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論 

研究者經過蒐集個案文件、實地觀察及深度訪談之後，根據資料分析

的步驟，整理所得的資料，依研究目的次序進行資料的分析與討論以歸納

出結論。本章結果分析與討論共分三節：第一節學校創新歷程分析與討論;

第二節學校創新策略分析與討論;第三節學校創新促成因素分析與討論。 

 

第一節  學校創新歷程分析與討論 

進行個案學校創新歷程分析與討論之先，我們要先瞭解個案學校的創

新內涵，整理個案學校創新大事記如表 4-1： 

表 4-1    個案學校創新大事記 

時 間   大                                        事 

88/09/21 凌晨 1時 47 分九二一大地震校園受創，學校面臨空前危機及挑戰。   

88/10/02 簡易教室開工動土，走出九二一，展現全新生命力及學校創造力。 

89/07/30 遷建校舍開工，整體而完善的校園規劃，形塑創意空間校園的基礎。 

90/10/25 重建校園落成啟用，賦予學校發展新契機。重建之路，成為學校組織寶貴

資產。 

91/09/01 國中九年一貫課程全面實施，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針對既有的自

然條件、學校特色、學生特質，提出＜歡樂校園＞及＜社區有約＞兩項發

展主題，建立學校成為大坑的自然生態資料庫。 

91/09/17 新校長接篆視事，擬定＜科技與人文＞創新學校經營主軸，在煥然一新的

優質校園條件下，全力推動學校創新，提升學校創造力。建構創意人性及 e

化的校園環境，規劃自然生態園區，創新生活化的課程教材。 

＜科技與人文＞的主軸下，進行各項專案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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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9/17

至 92/06 

學校經營創新策略及發展歷程： 

1. 應用電腦網路，規劃單一服務窗口。 

2. 應用無線網路傳輸，走動管理學校物品、財產及學生出勤記錄。 

3. 應用無線網路傳輸，協助教師實施非教室情境的現場教學。 

4. 規劃行動圖書服務，解決學生借閱圖書之時間困擾。 

5. 建立教學網路資料庫，建構非同步學習機制。 

6. 規劃自然生態園區，提供自然學習情境。 

7. 編印校園生態摺頁，提供學校本位課程自編教材。 

8. 調查編寫大坑步道生態解說圖，發展生態系列鄉土教材。 

9. 培訓本校學生自然解說員，建立及儲備人才能量。 

10. 規劃學校植物導覽地圖，生活與教學密切結合。 

11. 推動每月一書、一畫、一曲教學活動。 

12. 舉辦＜講英語，麵包送給你＞生活情境模擬學習。 

13. 舉辦庭園音樂會，邀請專業樂團蒞校演出，提升師生休閒品味。 

14. 成立電子樂團、管樂團、舞龍隊，創新學生團隊型態。 

15. 烘焙技藝班成品，提供賣場販售，使學生具備生產行銷經驗結合經驗。

16. 配合社區特性，建立學習基本能力檢核機制。 

17. 實驗組織再造，創新學校組織文化。 

18. 實驗科技融入教學，與多所國中發展策略聯盟合作關係。 

19. 實施校園永續發展綠建築計畫，首創雨撲滿，有效節約用水雨再利用。

 

92/07/01 學校創新經營困境檢討： 

1. 專業人員能量不足，創新計畫有殼無肉，無法推廣與發展。 

2. 法令規章未能與創新計畫同步配合，無法全面性、結構性的重組建制。

3. 經費籌措不易，無法長期支持創新研發。 

92/08 1. 參加 2003年＜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選拔活動，結果在 140 所學校中

脫穎而出，獲得全國國中唯一特優獎。  

2. 獲得全市九十一學年度國中學校特色發展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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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榮獲全國性創新首獎，教師信心大幅提昇，校務評鑑獲得特優。

獲得專業肯定。 

93/08 獲得全市九十二學年度國中學校特色發展第一名 

94/01 自然生態園區教學參加 2004年教學創新競賽榮獲特優。 

94/01 學校創新發展有初步成就，獲社區家長及專業團體肯定。 

 

壹、學校創新歷程分析 

學校創新是學校組織不斷成長、改變的歷程，是學校組織一路建構教

育理想，嘗試學校邁向理想境界的歷程，由個案學校成員訪談資料及學校

文獻的整理分析中，按個案創新實踐歷經了(一)校舍重建;(二)校園新風

貌;(三)學校創新領導;(四)型塑學校創新主軸;(五)發展具體創新項

目;(六)形成優質創新團隊;(七)引進教育創新實驗;(八)創新發表與接受

評鑑;(九)創新歷程的自省與深化;(十)建構學校創新文化;(十一)學校文

化的創新等十一個不同階段的創新歷程，成功的實踐學校創新，整個創新

歷程時間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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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個案創新歷程時間表 

時間  

歷程階段 

89 年 

7月 

89 年 

12月 

90 年 

7月 

90 年

12月

91 年

7月 

91 年

12月

92 年 

7月 

92 年 

12月 

93 年 

7月 

93 年 

12月 

94 年 

7月 

94 年 

12月 

1校舍重建             
2校園新風貌             
3學校創新 

領導             
4 形塑學校 
創新主軸 

            
5發展具體 
創新項目 

            
6 形成創新 
團隊 

            
7 引進教育 
創新實驗 

            
8 創新發表 
與接受評鑑 

              
9 創新歷程 
自省與深化 

            
10 建構學校
創新文化 

            
11 學校文化
的創新 

            

 

以下就個案創新歷程的十一個階段加以分析： 

一、校舍重建(民國 89年 7 月~民國 90年 10 月) 

(一)九二一地震 

個案成立於民國六十三年，原本為台中市市郊的一所偏遠學校，學校

發展受到地域的侷限，老師或學生都有社經地位落差存在，學校競爭力不

強。 

 

「過去學校是位於一個陡坡，狀況不是很好，逐漸在減班當中，學校走到谷底，學校被社區詬

病是老師比較老化。」（訪 A1-06） 

 

民國八十八年九月二十一日凌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中部地區發生了規

模七點二大地震，個案學校位處地震帶因而遭遇到創校以來最大的危機--

校園全毀，無法原地重建，必須遷校重建，另闢新天新地，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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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府為加強九二一地震後國中小學校舍安全鑑定⋯⋯，由鑑定小展開第一波 33 所學校

的實地勘驗工作，據參與參與勘查的教育局長廖萬清表示：在此次地震中個案國中是受創最重

的學校。經勘查後，已確定校舍無法再使用，目前，著手洽借其他學校教室，個案國中借用三

光國中教室。但是根本之計，仍是得研議遷校之事。」(金武鳳，1999/09/23聯合晚報) 

 

經過市府專案小組決定，新校區重建避開斷層帶，擇址位於台中市十

期重劃區，占地 3.5 公頃。個案國中是全國第一所由政府經費主導重建的

九二一震災學校，教育部補助的第一期工程包括行政大樓和七十三間教

室，後續的活動中心、運動場等，則由台灣省台中能農田水利會認養。第

一期工程於民國八十九年七月三十日舉行動土典禮，定九十學年度復校，

校長劉穎慶誓言全校師生將「東山再起」。地震過後從舊校舍到借讀三光

國中及營區簡易教室上課，一待就是兩年多，歷經沒有屬於自己校園的日

子，同時要從事新校舍建築工程，全校師生同心協力，渡過一段創校以來

最艱困時期。 

校園因地震全毀是學校空前的危機，重建校園是一大挑戰也是學校再

造的契機與機會，因此校園重建成為個案學校創新的起點，老舊校舍老舊

校園連同以往大眾對學校的老舊刻板印象都因九二一而消逝，代之而起的

是對學校有了全新的期盼，重建之路就是學校創新的起點。學校創新歷程

由此展開，學校一位資深主任說： 

 

「學校創新實踐成功首先要感謝 921 啦！-----------，921 之後讓我們換一個地方，有重建的機會，

過去學校是一個陡坡，現在是一個完整方正，重新開始。」（訪A1-06 ） 

 

(二) 新校園運動 

民國八十八年，九二一地牛一翻身，毀掉國內許多校園，但也帶來令

人耳目一新的「新校園運動」，「新校園運動」對個案校園重建產生了關

鍵性的影響，由以下文獻中可知「新校園運動」是災校重建的主軸思維。 

 

「我們提出「新校園運動」做為災校重建主軸⋯⋯。新校園運動不僅

要讓重建的學校達到安全、美觀與實用等基本要求，更要在重建過程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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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一系列「校園經營實驗計畫」，鼓勵學校與社區合作，共同摸索新的校

園經理模式，如此才能夠在校園重建落成之時，同步展開新的校園經理模

式，落實教改理念與社區營造精神。」（教育部，1999） 

 

「從「創造性教育重建計畫」出發，新校園運動確立了幾個未來校園

發展方向。在教育功能上，需符合開放教育、協同教學等九年一貫的準則，

在非教育的功能上，則須促進公共參與、整合社區資源等，再加上「參與

式設計」的規畫方式，期許每個新校園都能從自己的土壤中萌芽、茁壯，

培育出愛家、親土的下一代。」（羅融，2004）。 

 

當時教育部利用校園重建機會大力推動「新校園運動」及所謂「參與

式設計」的重建規畫理念，落實「創造性教育重建計畫」，個案學校規畫

重建深受當時教育政策影響。學校重建校園規畫是透過學校成員組成重建

小組加以運作，透過開會討論、參觀學習、集體決策、共同規畫出學校創

新的建築特色：紅屋頂中國式的三合院主題，人車分道、有屋有瓦、 有庭

有院，並符合新校園運動強調的「參與式設計」的重建規畫理念，可說是

一「創造性教育重建計畫」更是「新校園運動」的實踐開始。 

 

「當時我們只有三個月的規劃時間，學校組成一個重建小組，納入各處室主任及各領域召集

人，每一科都有一個代表，一直開會，不斷開會，我們先看別人怎麼蓋，參觀過四張犁，利用

週休二日，到宜蘭看中山國小等⋯.一路看，回來之後再開會，看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硬體設備，

當初我們去宜蘭看很多學校都很有特色，像沒有籬笆沒有圍牆，我們很喜歡的就是他們都有屋

頂，討論我們要以什麼作特色，我們就覺得應該是中國式的主題，我們就想用三合院，我們強

調一定要有屋頂，因為台中市的學校還沒有一個學校有屋頂，我們就決定紅屋頂，校長又提出

人車分道、有屋有瓦、 有庭有院。」（訪 A1-94 ） 

 

除了建物，學校保留二分之一校地，提供學生和社區民眾及學習空間，

並廣植樹木，以「綠建築」理念規畫。個案學校在校園重建創新中深受當

時國內教育創新理念影響，如「新校園運動」就充分展現國內教育改革的

新理念與精神，反映了教育改革的理想與精神，包括：人本教育、開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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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小班教學、社區終身學習、校園開放、綠色學校等核心精神，可說是

國內學校創新的新理念。藉由校園重建加以建構，以揮別過去傳統校園僵

化形式，改以創意的校園空間設計。校園重建時，前任校長就建立了個案

學校創新的基礎，像「水撲滿」的設計就是最新的「綠色學校」新理念，

符合環保及能源創新思維，對學校創新深具啟發性。 

 

「當然在重建的時候，前任校長在建設時就留下一些「水撲滿」，學校的水系統除了自來水之

外，還有廢水回收，用來澆花和廁所使用，這些都是學校創新的開始，在日常生活與教學結合。」

(訪A3-11) 

「重建時已為學校創新打下蠻好的基礎，他們在重建時把目前最先進的環境教育融入到整個校

園規畫之中。」(訪 S1-08) 

 

人性化、活潑化、多元化具有地方特色的學校建築規畫開啟了學校建

築的新風貌，個案處於此一天載難逢改變的關鍵時刻，校園有了全面創新

機會，也開啟了個案創新的旅程，校園重建創新時期的創新實踐改變了學

校的命運，讓學校脫胎換骨，東山再起，有了全新的風貌。 

 

二、校園新風貌(民國 90年 11 月~民國 92年 9 月) 

新校舍於民國九十年十月二十五日落成遷入啟用。新校舍落成，個案

校園有了與過去完全不同的新風貌，組織成員也在重建歲月中歷經更迭，

一切都在改變中，學校創新歷程進入第二個階段，校園建築環境改變，學

校創新有了最好的實踐條件，校園建築是新的，老師也年輕化，新社區對

學校印象完全改觀。 

 

「現在不一樣了，建築物是新的，老師也年輕化了，社區對學校印象不一樣了，整個都改變了。」

(訪 A1-12) 

 

新校園有寬廣的校地，嶄新的建築，樟木跟楓香也都整個移了過來，

感覺是清新的、舒適的，與過去的感覺完全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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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生平均有二十坪的空間， 讓我們一進學校的感覺就很舒服，我們把軍營舊校區的樹

移過來，像樟木跟楓香都整個移了過來。」(訪 A1-132) 

 

民國九十一年九月十七日新校長到任，他稟持自然與科技結合的優良

傳統，依循既有核定的重建整體計畫，於民國九十二年九月完成學校重建

全部工程。 

 

「學校煥然一新氣勢丕變，舉凡各項新穎的教學設備皆臻完備，佐以優雅的校園景觀，

實足以提供學子：往前編織充滿希望的未來，並感恩的往後回顧來時路。」 

(文件 10-九二一震災災後校園重建紀念誌) 

 

由於新校長的倡導，開始有了創意景觀的設計。創意的景觀讓整個校

園更添創新的氛圍，全校師生徜徉在優質的校園中，對激發創意是有莫大

的助益。 

 

「校長來之後認為學校是穿透式設計，學校還可以做一些景觀式的佈置。」(訪 A1-124) 

 

除了學校盡心佈置之外，並引進家長專家協助校園景觀創意設計，利

用園藝栽培技藝課程， 讓學生去創作庭園造型，此一創新歷程在於校園外

在景觀的創新實踐。校長、老師、家長、學生均投入校園特色景觀的創造，

師生共同實踐校園景觀創新。 

 

「學校有一位愛心爸爸是做椅子景觀， 請其幫忙設計中庭歐式景觀、 洋傘及座椅。我們做英

語日時，正好可以利用那個場地 ，請家長指導做出一些特色來。另外輔導室也申請園藝栽培

技藝課程， 讓學生去做庭園造型， 所以我們就有了許多有特色的庭園造型。」 

(訪 A1-124) 

 

在新校舍可以進行許多創新規畫，組織成員的工作環境與過去截然不

同，有了更理想的空間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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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學校重建，有新的校舍，可以規畫，像我們校長就把活動中心地下室規畫成一個

舞蹈教室。」(訪 T4-04) 

 

九二一重建前後學校完全改觀，過去的種種不利條件，因搬遷至新校

區而改變。過去學校競爭力不強，但因學校重建完成，組織成員有了向心

力。 

 

「學校之前在舊校區在發展上有地域的侷限性，不管老師或學生都有社經地位落差存在，所以

過去競爭力不強，九二一之後學校重建完成，老師的向心力變強。」(訪 P1-05) 

 

學校教師及成員歷經九二一，凝聚了對學校的向心力，組織成員對學

校的向心力強，組織文化會隨之改變對學校創新有正向影響。這種向心力

及認同感是組織最寶貴的資產。 

 

「我覺得向心力也是傳承的一部分，這邊的老師都會引導，我沒有經過九二一，在組合屋時，

我們共同渡過會珍惜，想付出，我想九二一是關鍵，大家的向心力會凝聚，所以也是原因之一。」 

(訪 T7-73) 

「本校面對九二一的創傷，大家培養了革命情感，對學校特別得珍惜與愛護，希望他不斷成長

茁壯，這種對組織的認同感是非常珍貴的。」(訪A2-48) 

 

新校園落成個案有了全新的風貌，有形的學校校園及無形的校園文化

均呈現與以往不同的風貌，學校創新實踐有了初步的形貌。 

 

三、學校創新領導(民國 91年 9 月~民國 92年 12 月) 

 

新校長年輕有活力，個性開朗而具親和力，更有科技專長及系統管理

理念，校長極易發揮創新領導特質，在其帶領領導之下，學校創新實踐進

入了另一階段。校長活動力很強，常提出許多創意的點子，也許只是一個

理念，透過集體會議討論，將創新理念具體化，並由校長帶領將它實踐出

來，行政人員和老師大家互相配合，跟隨校長的創新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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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校長換了，他給老師和所有人印象是活動力很強。校長活動力很強，學校裡面行政和老

師配合度也都還不錯，大家都有在跟。」(訪 A1-17) 

 

校長的特色創新理念深深影響學校發展方向，此一時期可說是學校創

新歷程的關鍵時期，校長提出許多運用科技、結合社區、文藝活動、本位

特色課程等方面的創意點子，期望學校在創新上能有所表現。 

 

「校長點子一出來，我們就要去執行。校長他一有什麼理念出來，我們就會討論，把他的想法

弄得更完整！大部分創新的東西是他在帶。」(訪 A1-149) 

 

校長的創新理念也透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組織加以討論，課程發

展委員會由各領域召集人及行政處室主任組成，由於校長創新的領導在委

員會中形成創新議題共識，創新主軸也逐漸形成。 

 

「這個是校長來，他跟我們聊，發現說九年一貫要發展一些特色，因為我們課發會的運作還不

錯，我們學校小，每個月都開一次會議，大家可以討論。」(訪 A1-70) 

 

由於課程發展委員會發揮組織領導的功能，加上校長主任全力推動，

老師及學校成員願意跟隨，大家通力合作，校長創新領導是此時學校創新

的主要推力。 

 

四、型塑學校創新主軸(民國 91年 12 月~民國 92年 9 月) 

學校創新主軸是個案學校組織成員共同關心的焦點與努力的方向。 

一個清楚的創新主軸會是領導全校發展創新最重要的指標，應該突顯學校

的特色與殊相，此一創新願景並非校長個人的理念，而是要體察學校當前

所面臨的環境，及學校本身的條件狀況，組織成員集思廣益，共同討論、

思辨形塑而成(張慶勳，2003)。 

個案學校形塑學校創新主軸的歷程是：首先透過學校內外在環境分

析，經由學校成員多向的溝通，充分瞭解大環境的趨勢、未來的趨勢，尋

求學校未來有效發展方向，並定義好創新範圍及焦點，貫穿學校經營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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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組織一致性的創新共識。 

 

「新校長是很有活力的一個校長，那他能成功實踐創新是校長抓住了整個大環境的一個脈絡，

就是整個學校的資訊化，把它運用到教學上面，變成整個學校發展重要的一環。」(訪 S1-14) 

 

「我們教學組長是自然領域召集人，校長的資訊能力很強，資訊要去融合這些，因此把主軸定

位在自然科技與人文。」(訪 A1-70) 

 

發展自然科技與人文形成個案學校創新的願景，也成為未來整個創新

的主軸與重心。在個案學校創新歷程中我們可以可以看見學校的核心價值

在於自然科技與人文的建構。由於有了創新主軸，學校創新發展聚焦於此， 

不論教學與行政均運用科技加以創新例如課程發展、創新教學。行政也大

量運用電腦科技來改善行政服務流程及管理品質，有效提昇行政效能。凡

此種種均是朝所訂定的大方向學校願景來發展。 

    學校是由許多層次的組織建構，行政組織就有教務、訓導、總務、輔

導，教學組織也是由許多領域所構成，在這些所屬組織當中各有組織性質

與目標，學校訂有清楚的創新願景與主軸，各組織在發展工作計畫時，能

相互搭配相互協力，共同致力於創新願景的達成。而在經過一段發展歷程

將會建構成一系統，就如個案學校發展以社區自然生態為主軸的課程創

新，其搭配了許多領域共同產出創新的學校本位課程。創新願景主軸是清

晰可見，而且是發展成多個教學領域組織共同合作參與創新課程與教材。 

 

「登山步道生態調查後來又跟社會領域與綜合領域結合。我覺得課程創新沒有什麼止境，在發

展當中，這一條觸鬚在伸出去的時候，有無限可能，讓他自然發展，沒有什麼止境。」 

(訪 A4-40) 

 

    個案創新是以「科技與人文」為核心主軸發展，在人文的部分是與在

地社區為中心，各教學領域環繞此一中心加以搭配，形成內涵豐富的課程

創新，逐漸型塑學校創新願景與主軸聚焦於自然科技與地方人文雙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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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以地方為主軸，各領域加以配合，像語文領域鄉土文化等等，地方人文在地化都可容納

進來。」(訪 A4-40) 

  

學校有創新願景，初期由行政團隊誘導，後來老師的創新能量釋放出

來之後，任由老師透過領域團隊去發展創新項目及實踐創新。 

「剛開始是由我們誘導進來，但後來發現有許多東西是他們（老師）創造出來的，後來行政認

為該如何做，他們領域去討論出來，實際執行層面是老師，唯有老師討論出來才可行，應讓他

們釋放，學校只是一個願景在那邊，讓老師自己去討論要做什麼？如何做……….。」(訪 P1-115) 

 

此時個案有了清晰的創新願景，有效的引導組織成員釋放他們隱而未

現的創意，激發組織成員透過不斷討論對話，發展出具體的創新項目。 

 

五、發展具體創新項目(民國 91年 12 月~民國 92年 12 月) 

在「科技與人文」的創新主軸下，個案學校發展具體創新項目。 

依本研究對「學校創新」所下的定義而言，只要是學校為達成教育目

標，透過學校的組織運作所展現出來的創新成果。同時學校創新的歷程是

可被接納、認為有用、可行，且被一群重要他人在某一時期認為滿意且認

同的，均是創新項目。 

 

「本校三年來創新項目，個人認為有：九二一重建學校，校區寬廣幽雅綠色建築。與社區美國

學校文化交流，互訪活動。社團活動。啦啦隊。跨年晚會。推動自然生態教育。英語日活動。

植樹節栽種梅樹活動。校長卓越領導。善用社區資源。建立 e 化教學環境。建立 e 化行政系統。

推動校園生態課程，培養小小解說員。結合社區生態資源，編製折頁解說。促進健康學校活動。

欖仁步道。走廊空間利用設置麥當勞式休閒座椅。等等-----。」（訪 T5-2） 

 

由個案學校創新經營大事記(表 4-1)中記載個案在發展具體創新項目上有

下列十九項： 

1. 應用電腦網路，規劃單一服務窗口。 

2. 應用無線網路傳輸，走動管理學校物品、財產及學生出勤記錄。 

3. 應用無線網路傳輸，協助教師實施非教室情境的現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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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劃行動圖書服務，解決學生借閱圖書之時間困擾。 

5. 建立教學網路資料庫，建構非同步學習機制。 

6. 規劃自然生態園區，提供自然學習情境。 

7. 編印校園生態摺頁，提供學校本位課程自編教材。 

8. 調查編寫社區步道生態解說圖，發展生態系列鄉土教材。 

9. 培訓學生自然解說員，建立及儲備人才能量。 

10. 規劃學校植物導覽地圖，生活與教學密切結合。 

11. 推動每月一書、一畫、一曲教學活動。 

12. 舉辦＜講英語，麵包送給你＞生活情境模擬學習。 

13. 舉辦庭園音樂會，邀請專業樂團蒞校演出，提升師生休閒品味。 

14. 成立電子樂團、管樂團、舞龍隊，創新學生團隊型態。 

15.烘焙技藝班成品，提供賣場販售，使學生具備生產行銷經驗結合之經驗。 

16. 配合社區特性，建立學習基本能力檢核機制。 

17. 實驗組織再造，創新學校組織文化。 

18. 實驗科技融入教學，與多所國中發展策略聯盟合作關係。 

19. 實施校園永續發展綠建築計畫，首創雨撲滿，有效節約用水雨再利用。 

學校組織在產品、過程或服務等方面，力求突破，改變現狀，發展特

色以提升學校組織績效是學校創新經營內容。具體而言，學校創新經營內

容有：觀念創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流程創新、活動創新、

環境創新、特色創新等其他創新。將個案創新項目分類如表 4-3。個案創

新項目不僅僅在活動及環境創新，在其他方面亦有創新成果，創新項目可

說是是多元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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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個案創新項目分類一覽表 

類   別 創       新       具        體      項      目 

一、觀念創新 善用社區資源。組織再造。科技融入教學。發展策略聯盟。實施校園永續發

展綠建築計畫。 

二、技術創新 首創雨撲滿，有效節約雨水再利用。 

三、課程創新 英語日活動。促進健康學校活動。推動自然生態教育。推動校園生態課程，

培養小小解說員。結合社區生態資源，編製摺頁解說。創新學生團隊型態。

四、服務創新 建立 e 化教學環境。建立 e 化行政系統。校長卓越領導。應用無線網路傳輸，

走動管理學校物品、財產及學生出勤記錄。規劃行動圖書服務。 

五、流程創新 應用電腦網路，規劃單一服務窗口。 

六、環境創新 植樹節栽種梅樹活動。欖仁步道。校區寬廣幽雅綠色建築。走廊空間利用設

置麥當勞式休閒座椅。規劃自然生態園區。 

七、特色創新 與社區美國學校文化交流互訪活動。啦啦隊。跨年晚會。舉辦庭園音樂會。

舉辦「講英語，麵包送給你」生活情境模擬學習。推動每月一書、一畫、一

曲教學活動。烘焙技藝班成品，提供賣場販售。 

 

六、形成創新團隊(民國 91年 12 月~民國 93年 9 月) 

創新是創意的具體實踐，就以「結合社區生態資源，編製摺頁解說」

課程特色創新項目來說，由於個案國中的自然語領域師資陣容較為完整，

行政部門先行規畫，討論出創新大概的方向，創新大方向決定之後再由自

然領域有興趣有能力的老師組成學校本位課程創新工作團隊，先進行比較

容易的校園生態調查工作，目標先抓出來，確定是可行之後，再進行難度

較高的，開始只有幾個人參與，再分配工作，大家一起做。 

自然領域進行到登山步道生態調查時，社會領域與綜合領域也加進

來，創新內容不斷發展演化，參與的組織成員也逐漸增加，優質創新團隊

也一個一個形成，先有自然領域再有社會與綜合領域，後又有語文鄉土領

域成員容納進來，學校教學團隊演化成課程創新團隊，形成學校課程發展

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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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計畫是自然領域所有人，但一開始是只有幾個人參與。這每一個學校都會遇到的問題，

一開始總是有幾個老師不願意，認為這不是他應該須要做的事，也可以說他對這個本來就不在

行，所以當初我們自然領域是有興趣和有能力的先在做。」(訪 A4-20) 

 

個案在進行課程創新時是先由有興趣和有能力的老師形成創新教學

團隊先行進行工作，並不是所有組織成員參與。在行政團隊方面以處室為

核心，成立創新推動團隊，型塑創新、進取、專業優質行政文化。 

 

「我是覺得我們輔導室是很好，比如說輔導室他們有推「敬師活動」，我們導師去配合引導。」

（訪 T6-24） 

 

     學校教學團隊和各處室行政團隊皆不斷有創新表現，許多創新教學活

動都不是個人表現而是一個個創新優質團隊的創意合作成果展現。個案學

校創新實踐已走向團隊創新型態，帶動組織成員利用團隊合作方式實踐學

校創新。 

 

「我想這是行政團隊的規畫，他們事先有規畫，像輔導室，他們之前就討論出來，由班級去推，

像我們有「每日一書」創新活動，透過閱讀文章中，其中情境可以做一些引導，都很不錯，他

們之前做規畫，「英語日」創新活動是英語領域團隊，他們開會時討論出來的，像教務主任他

也花很多心思來規畫活動，像萬聖節節慶創新活動等都是他們行政團隊在做規畫。」（訪 T6-47） 

 

個案優質教學創新團隊成員願意以個人教學專長從事教學創新，以創

新思維改革教育，由於創新教學團隊的努力會影響其他組織成員接受新的

理念，願意嘗試改變，透過創新實踐作為觀念的溝通以改變以往教學模式，

受到視導人員高度肯定。 

 

「我很感動是學校有幾個老師由他們領導起，這些老師以他們的教育專長從事教育工作，由資

訊融入學校，從教學上來做改革，例如建立線上學習，先要建立題庫，推動非同步學習，把老

師的教學現況放在網路上，這部分是蠻困難的，但他把這種想法拋出來，設置媒體製作教室，

它需要的設備，不斷充實，老師們知道這個概念，也願意學，來改善自己教學。」（訪 S1-86） 

 ~68~



七、引進教育創新實驗方案(民國 91年 12 月~民國 93年 12 月) 

個案創新由願景提出到實踐，是一段艱苦的旅程，由初期的少數行政

人員帶領推動到各領域分配工作發展自己的領域特色，或是融入地方生態

為主軸的本位課程，學校創新實踐不斷發展。由創意構思形成創新成果的

歷程是組織最珍貴的學習歷程，學習型組織就是創新組織的基本型態。在

學校創新實踐發展中，個案學校不斷引進教育創新的實驗方案，例如資訊

融入種子學校、綠色學校、學校組織再造等等，其所帶來的效益是加速形

成學校創新的氛圍，引進大量外部專家資源進入組織當中，協助組織創新，

創新成果自然形成。 

 

「善用教育改革的種種專案實驗，配合學校願景，來發展學校創新。」(訪 S1-32) 

 

同時九二一重建也有許多經費資助學校，學校有了充足的經費可不斷

充實硬體，辦理創新活動發展學校創新。 

 

「九二一重建也有許多經費進來，也比別的學校多，校長利用種種外來資源做硬體建設，辦活

動的經費。(訪 S1-32) 

「辦了一些活動，譬如說「英語日」啦！「每月一畫」，「每月一書」，「啦啦隊」啦！「電

子樂器」「電子琴」等等社團，引起學生對課程的興趣。」 (訪 S1-56) 

 

個案在此一時程，學校創新成為學校校務發展的核心價值，也受到組

織成員的普遍認同。學校創新也受到視導人員的肯定與支持，校長也有了

創新實踐的心得，願意和視導人員分享。學校創新實踐在穩健的發展中。 

 

「他比較樂於和我分享目前在做什麼，他的構想是什麼？我們做為一個視導人員，經常去 push

他，給他們認同，鼓勵與支持。」 (訪 S1-43) 

 

八、創新發表與接受評鑑(民國 92年 8 月~民國 94年 6 月) 

學校創新有了初期的成果，需要行銷對外發表或比賽並藉此由專家加

以評鑑才算完成。個案國中在歷經學校創新的過程中有許多的產出，也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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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許多經驗與成果。這些經驗與成果就路陸續續形成學校的榮耀，有特色

的展現、有媒體專題的報導、有學生的表演、優異的對外的比賽成績、教

育行政的績效評鑑等等，其中最令人興奮的是參加 2003年＜全國學校經營

創新獎＞選拔活動，結果在 140 所學校中脫穎而出，獲得全國國中唯一特

優獎。將學校的創新經營成果參加全國性的創新經營評鑑，獲得全國國中

年度唯一特優獎。獲得全市九十一學年度國中學校特色發展第一名。學校

榮獲全國性創新首獎，教師信心大幅提昇，校務評鑑獲得特優。學校創新

在此一時期獲得專業肯定，學校也對外發表創新成果：校園生態摺頁自編

教材出版、學校植物導覽地圖出版、社區生態資源折頁解說圖解出版、促

進健康學校活動展開、欖仁步道景觀、擁有全國第一的啦啦隊、舉辦社區

跨年晚會、建構出綠色學校。創新實踐歷程進入發表與推廣期，當初的創

新願景有了初步的成果展現，學校創新獲得肯定。 

 

「當時他提出發展願景時有人認為蠻難的，認為太過理想化，但經過一段時日的發展有一些成

果。」 (訪 S1-19) 

 

個案的創新成果獲得報章雜誌的競相報導，如文件 04-92/09/14 張彩

鳳國語日報專題報導，文件 05-台灣教育學校創新經營專刊，文件

06-92/08/29 章樹珉台中報導/中國時報報導，文件 11-台中市國民中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九十一學年度成果專輯，文件18-2003年 8月號台灣教育622

期雙月刊-學校創新經營。在此時期個案頻頻有創新發表及接受評鑑的結

果，形成個案創新的光輝紀錄，讓外界刮目相看，也樹立學校獨特的品牌。 

 

九、創新歷程的自省與深化(民國 93年 7 月~民國 94年 7 月) 

當學校在創新方面有所成果時，自然會引起外界好奇與讚嘆，也成為

地方教育的一大特色，許多參觀接踵而至，學校進入此一歷程，會對之前

創新項目加以整理，並加以評估，面對學校不斷的創新，哪些要加以保留

成為常態發展，哪些要加以修正甚至於捨棄，而哪些又要加以繼續發展，

凡此種種，均是屬創新歷程的評析階段與深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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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果才透過檢討歷程，才會討論出我缺什麼，才會形成想要的東西來，所以創新是慢慢

形塑出來的，像聖誕樹先有主幹一樣，再一直不斷的補充旁枝進來，剛開始是由我們誘導進來，

但後來發現有許多東西是他們（老師）創造出來的。」(訪 P1-109) 

 

創新初步成果呈現之後，校長的想法是不應成為個人或某一團隊的誇

耀，要加以反省檢討為學校常態性的活動或課程，深化為學校文化的一部

分。學校創新核心團隊一直在運作，一直在更新，努力中。  

 

「我們在做某一些規畫與策略，讓目前成果深化，我們不希望百花齊放，⋯成為個人⋯..  

應該是一個文化，應深化。不應該一個校長走了，什麼都沒有了，應讓家長對老師學校有信

心，對學校文化有信心。目前學校核心團隊一直在運作，一直在更新，努力中⋯⋯⋯。」 

(訪 P1-194) 

 

十、建構學校創新文化(民國 93年 12 月~民國 94年 12 月) 

學校創新的最佳境界就是歷經組織成員不斷的體驗創新、實踐創新，

而改變組織的保守僵化、遲滯不前的守舊文化，而點點滴滴型塑出學校創

新文化，組織成員體認創新為組織帶來的活力與朝氣，願意為組織效力的

組織文化。不斷尋找新的創新題材，以創新手法來解決組織困境。以創新

來應變組織外部的快速變遷。此一階段在個案組織之中有競相創新的氛

圍，感受個案組織內勇於創新的文化。 

 

「這個時代非常強調創意，但創意不是為了展現一個什麼什麼，短暫的目標，而是大家把內部

整個文化提升，或是把整個教學文化提升，創意當然可活化組織生命力，但不是短暫的，而是

要長久的形成一種創新文化，一段時日受到肯定，形成文化，才有價值。創新的價值是在文化

層面，有時我們有創意秀提出來，他有同儕的壓力，假如不是形成一種文化，老師的創意是出

不來的。」(訪 S1-115) 

 

個案創新不是短暫的，而是要長久的形成一種創新文化，一段時日受

到肯定，形成學校文化。個案成員在此一創新歷程感覺到學校有一創新文

化，可能組織內個人有個什麼創意想法，他們就有可能去把它做出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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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這是一種組織的創新文化，個案學校創新已發展到學校有創新的氛

圍。常常會有改變，不會遭遇阻礙。 

 

「我覺得我們是一直有在發展的學校,它發展到不同的觸角,它常常會有些改變,不像有一些固

定的東西。像今天我們就有直笛的比賽,  學校常常會做出新的東西,校園也會去做改造。譬如

今天可能某個人有個什麼想法。我們就有可能去把它做出來。」(訪 T1-141) 

 

十一、學校文化的創新(民國 94年 1 月~民國 94年 12 月) 

在學校創新歷程中的最終目的是要改變學校文化，形成學校一種新文

化，而且此一新文化是符合最新時代理念，能提昇學校效能，有助於達成

學校教育目標的優質文化。個案運用科技創新，最終目的是要形成學校內

教師教學運用科技的一種文化。由校長訪談之中可清楚看見學校文化因創

新而有的改變，運用新科技教學的文化在個案學校慢慢形成，這是學校創

新的目標達成，更有助於形成下一階段創新的創新實踐。 

 

「科技的建立，資料庫的建立，剛開始會比較困難，但建立以後，很多老師就變的勢必要走這

條路，我們不單單是走一條路，而是說要形成一種文化。文化是常久的，我們建立一個文化，

是說當他接受科技化時，他會很容易接受外在的訊息，在文化刺激上較廣闊些，這個當初的想

法，現在認為是蠻正確的。現在老師會熱衷媒體的學習，像資訊融入種子學校的加入，是讓許

多老師有機會投入在教學上運用科技。」(訪 P1-63) 

 

學校創新歷程的完成階段是形成學校的新文化，能引導新成員成為學

校永續發展的動力。 

 

「你做好受到別人肯定是附帶的，我認為做出來之後就變成學校的一部分，變成學校的文化，

新進來的老師就自然而然的投入。」(訪 A4-93) 

 

學校創新持續發展，歷經創新實踐一個又一個歷程，就會演化成學校

新的文化，成為因應時代變化的競爭力與行動力，成為學校寶貴資產，更

是組織永續創新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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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走的時間夠長的話，就會變成學校的文化，成為學校的資產。」(訪 A4-111) 

 

學校創新的目標就是要形成學校文化，創新初期的成果要持續發展，

傳承為學校常態形成學校特色，經過一段時間沈澱，慢慢形成學校優質文

化是學校創新的最終歷程。個案學校老師在歷經學校創新之後有同樣的看

法： 

 

「我認為要繼續往前走，傳承變常態。先鞏固整理凝聚變成學校一種特色，主幹先起來，再沈

澱，形成學校文化。」(訪 T6-81) 

 

貳、學校創新歷程討論 

探討學校創新歷程是以過程觀點來界定組織創新，透過對個案的創新

歷程的分析，學校創新的內涵就清楚的浮現。 

一、學校創新項目多元而豐富 

吳清山(2004)提出學校創新經營具體項目為：觀念創新、技術創新、

產品創新、服務創新、流程創新、活動創新、環境創新、特色創新。依個

案學校創新項目按以上分類加以整理如下： 

類   別 創       新       具        體      項      目 

一、觀念創新 善用社區資源。組織再造。科技融入教學。發展策略聯盟。實施校園永續發

展綠建築計畫。 

二、技術創新 首創雨撲滿，有效節約雨水再利用。 

三、課程創新 英語日活動。促進健康學校活動。推動自然生態教育。推動校園生態課程，

培養小小解說員。結合社區生態資源，編製摺頁解說。創新學生團隊型態。

四、服務創新 建立 e 化教學環境。建立 e 化行政系統。校長卓越領導。應用無線網路傳輸，

走動管理學校物品、財產及學生出勤記錄。規劃行動圖書服務。 

五、流程創新 應用電腦網路，規劃單一服務窗口。 

六、環境創新 植樹節栽種梅樹活動。欖仁步道。校區寬廣幽雅綠色建築。走廊空間利用設

置麥當勞式休閒座椅。規劃自然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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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色創新 與社區美國學校文化交流互訪活動。啦啦隊。跨年晚會。舉辦庭園音樂會。

舉辦「講英語，麵包送給你」生活情境模擬學習。推動每月一書、一畫、一

曲教學活動。烘焙技藝班成品，提供賣場販售。 

每一項創新項目均是學校創新的具體實踐，豐富了學校創新內涵。 

林志成、童鳳嬌(2005)在討論教育經營創新瓶頸時指出：目前學校在

活動創新、環境創新及特色創新已漸漸看到績效與成果，在觀念創新、服

務創新等深層的創新仍待加強。由個案創新項目來看個案已非一般學校僅

是活動與環境上點的創新，而是學校全面系統性的創新，是屬於學校深層

的創新，值得推廣，供其他學校創新學習。 

 

二、個人創造力是學校創新的關鍵能力 

由個案創新的十一個階段歷程，吾人發現個人創造力在組織創新中的

影響是清晰可見的，若按組織創新是個人或社會系統所接受發展和執行新

創意的過程來說，新創意的產生往往由個人創造力或一群有創造力的團隊

提出，如個案創新歷程的初始導入階段創新領導及形塑創新願景階段均由

於個案的行政及教學領導者具有個人創造力引爆出組織的創新。成功實踐

學校創新。在組織領導人個人創造力方面尤其突出，個案創新先是由上而

下，校長具有個人創造力，提出許多創意思維，主任層級具有執行力，執

行校長的創新思維，讓學校在創新初期先有具體成果，再加以精緻化，個

人創造力在學校創新中形成關鍵能力。 

 

「校長在行政領導創新，教務主任要跟的上腳步，只要有一個地方動不了，就無法推動最上層

所帶的。」(訪 A1-198) 

「校長有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比較有系統概念，系統管理的概念，有系統的整合。他的科教

專長把一些科技系統東西帶了進來。」(訪 A1-208) 

 

三、學校創新要有天時地利人和的條件 

在執行新創意過程中，組織因素的配合及經營策略的運作，天時地利

人和成功實踐學校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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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因素，是我一直認為要有人帶領，還要天時地利人和，我們學校有這樣的

改變，就是三個條件湊合在一起，其實我覺得行政人員改變不大， 校長有改變（領導改變），

且這兩年新進老師很多， 平均年齡下降。」(訪 A1-192) 

 

天時乃指當前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展開，許許多多教育創新實驗在學校

展開，學習型學校不再是口號，而漸成為實際，在第七階段個案創新實踐

發展階段，個案引進許多創新實驗案，例如初級資訊融入教學策略聯盟、 

綠色學校、英語環境建置等，這些教育創新實驗的展開，型塑校園創新氛

圍，引進學者專家帶動團隊學習，此一階段創新歷程是學校創新最快速也

最顯著的一段歷程。 

 

「面對時代變化，他們的應變能力很強，學校巨大轉變對學校來說形成一股對學校的向心力，

後來又來了一個積極去變革的校長，他就抓住那個時間點。」(訪 S1-43) 

 

地利當然就是指歷程的一、二階段，學校重建地點是一新興社區，有

利於學校正向發展，社區與學校均面臨新的環境，彼此相依相惜，互助互

利，彼此為榮。 

人和部分就是個案組織文化非常鬆軟，有利於學校各項創新實踐的推

行。個案在創新實踐歷程中，得到組織成員認同，少有障礙。行政團隊互

相配搭，彼此合作。 

 

「個案本身的校園文化並不是一個衝突性很強的文化，他們同仁之間的氣氛蠻不錯的。」 

(訪 S1-44) 

「同仁彼此互相支持， 我們工作量很大，大家彼此合作， 整體搭配並不是只丟給一個人。 像

我們有行銷的部分 ，幹事文筆很好， 校長讚美我們教務處是鑽石組合。」(訪 A1-276) 

 

就整個創新歷程的發展來看，學校創新的時機掌握是成功實踐的重要

因素，新任校長到校能應用創新的思考、全新的領導方式掌握學校創新的

脈絡，使每位組織成員都能確認創新主軸並主動尋找創新項目加以發展、

並藉由工作活出生命的意義，進而促使學校老師及組織成員能持續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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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實驗、改進、創新，也在這創新發展歷程不斷地增進了組織創造未來

的能力，形成創新文化，進而學校文化也不斷創新。 

四、學校創新歷程是創新思維到創新實踐及成果的轉化 

吳清山(2004)曾就「創新」的過程加以分析，其認為：就創新過程來

說，創新是一種複雜的轉化過程，從形而上的思維轉化為形而下的實際行

動過程，這種過程的結果就會反映在產品、服務或工作方法之改變。在探

討學校創新議題的同時就是對學校創新發展過程的探索，由個案實踐創新

過程中可以看見個案組織的種種演化與轉化，個案創新歷程是由形而上的

創新願景思維轉化為形而下的實際行動，再由環境創新、課程創新、活動

創新、教學創新、行政管理創新或組織工作方法之改變化為創新成果，有

了成果再送請經專家評鑑修正就成為組織的寶貴有形或無形資產，組織文

化也因實踐創新而更新。 

 

五、學校創新歷程是全面組織系統的改變歷程 

個案由校園重建的挑戰階段開始，此一階段亦是個案面對組織有史以

來最大危機的階段，當組織面臨空前危機也常是組織大改變的開始，當組

織意識到一問題的嚴重性需要解決，也就是問題解決的歷程開始，個案創

新開始於天災的破壞，此一經歷是學校組織少有的，我們不能異想天開的

有一場災難發生，而重新創建一新組織，我們可以寄望的是組織創新領導

的改變，透過組織創意領導進入組織創新實踐。學校創新是全面組織系統

的改變，先由點而線而面範圍逐漸擴充，學校內有一個個的次級組織，選

拔有創意的組織領導人構思組織創新願景，再有優質創新團隊，先行實踐

發展組織創新，有了初期創新成果，透過歷程的發表或專家評鑑，成為校

內其他組織的典範，因而形成組織創新氛圍，當組織有更多創新實踐時，

組織文化因而演變因而創新。 

 

六、學校創新要加以評估並精緻化使其深化 

傳統創造歷程通常被視為五步驟：準備期、孵化期、見解期、評估期

及精緻化時期(Csikszentimihalyi,M.1999)。在個案創新歷程中亦經過創

新實踐發展之後亦有評估其與精緻化時期，在第七階段創新實踐發表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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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就是評估及將創新成果精緻包裝，參加評比或鑑定再經組織內部加以評

析深化成為組織常態工作內涵，成為組織差異化產品，更是組織文化的創

新而成為組織無形資產。學校經過創新歷程不斷演化，組織的創新願景才

逐漸實踐，持續創新成為組織特色，型塑成為創新性的組織。創新性的組

織容許失敗、鼓勵成員勇於不斷試驗、鼓勵並提供資源以追求創新，如此

創新的實踐歷程，建構學校創新典範。 

 

第二節 學校創新策略分析與討論 

策略是組織存亡的核心之道，由於學校屬於養護性組織，與企業組織

性質不同，以往較不重視，但隨著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知識性組織--學

校面臨空前嚴厲的挑戰，如何發展學校創新策略成為知識創新的重要決定

因素，隨著學校外在內在環境的變化，學校必須重新對焦，調整行動，為

組織訂定方向，以完成發展目標。本節根據個案創新實踐歷程的研究，分

析及討論個案在創新成功實踐歷程中採取哪些創新策略，為創新策略定位。 

 

壹、學校創新策略分析 

策略是組織存亡的核心之道，由於學校屬於養護性組織，與企業組織

性質不同，以往較不重視，但隨著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知識性組織--學

校面臨空前嚴厲的挑戰，如何發展學校創新策略成為知識創新的重要決定

因素，隨著學校外在內在環境的變化，學校必須重新對焦，調整行動，為

組織訂定方向，以完成發展目標。本節根據個案創新實踐歷程的研究，分

析及討論個案在創新成功實踐歷程中採取哪些創新策略，為創新策略定位。 

透過本研究資料分析、觀察及深度訪談得知個案學校在發展學校創新

歷程中，考量本身組織的優勢劣勢及外在內在環境，以研訂創新主軸策略、

優質人力帶動策略、結合課程發展策略、運用社區資源策略、突出特色發

展策略、配合教育創新實驗策略、參加創新評鑑策略等七項策略，致力於

學校創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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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訂創新主軸策略 

學校創新初期擬訂「科技與人文」為創新主軸。這是個案創新第一個

核心策略，科技重點在於自然和生物，人文著重於社區鄉土，有了主軸與

核心，所有創新圍繞主軸發展。訪談校長分析組織運用的策略為何？其認

為在短時間之內要集中學校人力物力於創新上有成，有效的策略就是要有

創新主軸，個案學校將創新主軸訂為科技與人文，以社區為發展能量，透

過活動創新，並融合於課程中加以推動。創新主軸的研訂要針對學校外部

環境及組織內部條件加以分析研判分析，每個學校都有其優勢及弱勢所

在，不能一味仿效、抄襲與複製。 

個案位居郊區採取與都會型學校作區隔的發展主軸策略，其有社區鄉

土的環境優勢，因此以「在地化」的人文主軸為重心。再加上自然領域的

人才優勢，及校長對電腦科技的專長搭配，自然形成「科技與人文」的主

軸發展理念。組織發展有了核心概念，自然會引領組織成員朝中心主軸構

思及創新。創新主軸發展脈絡清晰可見。 

 

「我認為本校要在短時間建立起來，是要與都會型學校作區隔。我們了解升學是一個很緩慢的

歷程，你要能在短時間讓孩子覺得他是不一樣的，我們認為不要太多分支把力量分散掉，因為

學校老師少，所以就抓自然與人文這個主軸做。」 (訪 P1-4) 

 

個案創新活動都環繞創新主軸，每一個活動都在主軸系統之下與課程目

標相結合，成為個案發展創新極重要的策略，在此願景主軸策略下發展學

校創新成為系統創新，與課程結合彰顯學校核心價值。 

 

「我還是認為所有的東西應是一個策略，而不是一個活動，不管規畫什麼他都有一個主軸，不

管任何系統他都有一個目的目標，每個活動都要有系統的觀念在裏面要有目標計畫，每個目標

依附主軸，每一活動都是一個圓，而不是一個點，每一活動都是課程，你要達到課程某個目標，

不是單一活動，像煙火一樣衝上天就曇花一現消失了，所有創新活動皆有策略性的在規畫，不

是隨便舉辦。」(訪 P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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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質人力帶動策略 

學校組織應格外重視優秀組織成員，因為優秀組織成員形成學校組織

的一種「互補性資產」，由優質人力帶動學校創新是個案學校運用的策略

之一。尤其在學校創新的初始由無到有，先要有創新的行動，勇於創新，

樂於改變，中間經過不斷討論修正，再擴大參與面，量與質的提升，在個

案創新實踐歷程中可以清楚看見組織在創新初期採取菁英帶動由上而下的

策略，慢慢擴大創新實踐的參與面，最後達到組織成員各個團隊全面分工

合作的理想境界。尤其在課程創新項目上，均是由各領域的佼佼者，有熱

誠有能力有專業肯付出的老師帶頭發展新的課程，並非一開始就動員全體

成員投入創新實踐，因為組織成員當中有許多是創新的旁觀者，其想法總

是多一事不如少一事，一切一如往昔，在其思維是只要把個人分內之事完

成即可，所做之事均是例行公事，僵化而守舊，在個案學校不可避免的也

有此情況，他們採取了由優質人力帶動策略，創新先期由專業能力強而願

意投入者先行開始，慢慢再引入其他成員，以免因增加工作量而形成組織

創新的阻力。 

在學校創新初期，校長掌握組織的心理與物理因素，先由組織內優秀

人才帶動策略，以其先建立組織成員的信心。 

 

「我運用的策略有兩項:是掌握心理因素與物理因素。心理因素就是剛才講的建立老師、學生

的自信心。還是一句話＂沒那麼困難＂。老師們的恐懼感會慢慢的消失⋯⋯⋯⋯所以我們是慢

慢減少負面的層面，把老師的信心建立起來。」(訪 P-50) 

 

學校創新的發展策略之一是能力強配合度高的組織成員加以推動示

範，先求產出成果，再全面推動，避開阻力。 

 

「他會抗拒的，我們一開始不去動他，因為你動他⋯⋯⋯⋯⋯⋯⋯，找概念跟我們一樣，有共

識的，你一開始有成果出來，大家看到了抗拒就比較小，通常會抗拒的，是他不瞭解嗎！能力

不夠。」(訪 A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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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課程發展策略 

課程(curriculum)，作為學校教育這個系統中的「軟體」，是最重要、

最繁雜的教育問題之一。教育實踐，就是以課程為軸心展開的。(鍾啟泉，

2005)。因而個案學校在發展創新活動或計畫時時與課程做連結，發展一些

能引起學生趣味的創新教學，讓教學與課程成為創新的核心價值，符合學

校組織的核心目標。唯有創新結合課程發展與教學，學校創新才有意義。 

 

「現在有許多國小老師認為我們課程不太一樣，我們就當作學校的一種策略之一。」 

(訪 P -34) 

 

學校創新的價值在於與課程結合，創新成果成為學校教育的常態性實踐

內容，讓學校課程不斷有新的內涵，個案學校創新策略之一就是結合課程

發展。 

 

「這個創新活動以後應該會常態性的做。而且還會把校園植物再上一次，把這些創新活動與課

程做一個完整的結合。」(訪 T1-91 ) 

 

   節慶活動創新就是最好的實例，透過豐富趣味的節慶活動帶動教學的創

新效果，個案有許多活動創新的實踐均與教學與課程互相搭配，成為個案

學校創新的有效策略。 

 

「那我舉元宵節為例，元宵節是中國的節日，而我們國文科會配合做些燈謎，使教學內容課程

與活動結合在一起。」(訪 T2-347) 

 

四、運用社區資源策略 

在研究個案學校創新歷程之中，吾人發現個案大量引入社區資源成為其

創新策略，學校與社區合作無間，社區以學校為榮，學校亦以社區一分子

自居，社區的文化資源豐富，就成為學校創新的內涵，學校發展本位課程

以社區為題目為核心加以創新發展，社區的地理人文生態產業均是學校創

新的材料，學校創新的成果也立即回饋給社區，讓社區人士深深感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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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社區，社區與學校已融為一體，這是學校創新策略之一。各個學校學

生來自社區，社區與學校榮辱與共，社區人力物力財力，有形無形資產是

無窮無盡，如何加以有效運用，引入學校創新之中，個案學校是一個最佳

實例。 

 

「學校老師們是都認同學校附近的環境。社區的環境，這是一個可以利用的能量。」(訪 P1-4) 

 

國文老師就利用社區的基金會，共同舉辦學校創新活動，讓社區機構成為

學校創新教學的伙伴關係。 

 

「我們學校這幾年來都有跟麗澤基金會主辦一個麗澤書畫展。」(訪 T2-31) 

 

學校運用社區資源創新，創新成果也回饋社區，讓社區人士深感學校的

用心。彼此互動良好，形成教育發展的伙伴關係。 

 

「因為來這裡之後，覺得這裡環境很好，新校長來了之後，認為學校的發展應配合社區的特色，

結合社區資源，地理環境，因為在社區有許多登山步道，登山步道有許多生態資源，我們做步

道的植物圖鑑，學生對地方社區的風土都要知道，一方面做教材，一方面為社區打廣告，登山

的人很多，他們都很喜歡這份圖鑑。」(訪 A1-53) 

 

五、突出特色發展策略 

個案在學校創新實踐中運用突出特色發展為其策略，由於學校地處市區

郊外又靠山區，有其特殊的地理位置，在學校創新的先後排序考量上採取

突出特色的策略，以特色的展現建立學校的獨特形象。學生會感覺不太一

樣就是課程的創新，特色（difference）的展現。學校特色是在自然與英

語領域，因此在這兩個領域產出許多創新成果，突顯學校特色。也兩次獲

得全市特色評鑑第一名的佳績。其展現的特色就是自然生態教育及英語生

活情境融入學習。 

 

「我們做英語日時，請家長指導做出一些特色來。另外輔導室也申請園藝栽培技藝課程，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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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去做庭園造型，所以我們就有了許多有特色的庭園造型。」(訪 A1-127) 

 

六、配合教育創新實驗策略 

由個案創新實踐文獻及訪談中獲知學校創新成功很重要的一個策略是

學校配合許多教育創新的專案實驗，藉由參加教育創新實驗案引進許多校

外專家學者寶貴人力資源，同時也藉由加入教育創新實驗形成學校創新氛

圍，組織成員有更多學習成長機會，也建構起學習型組織，唯有透過組織

學習才能改變組織文化。 

 

「我們這兩年比較大的改變，學校會申請一些案子，例如資訊種子學校。還有去參加 Inovation 

School 的競賽⋯.。」(訪 A1-29) 

 

參與教育創新實驗使學校組織成員有學習有參與的機會，創新文化因而

形成，學校創新不再成為遙不可及的理想，而是我們每天的思考課題。 

 

「接這些案子以後，參與的人多，就動起來了，也就是活起來了，我想這是創新成功關鍵之一。」

(訪 A1-40) 

 

個案創新實踐藉由教育改革許多專案實驗，引進校外專家學者寶貴人

力資源，例如加入資訊溶入教學種子學校、綠色學校等。 

 

「善用教育改革的種種專案實驗，配合學校願景，來發展學校創新。」(訪 S1-34) 

 

七、參加創新評鑑策略 

學校各項創新是要經過專家學者守門人的認可才得以形成，也唯有透

過參加評鑑的考驗創新才會成為組織的資產。個案在創新實踐歷程中將創

新歷程加以紀錄成果加以包裝，參加市內或全國的比賽評比鑑定，榮獲許

許多多的獎項，讓組織聲望因不斷創新而提升，也形成參與創新成員最佳

的鼓舞獎勵，讓參與創新成員成為組織英雄，因而形成組織創新寶貴的內

在動機，尤其在當今知識經濟不斷強調創意創新之時，政府及民間舉辦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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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多激發創意的活動比賽，都是學校創新表現的舞台。 

 

「參加創新評鑑有個好處，你做的東西，到底能不能得到認同，參加評鑑、比賽、發表你會不

斷整理及修正，會做的更好，不斷反省自己走的方向對不對啊！可藉由專家評鑑，提供指導意

見，更渴鼓舞我們不斷往前走。」(訪 A4-102) 

 

個案學校藉由參加創新評鑑來鼓舞組織成員有創新表現是一有效的策

略，創新不是一時的突發奇想而是要以專業為基礎，透過有結構有邏輯的

思維脈絡，發展出有系統為專業所認可的具體成果。例如參加校外比賽有

了名次，成為持續創新的動力。因此參加創新評鑑策略是促使個案創新實

踐成功的運用策略之一。 

 

「當然一定要比賽才會得名，有了得名才會證明是好的，就有了動力。」(訪 A3-89) 

 

某一領域創新經過評鑑有了創新成果，不僅會引進外部資源，例如家

長及地方資源，也會產生帶動學校創新風氣，其他領域會急起直追，加以

效法，其效益是非常顯著，個案鼓勵成員參加創新評鑑是有效促進策略。 

 

「因為我們有創新成果出來，因此家長地方上願意協助。例如步道…….。 

自然科教學創新得獎，是否影響其他科？是！是！是！社會科、英文科、國文科都動起來了，

會激發老師創造力，會想我還有什麼東西可以創新！」(訪 T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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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創新策略之討論 

策略是為了達到成功的決策與行動，策略也可說是組織為達目標所選

擇的道路。個案在學校創新歷程中採用有效策略發展創新，促使創新實踐

成功，對個案創新策略討論如下： 

一、創新策略的形成 

個案創新策略的形成符合 Roger A.Formisano(2004)指出的策略發展

焦點，集中在三個問題的解答上，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身處何處？第

二個問題是：我們該往哪裡去？第三個問題是：我們如何達到目的地？個

案願景主軸策略、結合課程發展策略、參加創新評鑑策略回答了學校該往

哪裡去，指出學校發展方向。優質人力帶動策略、運用社區資源策略、突

出特色發展策略、配合專案實驗策略回答了如何達到學校創新願景。而第

一個問題：我們現在身處何處？更是學校經營者對個案所擁有條件的了

解，及學校當前所處外部環境的認識。個案創新策略是針對學校創新目標，

考量內部條件與外部環境所擬定。 

二、組織策略管理的新觀點 

探討個案學校實踐學校創新必須分析其採取了哪些有效的策略及其策

略管理情形。組織動態能耐為組織策略管理(strategic management)中深

受重視的新觀點。學校動態就是指學校能更新能力與環境變化一致的情

形，黃貞裕（2005）曾訂定學校動態能量量表七個因素層面分別為：(1)

行政整合;(2)學習;(3)知識管理;(4)策略彈性;(5)創新;(6)科技應用;(7)

定位。而陳木金(2002)指出學校「勇於創新」係指學校領導者在面對學校

組織變革的壓力與抗力時是如何系統思考、共創願景、運用策略、帶領團

隊努力於學校領導研究，找到勇於創新的學校經營脈絡與方向。針對學校

創新經營需要設立學校創新願景、建立創新文化、確立創新策略。創新經

營策略擬訂要充分考量學校能更新能力與外在內在環境變化的一致性，由

以上「組織動態能耐」觀點與「勇於創新」角度來分析個案學校創新經營

採取之策略，發現其採用之創新經營策略有願景主軸策略、優質人力帶動

策略、結合課程發展策略、運用社區資源策略、突出特色發展策略、配合

專案實驗策略、參加創新評鑑策略均能有效促進學校創新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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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策略掌握創新要素 

創新要素包含 N B C D：新奇(novelty)，改變（change），精緻

（betterness）特色（difference），在個案推展創新策略中，充分掌握

創新要素，在於學校特色的發展，學校特色發展占學校創新項目很大比例，

學校特色發展產生「紫牛效應」，在短期內就形成創新成果，產生「差異

化」產品，造成組織優勢項目。同時運用外部評鑑使創新精緻化，提昇教

學與行政效能。 

四、學校創新的檢驗和修正 

個案創新不僅持續堅持到底，也參加學校創新經營評鑑透過外部評鑑

不斷對組織創新加以檢驗和修正，透過專家學者的認可，形成學校的品牌，

激勵組織士氣。因此個案創新在組織制度、策略及人員上隨著外在環境的

變遷，而加以因應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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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創新促成因素分析與討論 

本節針對個案創新歷程及策略剖析其創新促成因素，並加以分析討

論，茲分壹、九二一大地震與學校創新。貳、學校創新的外在環境因素。

參、學校創新的組織因素三部分加以分析討論。 

 

壹、學校創新促成因素分析 

一、九二一地震是學校創新的契機 

九二一大地震是促成個案學校創新的最直接因素，個案的學校創新就

由學校重建開始，沒有九二一哪來遷校重建，學校受限於種種不利條件，

要改變是非常困難的。有了嶄新校園，成為學校創新的動力，論及個案創

新因素不得不從九二一地震震毀校園，校舍重建因素分析起。 

(一)校舍重建是學校創新的開始 

九二一無情的摧毀了校園，迫使學校另闢新天新地，展開艱困的重建之

路，全校師生攜手同心走過創校以來最寒冷的冬天，當重建完成，學校一

切都改變了，紅瓦庭院遼闊校園，揮別了九二一邁向學校創新旅程。九二

一的淚水與汗水化成了師生的驕傲與眾人的讚嘆，是毀滅性的創新嗎？還

是另一件國王的新衣？（邱皓政，2002）。政府提出「新校園運動」做為

災校重建的主軸。新校園運動不僅要讓重建的學校達到安全美觀與實用等

基本要求，更要在重建過程中推動一系列「校園經營實驗計畫」，鼓勵學

校與社區合作，共同摸索新的校園經營模式（教育部，2000）。九二一大

地震校園重建過程，就是學校創新的艱辛歷程。九二一地震自然成為學校

追求創新卓越的主要動力，蓄積了學校自發性的創新能量，莫之能禦，成

為學校創新最珍貴的資產。我們可從學校資深主任的訪談中感受到九二一

地震對個案學校創新實踐的影響是根本與深遠的，亦是學校創新的自然促

成因素，無法改變的事實。 

「學校改變，首先要感謝 921 啦！因為原來學校過去很老舊，921 之後讓我們換一個地方，有

重建的機會，過去學校是一個陡坡，現在是一個完整方正，重新開始，這個區域的位置還不錯，

學校重新規劃，這是學校創新第一個原因」（訪A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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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重建是一段艱辛的過程，凝具了教師對學校的向心與認同，外在嶄

新的校舍建築，與學校的創新沒有絕對的相關，但與學校共同走過九二一

的學校成員對學校絕對有刻骨銘心的愛，成為學校改變的無形力量，會對

得之不易的重建成果，格外的珍惜。因此形成了 Amabile(1988)所主張的

創意產品的誕生至少必須仰賴三個基本成分之一：工作動機(task 

motivation)，有了工作動機的基本條件，配合外在環境的根本變化，催化

了學校創新實踐，由以下對組織成員的訪談可以說明九二一是個案學校創

新的契機，是個案學校創新實踐首要促成因素。 

  

「九二一地震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契機一個轉機⋯現在兩邊可以march 起來，軟硬體可

以配一起，學校有整個重來的感覺。」(訪 A1- 45) 

 

「他們資深老師說學校經過九二一震災，他們一談到過去，都會很珍惜現在所擁有的新校區！」

(訪 T1- 212) 

  

(二)嶄新校園是學校創新的動力 

九二一地震之後，經過一段艱苦的重建歲月，在全校師生共同努力之

下，嶄新校園落成。重建的艱辛歷程，焠煉了組織成員對組織的向心力，

組織成員對新校園格外的珍惜，願意為組織付出。由以下對老師的訪談中，

可以清楚看出老師具有強烈的內在動機，想要組織發展的更好，這種內在

動機是組織創新最重要的無形資產，是學校創新的動力根源。 

 

「九二一之後學校重建完成，老師的向心力變強。」(訪 P- 07) 

「大家認為學校得來不易，要好好把它做起來。」(訪 T1- 214) 

「大家都有心要好好做，會去接受學校交辦的事，而不會去排斥它。」(訪 T2- 227) 

「來到這個學校，我發現一些資深的老師，他們對學校都很有向心力，很珍惜現在擁有的。新

進老師也會覺得這個學校觀念很新，也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而大家也很願意去做。」 

(訪 T3- 232) 

 

組織創新來自於組織成員具有強烈的內在動機，九二一地震成為個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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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內在動機之源，校園重建是個案學校創新的開始，在「新校園運動」

理念的引導下，透過組織成員集體努力之下，完成重建使命，學校「東山

再起」 

 

二、學校創新的外在環境因素分析 

九年一貫課程的推動、各種創新實驗案的推廣、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特

色等對個案學校創新造成影響，成為個案學校創新促成因素，分析如下： 

(一)九年一貫課程的推動 

教育部於九十學年度正式實施「九年一貫課程」，相較於過去課程而

言，九年一貫課程改變了：課程政策的鬆綁、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的銜接、

學習領域的統整、新興議題的融入、學校本位的課程、分工合作的教學、

十大基本能力的培養、活動課程的重視、本土化與國際化兼顧。由於九年

一貫課程的推動造成學校課程實施與教學的重大變革，形成學校必須改變

創新的外在壓力，同時教師在教學與課程上有了創造的彈性與空間，基本

上對教學創新有最為重大的影響力，教學創新可說是學校創新的核心價

值，由個案學校教師訪談中可見各科教學創新的實踐深受「九年一貫課程」

推動影響。 

個案在自然生態課程創新就是深受「九年一貫課程」因素影響而推動

的創新計畫。「九年一貫課程」的推動成為個案學校創新的外部環境因素。  

  

「其實是先有九年一貫課程的開始推展，學校需有學校本位課程，我們會針對學校有一考量，

我們為何會在這個位置，也會考慮教師結構，我們當時在自然科教師陣容蠻完整的，非常強，

像生物科老師在走自然生態，我是學物理的我對生態很有興趣，理化老師群中許多對生態蠻有

興趣的，所以第一年我們要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時候，我們就走自然課程。」(訪 A4-03) 

 

「九年一貫課程」在課程實施上老師的彈性空間較大，鼓勵創新教學

成為個案創新活動的助力而非阻力。 

「九年一貫課程的量比較少，在進度上控制好的話，這些創新活動是可以配合。」(訪 T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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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創新實驗案的推廣 

    個案在創新實踐歷程中參加許多教育創新實驗，這些教育創新實驗

如：綠色學校、資訊融入種子學校、健康促進學校、學校組織再造、英語

環境營造等等實驗案，對學校創新產生帶頭作用，成為個案成功實踐創新

重要因素。 

 

「實驗案對學校創新有帶動作用，最沒有效益的是組織再造，在實驗案中有許多主軸人物會參

加許多創新活動計畫，每個計畫也夾帶兩三個新人在裡面，慢慢帶，透過不同活動慢慢擴大，

慢慢搭上來，一個活動是整個系統中的子系統，許多活動結合搭起來，就聚積了能量，像資訊

融入教學，可以搭上不同領域，我們每個東西都是有用的，我們讓老師感覺我們做出來的東西

都是有用的。」(訪 P1-160) 

 

個案創新很大一部份是善用教育改革的種種專案實驗，配合學校願景，

來發展學校創新，專家學者及經費資源都會因專案實驗而進入學校，成為

學校創新不可或缺的動力。 

 

「台灣的教育改革當然對學校有間接的影響，比如資訊種子學校的推動，正好是校長的專長。

學校本位的課程改革，像資訊正好是校長的擅長，他就善用資訊融入學校課程及行政管理，九

二一重建也有許多經費進來，也比別的學校多，他利用種種外來資源做硬體建設，辦活動的經

費，善用教育改革的種種專案實驗，配合學校願景，來發展學校創新。」(訪 S1-28) 

 

(三)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特色 

教育改革強調課程的鬆綁與多元，尤其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特色發展，

個案學校於發展學校本位課程歷程中，不斷創新課程特色，獲得專業的肯

定，學校創新的核心在教學創新與課程創新，受到課程改革強調發展學校

本位課程新思潮之影響，個案學校不斷有創新課程的產出，形成學校創新

的主軸。形塑一所具有特色的國民中學，課程的特色發展成為學校創新的

主要內涵，學校創新與課程相結合，有助於建構學習型文化，也提升教學

服務的品質，相較於其他國民中學有更豐富的學習體驗，建立差異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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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配合人文與科技的主軸，我們會辦一些活動，我們以課程名義加以推動，我們共同塑造

願景的一些相關活動，自然而然學生會感受一些不同的課程內容，會感覺跟別的學校不太一

樣，現在有許多國小老師認為我們課程不太一樣，我們就當作學校的一種策略之一。」 

(訪 p- 41) 

 

學校創新成果也大半是課程創新的表現，有了創新的課程也就帶動教

學的創新，兩者互為因果。追本溯源沒有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教育新思維，

學校課程創新不會如火如荼的展開，因此個案學校創新實踐深受外在教育

創新思維的提倡與教改政策的落實推動的影響，尤其是強調學校本位課

程特色的新思潮。個案創新發展主軸就是在學校本位課程特色理念下發展

出來的。可以說個案創新歷程就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歷程。 

 

「我們要做本位課程，原本我們的課程是叫「大坑有約」主題式的本位課程， 各領域都要下

去搭配，我接教務處之後，我的教學組長也是自然領域， 因此我們就開始。 因為校長的資訊

能力很強， 然後各領域去搭配 ，就形成發展主軸-----自然與人文。」(訪 A1- 140) 

 

學校創新圍繞著本位課程發展，而許多的研習活動也是探討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帶動了學校創新發展，因而教育改革強調學

校本位課程特色發展是個案創新重要因素。 

 

「這兩年大部分都是圍繞科技與人文，學校本位課程辦了很多相關的研習。」(訪 A1- 224) 

 

三、學校創新的組織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促進創新因素中發現，個案內部組織因素與莊怡軒（2002）

促進組織創造力之六項要素：組織文化、領導階層、工作環境、溝通管道、

激勵措施、資源提供是相符合的。而個案的組織文化、領導、策略、人力

資源均是形成個案創新重要因素。針對個案的組織領導因素、文化因素、

策略因素、人力素質因素，加以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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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領導因素 

由研究資料顯示，個案學校的創新成功實踐，領導角色成功的扮演著

舉足輕重的關鍵因素，個案學校校長與組織成員攜手合作共創組織創新成

果。 

「我們有一個氣氛,就是你能做,你就做。校長之前也是告訴過我們,你能做什麼,就去做。

他有辦法支持他就會支持我們。」(訪 T1- 155) 

 

蔡進雄(2003)建構發展出「新轉型領導」指出：新轉型領導三個因素

分別為共創願景、激發潛能及建立團隊，其中共創願景特別強調願景是領

導者與成員共創的過程。個案學校領導角色正符合新轉型領導三個因素，

共創學校創新願景、激發成員創新潛能及建立學校創新團隊，由研究訪談

及文獻資料，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個案學校的創新成功實踐深受領導的角色

之影響。 

校長有效的創新領導，對組織成員產生了正向的引導作用，正由於其

與組織成員共創學校創新願景、激發成員創新潛能及建立學校創新團隊。 

 

「校長活動力很強，學校裡面行政和老師配合度也都還不錯，大家都有在跟。社區對我們印象

很好，那整個風評就一直在向上提昇。」(訪 A1- 17) 

 

組織在剛開始推動創新是困難的，面臨的最大難題是心理因素，組織

成員自信不足，需要組織由上而下加以推動，如何突破心理障礙讓組織成

員願意嘗試創新，在短期內能看見創新成果，而建立信心，去除對創新的

畏懼感。我們由以下校長訪談中，了解到學校創新無法一下子就全面推動，

必須先成立創新的專業核心領導團隊。 

 

「當初到任，我先觀察一下，發現我們學校文化初期引進是蠻單純的，當初我先找主任商量，

從主任口中，我知道應該組成一個 leader 的策略，慢慢建立他們的自信心，他們才能有自信的

把他們的想法講出來，若他們缺乏這個自信的話，他們會想這是不可能的。」（訪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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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校長領導學校想要每個孩子都能快樂學習，為了彌補學業上會有的

一些挫折，因此替孩子設想安排一些很精彩的活動。 

 

「校長他特別跟我們說，他很希望每個在這裡學習的孩子每個都能開心快樂學習,度過三年的

國中生活。我認為校長在這方面有替孩子們設想。所以會安排一些很精彩的活動。因為有些孩

子可能在學業上會有些挫折,可是在其他方面校長幫他們彌補過來⋯.. 」(訪 T2- 174) 

  

校長領導催化了活動創新，因而每到節慶學校會設計具有創意的活

動，豐富了學校課程內容，亦形成組織服務的創新。 

 

「比較具體具體的創新表現⋯⋯.我想我們比較有明顯感受且實際參與的,就是各項節慶的活

動。」(訪 T1- 11) 

 

個案學校創新實踐促成因素在教師成員看來首要是一校之長的創新領

導，其次是教務主任積極的推動。 

 

「我想學校創新第一個原因，主要是校長有在領導。其次是教務主任也積極在推動。這兩個主

要人物都願意做這事。」(訪 T3- 246) 

校長到任視事後，即積極投入創新領導，在短短幾年之內就有了豐碩

的成果，各項對外比賽連連得獎，組織形象改觀，讓社區民眾刮目相看，

有如地方上一顆閃亮的星星，獲得地方上一致的肯定。在接掌個案學校之

後，團隊積極參與全市與全國的創新課程發展與推廣，曾多次榮獲專業評

鑑肯定，是一位擁有豐富創意展現創新領導的校長。九十四年度「卓越校

長領導獎」，係表彰領導卓越的中小學校長與教學成效卓越的教師團隊，

個案學校校長初任校長有旺盛的企圖心，憑藉創意、前瞻的遠見眼光經營

學校，今年（2005年）榮獲教育部頒發全國校長領導卓越獎。校長在接掌

個案之後，堅持以創新為主體的教育理念，建立「創新、卓越」的學校願

景，從建立組織成員創新自信心開始，塑造創意自在的舒適校園，建立組

織的創新專業團隊，重視學生親自參與的動態創新學習，並營造造優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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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學習環境，讓全校親師生在多元、尊重、溫馨、創意的校園環境中引

導學校成功的創新實踐。 在校長帶領之下，個案學校積極參與全市與全國

的學校課程發展與創新活動推廣實驗，從資訊教育種子學校到資訊融入教

學典範學校，綠色學校，帶動社區發展，學校創新經營，學校特色發展，

學校由硬體到軟體，都有成為地方教育的典範。由此可見，一個組織的領

導品質與組織創新是息息相關，由組織成員相關訪談中莫不推崇校長是個

案學校創新實踐的領航者，由於校長卓越領導促發學校創新。 

(二)文化因素 

個案歷經九二一大地震學校重建之後，學校文化有了很大的改變，學校

成員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切，認為來之不易，格外珍惜。尤其是資深老師，

對組織有強烈的向心力，影響新進組織成員。大家願意為學校創新而努力，

此種優質學校文化促成學校創新實踐。 

 

「來到這個學校,我發現一些資深的老師,他們對學校都很有向心力,很珍惜現在擁有的。而新進

老師也會覺得這個學校觀念很新,也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而大家也很願意去做。」(訪 T2- 231) 

 

個案組織成員樂於參加各種研習活動，像民間的「福智文教基金會」

辦了許多教師成長活動，組織成員由研習中學習成長，此種學校文化有助

於學校創新，是一種傾向於學習型的組織文化，成為學校推動創新的最有

利條件。 

 

「鼓勵老師去參加「教師營」「工作坊」，像「福智文教基金會」舉辦很多活動研習，校內也

有，我們許多老師都在裡面學習成長，至於說學校創新部分，遇到問題可以討論一下，做一些

學習單。」(訪 T6-32) 

 

    個案學校老師會自動自發的組成討論會，推動一些有益學生的創新活

動，有這種組織的文化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是促成個案學校創新的組織因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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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每禮拜四早上第一節我們都會做討論，在我們共同的時間，沒有課的老師，共同做一些

學習單，我們都是用討論的方式，可以推出一些新東西，像去年我們推出「孝親活動」，「洗

腳活動」。」(訪 T6- 38) 

 

    個案的組織文化是學校創新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組織成員相處愉

快，文化非常鬆軟，面臨時代快速變遷，組織應變能力強，因而在學校創

新上成為有利因素。 

 

「個案本身的校園文化並不是一個衝突性很強的文化，他們同仁之間的氣氛蠻不錯的，面對時

代變化，他們的應變能力很強，學校巨大轉變對學校來說形成一股對學校的向心力。」 

(訪 S1- 43) 

 

    教師和行政配合良好，組織成員有如兄弟姊妹，校長很有親和力，都

說明了個案組織文化成為組織創新的沃土，是學校創新的促成因子。 

 

「當老師提出什麼構想時行政部分都會配合，不會嚴格控制影印機或油印，老師有足夠空間可

以揮灑，我們校長也不會很嚴肅，老師們像兄弟姊妹。」(訪 A1- 221) 

 

(三)策略因素 

企業組織創新研究中發現許多有效的組織創新策略，例如組織資源的

優先配置策略，組織優質人力的運用策略，紫牛策略等等⋯⋯。個案在推

動學校創新時，也成功的運用組織策略成為促成創新成功的重要因素，分

析如下：  

1.善用資訊科技 

「組織物理因素就是科技環境的建立與應用科技的部分，這個部分，因為我比較專長，我

十多年應用科技(電腦)感覺，不論教學與行政運用科技帶來的便利。科技的建立，資料庫的建

立，剛開始會比較困難，但建立以後，很多老師就變的勢必要走這條路，我們不單單是走一條

路，而是說要形成一種文化。」(訪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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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組織物理因素就是致力於建立科技環境與應用科技。為因應 E世

代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外在環境的日新月異，運用新科技以創新，是任

何組織無法避免的挑戰，個案學校在校長的大力推動下創造多元化的數位

學習環境，提升組織成員數位素養，加速打造科技校園，要形成一種校園

科技文化，藉著科技以有效進行知識管理。在校長訪談中可見個案組織十

分重視組織物理因素，其所指的物理因素就是科技環境的建立與應用科技

的部分，建立科技環境與培養組織成員應用科技的素養做為組織創新的基

礎建設。例如非同步網路課程將課程數位化，校內無線上網等等，由於資

訊科技可大幅改善工作效能、減少溝通時間、克服距離限制等成為組織競

爭力之重要指標。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符合組織外在環境改變是學校創新的

關鍵因素。組織重視科技資源與價值使學校整體經營理念邁向一新思維，

帶動學校創新。而領導者之科技管理能力堆學校創新有絕對關鍵的影響，

很難想像現代一個創新的組織，科技因素不對其產生組織運作影響。科技

與基本設施的支持及科技與學習之整合說明個案學校具備現代科技領導，

根本的是個案學校組織具有 Leonard-Barton（1995）所謂的強勢的核心科

技能耐（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才能使組織與眾不同，並讓組織

形成競爭優勢。 

 

「組織心理因素就是建立老師、學生的自信心。文化是常久的，我們建立一個文化，是說當他

接受科技化時，他會很容易接受外在的訊息，在文化刺激上較廣闊些，這個當初的想法，現在

認為是蠻正確的。現在老師會熱衷媒體的學習，像資訊融入種子學校的加入，是讓許多老師有

機會投入在教學上運用科技。還是一句話＂沒那麼困難＂。老師們的恐懼感會慢慢的消失，有

十個裡面本來有八個在恐懼，現在變成有六個，不可能十個都完全不恐懼，這不可能吧！所以

我們是慢慢減少負面的層面，把老師的信心建立起來。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心理與物理層面同

時在進行，所以你可以感覺到＂人文與科技＂就是＂心理與物理＂二個層面。」(訪 p-54) 

 

個案在利用資訊科技策略上是先建立老師及學生的自信心，讓老師在

教學上多有機會運用科技，慢慢形成一種文化，當老師接受科技化時，就

很容易接受外在訊息，有較多較廣闊的文化刺激，老師的恐懼感就慢慢的

消失，建立起接受新事物的自信心，有助於學校創新文化的形成。學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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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工作上沒有傑出的表現原因是只看重自己的弱點，擔心弱點會造成工

作的失敗，如何克服組織成員的心理障礙，鼓勵成員突破心理因素，建立

信心，勇於創新。除此之外個案善用科技也增加了行政效能，激發學校創

新。 

 

「他利用科技一些東西來處理校園內的一些問題，財產管理非常有效率，及教學設備物品陳列

在什麼地方，使用的狀況透過網際網路使整個學校是透明化，另外也做圖書管理，讓學生方便

使用圖書資源，讓學生借書還書更有效率，因為下課只有十分鐘，種種善用科技創新增加了行

政效能。」（訪A1- 73） 

 

個案善用資訊科技將學校朝資訊化方向發展並且運用在教學之上，此

一組織策略成為學校創新發展成功重要因素。 

 

「那他能成功實踐創新是校長抓住了整個大環境的一個脈絡，就是整個學校的資訊化，把它運

用到教學上面，變成整個學校發展重要的一環。」(訪 S1-14) 

 

    運用科技策略，形成校內科技文化，組織成員就會很容易接受外在的

訊息，有較廣闊的文化刺激，促成組織成員的創新思維，組織成員有了創

新思維，對學校創新就有莫大助力。因此個案組織內部運用科技策略是促

成創新一大因素。 

 

「我們不單單是走運用科技一條路，而是說要形成一種科技文化。文化是常久的，我們建立一

個文化，是說當他接受科技化時，他會很容易接受外在的訊息，在文化刺激上較廣闊些，這個

當初的想法，現在認為是蠻正確的。現在老師會熱衷媒體的學習，像資訊融入種子學校的加入，

是讓許多老師有機會投入在教學上運用科技。」(訪 P1-63) 

 

 

2.有效團隊運作 

個案創新的組織策略是初期引進外部專家來引導，再由熱心成員創新實

踐，建立創新模式，讓其他成員可以依照模式加以跟進，透過同仁之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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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影響，建立創新的實踐。而非由上而下官僚式的推動，這是組織充分掌

握成員心理因素有效團隊運作。 

 

「那時我們先引進一個外面的專家來為我們報告，然後我們找了兩個比較熱心的老師，後來他

們發現事實上並沒有那麼難，他們也會！其實很多已經是具有的，只不過把模式建立起來，慢

慢擴張創新的能量，我們自然領域有一個核心的 team，編寫大坑步道圖鑑，這個 team 建立起

來以後，其他領域能夠慢慢認同這種模式跟進，不能落後。基本上我很少用行政命令說，你要

怎樣、你要那樣，他們都是透過同仁之間的互動影響。」（訪 P- 18） 

 

學校教師平日忙於例行性的教學與班級經營，個人無暇也無心進行專

案創新工作，個案學校組成專案團隊，輔助教師進行教學與活動創新，提

高創新效率增加創新效能。透過專案團隊負責人的領航及團隊成員的分工

合作，實踐一項又一項的創新，形成學校整體的創新成果。 

在訪談個案社區生態調查專案創新團隊領導者談及其團隊的組織運

作，首先感覺其人格特質及理念與張吉成、周談輝、黃文雄(2002)所指知

識創新團隊的領導者，其特質十分相近，其中包括：1.具有豐富的創造力

和想像力 2.成為瞭解知識創新需求的調查者與研究 3.對具挑戰性或壓力

性工作感興趣 4.是一個冷靜而全面觀照的監督者(monitor)與評估者、能

與他人充分合作的團隊工作者(teamworker)5.能將新創新之知識化為實際

行動的執行者 6.能勤勉依時完成的工作者 7.成為此一領域的專家，能適時

檢視知識創新的結果符合組織的發展需求的程度等。 

 

「像我自然科，我的目標是要將整個社區步道生態調查做完。校園部分預計六年為一階段，每

三年做一次更新。整個步道摺頁完成，自然領域教學計畫目前是到這裡。生物的地方就到這裡

之後，我們要推地科部分，對社區的地質加以調查。有了以地方為主軸，各領域加以配合，像

語文領域鄉土文化等等，地方人文在地化都可容納進來。」(訪 A4-50) 

 

專案團隊創新工作的組織運作在領導人投入式的領導下帶動組織成員

願意跟隨願意投入，這是學校創新的關鍵點。學校傳統型學校組織成員習

慣於工作程序化的制約，形成對新工作講究彈性的工作內涵產生反應的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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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張吉成、周談輝、黃文雄(2002)。對學校創新的投入有賴學校組成專

案團隊，予以組織化的推動，透過領導人的感召影響組織成員加以跟隨投

入。 

 

「我自己是召集人，我不是把工作丟給你，命令你去做，我自己也投入在做，他們一看你是召

集人自己在做。對我而言，已沒有什麼好處了，他們會覺得，你都在做了，那假如有一些好處

的話，大家就願意投入了！」(訪 A4-73) 

 

    像英語日教學特色，就是運用團隊運作模式加以發展，而形成常態特

色課程，此一團隊運作策略是創新成功的組織因素。 

 

「英語日------，應該最初是我們教務主任，他們英語領域組成一團隊，分配工作，剛開始作就

得到好評，既然這麼成功，就繼續再做，內容不斷改變、修正，引進麥當勞配合，學校烹飪班

也配合。變成常態性，變成我們的特色。變成他們英語科特色課程。」(訪 A3-30) 

 

3.引進社區資源 

個案創新實踐成功的一重要組織因素是大量引進社區資源，學校創新的

極大障礙是資源不足，但個案創新歷程中充分利用社區的自然資源、人力

資源及社區人文組織資源，成為學校創新的重要推力。首先在校長領導學

校發展上非常重視與社區的互動。 

 

「校長很願意去跟社區來做互動，再加上他的資訊專長，所以形成他重建以後發展的重點。」

(訪 S1-21) 

「校長的構想是從學校與社區生態的結合，讓這一地區下一代的學生能關照關愛他們的社區，

認識他們生長的環境與生態，他也採取一些策略，但也慢慢有一些效果出來，得到家長認同與

社區的肯定，這是他很聰明採取的一個策略。」(訪 S1-64) 

 

   個案組織創新引進社區資源先要得到社區的肯定與信任，社區信任學

校，社區資源就近入學校，成為學校創新各項活動的最大助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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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首先爭取社區的信任，有了信任，資源就來了。」(訪 A1-261) 

「校長他很會找經費，很會利用社區的資源。若缺乏經費，很多活動是做不起來的。」(訪 T1-249) 

 

(四) 人力素質因素 

   個案創新的促成因素之一在於學校組織的人力素質非常之高，學校組織

成員的專業能力足夠產出新的產品、新的服務、新的流程。組織創新的能

力建構於個人創造力之上，人力素質因素直接影響組織的創新績效。個案

組織中有許多各領域的優秀人才，投入學校創新發展之中，促成學校創新

成功的實踐。校長的系統管理概念帶入組織之中讓學校創新有系統的整合

發展就足以說明個案學校創新成功深受人力素質因素影響。 

 

「因為現在是網路時代，有科技的應用比較能說服大家，而且校長有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比

較有系統概念，系統管理的概念，有系統的整合。他的科教專長把一些科技系統東西帶了進來。」

(訪 A1-208) 

 

個案許多創新活動均要由學有專長的老師來帶領，學校創新活動的成

功是要有各領域的專業人才來策劃執行，由此可見個案創新實踐人力素質

因素是促成因素。 

 

「像跨年晚會、聖誕節活動、英語日、節慶活動、燈謎段考下午樂團表演、直排輪、啦啦隊

等⋯⋯。啦啦隊是由一位專長老師負責。校長一開始會給老師一張調查表，看你有何專長？如

果我來帶我要帶什麼？！」(訪 T4-37) 

 

    個案創新在人力素質上要求的是教師的專業素養，專業素養夠則不但

能勝任日常教學工作，還能在教學上加以創新，成為有效能的老師。因此

教師專業能力是個案創新不可獲缺的因素之一。 

 

「我認為還有一點，就是教師的專業是很重要的。要培養學生的這些能力，老師的專業素養一

定要夠。」(訪 T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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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在自然及英語領域課程及教學創新的促成，在於兩個領域的領導

人均有很高的專業與奉獻的精神，完全出自自己內在動機的驅使，長期投

入課程及教學的發展才有的成果，人力素質成為學校創新的基本因素。 

 

「老師的素養要夠，才能帶動整個學校創新，像本校自然及英文領域老師均有很強的專業能

力，能在課程方面有所創新，產出新的東西。英文有教務主任在帶，而自然有教學組長廖老師

在帶，他們均有很高的專業與奉獻的精神，完全出自自己內在動機的驅使，長期投入課程及教

學的發展，建立自記學校的特色。」(訪 A2-52) 

 

     個案在面對教育改革浪潮中，有許多老師願意配合校長進行改革，配

合校長理念進行課程創新，有時一個老師的專業，就可帶動整體的創新發

展，說明人力素質因素是個案創新成功的關鍵所在。 

 

「學校本位課程是教育改革當中重要一環課程改革，強調課程統整概念啦！很巧的是在學校也

有一批願意配合校長進行改革，配合校長理念進行課程創新的老師。」(訪 S1-37) 

 

有時在一位老師的專業影響下，就可帶動老師的創新熱忱，因此人力

素質影響組織創新氛圍。 

 

「我們成立了一個社團，那個社團全部就是作科展，學生從一年級就選好了，依照老師的專長

開始往創新上走，我們有一個新進老師在理化專業上很強，由他帶，幾乎每一個老師都動起來，

我們國文領域也受影響，發展新的教學內容。」(訪 T4-24) 

 

貳、學校創新促成因素討論 

本研究個案學校創新深受九二一大地震影響，九二一大地震是組織外

部不可抗力的自然災害，由於個案學校位於地震帶，地震後學校無法原地

重建，因而遷校重建，校舍重建也就成為學校創新的起點。同時學校也因

地震危機凝聚了組織向心力，形成學校創新的動力，在探討個案學校創新

促成因素首先突顯的是因地震後的重建而有了嶄新的校園，組織成員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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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格外珍惜，願意為組織而付出，這種強烈的內在動機在個案成員訪談

之中是格外明顯，此種工作動機可說是學校創新的基本條件。此種現象足

以說明組織的危機有時正是組織發展的契機，當組織面臨危機之時也是組

織改變的最佳時機，如何掌握改變的關鍵時刻是學校創新時必須考量的因

素，個案在學校重建之後，把握時機配合校園外在環境的改變推動許多活

潑而有創意的課程，型塑出學校創新的氛圍。 

邱皓政（2002）指出：校園組織創新氣氛形塑的重要因素在組織內部

因素為：校長守門人角色的發揮、組織重視團隊運作、鼓勵及提供學習成

長機會、提供充分的資源。由個案創新歷程中發現個案校園具備了組織創

新氣氛形塑的重要因素，例如個案校長及主任具有系統思考概念，重視創

新經營策略，能積極掌握學校應改變的方向讓社區成為學校的教育伙伴，

且強調充分授權，開放決策參與全力支持實踐組織創新願景，再加上透過

參與創新實驗方案落實學習型組織的推行，並賦予組織成員多元的學習機

會，因而形成個案創新文化，充分發揮了守門人的角色。 

組織創新領導品質是組織創新的靈魂，由個案創新策略觀察到個案領

導者領導風格開放、具開創性。領導者及行政人員具有同理心的關懷、重

視組織成員人性需求，能得到組織成員的稱許並願意遵循領導。組織具有

持續學習、持續改進行政效能的文化。組織中強調溝通、協調、及團隊精

神。 組織全力支持創新冒險、鼓勵自我管理，並尊重每位成員的個人特質、

容忍差異。組織積極鼓勵成員學習並將所學應用於工作中。組織成員有共

享的價值觀，彼此相互關心，樂於工作；對組織認同感強烈，且對學校組

織有責任感，由於組織經營策略成功，帶動學校創新發展。這是個案學校

內部組織領導因素及文化因素，促成個案創新實踐。 

另外學校面對外在教育改革如九年一貫課程實施、教育創新實驗與發

展學校本位課程特色議題，必須加以因應之大環境之下，學校能有效運用

創新策略，及時呼應學校內部外部環境的改變，大量運用資訊科技，提升

行政及教學效能，並引進各項教育創新實驗方案，及外部專家學者資源，

配合當前教育改革理念，形塑學習型學校的創新氛圍，以社區為創新題材，

將環境創新利用，引入社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形成學校競爭優勢，加

速學校創新效益，這是組織策略因素，促成個案創新實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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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致力於學校創新要有組織內部人力素質因素配合，個案學校創新

以個案各組織的領導者居關鍵地位，校長、主任表現創新思維，展現個人

創造力，為了實踐學校創新盡力爭取創新所需資源，提供組織成員創新環

境，鼓勵老師和成員勇於嘗試創新。 

學校的資訊化是時代的趨勢，當前高水準教師要能充分運用資訊科技

在自己的教學之中，學校創新的核心內涵可說就是如何與時並進，善用資

訊科技於學校的教學與行政之中，以提昇教學及行政效能。個案資訊科技

的運用，促成學校改變以往的教學型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成為學校創新

的重要因素，而此一因素的基本條件是要有高素質的人力。個案成功的倡

導資訊科技運用成為校園新文化，也加速了學校人力素質提昇，是學校創

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個案學校創新的外在環境因素主要是教育改革的推動，九年一貫新課

程的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特色的重視，及許多教育新實驗對個案學校創新

有相當大的助益，唯外在環境因素吾人無法掌控，重要的是內部組織因素

的建構，如組織領導、組織文化、組織策略及組織人力素質的提昇均是促

成學校創新所能把握的人為因素，再配合有利時機及豐富的地理環境，學

校創新成功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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