的組織情境，所導致組織難以用傳統的方法來掌控時，文化是重

要的調節機制；其四為基於適應文化的觀點，亦即組織之所以有良好的表現，其

關鍵在於具有因應周遭環境改變的能力。 
為明瞭在競值架構下，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關聯性為何，以下，茲就

競值架構之相關研究結果加以說明。 
Cameron 和 Freeman（1991）以高等教育機構為研究對象，針對文化之一致

性（趨同）、強度及類型與效能之關係進行研究，其發現：1.擁有趨同組織文化

及不趨同組織文化的組織間在組織效能上未具有顯著差異。2.擁有強勢組織文化

及弱勢組織文化的組織間在組織效能上未具有顯著差異。3.機構的組織文化類型

與組織效能有重要的關聯。4.在解釋組織效能上，組織文化類型似乎比組織文化

之趨同與強度來得重要。 
Smart 和 Hamm（1993）分析二年制學院之組織文化及效能的關係，其研究

顯示：1.在控制學校的規模及財務困境之下，組織成員知覺之組織效能與其主要

的組織文化類型有很強的關聯存在。2.四種主要的組織文化類型在組織效能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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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顯著差異。主要之組織文化類型為臨時組合文化者最具效能，主要組織文

化為朋黨及市場者居次，而最不具效能者為層級節制文化類型。 
鄭彩鳳（1996）探討高中職校長領導角色、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關係。

在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的關係上，其研究顯示：1.學校若在每一文化上有較

強的趨勢，則有越高之各種組織效能。2.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間有正向的

關連。3.整體強勢之學校組織文化（係指學校組織文化集群中，在組織文化各層

面之平均數為各集群中最高者，亦即具有高度綜合性之組織文化的學校），能獲

致最高的組織效能，且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效能。4.學校競值組織文化是預測競

值組織效能的重要因素。 
Smart 和 St. John（1996）在「高等教育之組織文化及效能：文化類型及強勢

文化假設之測試」之研究中，探討組織文化與效能的關係，研究所得之結論為：

1.組織效能須視文化類型與文化強度而定。2.組織文化類型與文化強度相較下，

其對組織效能或績效表現的影響較大。3.就整體而言，強勢文化未比弱勢文化來

得具有效能。因之，有關文化強度之假設未獲支持。然而，文化強度在組織文化

與績效表現的關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強度與文化類型之結合有助於提升組

織的效能或績效表現，亦即文化強度具有條件或調節的效果。 
Smart、Kun 和 Tierney（1997）在「二年制學院的機構文化及決策取向在促

進組織效能上之角色」之研究中發現：1.機構文化對組織效能有直接及間接的影

響。2.影響組織效能最主要的為臨時組合文化及朋黨文化。臨時組合文化及朋黨

文化對組織效能為正向影響，層級節制及市場文化則對組織效能有負向影響。3.
理性/同僚決策取向對組織效能有正向影響，獨裁/政治決策取向對組織效能則有

負向影響。決策取向在模式中除對組織效能具有直接效果之外，其亦扮演中介變

項的角色。臨時組合文化及朋黨文化透過理性/同僚決策取向對組織效能造成正

向影響。層級節制及市場文化則透過理性/同僚決策取向對組織效能造成負向影

響。 
孫瑞霙（2002）於「競值架構下領導型態、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研究－以

台灣地區技術學院為例」此一研究中所得的結論為：1.在組織文化對組織效能的

影響程度上：除了理性型文化對理性目標效能及內部過程效能之影響相當外，層

級型文化、共識型文化及發展型文化分別對內部過程效能、人群關係效能及開放

系統效能具較大的影響傾向。此結果顯示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各層面間具有對應

關係，亦即符應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趨同之觀點。2.不同的組織文化構型（分為

「卓越文化型」、「鬆散無力型」、「層級控制型」）會影響學校組織效能的表現。

亦即當學校文化處於「卓越文化型」時（係指各組織文化層面皆為各集群中之最

高者），其在組織效能上的表現大多優於「鬆散無力型」及「層級控制型」。 
Smart（2003）在「二年制學院之組織效能：文化和領導複雜性之聚合」之

研究中發現：1.組織文化之複雜性與學校組織效能有正向關聯。2.社區學院之組

織文化的複雜性愈高，其學校組織效能亦愈高。3.有效能之組織文化須在四種文

化間取得健康的均衡，而非僅將焦點置於少數一、二種文化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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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福慶（2004）之研究主題為「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之研究－以雲嘉地

區為例」，其研究發現：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的正相關。 
陳春風（2007）在高雄縣國民小學校長領導能力、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中發現：1.營造卓越組織文化並強調文化之共識性，有助於學校效能之提

升。2.組織文化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測力，其中以「發展文化」最能預測學校

效能。 
陳文慶（2008）採競值架構之觀點，探討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

之關係，其研究所得之結論為：1.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兩者之間有

正向關聯。2.學校組織文化能預測學校效能。位於競值架構中某一象限的學校組

織文化不只能有效預測對應象限的學校效能，亦可預測非對應象限的學校效能。

就組織文化與效能趨同與否的觀點而言，其研究顯示：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

各面向間除了「理性目標模式」只具「部分趨同，部分趨異」與「高度趨異」之

情形；「人群關係模式」只具「高度趨同」與「部分趨同，部分趨異」之情形，

其它兩個面向均同時具有「高度趨同」、「部分趨同，部分趨異」與「高度趨異」

之情形。因此可知在競值架構中，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之間存有趨同的特性

及動態的關係，也就是說，兩變項間並不單純只具有高度趨同之情形。所以某一

象限的組織文化不只能有效預測對應象限的組織效能，亦可預測非對應象限的組

織效能。 
 

肆、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關係 

 
迄今，國內外同時以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為題的研究已

有數篇，以下，茲就一般性的研究（非競值架構取向）及競值架構之研究的結果

加以析述。 
 

一、一般性的研究 
 

張慶勳（1996）針對國小校長轉化、互易領導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特性與組織

效能此一主題進行探究，其主要採取量化的問卷調查輔以訪問從事研究，研究所

得之重要結論為：1.校長運用轉化領導，以營建學校組織文化及增進學校組織效

能，為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研究的新取向。2.校長的人格特徵、學校組織文化特

性及外在壓力是影響校長領導較為重要的因素。3.校長領導是影響學校組織文化

特性與學校組織效能的導引者。4.一般而言，校長類皆兼採轉化與互易領導的策

略，且權變運用之。5.運用轉化領導，透過學校組織文化特性影響學校組織效能，

是校長運用領導策略的主要徑路。6.校長運用轉化、互易領導改變學校組織文化

特性及增進學校組織效能，視個別學校情況而異。7.轉化領導比互易領導更具有

領導效能。8.學校組織文化特性與學校組織效能關係密切，且是校長運用領導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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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增進學校組織效能的主要中介因素。其在研究中所提出之模式如圖 2-6-2 所

示。理論上，此係為「部分」中介效果模式。 
 

 
蔡進雄（2000a）所進行的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所得的研究結論為： 
1.轉型領導與互易領導在我國學校組織上有其價值性及適用性。2.目前國中

校長轉型、互易領導、學校文化及學校效能之現況良好。就轉型領導及互易領導

而言，目前國中校長能表現出中上程度的轉型領導及互易領導行為，但並不是非

常高；就學校文化而言，目前國民中學能表現出中上程度的「科層型文化」、「支

持型文化」及「創新型文化」，但並不是非常高；就學校效能而言，目前國民中

學之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體學校效能達中上程度，但並不是非常高。3.國中校長

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與學校效能間均有密切相關。4.國中校長轉型領

導、互易領導與學校文化對學校效能無交互作用存在。國中校長轉型領導、互易

領導與「科層型文化」、「支持型文化」、「創新型文化」對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體

學校效能並無交互作用存在。亦即，國中校長運用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與學校效

能的關係並不受「科層型文化」、「支持型文化」、「創新型文化」等學校文化情境

的影響。5.國中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

國中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科層型文化」、「支持型文化」、「創新型文化」

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力。其中校長轉型領導、「科層型文化」、「支持型文化」、「創

新型文化」對學校效能具有相當程度的預測力，而校長互易領導對學校效能之部

分層面有預測作用。 
張永欽（2002）在「台北市立國小校長領導行為塑造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

轉型領導

圖 2-6-2  校長領導型態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特性與學校組織

效能之理論架構圖 

資料來源：出自張慶勳（1996：121）。 

互易領導

學校組織效能 學校組織文化特性 

其他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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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研究」中得到以下結論：1.台北市立國小校長領導行為良好，以高關懷高倡

導的領導方式為佳。2.台北市立國小的學校組織文化良好屬高程度。3.台北市立

國小的學校效能良好屬高程度。4.台北市立國小教職員工知覺不同程度之學校組

織文化在學校效能上有顯著差異，而且學校組織文化量表得分愈高，其在學校效

能及各分向度的得分也愈高。5.台北市立國小教職員工知覺不同程度之關懷型校

長領導行為在學校效能上有顯著差異，而且關懷型校長領導行為量表得分愈高，

其在學校效能及各分向度的得分也愈高。6.台北市立國小教職員工知覺不同程度

之倡導型校長領導行為在學校效能上有顯著差異，而且倡導型校長領導行為量表

得分愈高，其在學校效能及各分向度的得分也愈高。7.台北市立國小教職員工知

覺校長領導行為和學校組織文化對於整體學校效能及其各向度具有正向預測作

用。 
江滿堂（2008）以「國民小學校長多元領導型態、團體動力、學校組織文化

特質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為題，進行研究，其所得的結論為：1.國民小學校

長經常運用多元領導型態。2.學校組織文化特質與學校效能關係密切，且是校長

運用多元領導型態增進學校效能的主要中介因素。3.學校組織文化特質的統整性

是影響學校效能最為重要的因素。4.校長多元領導型態、團體動力、學校組織文

化特質可以增進學校效能。5.團體動力與學校文化特質是校長運用多元領導型態

增進學校效能的中介因素。其研究針對校長多元領導型態、學校組織文化特質（中

介變項）及學校效能之因果關聯所提出之模式為「部分」中介效果模式（如圖

2-6-3）— 須說明的是這三個變項皆為潛在變項，在此未將各潛在變項的測量指

標繪出。而在此中介效果模式的研究結果上，其研究顯示校長多元領導型態對學

校效能有正向的直接影響（γ 係數為.58），校長多元領導型態對學校組織文化特

質具正向的直接影響（γ 係數為.64），學校組織文化特質對學校效能亦具正向的

直接影響（β係數為.61）。校長多元領導型態透過學校組織文化特質對學校效能

的間接效果為.39。而須指出的是，此模式的適配情形還未臻理想（如 RMSEA
之值為.15；SRMR 之值為.13），故仍有修正及改善的空間。 



 124

 

二、競值架構的研究 
 
鄭彩鳳（1996）以台灣地區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應用競值

途徑來探討高中職校長領導角色、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關係。其研究所得

之重要結論為：1.高中職校長之競值領導角色具矛盾詭譎之現狀，且以保守取向

類型居多。2.高中職學校之競值文化側重內部，且以科層取向類型居多。3.高中

職學校之競值組織效能有科層控制之趨勢。4.具強勢作為角色之校長，最有助於

建立組織文化，且校長領導角色與學校組織文化相互影響。5.具強勢作為角色之

校長，能營造最高的組織效能，且校長領導角色會影響學校組織效能。6.整體強

勢之學校組織文化，能獲致最高的組織效能，且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效能。7.積
極取向之學校組織行為，有最高之組織效能。8.學校公私立別及校長競值領導角

色，是學校競值組織文化的重要預測因素。9.學校類型、教師職務、校長競值領

導角色與學校競值組織文化，是預測競值組織效能的重要因素。10.競值途徑架

構在我國高中職校長領導角色、學校組織文化與效能上部分趨同、部分趨異，且

趨同與趨異之程度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高低有密切關係。 
孫瑞霙（2002）採取競值架構的觀點，針對台灣地區之技術學院教師進行調

查研究，其研究之結論為：1.「目標取向」及「穩健保守」是技術學院校長所重

視的領導型態，而較少表現「體恤支持」的領導型態，亦即偏重在競值架構中下

方象限的結構化及正式化領導。2.學校組織文化以層級型文化得分最高，並與其

他三種文化間呈現明顯差異，亦即技術學院的組織文化偏重在競值架構中之左下

象限的「微觀與控制」。3.學校在各項組織效能指標的表現上，以「穩定控制」

與「凝聚士氣」之績效表現最佳，而「創新適應」及「參與開放」之績效表現最

差。4.在領導型態對組織效能的影響程度上：穩健保守型的領導對內部過程效能

校長多元領導型態 

學校效能 

圖 2-6-3  校長多元領導型態、學校組織文化特質與學校效

能之結構模式關係圖 

資料來源：出自江滿堂（2008：174）。 

學校組織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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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顯著正向影響。創新適應型的領導亦對開放系統效能具顯著正向影響關係；然

而目標取向型的領導雖對理性目標效能具正向影響關係，但其對內部過程效能之

影響較大。體恤支持型的領導雖對人群關係效能具有正向影響關係，但對開放系

統模式效能之影響較大。5.在組織文化對組織效能的影響程度上：除了理性型文

化對理性目標效能及內部過程效能之影響相當外，層級型文化、共識型文化及發

展型文化分別對內部過程效能、人群關係效能及開放系統效能具較大的影響傾

向。6.不同效能集群在領導型態與組織文化上具顯著差異。7.不同的領導構型會

影響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的表現。8.不同的組織文化構型會影響學校組織效

能的表現。 
Smart（2003）在「二年制學院之組織效能：文化和領導複雜性之聚合」之

研究中得到以下結論：1.組織文化及領導之複雜性之間具有正向關聯。2.組織文

化和領導之複雜性與學校組織效能有正向關聯。3.領導者在四個領導角色上的表

現愈佳，學校組織效能亦愈高。4.能以愈均衡與複雜的方式來扮演多元角色之領

導者比只將焦點置於少數一、二種角色之領導者更具效能。5.社區學院之組織文

化的複雜性愈高，其學校組織效能亦愈高。6.有效能之組織文化須在四種文化間

取得健康的均衡，而非僅將焦點置於少數一、二種文化類型。7.領導的複雜性及

組織文化的複雜性對組織效能並無交互作用存在。要言之，Smart 的研究顯示領

導行為的複雜性及學校組織文化的複雜性具有正向關聯，而領導及組織文化之複

雜性又與學校組織效能呈正向關聯。因之，其認為學校領導者或許可藉由扮演多

元的領導角色之作為，發展更為平衡及複雜的學校組織文化，及較佳的學校組織

效能。又或者說，為了促進高度的組織效能或績效，發展較為平衡及複雜的學校

組織文化，以及學校領導者在領導作風上具有平衡及複雜的特性至關重要。 
陳春風（2007）以高雄縣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國民小學校長

領導能力、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之關係。其研究得到如下結論：1.國民小學教師

對校長領導能力的知覺屬中高程度，其中以「技術性能力」最佳。2.國民小學教

師對組織文化的知覺屬中高程度，且以「共識文化」感受程度較高。3.展現校長

優質領導能力，有助於較佳組織文化之形塑。4.營建卓越組織文化並強調文化之

共識性，有助於學校效能之提升。5.涵養校長專業領導能力，有助於學校效能之

提升。6.校長領導能力、組織文化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測力，其中以「發展文

化」最能預測學校效能。 
 

伍、小結 

根據上述相關研究之結果，茲將其綜合歸納如下： 
 
1.校長領導對學校組織效能影響之模式 

 
依據 Pinter（1988）所提出的架構，在探討校長領導對學校組織效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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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採取五種模式（「直接」、「前置」、「中介」、「調節」及「交互」效果等），

來分析變項的關聯性。綜觀國內外目前有關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效能之研究，絕

大部分的研究都採「直接」或「前置」效果模式來分析變項間的關係。須特別指

出的是，有些研究雖在題目上同時包含三個變項以上（例如校長領導、學校組織

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或者如背景變項、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效能），然而，所

提出的研究架構及在進行統計分析時，卻仍只採取「直接」效果模式的觀點解釋

變項之關聯性。換言之，研究變項雖包含三者以上，然變項只區分為解釋（自）

變項與被解釋（依）變項，當中卻未有變項扮演中介或調節變項的角色。 
以「中介」效果模式的架構來分析變項間之關係的研究尚不多見，故而，值

得後續研究加以應用。應注意的是，研究者雖採取「中介」效果模式，但一般未

清楚表明其模式係屬「部分」中介或「完全」中介模式。已進行的實徵研究如張

慶勳（1996）是採取「部分」中介模式，來分析國小校長轉化、互易領導、學校

組織文化特性與組織效能之關聯。江澈（2007）在其私立高級中學校長競值領導、

教師專業承諾、組織創新與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中，先以「部分」中介模式為出

發點，而經模式修正後，其採「完全」中介模式來解釋校長競值領導是如何透過

教師專業承諾及組織創新之中介作用，進而影響到組織效能。而江滿堂（2008）
則以「部分」中介模式來詮釋國民小學校長多元領導型態、學校組織文化特質與

學校效能之關係。 
國內外在「調節」效果模式方面之研究較為缺乏，究其可能之原因在於多數

研究者對統計分析方式的陌生所致，可用以分析資料的統計分析方式計有多因子

變異數分析、調節迴歸、結構方程模式及階層線性模式等。除多因子變異數分析

有研究用以分析之外，調節迴歸、結構方程模式及階層線性模式則幾乎沒有研究

加以採行。此方面的研究如蔡進雄（2000a）所進行的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

互易領導、學校文化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以雙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資料分

析，研究發現：國中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與學校文化對學校效能無交互作用

存在。亦即，國中校長運用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與學校效能的關係並不受「科層

型文化」、「支持型文化」、「創新型文化」等學校文化情境的影響。再者，如 Smart
（2003）之研究（「二年制學院之組織效能：文化和領導複雜性之聚合」）係採用

三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來分析資料，在研究中 Smart 雖未對此方面的統計分析

結果加以詮釋，然從統計檢定的結果可使吾人知悉，領導的複雜性及組織文化的

複雜性對組織效能並無交互作用存在。質言之，若要採調節效果模式分析變項間

之關聯性，研究者除了要深入了解調節效果模式的意涵，援引相關理論（如領導

的權變或情境論）據以發展出可能的模式外，更須去熟悉相關統計分析的原理及

運用方式。如此一來，方能適切應用調節效果模式來詮釋變項的關聯性。 
在校長領導對學校組織效能影響此一研究主題上，有關「交互」效果模式方

面之研究一直付之闕如。基本上，要進行此模式之研究須符合一些要件，例如，

應採行貫時性而非橫斷性的資料來檢測模式，另外在統計分析方法上，適宜用結

構方程模式分析資料。Hallinger 和 Heck（1998）即認為此種模式應為校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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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新取向。 
 
2.統計分析方法之應用 

 
國內外在研究時，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卡方考驗、T 考驗、變異

數分析、積差相關、迴歸分析，以及一些多變量的分析方法（如多變量變異數分

析、多變量共變數分析、集群分析、區別分析、典型相關、徑路分析、結構方程

模式）。多層次分析方法（如階層線性模式、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的使用則仍

在起步階段，實徵研究結果尚不多見。就國內所進行之研究而言，進階統計分析

方式之應用（如結構方程模式、階層線性模式）仍有待加強。結構方程模式的使

用有逐漸增加的趨勢，例如用來分析中介效果模式，但研究者對於中介效應的概

念仍相當生疏 — 如對部分中介或完全中介效果模式的概念未加釐清，分不清中

介效應及間接效應之區別，未能進行中介效應的檢定等（溫忠麟、張雷、侯杰泰、

劉紅云，2004）。而多層次分析方法的應用則亟待推廣。此分析方法在國外有關

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主題之研究的應用已逐漸增加，在學校效能領域上更早已成

為常用的資料分析方法，然在國內研究仍相當少見，故尚待研究者去採行，以累

積相關的研究成果。 
 

3.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關聯 
 

就校長領導型式與學校組織效能的關係而言。校長採取「高－高」領導型式

（如高倡導－高關懷；高轉型－高互易；在競值架構中是各種領導角色或行為表

現愈佳，或行為複雜性愈高），學校組織效能會愈高。然而，權變或情境論之領

導研究結果顯示並無單一普遍的領導型式。校長在領導時要依不同的情境而有所

權變，並且須考量相關的脈絡因素。 
    就學校組織文化類型與學校組織效能的關係而言。學校的組織文化若偏向整

體強勢類型、高度綜合性文化（亦即在四個象限的文化特性較強者），或者組織

文化的複雜性愈高者，學校組織效能會愈高（如鄭彩鳳，1996；Smart, 2003）。
然亦有研究（Cameron ＆ Freeman, 1991; Smart ＆ St. John, 1996）不支持上述

論點。而特別須指出的是，諸多研究在強勢文化或文化強度的定義上有所出入，

故而，在比較研究結果時須特別留意。 
就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能三者的關係而言，多數研究發現

三者之間存在正向的關聯。校長領導能預測或影響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效

能。學校組織文化能預測學校組織效能，或對學校組織效能造成影響。校長領導

可透過學校組織文化的中介作用，進而影響學校組織效能。而學校組織文化是否

在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效能的關聯上具有調節作用，則少有研究觸及此一議題，

故仍有待釐清。 
歸結上述文獻的發現，據此，本研究提出相關的研究假設（見第三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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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果模式」、「調節效果模式」及「中介效果模式」（見圖 2-6-4）為本研究

主要欲檢測的模式，以下，茲就提出上述三個模式的理由加以闡述。 
 
1.直接效果模式 
 

由先前有關競值架構的教育研究（江澈，2007；吳勁甫，2003b；林淑芬，

2001；孫瑞霙，2002；陳文慶，2008；陳春風，2007；黃馨慧，2006；鄭彩鳳，

1996；賴鈴文，2006；羅錦財，2001；Cameron ＆ Freeman, 1991; Smart, 2003; Smart 
＆ Hamm, 1993; Smart ＆ St. John, 1996; Smart, Kun, ＆ Tierney, 1997; Yang, 
2005）觀之，可知悉大多數的研究是以直接效果模式分析變項間之關聯性 － 亦
有採中介效果模式者（如江澈，2007）。研究結果大致顯示，領導、組織文化及

組織效能之間呈正相關，領導之複雜性、組織文化之複雜性及組織效能之間亦呈

正相關。此外，領導可預測、解釋或影響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組織文化亦可預

測、解釋或影響組織效能。植基於以往的研究發現，本研究仍採直接效果模式來

剖析變項的關聯性。具體言之，在模式中，校長領導行為及其複雜性（自變項）

可預測或解釋學校組織文化（依變項）及學校組織效能（依變項）。學校組織文

化及其複雜性（自變項）亦能預測或解釋學校組織效能（依變項）。而若單就校

長領導行為與學校組織效能兩個變項的因果關係而言，則係指校長領導行為（自

變項）可影響學校組織效能（依變項）。 
 
2.調節效果模式 
 

就行為複雜性的概念而言，其係包括「行為戲目」及「行為分化」二種成份，

在其中行為分化指涉領導者能根據組織的情境（如組織的角色關係、任務、位置、

時間等情況），權變展現其自身行為戲目所能發揮的領導功能。在學理上，此種

主張與領導之情境或權變取向的觀點有相似之處。領導的情境或權變取向主張領

導效能或組織效能是領導者的特徵（如特質或行為）與情境交互作用的結果，領

導者的特徵及組織效能之關聯會為其他（權變）因素所調節或影響。因之，權變

因素在領導特徵與組織效能的關係上所扮演的正是調節變項的角色（Ayman, 
2004）。以下，茲以兩個領導情境或權變研究的例子作說明。 

Kim、Dansereau、Kim 和 Kim（2004）在「領導的多元層次分析理論：文

化的效應作為調節變項」之研究中，論述其對領導的多元層次理論，其提出一些

會對領導者行為型態之接受產生調節作用的文化情況。藉由多元層次分析的角度

考量領導理論，以及採高層次的分析觀點對文化加以概念化，其主張部屬是否會

接受領導者的行為型態須視文化而定。而在研究中，彼等認為選擇文化作為關鍵

情況或調節變項之原因有以下數端：首先，諸多領導理論學家將文化視為調節領

導行為與領導效能關聯之要素。其二，在不一樣的文化中，不同領導行為及效能

關聯之解釋理論亟待建立及發展。其三，文化為多面向的構念。因之，多元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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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領導取向即可在諸多不同的文化情境下作比較。最後，文化與領導相較下，其

更常以高層次分析的觀點進行概念化，因而其提供從高層次對低層次分析作預測

的基礎。 
另外，徐長江與時勘（2005）在其「變革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的權變分析」

之研究中提及，變革型（轉型）領導與交易領導是當前領導研究的熱門議題，一

般認為，轉型領導是比交易領導更為有效的領導方式，然而，以權變的觀點出發，

轉型領導與交易領導的有效性還是要受到情境因素、被領導者因素關係的調節作

用。其在研究中即分析替代領導、領導與下屬的關係以及組織文化對轉型領導和

交易領導與領導效能關係的調節作用。就領導與組織文化的關係而言，彼等認為

領導者與組織文化是相互作用的，領導者對於組織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而既定

的組織文化又在很大程度上影響了轉型及交易領導的適應性及其效能的發揮。在

研究的結論上，其認為交易領導與轉型領導二者是共存的、互相補充的、交易領

導不一定過時，而轉型領導也並不是靈丹妙藥，什麼樣的領導方式有效還是必須

要因人、地、時採用靈活的方式加以處理。 
由上述可使吾人知悉，文化此一權變或情境因素在領導與效能的關聯上應具

調節作用。據此，本研究即提出調節效果模式，用以了解領導行為與組織效能的

關聯是否會受組織文化（調節變項）所調節。綜觀國內外競值架構的相關研究，

調節效應的檢測一直受到忽略，迄今仍少見有實徵研究著墨於此一主題。此外，

須特別說明的是，本研究所檢測的調節作用係分為二種。其一為「單一層次」的

交互或調節作用，此係探討教師知覺層次的學校組織文化對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

組織效能關聯的調節作用。其二則為「跨層次」的調節作用—亦即探討學校組織

文化（學校層次）的跨層次調節作用—此為近年來國內外組織行為研究的熱門議

題。在國外教育行政或組織行為研究領域上（尤其是學校效能研究），多層次分

析（multilevel analysis）的應用漸趨成熟，且研究成果相當豐碩，然此在國內尚

在起步階段，故亟需研究者投注心力去研究。基此。本研究為填補研究的罅隙，

便將此視為研究的焦點之一，在研究中對調節效應加以檢測。 
 

3.中介效果模式 
 
由 Hallinger 和 Heck（1996a, 1996b, 1998）的研究可得知，校長對於學校效

能或學生成就所產生的影響是可被衡量的，然而此乃是藉由間接效果來達成。組

織文化即為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關聯中的中介變項之一。值得指出的是，

Hallinger 和 Heck 在經文獻回顧後，所提出的為「完全」中介效果模式（見圖

2-6-1）。亦即，在此模式的架構之下，校長領導乃是完全經由中介變項（如組織

文化），間接影響到學校效能。須說明的是，此種表達方式易讓人誤認為校長領

導對學校效能不具直接影響，因為其是在中介效果模式的架構下來闡述變項間的

關聯性，若研究者或讀者不明究理，例如不明瞭中介效果模式的原理或意涵 — 
一般會去探討中介效應之前提即是自變項（校長領導）及依變項（學校效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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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互有關聯，否則較不會去考量中介變項。然而，亦有學者（如 MacKinnon, 2008）
認為，就算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未具顯著關聯，依舊可去探究可能的中介過程為

何 — 或者，對於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此一議題的認識不深。舉例言之，忽略「直

接」效果模式的存在，在「直接」效果模式的架構下，一些後設分析（秦夢群、

吳勁甫、濮世緯，2007；Chin, 2007; Marzano, Waters, ＆ McNulty, 2005），以及

競值架構之相關實徵研究（吳勁甫，2003b；孫瑞霙，2002；黃馨慧，2006；鄭

彩鳳，1996；Smart, 2003; Yang, 2005）即指出校長領導對學校效能亦具有直接效

果。因之，如果只單看 Hallinger 和 Heck 所提之「完全」中介效果模式，然卻忽

略其他模式之存在或不明瞭中介效果模式之原理，便可能產生錯誤的認知。 
依學理而論，中介效果模式可區分為「部分」及「完全」中介此兩種模式。

就校長領導影響學校效能之理論模式而言，「部分」中介（Pinter, 1988）及「完

全」中介（Hallinger ＆ Heck, 1996a, 1996b, 1998）模式皆有其合理性。故而，

本研究在檢測中介效果模式時，係先假定校長領導行為對學校組織效能的直接影

響仍然存在，在經實徵研究後，再來判斷應採「部分」中介或「完全」中介模式

詮釋變項間之因果關聯性。換言之，先採「部分」中介效果模式檢視變項間之關

聯性，若在「部分」中介效果模式的架構下，校長領導行為對學校組織效能的直

接影響不顯著，則再考慮以「完全」中介效果模式來詮釋變項間的關聯性。具體

言之，在本研究中，「部分」中介效果模式假定校長領導行為可直接影響學校組

織效能。此外，校長領導行為亦可透過學校組織文化（中介變項），間接影響到

學校組織效能；「完全」中介效果模式則假定校長領導行為對學校組織效能之影

響乃完全透過學校組織文化之中介作用間接達成。在採取競值架構的觀點，同時

探討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及學校組織效能三者關聯之研究中，本研究所提出

之中介效果模式乃為創舉。至今，在競值架構的相關研究中，仍未有實徵研究是

採此一模式來詮釋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及學校組織效能的關聯。職是之故，

此一模式的檢測應有其研究上的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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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4  研究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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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4  研究模式圖（續）

校長領導 
行為 

 
 
 

創造 

 

合作 

競爭 控制 

學校組織
文化 

 
 
 

臨時

組合

朋黨

市場層級

節制

學校組織
效能 

 
 
 

開放

系統 

人群

關係

理性

目標 

內部

過程

調節效果模式 

 

 

校長領導 
行為 

 
 
 

創造 

 

合作

競爭 控制

學校組織 

文化 

 
 
 

臨時

組合

朋黨

市場層級

節制

學校組織
效能 

 
 
 

開放

系統 

 

人群

關係 

理性

目標 

內部

過程 

  中介效果模式 



 133

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Cameron

和 

Freeman  

(1991) 

文 化 之 趨

同、強度及

類 型 與 效

能之關係 

美國公、

私立大學

及學院之

信託者、

行 政 人

員、部門

主管 

調查研究法 

 

1.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2.區別分析 

1.擁有趨同組織文化及不趨同組織文化的組織

間在組織效能上未具有顯著差異。 

2.擁有強勢組織文化及弱勢組織文化的組織間

在組織效能上未具有顯著差異。 

3.機構的組織文化類型與組織效能有重要的關

聯。 

4.在解釋組織效能上，組織文化類型似乎比組

織文化之趨同與強度來得重要。 

 

 

Smart 

和 

 Hamm 

(1993) 

二 年 制 學

院 之 組 織

文 化 及 效

能 

美國公立

二年制學

院之行政

人員及教

職員 

調查研究法 

 

多變量共變數

分析 

1.在控制學校的規模及財務困境之下，組織成

員知覺之組織效能與其主要的組織文化類型

有很強的關聯存在。 

2.四種主要的組織文化類型在組織效能面向上

存在顯著差異。主要之組織文化類型為臨時組

合文化者最具效能，主要組織文化為朋黨及市

場者居次，而最不具效能者為層級節制文化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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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鄭彩鳳

（1996） 
競 值 途 徑

應 用 在 高

中 職 校 長

領 導 角

色、學校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台灣地區

公私立高

級中等學

校 （ 高

中 、 高

職、綜合

型學校）

教師 

調查研究法 

 

1.T 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積差相關 

4.多元迴歸 

5.集群分析 

6.區別分析 

7.典型相關 

8.多元尺度法

1.高中職校長之競值領導角色具矛盾詭譎之現

狀，且以保守取向類型居多。 

2.高中職學校之競值文化側重內部，且以科層

取向類型居多。 

3.高中職學校之競值組織效能有科層控制之趨

勢。 

4.具強勢作為角色之校長，最有助於建立組織

文化，且校長領導角色與學校組織文化相互影

響。 

5.具強勢作為角色之校長，能營造最高的組織

效能，且校長領導角色會影響學校組織效能。

6.整體強勢之學校組織文化，能獲致最高的組

織效能，且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效能。 

7.積極取向之學校組織行為，有最高之組織效

能。 

8.學校公私立別及校長競值領導角色，是學校

競值組織文化的重要預測因素。 

9.學校類型、教師職務、校長競值領導角色與

學校競值組織文化，是預測競值組織效能的重

要因素。 

10.競值途徑架構在我國高中職校長領導角

色、學校組織文化與效能上部分趨同、部分趨

異，且趨同與趨異之程度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高

低有密切關係。 

Smart 

和 

St. John 

(1996) 

高 等 教 育

之 組 織 文

化 及 效

能：文化類

型 及 強 勢

文 化 假 設

之測試 

美國大學

及學院之

信託者、

行 政 人

員、學術

部門主管 

調查研究法 

 

1.區別分析 

2.多變量共變

數分析 

1.組織效能須視文化類型與文化強度而定。 

2.組織文化類型與文化強度相較下，其對組織

效能或績效表現的影響較大。 

3.就整體而言，強勢文化未比弱勢文化來得具

有效能。因之，有關文化強度之假設未獲支

持。然而，文化強度在組織文化與績效表現的

關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強度與文化類型

之結合有助於提升組織的效能或績效表現，亦

即文化強度具有條件或調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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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Smart、 

Kun 和 

Tierney 

(1997) 

二 年 制 學

院 的 機 構

文 化 及 決

策 取 向 在

促 進 組 織

效 能 上 之

角色 

美國公立

二年制學

院之行政

人員及教

職員 

調查研究法 

 

1.積差相關 

2.路徑分析（直

接及間接效果

模式） 

1.機構的規模對組織效能有正向的影響。 

2.機構文化對組織效能有直接及間接的影響。

3.影響組織效能最主要的為臨時組合文化及朋

黨文化。臨時組合文化及朋黨文化對組織效能

為正向影響，層級節制及市場文化則對組織效

能有負向影響。 

4.理性 /同僚決策取向對組織效能有正向影

響，獨裁/政治決策取向對組織效能則有負向影

響。決策取向在模式中除對組織效能具有直接

效果之外，其亦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臨時組

合文化及朋黨文化透過理性/同僚決策取向對

組織效能造成正向影響。層級節制及市場文化

則透過理性/同僚決策取向對組織效能造成負

向影響。 

林淑芬

（2001） 

競 值 架 構

在 國 中 校

長 領 導 行

為 及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應 用 之 研

究 

台中市、

台中縣、

南投縣及

彰化縣等

四縣市公

立國民中

學校長及

教師 

調查研究法 

 

1.T 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列聯相關 

1.國民中學校長領導行為以「注重結果」類型

取向居多。 

2.國民中學學校組織文化以「團體文化」類型

取向居多。 

3.校長領導行為知覺上，男校長於「注重結果」

層面上平均分數較高，但未達顯著水準。 

4.學校地區方面，在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組織

文化知覺上，未有顯著差異。 

5.學校規模方面，在學校組織文化知覺上，「51

班以上」的學校規模在「市場文化」層面上，

顯著高於「25 班到 50 班」者。 

6.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組織文化互相有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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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羅錦財

（2001） 

國 民 中 學

校 長 領 導

角 色 與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競 值 途

徑 之 研 究

--- 以 桃 園

縣市為例 

桃園縣公

立國民中

學教師 

調查研究法 

 

1.T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積差相關 

1.國民中學校長領導角色就競值途徑架構而

言，較強調控制，並趨向結構化與正式化、指

導性與工作任務取向及墨守成規與拘謹的領

導型態。 

2.在國民中學學校組織文化上，「層級節制」與

「凝聚共識」類型的得分較高，「理性主導」

和「成長調適」類型上的得分則較低。 

3.國民中學校長領導角色，會因學校所在地(都

市、鄉鎮)、學校規模大小及創校年齡上有所差

異。 

4.國民中學學校組織文化，不因學校所在地（都

市、鄉鎮）而有差異，但會因學校規模大小及

創校年齡上有所差異。 

5.國民中學校長領導角色與學校組織文化呈正

相關。 

6.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的男性校長在校長領導

角色與女性校長有差異。 

7.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的男性校長在整體學校

組織文化顯著高於女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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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黃乃熒

（2001） 

國 民 中 學

學 校 行 政

領 導 方 式

與 學 校 目

標 弔 詭 管

理之研究 

台灣地區

（不含澎

湖）公立

與私立國

民中學校

長及教師 

調查研究法 

 

1.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2.結構方程模

式（潛在變項的

路徑分析） 

 

1.學校目標達成現況尚可。 

2.鄉鎮、院轄市學校、公立學校的學校行政領

導機制較著重彈性。 

3.都市學校對學校目標達成狀況比鄉下學校

好。 

4.中型學校目標達成現況最差，大型學校目標

達成狀況最好。 

5.「兩者兼顧」與「非此即彼」學校弔詭管理

導向對學校運作能力皆有積極的影響。 

6.學習性領導與非學習性領導方式皆有助於學

校的運作。 

7.學校目標弔詭管理模式的建構與實踐路徑：

學校目標弔詭管理模式，可以由七條實踐路徑

所構成。 

（1）學習性領導→重視「兩者兼顧」學校目

標弔詭管理導向（凝聚力與效率）→終極目標。

（2）學習性領導→重視「兩者兼顧」學校目

標弔詭管理導向（人力資源擴展能力與目標設

定能力）→終極目標。 

（3）提供報酬非學習性領導方式→重視「兩

者兼顧」學校目標弔詭管理導向(凝聚力與效

率)→終極目標。 

（4）提供報酬非學習性領導方式→重視「兩

者兼顧」學校目標弔詭管理導向（人力資源擴

展能力與目標設定能力）→終極目標。 

（5）極權管理非學習性領導方式→重視「非

此即彼」學校目標弔詭管理導向（資訊習得能

力與資訊管理能力）→終極目標。 

（6）照章行事非學習性領導方式→重視「兩

者兼顧」學校目標弔詭管理導向（凝聚力與效

率）→終極目標。 

（7）照章行事非學習性領導方式→重視「兩

者兼顧」學校目標弔詭管理導向（人力資源擴

展能力與目標設定能力）→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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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Newman

（2001） 

國 小 校 長

對 領 導 與

學 校 文 化

關 係 知 覺

之研究 

美 國

Missouri

州 250 名

國民小學

校長 

調查研究法 

 

積差相關 

1.領導行為與四種文化類型符合競值架構的主

張  —  亦即領導行為與文化若處於相同象

限，則兩者的相關即高於領導行為與文化非處

於相同象限者。 

2.國民小學校長所知覺到的領導行為在人際關

係層面上的表現最為明顯，但其仍認為自己會

採用四種不同的領導行為層面進行領導。 

3.國民小學校長知覺到朋黨文化之特徵最能代

表學校的文化。而朋黨文化與四種領導行為層

面的相關亦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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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孫瑞霙

（2002） 

競 值 架 構

下 領 導 型

態、組織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研

究 － 以 台

灣 地 區 技

術 學 院 為

例 

台灣地區

公私立技

術學院教

師 

調查研究法 

 

1.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2.集群分析 

3.結構方程模

式（潛在變項的

路徑分析） 

1.「目標取向」及「穩健保守」是技術學院校

長所重視的領導型態，而較少表現「體恤支持」

的領導型態，亦即偏重在競值架構中下方象限

的結構化及正式化領導。 

2.學校組織文化以層級型文化得分最高，並與

其他三種文化間呈現明顯差異，亦即技術學院

的組織文化偏重在競值架構中之左下象限的

「微觀與控制」。 

3.學校在各項組織效能指標的表現上，以「穩

定控制」與「凝聚士氣」之績效表現最佳，而

「創新適應」及「參與開放」之績效表現最差。

4.在領導型態對組織效能的影響程度上：穩健

保守型的領導對內部過程效能具顯著正向影

響。創新適應型的領導亦對開放系統效能具顯

著正向影響關係；然而目標取向型的領導雖對

理性目標效能具正向影響關係，但其對內部過

程效能之影響較大。體恤支持型的領導雖對人

群關係效能具有正向影響關係，但對開放系統

模式效能之影響較大。 

5.在組織文化對組織效能的影響程度上：除了

理性型文化對理性目標效能及內部過程效能

之影響相當外，層級型文化、共識型文化及發

展型文化分別對內部過程效能、人群關係效能

及開放系統效能具較大的影響傾向。 

6.不同效能集群在領導型態與組織文化上具顯

著差異。 

7.不同的領導構型會影響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

效能的表現。 

8.不同的組織文化構型會影響學校組織效能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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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吳勁甫

（2003b） 

競 值 架 構

應 用 在 國

民 小 學 校

長 領 導 行

為 與 學 校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高雄市、

高雄縣及

屏東縣等

三縣市之

公立國民

小學教師 

調查研究法 

 

1.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2.積差相關 

3.單因子多變

量變異數分析

4.集群分析 

5.典型相關 

6.多元迴歸 

 

1.在「校長競值領導行為量表」及「學校競值

組織效能量表」的信、效度方面，量表有非常

良好的信度。量表經試探性因素分析後顯示量

表具有良好的效度。然而，量表在進行驗證性

因素分析時，依所採取的估計法之不同，所提

出之模式是否能與觀察資料適配就會有所差

異。 

2.國民小學校長領導行為較著重「注重結果」

及「經營過程」面向。 

3.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效能較著重「內部過程」

模式，強調「內部焦點」及「控制」之價值。

4.「學校規模」和「校齡」等學校背景變項在

學校組織效能上有顯著差異。然而，上述變項

的效應量均屬低度。「學校所在地」在學校組

織效能上則無顯著差異。 

5.校長在四個領導行為面向之表現愈佳，學校

組織效能亦愈高。 

6.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組織效能兩者之間具有

正向的關連。 

7.校長領導行為能預測學校組織效能。位於競

值架構中某一象限的校長領導行為不限於只

能預測對應象限的學校組織效能，亦能預測非

對應象限的學校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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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濮世緯 

（2003） 

國 小 校 長

轉 型 領

導、學校文

化 取 向 與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關 係

之研究 

台灣地區

公私立國

民小學教

師 

調查研究法 

 

1.積差相關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單因子及雙

因子多變量變

異數分析 

4.多元迴歸 

5.結構方程模

式（潛在變項的

路徑分析） 

1.學校之文化取向趨向「層級文化」與「團隊

文化」；相對的，重視外部環境控制之「市場

文化」取向最低。 

2.在學校文化取向方面，以「團隊文化」與「權

變文化」最有助於學校創新經營。 

3.國小校長轉型領導之整體層面和分層面與學

校文化取向在學校創新經營上未具有交互作

用存在。 

4.轉型領導與學校文化取向同為學校創新經營

所需要。若校長轉型領導能同時配合促成有助

於創新經營之團隊式、權變式學校文化風格，

能更有助於學校朝向各方面創新經營實務。 

Smart 

(2003) 

二 年 制 學

院 之 組 織

效能：文化

和 領 導 複

雜 性 之 聚

合 

14 所美國

州立系統

之社區學

院的教職

員及行政

人員 

調查研究法 

 

1.卡方考驗 

2.多變量變異

數分析 

3.區別分析 

1.組織文化及領導之複雜性之間具有正向關

聯。 

2.組織文化和領導之複雜性與學校組織效能有

正向關聯。 

3.領導者在四個領導角色上的表現愈佳，學校

組織效能亦愈高。 

4.能以愈均衡與複雜的方式來扮演多元角色之

領導者比只將焦點置於少數一、二種角色之領

導者更具效能。 

5.社區學院之組織文化的複雜性愈高，其學校

組織效能亦愈高。 

6.有效能之組織文化須在四種文化間取得健康

的均衡，而非僅將焦點置於少數一、二種文化

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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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丁福慶

（2004）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學

校 效 能 之

研 究 － 以

雲 嘉 地 區

為例 

雲林縣、

嘉義縣、

嘉義市等

三縣市之

公立國民

小學校長

及教師 

調查研究法 

 

1.T 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積差相關 

1.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四個層面中，以「共

識文化」層面的平均數最高，而以「理性文化」

層面的平均數較低。 

2.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五個層面中，以「行政效

能」及「教師效能」層面的平均數較高，而以

「學生效能」及「公關效能」層面的平均數較

低。 

3.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不因學校所在地

區、學校歷史及學校規模之大小而有顯著差

異。 

4.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的

正相關。 

廖年淼、 

何信助 

和 

賴銘娟 

（2004） 

高 級 職 業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關 係 之

研究 

台灣地區

公、私立

高職教師 

調查研究法 

 

1.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2.多元迴歸 

 

1.高職學校教師組織承諾因學校文化類型不同

而存在顯著差異。 

2.高職學校的文化類型對教師組織承諾具有顯

著的預測力，此預測顯著性與預測幅度頗為強

健，不易受教師各背景變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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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Yang 

(2005) 

高 雄 市 私

立 幼 稚 園

園 長 競 值

領 導 行 為

作 為 學 校

績 效 表 現

關 鍵 指 標

之研究 

高雄市私

立幼稚園

教師及主

管 

調查研究法 

 

1.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2.積差相關 

3.多元迴歸 

4.結構方程模

式（觀察變項的

路徑分析） 

1.私立幼稚園園長以「注重結果」及「經營過

程」之領導行為表現較為突顯。 

2.私立幼稚園的組織效能以「內部過程」及「理

性目標」模式的表現較為突出。 

3.幼稚園的組織效能和園長領導行為、領導類

型的一致性及文化價值的一致性有顯著的正

相關。 

4.園長領導行為是預測主觀的組織績效表現的

重要因素，然對客觀的組織績效表現則無預測

作用。 

5.位於競值架構中某一象限的園長領導行為不

限於只能預測對應象限的學校組織效能，亦能

預測非對應象限的學校組織效能。 

 

黃開成

（2006） 

競 值 途 徑

模 式 在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應

用  －  以

彰 化 縣 國

民 中 學 為

例 

 

 

 

 

 

 

 

 

 

 

 

彰化縣公

立國民中

學教師 

調查研究法 

 

1.T 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1.彰化縣公立國民中學的學校組織文化以共識

型文化發展的認同度最高。 

2.彰化縣公立國民中學的學校組織效能以人際

關係模型發展的認同度最高。 

3.彰化縣公立國民中學的教師，在學校規模方

面對於學校組織文化和組織效能方面有顯著

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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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黃馨慧

（2006） 

競 值 架 構

應 用 在 國

民 小 學 校

長 領 導 行

為 與 學 校

效 能 關 係

之研究 

宜蘭縣、

花蓮縣及

台東縣之

公立國民

小學教師 

調查研究法 

 

1.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2.積差相關 

3.多元迴歸 

4.集群分析 

1.國民小學校長領導行為較著重「注重結果」

面向。 

2.國民小學學校效能較著重「內部過程」模式。

3.「學校所在地」之學校背景變項在學校效能

上有顯著差異。「學校規模」和「校齡」在學

校效能上則無顯著差異。 

4.校長在四個領導行為面向之表現愈佳，學校

效能亦愈高。 

5.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兩者之間具有正向

關連。 

6.校長領導行為能預測學校效能。 

鄭彩鳳

（2006） 

校 長 競 值

領 導 效 能

指 標 之 建

構與衡量 

台灣地區

之國民小

學校長、

教師以及

教育局行

政人員 

調查研究法 

 

1.結構方程模

式（二階驗證性

因素分析） 

2.T 考驗 

3.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4.集群分析 

1.「國小校長競值領導效能指標調查問卷」具

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 

2.同源偏差現象可能造成「理性目標」、「開放

系統」、「人群關係」及「內部過程」領域間呈

高度相關。 

3.教育人員較重視校長「人群關係」與「內部

過程」之領導效能，有內部保守之趨勢。國小

校長表現較多「內程過程」之領導效能，側重

「內部」與「控制」的價值，高度均衡領導效

能的展現仍顯不足。 

4.國小教育人員對校長領導效能之期望與現實

間存有落差。 

5.教育局人員、碩博士學歷之校長、院省縣轄

市、北區與中區之學校人員，在校長競值領導

效能之部分領域上知覺到較高的重要性，但效

應量較低。 

6.擔任校長與主任職務、學歷較高之校長、48

班以下、偏遠、中部地區、男性之學校人員，

知覺到國小校長在競值領導效能之部分領域

有較高的表現，但效應量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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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賴鈴文

（2006） 

高 雄 縣 市

國 民 小 學

校 長 領 導

行為、學校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變

革 態 度 關

係之研究 

高雄縣市

立公立國

民小學教

師 

調查研究法 

 

1.T 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單因子多變

量變異數分析

4.積差相關 

5.多元迴歸 

1.國民小學校長領導行為整體表現中等程度，

尤以「注重結果」表現最突出。 

2.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整體表現中上，尤以

「凝聚共識」表現最多。 

3.學校年齡在「10 年以下」和學校規模在「13-30

班」、「49 班以上」之教師在校長領導行為上有

較高的知覺。 

4.學校年齡在「10 年以下」和學校規模在「13-30

班」、「49 班以上」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文化上有

較高的知覺。 

5.校長領導行為面向之表現愈佳，學校組織文

化亦愈高。 

6.校長領導行為正向功能的發揮，有助於教師

對組織變革之態度。 

7.學校組織文化愈彰顯與協調，教師對組織變

革態度愈佳。 

8.校長領導行為、學校組織文化對組織變革態

度具有預測作用，其中以凝聚共識為最主要的

預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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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江澈

（2007） 

私 立 高 級

中 學 校 長

競 值 領

導、教師專

業承諾、組

織 創 新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台灣地區

私立高級

中學教師 

調查研究法 

 

1.T 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積差相關 

4.多元迴歸 

5.結構方程模

式（潛在變項的

路徑分析） 

1.整體而言，私立高級中學校長普遍具有高度

的競值領導能力，且以「變革領導」行為傾向

最強。 

2.整體而言，私立高級中學的組織效能表現良

好，且以「學習成長」最具效能提升的功能。

3.合資董事會、都會大型、多元學制私立高級

中學校長競值領導能力較好，學校組織效能提

升表現較佳。 

4.私立高級中學校長競值領導能力越強，則教

師專業承諾表現、學校組織創新作為及組織效

能提升會愈好。 

5.私立高級中學校長競值領導對教師專業承

諾、組織創新、組織效能均具正向因果關係，

並以變革領導對積極投入、行政管理創新、財

務控管的影響最大。 

6.私立高級中學校長競值領導、教師專業承

諾、組織創新對組織效能具正向因果關係。 

7.校長競值領導經由組織創新直接影響組織效

能。 

8.校長競值領導經由教師專業承諾的中介關係

到組織創新直接影響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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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許惠玲

（2007） 

桃 園 縣 國

小 校 長 競

值 架 構 領

導 型 態 對

教 師 快 樂

影 響 之 研

究 

桃園縣公

立國民小

學教師 

調查研究法 

 

1.T 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積差相關 

4.多元迴歸 

1.國民小學教師知覺競值架構校長領導型態以

「經紀人」型態最高，當前校長領導情況趨於

中上程度。 

2.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領導型態整體知覺因學

校規模的不同具有顯著差異，呈現 12 班以下

高於 13-24 班之情形。 

3.校長競值架構領導型態與教師快樂呈現「中

度正相關」。 

4.在預測力推論上，校長多運用「輔助者」、「協

調者」領導，教師快樂知覺將較高。 

陳春風 

（2007） 

高 雄 縣 國

民 小 學 校

長 領 導 能

力、組織文

化 與 學 校

效 能 關 係

之研究 

高雄縣公

立國民小

學教師 

調查研究法 

 

1.T 考驗 

2.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3.積差相關 

4.典型相關 

5.多元迴歸 

1.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領導能力的知覺屬中高

程度，其中以「技術性能力」最佳。 

2.國民小學教師對組織文化的知覺屬中高程

度，且以「共識文化」感受程度較高。 

3.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屬中高程

度，尤以「學校環境設備」及「教師教學品質」

知覺較高。 

4.小型及非都會區學校的國小教師對於校長領

導能力知覺較高。 

5.小型及非都會區學校國小教師對於組織文化

知覺較高。 

6.小型學校的國小教師，知覺較佳的學校效能。

7.展現校長優質領導能力，有助於較佳組織文

化之形塑。 

8.營造卓越組織文化並強調文化之共識性，有

助於學校效能之提升。 

9.涵養校長專業領導能力，有助於學校效能之

提升。 

10.校長領導能力、組織文化對學校效能有顯著

的預測力，其中以「發展文化」最能預測學校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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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競值架構應用在領導、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之相關教育研究 
摘要表（續）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調

查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發現 

陳文慶

（2008） 

競 值 架 構

應 用 在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學 校

效 能 關 係

之研究 

台北縣公

立國民小

學教師 

調查研究法 

 

1.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 

2.積差相關 

3.多元迴歸 

1.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較偏向「層級文化」，

強調學校的「穩定」與「控制」。 

2.國民小學學校效能較偏向「內部過程模式」，

強調學校的「科層管理」與「穩定控制」。 

3.「學校規模」與「學校歷史」等學校環境變

項在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上有顯著差異。

4.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兩者之間

有正向關聯。 

5.學校組織文化能預測學校效能。位於競值架

構中某一象限的學校組織文化不只能有效預

測對應象限的學校效能，亦可預測非對應象限

的學校效能。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