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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以台北市幼稚園教師為對象，探討幼稚園教師組織文化知覺、教師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關係，在進行調查之前，先進行文獻探析，以確定本研究之立論基礎。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組織文化及其相關理論；第二節為教師之創意人格與相關理論；第三節探討創意教學之內涵及其相關因素；第四節則歸納學校組織文化、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關係之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組織文化及其相關理論組織文化及其相關理論組織文化及其相關理論組織文化及其相關理論       本研究目的之一，欲探討幼稚園組織文化對於教師創意教學之影響，本節即針對組織文化之定義與內涵、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幼稚園組織文化之特質、學校組織文化之評量指標以及組織文化影響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四個部分來進行探討。  壹壹壹壹、、、、    組織文化之定義與相關理論組織文化之定義與相關理論組織文化之定義與相關理論組織文化之定義與相關理論    一一一一、、、、    組織文化之定義組織文化之定義組織文化之定義組織文化之定義    根據 ERIC Thesaurus 之定義，「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 指的是：「組織內的成員，內隱地或明確地分享信念、價值與假設，同時能增強或做為成員的行為示範。（Shared beliefs, values, and assumptions held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by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and the practices and behaviors that 

exemplify and reinforce them.）」 丁虹、司徒達賢與吳靜吉（1988）指出組織文化為組織成員所分享的一些 重要價值觀念，這項價值觀念會影響員工在組織中的行為與決策方向。吳清山（1992）亦指出組織經過其內在運作系統的維持與外在環境變化的互動下，所長期累積發展而成的各種產物，這些產物包含：信念、價值、規範、態度、期望、儀式、符號、故事和行為等，組織成員共同分享這些產物後，會自然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組織特有的現象。吳知賢（1994）同時指出組織成員經由因應外在環境與本身內部運作，所形成的一種相當獨特的共同認知。Schien(1996)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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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知識分享文化的組織，組織成員們會將分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而非被迫去執行，他們也會期望及假設其他成員會去分享（引自張添洲，2003）。Finnan, C. & Levin, H.M. (2000)更進一步說明組織文化是指組織成員所共享的假設、價值觀、信念、象徵、行為模式以及共同抱持的意義體系，且每一個組織文化皆異於其他組織。Robbins(2001)也認為組織文化為組織成員所共同抱持的意義體系，而此意義體系是組織所重視的一組重要特質，且因為此種特質之差異，而使得組織之間展現出不同的特質。     研究者綜合上述研究對於組織文化之定義，認為組織文化即為：組織內成員能共同分享信念、價值、假設、態度，且這樣的氛圍將影響組織內成員的行為模式，而使組織展現出獨有的特質。  二二二二、、、、    組織文化之內涵組織文化之內涵組織文化之內涵組織文化之內涵    著名的組織理論學者 Schein(1985)將組織文化之內涵分為基本假設 （basic underlying assumption）、價值觀（values）、人造物品與創造物（artifacts and creations）三個層次（詳圖 2-1-1）。             圖 2-1-1 組織文化的層次 資料來源：修改自秦夢群（1997）。教育行政學教育行政學教育行政學教育行政學----理論部分理論部分理論部分理論部分（頁 312）。台北：五南。 

組織文化層次                       特質 人造物品與創造物 為組織文化的外顯行為模式，技術層面之可見表徵。 價值觀 組織內行政運作的內在標準，有時付諸於文字，有時為組織內成員的共識。 基本假設 組織成員對時空、人性與環境之基本看法。 

外顯但不易深入瞭解。 （可見度很高，但難以解釋。）  知覺的較高層次。 
內隱的、潛意識的。 （可見度低，有時成為無意識的當然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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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基本假設基本假設基本假設基本假設    基本假設指的是一套能夠有效處理組織內、外問題的基本方法，並且是 組織文化的根本。基本假設屬於內隱的與潛意識的，同時也是組織成員處理組織本身與周遭問題的方法，且經過成員不斷重複地運用之後，在解決組織內、外所發生之問題時，這樣的假設就會逐漸被視為一種事實（Schein，1992）。 （（（（二二二二））））    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價值觀    Deal 與 Kennedy(1982)認為價值觀為組織的基本，且是一種特殊的約束 系統，它不同於一般性的規範，而是提供組織內成員一致努力的方向與日常生活的規準。一旦價值觀能夠有效處理組織內、外的問題，便形成一種信念，這種信念將為組織內的成員所共享，且深植於每一個成員心中。此一層次的組織文化包括：組織中普遍存在的哲學觀、意識形態、以及成員的態度。且這些組織內的價值觀皆是從基本假設所反映出來的，價值本身是較為抽象的概念，而規範則是較為明確的法則。亦即組織內的規範是價值觀的具體表現。因此，價值觀是組織文化內知覺較高的層次，且能反映在具體的環境中（李建樹，2002）。 （（（（三三三三））））    人造物品與創造物人造物品與創造物人造物品與創造物人造物品與創造物    人造物品與創造物指的是人們所建構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是屬於可 以察覺到的文化層次，舉凡組織內的語言、慣例、制度與成員的外顯行為，皆屬於此一層次。相較於前兩個層次，此一層次是最容易被觀察的，但也最不易被瞭解（秦夢群，1997）。     由此可知，若從 Schein 的觀點而言，組織文化的內涵指的是：組織內先有一個基本的假設，而基本假設使得組織成員產生共識與相同的價值觀，此價值觀再進一步影響成員的外顯行為。換句話說，組織文化之三個層次之間不僅會相互影響，且之間的關係亦形成一項循環的歷程。  三三三三、、、、    組織文化之類型組織文化之類型組織文化之類型組織文化之類型    組織文化類型之研究，係因研究角度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以下茲就不同學者所歸納之組織文化類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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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Harris(1984) Harris(1984)從組織成員溝通的角度切入，將組織文化分為（邱永樵， 2005）： 1. 科層性文化 科層性的組織文化，具有明確的階級層次，且每一個階級皆有清楚的責任歸屬與工作職掌，具系統性與穩定性。組織文化若屬此類，其組織大都較為成熟、小心與固定。 2. 支持性文化 支持性的組織文化，主要特色為開放、自由、和諧且安全的。此類組織的成員之間具有相互合作的精神，且能充分溝通。屬於公平且關係導向的工作組織。 3. 創新性文化 創新性的組織文化，其特性是複雜多變且動態的。組織成員的工作性質也較具有創新性與冒險性。此類組織會以創新來追求績效為目標，重視組織的挑戰性勝過於穩定性。組織成員大都具有強烈的企圖心，並且能勇於接受挑戰。 （二）Quinn & McGrath(1985)：競爭價值模式（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簡稱 CVA），其整體的理論架構，乃是根據對人類知覺型態之分析，將人類對環境的知覺系統以縱、橫軸分為：對環境的辨識、預測及瞭解；以及察覺環境後所需採取的行動。而兩軸相交所形成的四個象限，則歸納為四種類型的組織文化，分別為：1.理性文化；2.發展文化；3.共識文化；4.階層文化（如圖 2-1-2）。競爭價值模式將組織文化分為上述四種文化類型，乃是從整體的角度出發，將環境與行動中的矛盾概念皆納入思考架構中，因此，CVA能同時處理組織中「變遷與穩定」、「合作與競爭」、「長程與短程」的概念（盧心雨，2001）。茲將上述四種文化類型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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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2 競爭價值模式中的組織文化類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繆敏志（1995）。組織變革策略與文化對經理人工作壓力組織變革策略與文化對經理人工作壓力組織變革策略與文化對經理人工作壓力組織變革策略與文化對經理人工作壓力、、、、適應之適應之適應之適應之影響研究影響研究影響研究影響研究（頁 101）。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計畫編號：NSC84-2416-H-034-001  1. 發展文化 指的是以「創造未來」、「征服環境」以及「理想主義」為基本假設的組織文化。主要目的在追求創新、冒險與組織的成長，強調組織能夠以不斷的創新以適應外在變遷，為主要的核心價值。在此一類型的組織文化中，組織對於成員的評估，以其努力程度為基準，亦容易讓組織成員之動機傾向於追求成長。 

趨向分權、分化 

趨向集權、整合 

共識文化共識文化共識文化共識文化 發展文化發展文化發展文化發展文化 

理性文化理性文化理性文化理性文化 階層文化階層文化階層文化階層文化 

彈性
 

變化
 

可預測性
 

程序
 

以外部為焦點 以內部為焦點 

＊ 洞察 ＊ 創新 ＊ 適應 ＊ 外部支持 ＊ 資源獲得 ＊ 成長 長程 短程 ＊ 成就 ＊ 生產力 ＊ 影響力 ＊ 目標澄清 ＊ 指導 ＊ 果斷 

＊ 關懷 ＊ 承諾 ＊ 士氣 ＊ 討論 ＊ 參與 ＊ 公開 ＊ 測量 ＊ 正式檔案 ＊ 資訊管理 ＊ 穩定 ＊ 控制 ＊ 持續性 

「創造未來」 「征服環境」 「理想主義」 

「人際關係」 「關懷支持」 「和諧共處」 

「講求效率」 「追求客觀」 「工作導向」 

「依法行事」 「階層控制」 「力求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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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識文化 指的是以「人際關係」、「關懷支持」以及「和諧共處」為基本假設的組織文化。主要目的在追求多元的參與以及意見，主要特徵為重視組織成員間和諧關係的維持，以及成員彼此共享、共同負責的凝聚力。在此一類型的組織文化中，組織成員由於對於組織有高度認同感與向心力，因此都有強烈為組織服務及奉獻的動機。而組織對於成員的評估，則是以成員的人際關係為主要基準。 3. 階層文化 指的是以「依法行事」、「階層控制」以及「力求安定」為基本假設的組織文化。主要目的在追求執行法規與穩定控制，主要特徵則為高度的正式化與嚴密的結構化。在此一類型的組織文化中，組織成員皆依法規與既定的程序來處理問題，以安全、不犯錯為主要原則；而組織在評估成員方面，則依照既定規範的標準來加以衡量。 4. 理性文化 指的是以「講求效率」、「追求客觀」以及「工作導向」為基本假設的組織文化。主要目的在追求工作效率與成果。組織成員對組織的順從完全依據雙方的契約規範，而組織對於員工的評估也僅著重於工作成果及表現。因此，組織成員只以「完成工作」為主要目標。 （三）Handy(1988)       Handy(1988)以組織角色、任務以及權力的角度來分析組織文化的分類，並將組織文化的類型分為：「俱樂部文化」、「角色文化」、「任務文化」以及「人的文化」等四種類型。茲分述如下：  1. 俱樂部文化（The Club Culture）：在此一組織文化中，領導者對於組織成員的關懷，容易讓成員對於領導者產生高度的忠誠與支持。並且讓組織成員感受到有如在俱樂部工作一般放鬆且舒適，組織成員對於組織亦有高度的認同感。 2. 角色文化(The Role Culture)：在此一組織文化中，組織內每個成員皆有其特定的角色任務，且有次序地、規律地執行其工作，以扮演好每一個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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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要特徵為注重效率、公平以及制式化的職務。 3. 任務文化(The Task Culture)：此類型的組織文化強調組織成員彼此間的合作、相互依賴，以及專業計畫與問題解決的能力。此種文化之結構彈性，隨時能因應組織任務的不同，而進行改組，成員間屬於合作互信的關係，而非階層化的角色任務。 4. 人的文化(The Person Culture)：此種類型的組織重視個人的能力。組織內的成員可以透過各種方式表現自己，而不受到組織結構或階層的限制。屬於自由彈性，且促進創新的組織文化。 （四）Cameron & Freeman(1993)       Cameron & Freeman(1993)從組織機能與機械性的角度，歸納組織文化為以下四種類型： 1. 親族式的類型（Clan）：此類型的組織成員之間有如家人一般，對組織存有高度信任，且重視團隊精神。此一組織文化特徵為行事謹慎、排斥創新。 2. 無固定結構類型（Adhocracy）：此一組織由於無固定之結構型態，因此對於創意之接受度也最高，成員同樣對於組織有高度信任與支持，組織亦容易讓成員進行冒險與挑戰性的任務，並願意接受改變。 3. 階層類型（Hierarchy）：此類型的組織文化特徵為：組織內部層級清楚，工作條理分明，事物處理原則皆依循既定的標準與規範。組織成員作風保守，同樣拒絕變革。 4. 市場機制類型（Market）：此類型的組織文化重視效率與成果。組織內部的氛圍有如市場經濟一般，具競爭性。組織成員之間較難有深厚的情誼，組織本身則可以接受創新與冒險。 （五）鄭峻文（1995）歸納出組織文化有四種類型：「卓越創新型」、「社會責任型」、「風險規避型」以及「團隊精神型」等五種。 （六）鄭伯勳、郭建志及任金剛（2000）則進一步根據 Schein(1989)的理論基礎，將組織文化的基本假設歸納出以下五個向度，分別為：    1.組織與環境之價值觀    2.組織內決策基礎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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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組織內人性本質之價值觀    4.人類活動本質之價值觀    5,人際關係本質之價值觀 （七）陳義明（2005）將組織類型依據其權力結構、結構的緊密度、組織的形式、時效性、目的以及性質加以區分為以下六大類：    1.依權力結構而分：專制型、民主型與放任型。    2.依結構的緊密度而分：緊密型與鬆散型。    3.依組織的形式而分：正式與非正式組織。    4.依組織的時效性而分：永久性與臨時性組織。    5.依組織的目的而分：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組織。    6.依組織的性質而分：公營與私營組織。 （八）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上述六位研究者之研究結果發現，其對於組織文化的類型雖各有其主張，但這些分類主要都是根據組織成員的價值觀、面對環境認知上的差異、成員任務取向以及組織成員間的互動關係所發展出來的。因此，在劃分組織文化的類型時，除了要考慮組織結構、成員互動、任務取向以及價值觀之個別差異外，最重要的是要能綜合考量上述四者之間的交互關係。  四四四四、、、、    組織文化之功能組織文化之功能組織文化之功能組織文化之功能        Flaholtz(2001)認為：「所有的組織都有文化或價值觀，且這些價值觀都 會影響組織內人們的行為。（引自陳慧瑩，2005）」因此，在討論組織文化的內涵時，亦必須探討組織文化所帶來的正面功能與負面的影響，茲歸納各家學者之見解後，闡述如下：  （（（（一一一一））））正面功能正面功能正面功能正面功能        張銀富（2002）認為組織文化的功能有以下四項：     1.組織文化可以解決組織外部的適應問題。 組織文化是組織在應付與環境的問題時，所形成的產物。而組織與環境互動之間的問題包括：組織共同的核心及主要任務；發展一致的目標；發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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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方法；發展衡量組織績效的標準；發展修正策略。因此，組織文化可以解決組織所面臨的上述外部適應問題，使組織成員能有所依循，且具塑造成員行為以及使組織系統化的功能。     2.組織文化可以解決組織內部的統整問題。       除了與外部互動之適應問題，相對地組織同樣會面臨內部整合的問題，這些問題為：區分自己與組織外成員的規準；獎懲的標準以及一致的價值觀等。因此，組織文化能解決上述內部整合的問題，同時能使組織成員發展對組織的認同感與向心力。     3.組織文化能降低個人的焦慮。       承襲前兩項的功能，由於組織文化能解決內部整合與外部適應的問題，因此，當組織成員遭遇上述之問題時，組織文化便可以提供個體基本的假設、信念以及價值觀，降低組織內個體的焦慮與徬徨。     4.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的表現或績效。       前述提到組織文化能給予組織成員強烈的引導與依歸，因此，組織文化的假設、信念與價值觀必定會影響個體在組織內的行為與工作績效，鼓舞士氣並幫助成員將工作做得更好。       張添洲（2003）引述吳知賢（1994）之見解，認為組織文化之正面功能為：     1.解決組織生存及適應問題     2.界定角色的界限     3.傳遞給成員身分的感覺     4.組織文化具有控制成員行為的功能     5.能提昇組織生產力     6.提高組織的穩定度       陳慧瑩（2005）則認為組織內具有穩定、獨特性、信仰與價值觀等正面功 能，並且能：     1.促進社會系統的穩定：組織文化是團體共有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在面對問題時，文化本身能產生一種特定效果，以提昇成員的向心力，穩定整體組織的社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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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增進成員的認同：組織文化能反映出成員的認知及情感共識，並可促進成員之間的團結與合作。     3.界定組織的界限：成員沉浸於組織文化中，能瞭解組織中各種狀況所蘊含的意義，並展現出組織成員的特質。     4.提昇組織的效率：優質組織文化可增強組織功能，減少錯誤的發生，並提昇組織的管理效能與效率。     5.可做為控制的機制：組織文化可以引導組織成員的態度與行為，並且使得成員的行為模式更符合組織的標準，讓成員有既定的規準可循。       陳義明（2005）則認為組織的功能在於利用成員的知識技能，以分工合作 的方式努力實踐共同的目的，經由組織可以藉他人之長補己之短，而發揮自己 的長處，因此，組織的正面功能至少有以下四點：     1.經由合群與團結，使渺小的個人變為群體的大人物。     2.經由協調一致、共同目標的努力，集合個人的微小力量成為集體的偉大力量。     3.藉由分工合作，可以節省時間、人力與金錢，並獲致最大的效果。     4.經由成員間的互動激勵，激發靈感與創意，發揮成員潛能。      （（（（二二二二））））負面影響負面影響負面影響負面影響           張添洲（2003）同時指出組織文化除了有正面功能之外，也會造成負面影響，且這樣的負面影響通常來自：次級文化的相互衝突以及組織文化造成創新的阻礙。進一步闡述如下： 1. 次級文化的相互衝突 組織中次級單位的成員，由於彼此之工作性質與任務相近，因此會自然發展出共同的語言、次文化以及對組織不同程度的奉獻，然而組織內經常同時存在著多個次文化，因此就容易因為次文化之內容與奉獻程度不同，而產生衝突。除此之外，這些次文化對於組織的順應程度，對於組織的整體績效亦有所影響，換句話說，若次級文化順應組織的文化發展，就可以增加工作績效；反之，則容易造成組織整合困難的現象，而降低組織績效。 2. 組織文化造成創新的阻礙 



 18

強調層級與理性的組織文化，容易使組織內成員因為過度強調結構與層級，而喪失創新與冒險的機會與動機，此時的組織文化，就容易造成創新的阻礙。 陳慧瑩（2005）除了認同組織文化所帶來的正面功能之外，亦認為組織文化會產生組織慣性、固著與限制性等負面影響，因此，進一步認為組織文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     1.不合時宜的組織文化會阻礙組織變革與發展：指的是組織文化具有長期穩定性，因此較無法隨著時代或外在環境變動而有調整，因此，組織容易產生安於現狀的固著型態，而成為組織變革與發展的絆腳石。     2.阻礙成員多元化的思維：由於組織成員來自不同的背景與文化，因此容易產生文化認知的差異與衝突，加上新進成員容易順應強勢文化的趨向，因此，無形中也就壓抑了成員多元化思考與行動。     3.容易使成員產生對組織的刻板印象：承襲上一點所言，組織成員若持續順應組織強勢文化，就容易對組織的氛圍產生刻板印象，同樣會限制組織多角化的發展。     4.成員對組織文化的不適應：組織成員若無法順應組織文化，就容易造成組織中優秀成員的流失。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者之立場，本研究亦認同組織文化所帶來的正、負面的影響。然而，前述研究所提的論點皆以結果推論造成此一問題的成因，但並沒有為影響組織內個體行為發展的因素多做說明，因此，本研究即希望透過探討組織文化的類型，瞭解各類型的組織文化之特徵，再進一步推論這些組織文化的特徵，對於組織內個體之行為表現的影響，有助於澄清影響組織內成員行為的真正原因。  貳貳貳貳、、、、    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與相關因素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與相關因素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與相關因素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與相關因素     一一一一、、、、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與內涵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與內涵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與內涵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與內涵     （（（（一一一一））））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定義    學校是學生、教師、行政人員以及其他相關工作人員所結合而成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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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亦為組織的一類，亦會發展出組織文化，稱為學校組織文化（以下簡稱學校文化）。學校整體的目標在於達成教育並促進學生健全發展的目的。依據共同目標建立組織的結構、確定組織成員的職務與權責，並制訂出一套合理分工及協調的規範制度。而幼稚園同樣為學校的一類，因此，幼稚園亦會發展出幼稚園的組織文化。以下即先針對學校組織文化的定義加以探討，再進一步延伸幼稚園組織文化的定義。        Stolp 與 Smith(1997)認為學校組織文化是學校長久以來所傳承下來的處 事模式。陳秋紋（1997）同時指出，學校組織文化是一所學校在與內、外在環境長期互動下，學校成員共同發展創造出來的各種潛在信念與價值觀。林明地（2001）則認為，學校文化是學校成員處理學校內外各種事務的方式，所累積而成的基本假設與信念，而學校文化更是學校表現良窳、學校是否創新，以及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        綜合上述研究者針對學校組織文化所提出之定義，我們可以進一步延伸 定義幼稚園組織文化為：幼稚園組織文化是園所成員，包含園長、教師、行政人 員所共同發展出來的一套獨有的假設、信念與價值觀，且這個價值觀與信念將影 響園所中的成員處理園所內部整合與外部適應問題的思維與行為模式。   （（（（二二二二））））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內涵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內涵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內涵幼稚園組織文化之內涵         根據學校組織文化的定義而言，其組織文化範疇涵蓋校園內、外的問題，由此可知學校組織文化的複雜性。Schein(1992)指出學校組織文化的內涵包含以下六種校園環境的塑造： 1. 校園裡的教師文化：指的是教師們在教學與研究上關注程度之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教師文化。 2. 校園裡的學生文化：指的是校園中的學生文化會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有很大的相關，學校組織文化的塑造應從對學校的認同和知識追求兩個角度，來區分學生在學習、價值觀、語言以及人際關係上的表現與差異。 3. 校園裡的行政文化：指的是校園中的行政人員由於教育、工作任務等背景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 4. 校園外的社區文化：指的是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若具有獨特性，則容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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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組織文化。舉例來說，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犯罪率很高，則容易影響學校對於校園安全的重視，教師在教學上也會特別強調安全的議題。 5. 校園裡的物質文化：在此物質文化指的是校園的環境規畫對校園中個體的影響。從一所校園的環境佈置與設計中，即可觀察出該所校園的文化特質是趨向於嚴肅保守或自由創新。 6. 校園裡的精神文化：指的是學校的傳統儀式、習俗、規章典範等精神層面的活動與風氣，這些「精神文化」會影響學校對於這些活動的重視，進而影響教師課程的設計。舉例來說：若學校非常重視畢業典禮，那教師在每學年接近畢業典禮的時間，就容易將課程重心放置在畢業典禮的準備上。 張添洲（2003）指出，各級學校皆可依照其地理環境、社區文化背景、教育人員對教育理念的共識、學生學習傾向等特質，發展出具有特色的校園文化，且主導的核心為教師，同時強調不同類型的教師將會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的風格。並進一步指出學校組織文化的內容包括：    1. 學校的教育目標與宗旨、班級的編製與學校行事。 2. 師資來源與在職進修的風氣、實際教學與課程設計、教師評量的方式。    3. 校園規畫與空間安排、師生互動情形以及班級教學等。    4. 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的程度，以及與教師互動的情形及態度。       李新民、戴嘉南、黃美惠（2005）根據 Wallach(1983)所提出的組織文化構面，並針對幼稚園組織文化的特性，進一步將幼稚園組織文化分為： 1. 科層性文化：指的是科層體制式的組織，組織的中心思想以規章制度來展現，而組織生活方式的主要特色則為例行化與標準化。 2. 創新性文化：指的是為迎合市場競爭需求所產生的組織文化，組織的中心思想強調創造性以及勇於嘗試，而組織生活方式的主要特色，則是複雜多變。 3. 支持性文化：指組織像溫暖的大家庭一般，組織的生活方式主要為人際關係導向。       陳木金、謝紫菱、邱馨儀（2006）則是將學校的文化分為六大向度：    1.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指的是學校擁有利於學習的價值觀與信念，重視教師的專業成長與學習，並以此為學校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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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指教師能互相分享並共同交流教學經驗、資訊與研習知識。    3.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指教師能形成有利於學習的合作社群，共同討論合作，藉以增進教學品質。    4.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指學校成員間能坦承溝通，並互相傾聽彼此的想法；並且能接受不同的建議與看法。    5.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指學校能提供教師進修學習的管道，意指教師本身在工作中有自我學習的習慣。    6.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指學校在行政、制度與時間規劃上，能鼓勵且有利於教師學習，同時指經營者或領導者推動校內學習的氣氛。       二二二二、、、、公公公公、、、、私立幼稚園組織文化之特色與差異私立幼稚園組織文化之特色與差異私立幼稚園組織文化之特色與差異私立幼稚園組織文化之特色與差異    從前述許多關於學校組織文化的研究中可知，學校組織文化對於教師、學生以及其他校園中的個體，在行為與價值觀之影響。但儘管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教育品質有如此重大的關聯，國內對於學校組織文化的影響，卻只有以國中、小以上的學校層級為研究對象，以幼稚園組織文化為主的研究少之又少。陳奎喜（1995）指出學校文化的特質包含以下五點： （零） 教育性：指的是學校所有的活動，都必須以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行為、追求真理以及主動探索與學習，為最終目的。 （一） 養護性：學校屬於「養護性」的單位，以公立學校而言，教育支出皆由政府負擔，比起私立學校，較不需擔心經費與招生問題，也因此容易造成學校組織文化缺乏挑戰性，且不易創新。 （二） 非營利性質：指的是學校本身就是一個服務性的組織，因此應以服務為目的，組織內的成員應具備服務的精神，而不追求營利及報酬。 （三） 支持社會發展的功能：指的是學校的任務在於培養未來社會所必需之人才，因此，學校文化必須與時俱進，以因應未來社會之所需。 （四） 複雜且抽象：指的是教育的成效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始能發覺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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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關於學校組織文化特質的論述，是以國中小以上之學校層級為研究對象，僅有少部分提及公立學校的組織文化，與公立幼稚園相類似，但仍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台灣幼教生態不同於一般中小學，是以公立學校為主流；私立幼稚園由於數量眾多，反而成為幼教的主流，甚至在市場競爭激烈的都市地區，私立幼稚園的影響力更足以左右公立幼稚園的生存（丁雪茵，2003）。而私立幼稚園考量生存的因素，不得不衡量營收，就容易影響教師的教學品質。但另一方面，私立幼稚園由於面臨招生與外在環境的壓力，園所必須要能與時俱進且獨具特色，才能吸引家長與幼兒，因此，這樣的外在壓力，便成為促使教師發揮教學創意的一股動力。有鑑於公、私立幼稚園組織文化特質之差異，為影響教師創意教學的重要因素之一，加上公、私立幼稚園組織文化對於教師創意教學的影響情況尚未成定論，此即為本研究亟需瞭解的問題之一。 因此，以下將針對公、私立幼稚園組織文化特質之差異，進行分析比較，藉以做為瞭解幼稚園組織文化對於教師創意教學之研究的基礎。     丁雪茵（2004）從組織架構與制度、外在環境、內部整合問題以及園長的角色與能力，歸納出公、私立幼稚園的組織文化主要有以下幾個面向之差異： （一）組織架構與制度 在組織與制度面上之差異，可以從組織的決策模式、溝通模式、權責界定、 考核制度、教學自主性以及組織與個人認同等六個面向來探討，茲分述如下： 1. 決策模式 私立幼稚園的決策主要為經營者所掌握，權力較為集中；而公立幼稚園雖以園長為主要決策者，但由於園長與其他教師為同僚之關係，因此，在做決定時，通常會經由大家開會決議，權力較分散。 2. 溝通模式 私立幼稚園主要為上對下的宣達式溝通；公立幼稚園內則是民主且平等的溝通，但與國小部行政主管及校長之溝通，仍需透過園長或其他行政程序。 3. 權責界定 公立幼稚園在權責的界定上指以教師法為主要基準，無詳細明文規定權責，因此所有老師皆「平等」。而私立幼稚園則以經營者之態度為主，若採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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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經營者，則園所權責界定會較為清楚。 4. 考核制度 公立學校教師主要以考績來做為其考核的標準，但對於不適任教師，則幾乎沒有篩選的機制；私立學校之考核則取決於經營者對於教師平時表現之評斷，但目前亦有許多私立園所已發展出完善的考核機制。 5. 教學自主性 私立學校教師自主性較低，主要原因來自於家長及經營者的壓力；公立學校之教師則各自擁有較高的教學自主權，但容易出現教學「各自為政」，教師之間缺乏分享與溝通的問題。 6. 組織與個人認同 丁雪茵（2003，2004）的研究指出私立幼稚園較強調組織認同，組織成員對於園所有強烈的向心力與認同感；而公立幼稚園則偏向個人主義，教師個人工作認同經常大於組織認同。 （二）外在環境 在面對外在環境方面，則以園所服務取向、市場壓力、家長態度等面向來 探討： 1. 園所服務取向 私立幼稚園之服務取向偏向一般企業之經營，家長可以選擇園所，園所亦能鎖定服務之客群；公立幼稚園則屬於社會服務取向，不得選擇幼兒，對於特殊幼兒亦必須採「零拒絕」的原則，全部予以接收。 2. 市場壓力 承襲前述所言，由於私立幼稚園可以選擇幼兒，家長也能依自己的意願為孩子選擇園所就讀，這樣的市場機制便帶來私立幼稚園的外在壓力，因此，教師經常必須肩負招生的工作；而公立幼稚園之市場壓力則不明顯。 3. 家長態度 私立幼稚園的主要服務客群為家長，家長也將老師視為服務人員，因此，家長的要求與意見較多，對於教師的教學自然產生高度的干預，因此教師容易因此而轉變自己的教學方式；而公立幼稚園由於收費低廉，一般家長則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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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不要要求太多」的想法，加上公立幼稚園教師教學自主性高，因此，家長的態度對於公幼教師之教學影響力較低。 （三）內部整合問題 在幼稚園內部整合的問題上，公、私立幼稚園亦有很大的差異。若從同僚 關係的角度來看，私立幼稚園由於主從（經營者與教師）階層關係明確，加上教師之考核以經營者之判準為主要依據，因此，教師彼此容易發展出競爭關係，部分園所經營者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會刻意營造全園的向心力與共識，以緩和教師間的競爭文化；而公立幼稚園之教師，雖決策以園長為主要代表，但由於大家同為「教師」，加上許多園所之園長是以輪流方式決定，因此同僚之間的關係以平等為原則，相處上大致融洽，但也容易產生教師各自進修、發展，而缺乏全園共同進步的向心力。 （四）園長角色與能力 園長的角色、能力與影響力，是影響幼稚園組織文化的重要關鍵。洪耕燦 （1995）之研究亦指出，幼托園所長之領導行為，對於園所人員之行為模式有深遠的影響。而公立幼稚園之園長由於產生方式及領導目的之不同，對於園所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亦有所差異，以下即從園長所扮演的角色、影響力及其所具備之能力來加以探討：     1.園長角色       不論是公、私立幼稚園之園長，在教師之間都扮演著重要的「橋樑」角色。私立幼稚園之園長除了要能面對上一層之經營者，亦必須協調教師之間的種種問題，並且面對家長。成為「經營者」、「教師」以及「家長」三者之間的橋樑。同樣地，公立幼稚園的園長雖不需面對上面的經營者，但其附屬於國小之下，直接對校長負責，因此，仍需面臨校長所給予的任務及挑戰，同時肩負協調國小部與幼稚園部雙方面的溝通，亦必須協調教師之間的問題。而「橋樑」的角色扮演恰當與否，都會影響整個園所的氛圍，以及對外關係。     2.具備能力       公、私立幼稚園園長都需要良好的溝通與協調能力，同時要能掌握園所的財政規畫，並且致力於園所對外關係的經營。園長若能於行政管理等事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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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良好的溝通與規畫，教師便能專心致力於教學。     3.影響力       私立幼稚園之園長與經營者影響力大，若園長本身並非經營者，則視經營者授權的程度而定；公立幼稚園園長之影響力則取決於園長本身的個人特質與親和力，以及與其他教師的友好關係。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上述之研究結果中可知，公、 私立幼稚園由於組織結構、服務取向以及園所長產生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組織文化亦產生很大的差異。然而，由於幼稚園組織文化的相關文獻缺乏，許多幼稚園所的組織文化差異仍視領導者而定。以決策模式、溝通模式以及權責來說，並非私立園所就一定是階層明顯且經營者為唯一標準的情形；而伴隨少子化的影響，公立幼稚園目前也必須面臨市場壓力與改革，公幼教師也並非全然無法體驗外在環境所造成的壓力，因此，對於幼稚園組織文化之特質，目前仍缺乏定論。而在園長角色部分，雖然公、私立幼稚園園長產生的方式不同，但為因應外在環境的壓力，不論是公、私立園所之領導者，都必須具備領導才能以及靈活的溝通技巧，如此才能促使組織功能活化，使教師教學更能發揮創意。  參參參參、、、、    學校組織文化的評量指標學校組織文化的評量指標學校組織文化的評量指標學校組織文化的評量指標    國內外許多學者都曾針對學校組織文化，提供評量的指標。但由於學校組織 文化的特質複雜且廣泛，因此，各家學者所建構之評量指標差異甚大。     Ott(1989)指出組織文化的測量可從組織內成員的外在行為、價值及信念以及基本假設三者得知。吳碧如（1990）指出學校組織文化應包含七個層面，分別為：參與決定、結構、權力運用、溝通、衝突、關懷倡導與激勵創新。許清勇（2001）則認為評量學校組織文化應包含以下五個層面：1.卓越領導；2.學生取向；3.踏實求真；4.激勵績效；5.創新精進。     Weber 與 Pliskin(1995)認為組織文化之測量應從以下七個層面著手：1.創新與行動；2.冒險；3.相互信賴；4.與決策者的接觸；5.授權；6.績效；7.激勵。 Gibson、Ivancevich 以及 Donnelly（1997）則認為組織文化之層面應包括：組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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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創造性、工作績效獎勵、組織、組織計畫目標、溝通方式、環境、人性化工作環境、個別發展以及新成員的甄選等十個面向。     卓鴻賓（2004）則歸納出學校組織文化的指標應包括：1.領導取向；2.組織結構；3.團隊合作；4.績效獎勵；5.參與決定；6.創新     邱永樵（2005）認為學校組織文化可以從以下四點評量之：1.合作關懷； 2.專業分享；3.溝通激勵；4.組織結構     而 Quinn & McGrath(1985)在競爭價值模式（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中針對「發展文化」、「共識文化」、「理性文化」以及「階層文化」之評量基準，則分別為：    1.「發展文化」：成員努力程度。    2.「共識文化」：成員人際關係。    3.「理性文化」：工作成果與表現。    4.「階層文化」：既定的規範標準。  從上述結果可知，學校組織文化之評量除了針對學校本身之特質外，也包含了組織與成員及外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有鑑於此，本研究進一步綜合上述研究結果與幼稚園組織之特性，引用 Quinn & McGrath(1985)在競爭價值模式（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中所提出之四種文化型態： （一）共識型文化：指的是園所讓教師感受到，園所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和諧溫暖的人際互動之上。 （二）發展型文化：指的是園所讓教師感受到，園所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複雜多變且創新的基礎之上。 （三）理性型文化： 指的是園所讓教師感受到，園所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工作績效與成果展現的基礎之上。 （四）階層型文化：指的是園所讓教師感受到，園所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科層體制的穩定與控制基礎之上。 肆肆肆肆、、、、            學校組織文化與創意教學之相關探討學校組織文化與創意教學之相關探討學校組織文化與創意教學之相關探討學校組織文化與創意教學之相關探討     林偉文（2002）指出，學校組織文化或同儕越重視創意，則組織中的個體就容易有越多創意的表現。Janet(2001)亦強調組織文化透過鼓勵創意與冒險的行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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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組織中的個體，讓成員有更多創意的行為表現。Michael 以及 William (2001)進一步指出讓學校中的教職員有更多參與決策與共同合作的機會，有助於成員對於組織中的改變（change）有正面的態度與力量。由此可知，學校組織文化若能強調創新、冒險，並且讓成員有參與決策及合作的機會，就能有助於教師在教學上的創意展現。然而，學校組織文化對於教師的創意教學，並非全然都是正面的影響。Coral (1999)就曾指出學校組織文化的部分特質雖有助於教師教學與學習上的創新，但也同樣存在負面的影響。他更進一步指出，學校組織中一些缺乏參與感且不易與他人合作的教師，是造成其他教師無法展現創意教學行為的一項關鍵因素。他更清楚強調，即使學校中的領導者積極推動有助於創意的組織氛圍，但若是教師無法融入參與，仍舊容易失敗。因此，教師的行為與態度仍是學校組織文化的核心表徵。綜合前述所提到學校組織文化的負面影響，可知學校組織文化的特質與類型，對於教師創意教學的影響，仍有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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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創意人格特質與相關理論創意人格特質與相關理論創意人格特質與相關理論創意人格特質與相關理論         主張創造是一種人格特質的學者認為，具有創造傾向的人，更能發揮本身之創造力，並將其展現在專業能力上。因此，本節除了將討論創造力之定義與創意人格所具備之特質外，亦同時探討創意人格特質之評量，並針對國內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加以彙整，藉以了解過去研究之趨勢與主題。  壹壹壹壹、、、、    創造力之定義與相關理論創造力之定義與相關理論創造力之定義與相關理論創造力之定義與相關理論    一一一一、、、、    創造力之定義創造力之定義創造力之定義創造力之定義          創造力的相關文獻與研究累積至今，我們對於創造力的研究，卻一直受到科學家對於創造力的認知缺乏共識而有所阻礙。就如 M.D. Mumford與 S.B. Gustafson 所說：「在仔細研究這個議題後，我們會發現自己好像 Lewis Caroll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裡，讀到 Jabberwocky時，在一旁所註記一般；『這讓我腦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想法，只是我也不清楚他們到底是些什麼』（王蔵真 譯，2003）。」       柏拉圖曾提到，若沒有 Muse賦予靈感並祝願的詩人是無法創作的（引自蔣國英譯，2007）。由此可知，創造力不僅是靜態的存在，個體還必須將其發揮，才能算是具備創造力。     大體上來說，綜合許多學者（Amabile,1996；Ochse,1990；Sternberg & Lubart,1995；Csikszentmihalyi,1999；Gardner,1993）對於創造力之定義，我們可以說，創造力是一種具特定領域性之創作作品的能力，而這個作品必須是全新的，且這樣的能力除了個體本身所具備之特質外，還必須透過與個體、環境及社會互動才能產生。  二二二二、、、、    創造力相關理論創造力相關理論創造力相關理論創造力相關理論     正因為創造力（creativity）的概念太過於複雜，研究者便會根據自己研究的興趣與目的，而對創造力提出不同的定義。總和來說，目前對於「創造力」的定義，主要有以下五種不同切入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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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造思考的歷程（process）      主張創造力為一解決問題的歷程，最早的文獻可追溯至 Dewey(1910)所提出的五個階段，包括：1.發現困難；2.界定困難所在；3.提出可能解決方案；4.考慮結果；5.接受解決方案（Guildford,1982）。Wallas(1962)進一步指出創造思考為一種心理思維的歷程，主要包含四個階段：1.準備期（preparation）:蒐集與問題有關的訊息，結合舊經驗與新知識；2.醞釀期（incubation）：對於問題的解決暫時沒有具體的方案，但個體仍在自身所沒有知覺到的情況下思考著該問題的解答；3.豁朗期（illumination）：在經過醞釀思考之後，對於問題的豁然開朗，出現具體解決的方案，及 4.驗證期（verification）：思考者開始驗證在豁朗期所出現的具體方案，並嘗試將其賦予邏輯觀念，並且實踐該解決方案(引自 陳淑芳，1999)。從Wallas(1926)開始，視創造力為一心理歷程的說法，開始將創造力轉化為解決問題的歷程。其後 Amabile(1983)亦提出創造性的思考歷程包含：1.提出問題；2.準備期；3.產生反應；4.測試各反應；5.結果。至 Torrance(1988)更將創造力為一解決問題的歷程轉化為「創造思考」的四個階段：1.知覺問題及困難；2.猜測與假設問題；3.檢驗假設並加以修正；4.討論結果。      然而，在過去的五十年以來，認為創意是一種歷程的研究，多停留在對於問題探索，與解決思考的次歷程當中。但，近十年來有一些學者（Mumford, Mobley, Uhlman, Reiter-Palmon ＆ Doares,1991）卻認為創意歷程其實是一個將所有相關的次歷程組織起來的動態系統。這一個動態歷程包括（蔣國英 譯，2007）： 1. 問題的建立 2. 訊息編碼（再獲得） 3. 依類別搜尋 4. 適當的詳細歸類 5. 為了尋求創新解決方法所作的訊息聯結和重組 6. 對想法的評估 7. 概念的實踐與控制  且這一個動態的歷程之間，可以為了解決不同的問題而互相轉換。 從上述幾位學者的創造力階段說當中，可以發現：不同年代對於創造力階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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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由心理歷程逐漸轉變為解決問題的歷程，再轉化為動態的創意思考歷程。直到「動態的創意思考歷程」概念被提出，便可說明，創意思考的歷程並非一成不變依循著步驟來進行，而是依問題意識的不同，個體需加以轉變與應用。若將這樣的論述應用至教學場域中，則可解釋為教師運用創意思考，依教學目標的不同，來進行多元的教學。   (二) 環境（Place）       認為創造思考主要為環境所影響的研究，相較於其他觀點而言，是較少的。從學習者的角度出發，Peterson(2002)認為，為了成功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建立一個能培養創造力的教育環境是相當重要的。Peterson（2002）更進一步指出，有趣、充滿刺激的科學教育環境，可以刺激學生發生問題，並以適合討論的教室環境分享科學問題，提供多元的資訊來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有助於 Wallas（1926）所提出的醞釀期的思考發展。另一方面，若從教學者所處環境的角度來看，Csikszentmihalyi(1996)便提到個體若未能接受專業領域的薰陶，就不可能有創造力（杜明城，1999譯）。Gardner(1993)亦指出，影響創造歷程之發展有四個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社會環境互動下之脈絡。由此可知，不論是創造思考的具體展現，或是潛在的醞釀行為，都需要環境的刺激與啟發。而在教育的場域中，建構有助於學生創造力展現的環境，也包含在教師的教學行為當中，因此，從教師教學環境的佈置、建構，與班級學習氣氛營造的過程中，便能觀察出教學創意所在。  (三)人格特質（Person）      國、內外有許多研究都以「人格特質」是否具創造性來定義創造力，而本研究對於教師本身創造力之評析亦是採「人格特質」的觀點。 Amabile(1988)之研究發現以下人格特質，有助於創造力發展，包括： 多項正面的人格特質、冒險、聰明以及不具偏見的處事態度。    研究指出（葉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1）個人特質對於創意表現的影響大於組織環境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高創意者往往具有較強的因應甚至改造環境的能力，因此不一定會受到組織環境的影響。Amabile(1988)亦特別強調個人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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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之影響。兩項研究雖都突顯了個人特質對於創造思考的影響程度大過於環境因素。    Gardner(1993)同時指出具創意人格者，較常人而言，更能有效變通，且更能彈性運用其認知歷程。Oldham及 Cummings(1996) 亦綜合許多學者對於創造性思考人格特質之研究，提出了研究結果，發現高創造力者，通常具有下列人格特質，且兩者具有高度的正相關： 1.廣泛的興趣 2.易為事物的複雜性所吸引 3.直覺敏銳 4.具高度審美觀 5.對曖昧情境的高度忍耐力 6.高度的自信心 由此可知，是否具創意之人格特質，可能是影響個體創意行為表現的關鍵（Joseph,2000；Martha,Jenn & Matthew,2003；Dawson,Thomas,Affinito＆Westby,1999；Sutton & Wheatley,2003； Meneely & Portillo,2005）。  (四)產品(Product)      上述三者探討創造力的觀點，都是從側面間接推論創造力的程度及影響，而以創造性的產品界定創造力的論點，則是直接針對事、物進行創造力的評析。 Sternberg ＆ Lubart(1995)便是從產品的觀點來看創造力。他們認為「當一個產品很新穎與恰當時，便可以說這是一個很有創意的產品。（引自洪蘭譯，1999）」 Hennessey與 Amabile(1988)曾指出一項具創造力的產物，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該項創造性產物必須要能引發出其他產品，或是該項產物能夠被清楚地評估。  2.該項產物必須是無限制的，且允許彈性與新奇的元素存在。  3.由於具創造性的產物是社會心理學所產生的研究結果，因此必需要是一般大眾也有能力產現出來的。     Golann(1963)更進一步指出有許多研究者支持創造力就是產生創造性的產品，也就是指真實生活中的成就或才藝表現，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創意經驗，而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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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來自一種想法、行為或是活動的創意（李慧賢，1996）。     因此，主張是創造思考為一種產品的研究者，大都是從具體的產品或行為中，觀察創意之所在；同時，認為創意就是產出具創造力的產品或活動。  (五) 創造力的互動觀點     從上述 Rhodes（1961）開始以 4P（Person、Product、Process、Place）的觀點，將創造力的定義視為許多個別的元素之後，心理學家變開始思考以個別元素來探討創造力之不足，因此，對於創造力思考的研究，便開始採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觀點，來強調個體與環境，以及環境中他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以 Amabile 與Gardner 之互動觀點，最能解釋本研究之學校組織文化、教師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三者之互動關係。   1. Gardner 之互動觀點 與 Gardner(1983)所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論相類似，他本身對於創造力也是採取多元的理論觀點。也就是說：他認為在研究創造力的同時，除了必須探究個體本身的行為與思想，也必須進一步了解整個大環境（包含文化），對於個體所產生的影響。 Gardner(1993)認為，影響創造歷程之發展有四個因素，分別為： （1） 遺傳與生物因子 （2） 人類智力發展 （3） 知識領域的發展 （4） 社會互動下之脈絡 且四者之間具備了由內而外、由個體至環境的層次性。其中所提到之脈絡性，亦可解釋為不同文化下，對於創造力所產生的不同影響。陳姳蓁（2005）便曾經進行台灣與美國小學生的快樂與創造力自我效能兩者的比較研究，研究結果亦顯示出美國與台灣小學生在創造力自我效能上，因文化民情與解決問題習慣之不同，而有顯著性的差異。Gardner(1993)同時認為創造力並非忽然頓悟，而是有脈絡性可依循的。他亦認為「個體」、「工作」與「其他人」三者，是影響人類創造力發展的主要因素，三者之間亦存在互動關係（見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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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1 Gardner 之互動觀點 資料來源：修改自 Gardner,H.(1993).Creating Minds.(p.9) NY: Basic Books. Gardner 所提之「個體」，在本研究中，可解釋為幼稚園教師之個人因素，包含人格特質、性別、年齡。而「其他人」，具體而言就是指幼稚園的組織文化；「工作」則表示教師在教學上得表現。亦可推論 Gardner 的理論在本研究的應用上，可用來解釋幼稚園組織文化，對教師創造教學行為表現的影響。    2. Amabile 創造力成份模式觀點 Amabile(1988)認為個體所存在之組織環境的特色，對於其動機與創造力有者關鍵性的影響，接著，Amabile(1996)雖從人格動機的角度切入，提出創造力的成份模式（componential model），但認為創造力的要素包括該領域的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創造力相關技能（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以及個體的動機（Task Motivation），亦強調三者之間的互動。其後更與 Conti、Coon、Lazenby及 Herron（1996）深入整理影響個體創造力展現的環境因素，共得出五個影響個體創造力展現的主要構面，包含：1.鼓勵創造力；2.自主權或自由度；3.資源；4.壓力與 5.組織障礙，以及八個次要構面，包含：(1)組織鼓勵、（2）主管鼓勵、（3）工作團隊支持、（4）自由度、（5）資源充裕度、（6）工作挑戰性、（7）工作負荷量以及（8）組織障礙因素。其中（7）與（8）對創造力的展現呈現負向關係（詳圖 2-2-2）。因此，Amabile(1997)便進一步修正其 1983年所提出「內部創造動機原則」部份之觀點，指出：內在動機雖有助於個體創造力之發展，但控制型的外在動機，則有礙創造力的展現。    

個體 其他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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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2 Amabile 影響個體創造力展現的環境因素 資料來源：Amabile,  T. M.,  Conti, R., Coon, H., Lazenby, J., & Herron, M. (1996). 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pp.1159)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5),1154-1184.    5.5.5.5.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上述統整性互動的觀點中，可以瞭解到，創意的展現並非單一元素（例如：教師人格或是教學環境）的影響，教育現場本就是由「個體」、「環境」與「專業知識」三者之互動所形成，因而，唯有個體、環境與專業知識領域，三者間產生交互作用，才能有創意的展現。  貳貳貳貳、、、、    創意人格特質創意人格特質創意人格特質創意人格特質    Csikszentmihalyi 在「創造力」一書中，談到創造性人格，說了這樣一句話：

影響創意的環境類別 工作環境感知之評量 評量結果 鼓勵創造力 
自主權或自由度 資源 壓力 

組織障礙 

 

 

 

 

 

 

 

 創造力 
組織鼓勵 主管鼓勵 工作團隊支持 自由度 資源充裕度 工作挑戰性 工作負荷量 組織障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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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寫創造性人物的深層性人格時頗感猶豫，因為我並不確定有多少可寫（引自杜明城 譯，1999）。」由此我們便可推論，創造性之人格特質是無法將其視為單一個別元素，或界定一個數量上限來探討的，而必須從 Csikszentmihalyi 所說的「複合體」的形式存在於每一個個體當中來探討。   Lubart(2007)指出，從前人的許多研究來看，理論上，我們已經可以區辨出部份與創造力相關的人格特質，而他進一步從過去對創意人格特質的研究中，歸納出以下六種具創造性的特質（蔣國英 譯，2007）： 1. 堅持毅力 2. 對曖昧不明的容忍度 3. 對新經驗的開放態度 4. 個人主義 5. 冒險傾向 6. 精神病質（指個體與現實的關係）（psychotisme） Csikszentmihalyi 於 1990年至 1995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發現， 九十一位研究對象，可歸納出以下十組衝突性的人格特質，例如（杜明城譯，1999）：  1. 精力充沛又沈靜自如； 2. 向來聰明又帶點天真； 3. 有責任心、有紀律、卻又帶點無所謂的遊戲態度； 4. 思考兼具幻想與現實； 5. 既內向又外向； 6. 同時具有不尋常的謙卑與自豪； 7. 與大眾所期待的性別刻板印象不同； 8. 叛逆且獨立； 9. 能以熱情且客觀的態度面對工作； 10.開放且敏銳，但卻時常陷於悲喜交加之境。 而鄭英耀、王文中（1999）針對參與科學競賽績優教師之人格特質上 的研究，也發現受訪教師在人格特質為「不為偏見及舊方法所束縛的態度」、「容 易被事物的複雜性所吸引」、「強烈的自信心」以及「敏銳的直覺」四個向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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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47.3％~69.4％以上。另外，在獨特的人格特質方面，具「堅持執著、有耐性」這一個向度上，亦高達 64％。 Davis(1986)在‘Creativity is forever.’一書中提到具高度創意的人， 大都具有下列特質：能知覺到本身所具有的創意、獨立、自信、願意冒險、具高度活力、熱情、主動積極、愛冒險、心思細膩、具好奇心、具有廣泛的興趣、有幽默感、像孩子一般愛玩、具藝術方面的興趣、有理想的、愛思考、時常需要獨處的時間、容易受新奇、複雜與神秘的事物吸引。 Tardif與 Sternberg(1988)更指出，創意者在尋求問題的解答時，會具備以 下特性： 1. 喜歡問為甚麼 2. 對問題做假設 3. 對新奇事物機動敏捷 4. 對既有的知識有奇異的見解 5. 能夠運用現有的知識作為創意的基礎 6. 喜好非語言的溝通方式 黃奕光（2003）則指出創造者具以下個人特質：拒絕順從、具批判思考能 力。國內學者陳昭儀（2000）針對我國五位傑出理化科學家之科學創造力與人 格特質進行分析，發現這五位科學家（包含：李遠哲博士、彭旭明博士、林聖賢博士與鄭天佐博士）之科學創造力主要包含三個向度：挑戰、新穎且具獨特性。而其人格與思考特質則包含： 1. 堅持力；2.認真；3.專注的精神；4.好奇心；5.喜愛思考新問題；6.具獨到的 見解；7.具批判能力；8.積極求取新知。 陳木金（1999）歸納出創造性人格特質主要分為：「聰慧能幹」、「保守順從」、 「自由隨興」以及「多疑不滿」四個向度。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更特別針對兩岸國小「教師」進行分析，並指出教師的創意人格特質包含： 1.有信心；2.獨立；3愛冒險；4.充滿活力；5.熱心；6.大膽；7.具好奇心； 8. 具赤子之心；9.富理想；10.喜好美學；11.具細膩敏感的情緒，共十一項特質。 Sternberg(1995)指出每一個人都具有創意的人格特質，即使沒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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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發展，並進一步提出創意人格特質包含以下六點（引自洪蘭 譯，1999）： 1. 面對障礙時的堅持；2.願意冒合理的風險；3.願意成長；4.對曖昧不明的容 忍；5.接受新經驗；6.對自己有信心 綜觀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於「創意人格特質」這個主題，進行了許多不同對象的研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呈現出何謂「具高創造性」的特質，而從這些研究之結果中，亦能發現幾乎沒有一個研究結果呈現出之人格特質面向與其他研究結果完全重疊，由此亦顯示出創意人格的多元性。 因此，綜合上述對於創造性人格特質的研究，研究者進一步歸納出具創意人格的個體，大都具有以下特質：具有信心(鄭英耀、王文中，1999；Davis,1986；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Sternber,1995)、具堅持力(鄭英耀、王文中，1999；Lubart,2007；陳昭儀,2000；Sternberg,1995)、愛冒險(Lubart,2007；陳昭儀,2000；Davis,1986；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Sternberg,1995)、積極追求新知(Csikszentmihalyi,1999；Tardif＆Sternberg,1988；Davis,1986；陳昭儀,2000；Sternberg,1995)、具好奇心(Davis,1986；Tardif＆Sternberg,1988；陳昭儀,2000；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喜愛思考新問題(黃奕光,2003；陳昭儀,2000；Davis,1986)、具獨立性(Csikszentmihalyi,1999；Davis,1986；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有理想（Davis,1986；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充滿玩興（Csikszentmihalyi,1999；Davis,1986；陳木金,1999；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能接受曖昧不明的狀態（Lubart,2007；Sternberg,1995）、充滿熱情與活力（Csikszentmihalyi,1999；Davis,1986；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不為舊習所束縛（鄭英耀、王文中，1999；Tardif＆Sternberg,1988；Sternberg,1995）、心思細膩（Csikszentmihalyi,1999；Davis,1986；Tardif＆Sternberg,1988；林碧芳、邱皓政、王逸，2004）、具廣泛興趣（Davis,1986；陳木金,1999）。  參參參參、、、、        創意人格特質之評量創意人格特質之評量創意人格特質之評量創意人格特質之評量 研究指出（Lubart,2007；Gough,1979）我們可以藉由一個標準的人格測驗，對篩選出題項的答案，來區辨具有創意的個體。綜觀國內、外對於創意人格特質的測驗，主要有：Rookey於 1977年編製的賓州創造傾向量表，國內學者陳英豪、吳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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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於 1984 進行編修，共 45 題，主要在測量人格的創新變化性與探索性。Randsepp,E於 1981年編製的羅塞浦創造傾向量表，國內學者洪瑞雲（1982）、王精文(1985)、丁興祥、陳明穗、蔡啟通、李宗浣、邱皓政（1990）皆曾進行編修，原題項為 318題，修訂後為 161題，主要在測量個體想像力、不尋常思考、創造態度、對不確定的容忍性，以及獨創性之追求。威廉思創造力測驗，為 Williams 於 1980 所編製，國內學者林幸台、王木榮於 1987年進行編修，共 50題，主要測量個體的流暢力、開放力、獨創力、變通力與精密力。此外，尚有愛荷華發明量表、KAI 創意人格量表以及創意發展個人特質因素量表(IPF-CD)等創意人格量表。而本研究擬改編之創造性人格量表（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簡稱 CPS），為 Gough(1979) 根據1631名男女為受試對象，所發展出的形容詞檢核量表。其後由吳靜吉於 1983年及1997年分別進行修訂，內容包含 18個與創造力正相關的人格特質，以及 12個與創造力負相關的人格特質（詳表 2-2-1）。 表表表表2222----2222----1111    創意人格量表特質創意人格量表特質創意人格量表特質創意人格量表特質    與創造力正相關之特質與創造力正相關之特質與創造力正相關之特質與創造力正相關之特質    與創造力負相關之特質與創造力負相關之特質與創造力負相關之特質與創造力負相關之特質    能幹的(capable) 聰明的(clever) 有信心(confident) 做作的(affected) 小心謹慎的(cautious) 自我中心的(egotistical) 幽默的(humorous) 個人主義的(individualistic) 平凡的(commonplace) 保守的 (conservative) 不拘形式的 (informal) 有洞察力的(insightful) 智力高的(intelligent) 傳統的(conventional) 不滿足的(dissatisfied) 興趣廣泛的(interests  wide) 有發明能力的(inventive) 有原創性的(original) 誠實的(honest) 興趣狹窄的(interests narrow) 深思的(reflective) 有辦法的(resourceful) 自信的(self-confident) 有禮貌的(mannerly) 誠摯的(sincere) 有魅力的（sexy） 勢利的(snobbish) 不附會習俗的(unconventional) 順從的 (submissive) 多疑的(suspicious)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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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創意人格相關量表，對於創意人格特質之測量大都採自陳式之作答方 式。其中國內又以「威廉思創造力測驗」、「創造性人格量表（CPS）」以及「羅塞浦創造傾向量表」為較多人採用。其中，Domino(1994)、Oldham及 Cummings(1996)、王敏曄（1997）、陳木金（1999）、沈明權（1999）、許家嘉（2007）、林鎂絜（2007）等人，皆以「創造性人格量表（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 CPS）」為研究工具，由此可知吳靜吉(1982)改編之「創造性人格量表（CPS）」，普遍被認為在創意人格特質的評量上，是不錯的研究工具。 有鑑於此，本研究考量研究對象與人格特質向度之全面性，因此，將以文獻 探討為基礎，改編吳靜吉（1997）根據 Gough ＆ Gendre(1982)所編修之「創造性人格量表（CPS）」，用以測量幼稚園教師之人格特質面向。  肆肆肆肆、、、、        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    針對國內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結果，經歸納(詳附錄二)，茲以研究對象、研究變項、研究方法與工具與個人背景變項等四大主題進行分析探討： 一一一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在創意人格特質的研究對象上，大多以科技產業及企業研發人才（張起華，2001；葉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1；李建道，2001；張文菁，2004；藍堂愿，2004；賴碧玉，2005；陳姵君，2005；黃盈華，2005；陳俊儒，2006；黃郁芸，2006）為主。另外，尚有以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鄭英耀、王文中，2002；林碧芳，2004）、科學家與發明家（陳昭儀，2000）、護理人員（任國炙 ，2005）、航空人員（步明道，2004）以及幼稚園園所長（林鎂絜，2007）創意人格特質之研究，唯缺乏以幼稚園教師創意人格為主要研究對象之研究。 二二二二、、、、    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    在研究變項方面，大都以個體之創意人格特質對於工作或組織績效之影響為 主（李建道，2001；張文菁，2004；藍堂愿，2004；賴碧玉，2005；陳姵君，2005；任國炙 ，2005；陳俊儒，2006；黃郁芸，2006）。       此外，以教師參與科學競賽成績與創意行為之相關因素分析之研究（鄭英耀、王文中，2002），以及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與創意教學行為之影響（林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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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在幼稚園層級之研究，則有以園長創新領導與其創意人格特質為主之研究（林鎂絜，2007）。       另外，尚有以人格特質及創造歷程（陳昭儀，2000）、性別、產業型態及創造經驗與創意相關的個人特質、家庭及學校因素之關係（葉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1）、創造力人格特質、組織鼓勵及主管支持與創造力之關係（步明道，2004），以及技術創造力、人格特質、激勵策略與組織創新之研究（黃盈華，2005）。       從上述針對研究變項之統整分析後，發現在以學校及相關人員為主的研究變項中，缺乏以探討學校組織文化對於教師創意人格特質與教學之研究變項存在。 三三三三、、、、    研研研研究方法與工具究方法與工具究方法與工具究方法與工具    在研究方法與工具上，國內學者大都以問卷調查法為主，進行創意人格特質 之相關研究（張起華，2001；葉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1；李建道，2001；張文菁，2004；藍堂愿，2004；林碧芳，2004；步明道，2004；賴碧玉，2005；黃盈華，2005；任國炙 ，2005；陳俊儒，2006；黃郁芸，2006），運用觀察法、訪談法，或是其他以檔案等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料與分析者較少（陳昭儀，2000；鄭英耀、王文中，2002；陳姵君，2005；林鎂絜，2007）。而本研究考量樣本範圍，若要進行深入訪談，恐不易實行，因此，亦同樣依循前述研究之方法，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四四四四、、、、    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    許多研究結果都顯示，不同個體變項中之性別對於創意人格特質各個層面有 顯著的差異。葉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1）針對科技與資訊產業人才之研究， 指出女性比男性研發人員更具有創意人格特質。張起華（2001）指出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創意人格。藍堂愿（2004）亦指出男性研發人員較女性研發人員更具創意人格。林碧芳（2004）亦指出男性教師中小學教師比女性教師具有更高的創意人格。McGreevy(1990)則指出 然亦有研究（Sansanwal&Sharma,1993，陳亮宇，2002，張起華，2001）指出， 性別在創意人格與其創意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     另一方面，研究顯示在人口變項上之年齡、年資以及學經歷對於創意人格特質有顯著影響。張起華（2001）指出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年資較高之資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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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高的創意人格。鄭英耀、王文中（2002）指出年長之教師由於早年農村之教養經驗，因此較具有創意人格。林鎂絜（2007）則指出 30歲以下之年輕園長，創意人格得分較高。吳銘達、廖珮妏（2007）針對大專院校理工科教師進行研究亦發現，年齡與年資較高之教師，較能在教學上展現出創意。由此可知，個體之性別、年齡、年資以及學經歷，對於個體創意人格特質各個層面多具有顯著影響。  伍伍伍伍、、、、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研究方式，研究者進一步分析歸納出以下幾點： 1. 創意人格特質之研究趨勢，傾向以科技產業及其人才為主。 
2.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年資等因素對創造力人格特質有所影響。 3. 大都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式，較缺乏深入觀察與訪談，難以實際了解 受試者人格特質之真實面向。 4.缺乏以幼稚園或幼教師為主要對象之研究。    因此，本研究將以幼稚園教師為主要之研究對象，探討教師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教學年資對創造力人格特質是否有所影響，但在研究方法上，考量研究時間與財務之限制，因此仍以問卷調查為本研究之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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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創意教學之內涵及其相關因素創意教學之內涵及其相關因素創意教學之內涵及其相關因素創意教學之內涵及其相關因素         根據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對創意的定義，認為創意是：1.有創意的資質；2.有創意的能力。若從上述觀點來看教師創意能力的展現，具體而言，就是指教師的創意教學。因此，本節將具體探討以下三個部份：（一）創意教學的內涵；（二）創意教學的評量；（三）影響創意教學的相關因素。  壹壹壹壹、、、、            創意教學創意教學創意教學創意教學之之之之內涵內涵內涵內涵    一一一一、、、、創意教學的定義創意教學的定義創意教學的定義創意教學的定義    根據 ERIC Thesaurus 對於「創意教學」（creative teaching）的定義，其意旨「發展並使用新穎的、原創的、創造性的教學方法。（Development and use of novel, 

original, or inventive teaching methods）」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ERIC Thesaurus 的解釋當中，創意教學指的是教師運用本身的創造力於教學，並非以培養學生創造力為目的（Note: Refers to teaching that results from the teacher's creativity, not to teaching 

that is intended to develop the learner's creativity）。 對於「創意教學」一詞之定義，許多學者大都持不同的看法。鄭英耀（2001）認為創意教學，及教師於一般教學中，融入自己的教學創意，使學生學習的興趣增加。Joseph（2000）則強調創意教學的傳遞性，指出不管教室中的創意是原先就存在的，或是教師個人特質所造成，又或者是教師遵循一套原則與程序去進行的，它必定能夠被分析、量化、複製，同時教授與其他人。而林偉文（2002）則是融合迪士尼創意學習社群（Disney Creative Learning Communities Grants）與 ERIC Thesaurus 之定義，進一步提出創意教學是指「發展並運用新奇的、原創的或發明的教學方法或教學計劃，以引起學習動機、幫助學生有意義的學習和達成教學或教育目標。」      二二二二、、、、創意教學的內涵創意教學的內涵創意教學的內涵創意教學的內涵    有部份研究者（曾望超，2003；羅綸新，2003；蔡宜貞，2004；吳淑茹、連國欽，2002）認為，創意教學指的是教師運用新奇、新穎的手法，設計活潑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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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靈活的教學技巧，用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將重點放在創意教學新奇的「策略與技巧」上，而忽略了教學的目的性。自從教育部推展「教學創新」的政策思潮之後，許多教師開始改變自己原有的教學方式，教學的展現大都「生動活潑」、「又唱又跳」，更有老師為了追求新奇時髦的教學方式，不論課程的目的與主題為何，全部以電腦進行教學，或是所有的語言課程都以音樂律動加以詮釋。但對於學生是否實際達成教師原有的教學目標，卻無從得知。歐用生（2002）就曾提出當這樣追求「時髦」的教學風氣開始在校園中產生時，「知識淺化」的危機是否也悄然上演？而這究竟是「快樂學習」或是「安樂死」？陳伯璋、薛曉華（2002）更進一步認為，知識不僅是被社會建構出來的，且知識與權力的運作更應該被批判式的專化為賦權增能（empowerment）。 吳靖國（2003）便認為創意教學的內涵主要建立在三個面向：（一）思維上之創新：包含教學哲學與教學理念上的改變；（二）課程規劃上之創新：包含課程規劃與師生互動；（三）材料上之創新：包含教材教具與其他教學相關硬體改變。高強華（2002）更進一步強調教學目標的決定，指出教師應針對五大層面來思考創意教學的問題： 1.教學目標的選擇與決定。 2.教材內容的增刪與詮釋。 3.教學方法的多元與適性。 4.學習策略的運用。 5.學習評量的多元規準。   吳雪華（2005）亦將創意教學分為五個層面來討論： 1. 教學理念和思維上的創新：認為教師在進行創意教學之前，應該先進行思維上得創新，才有可能在教學策略上達到創意。 2. 課程與教材內容上的創意：指出在課程規劃與教材的選擇上，應注重開放與統整的原則，勿只讓學生以新奇的方式記憶一些零碎的知識。 3. 教育和教學媒體上設備的創新：指出充足的教育和資訊媒體，可以有效的幫助提昇教學品質。但研究者認為，教學媒體與科技資訊的運用，仍必須具目的性，以教學目的為前提，勿為了「展現科技創新」而使用這些設備。 



 44

4. 教學方法或策略上的創新：教師能夠運用靈活教學策略，以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 5. 評量方式及技術上的創新：鼓勵教師運用多元的評量方式，配合教學目的，評估學生學習的成效，同時發現學生學習上的問題，進而加以輔導。   Joseph（2000）則認為教師若願意改變他們的教學風格，並將其具體化，學生就能被教授的更有創意。而這些改變包含：課程與教學方法的創新、如何選擇適當的材料，以及評量學生的方式。 研究者贊同上述幾位學者的立場，同時認為，創意教學在本質上的涵意，應該以教師的教學目的為主要基礎，再輔以切合目標的課程設計，運用多元的教學方式及評量，進行教學上的創新，而非漫無目的，標新立異的「創意教學」。  三三三三、、、、創意教學的要素創意教學的要素創意教學的要素創意教學的要素        上述提到進行創意教學時，應該考慮教師的教學目標、課程內容、教學策略及評量四個要素。而這四個要素所構成的教學歷程，同時也影響教師、學生與知識領域三個部份，以本研究而言，屬「幼兒教育」領域創意教學之探討，因此，在討論上述教師教學歷程的四個要素時，同時也應該考慮幼兒發展的特質，如此教師才能發展出適應個別差異且具創意的教學與課程設計。 （（（（一一一一））））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育部於民國 76年公佈之「幼稚園課程標準」中明文指出，「幼稚教育之實施應以健康教育、生活教育及倫理教育為主，並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達成下列目標（引自教育部，1987）」： 1. 維護兒童身心健康。 2. 養成兒童良好習慣。 3. 充實兒童生活經驗。 4. 增進兒童倫理觀念。 5. 培養兒童合群習性。 由此可知幼稚園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應以上述五點為主要目的。 進一步討論教育目標之分類，目前國內應用最為廣泛之教學目標分類，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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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 等人（1956）發表之認知領域目標分類法，其後 Krathwohl(1964)發表之情意領域目標分類法，與 Harrow(1972)所提出之技能領域目標分類法，此三個層面之目標係依據目標之性質而加以區分，主要內容包括： 1.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   包括對知識的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與創造，共六個層次（L.W. Anderson & D.R. Krathwohl, 2001）。Bloom 等人更進一步將認知領域的知識劃分為：事實的知識(Factual Knowledge)、概念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性的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與後設認知知識(Metacognitive Knowledge)。 2.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情意指的是心理狀態或傾向。舉凡有關態度、興趣、價值觀…等相關知識皆屬之。Krathwohl 將其細分為接受、反應、評價、組織與整合五個層次（引自張霄亭等，1997）。 3.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亦稱動作領域技能，指的是個體經過思考與學習後的外顯行為。Harrow將其係分為：反射動作、基本動作、知覺能力、體能動作、熟練動作與有目的的溝通，共六種類別（引自張霄亭等，1997）。 國內學者簡楚瑛（2005）更深入歸納美國幼教各課程模式的教育目的，指出各課程模式雖受其理論基礎與源流所影響，但大致上可區分為兩個角度： 1.社會化目的 / 學業性目的 2.為未來學習與生活做準備 / 豐富學生的經驗   若再進一步綜合各模式之教育目的來分析，便可發現大多數課程都以「為入小學而做準備」為其主要目的之一（簡楚瑛，2005），亦即強調孩子社會化與認知的發展。   詹志禹等（2001）將發展階段視為幼兒創造力之近側發展區，並假設幼兒目前實際發展的能力為階段一；階段一、二則為個人層次且較近的可能發展水準；階段三、四為社會文化層次且較遠的可能發展水準（如表 2-3-1）。本研究主要是以幼兒目前實際發展的能力為研究標的。但企圖從觀察資料中，探討幼兒社會文化層面的創造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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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3333----1111    階段性的創造階段性的創造階段性的創造階段性的創造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創造內涵創造內涵創造內涵創造內涵    產品意義產品意義產品意義產品意義    產品層次產品層次產品層次產品層次    一（□１） 創造一些對自己來說是新穎、非習慣性的產品。 □１（非習慣性產品）：代表新穎，且具個人層次的產品。 二（□１＋□２） 創造一些對自己來說是新穎、非習慣性，是自己所重視的產品。 
□２（個人重視的產品）：代表有價值，且具個人層次的產品。 個人 

三（□１＋□２＋□３） 創造一些對自己來說是新穎、非習慣性，是自己所重視的產品；對社會文化來說，是跳脫傳統的產品。 
□３（非傳統性的產品）：代表新穎，且具社會文化層次的產品。 

四（□１＋□２＋□３＋□４） 創造一些對自己來說是新穎、非習慣性，是自己所重視的產品；對社會文化來說，是跳脫傳統，且為社群所重視的產品。 
□４（社群重視的產品）：代表有價值，且具社會文化層次的產品。 社會文化 

資料來源：詹志禹等（2001）。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小學創造力政策與小學創造力政策與小學創造力政策與小學創造力政策與環境之評估環境之評估環境之評估環境之評估」」」」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頁頁頁頁 5555----6666））））。台北:教育部（教育部委託研究）。       依據上述階段性創造的觀點，再融合教育部與前述幾位學者所提出之觀點，可以瞭解到創意教學的目標必須從多方建構，而不能只侷限在幼兒的流暢性、變通性、精進性、獨創性（Feldmen,1999）。因此，本研究參考詹志禹（2001）、簡楚瑛（2005）、Bloom（1956）、Krathwohl(1964)與 Harrow(1972)所提出之教育目標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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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向度，試提出具創意之教學目標，在幼兒階段所應該涵蓋的向度為：  1. 認知      在認知面向上，教師應該要以能激發幼兒新奇、特殊的想法為主要教學目標，再進一步引導幼兒對於不同事物進行比較，同時表達自己的想法。  2. 情意      Nickerson(1999)認為要提昇創造力，必須要能建立明確的目標、鼓勵好奇與探索、激發內在動機、信心及冒險的意願，以及建立正向的信念。在幼兒階段，好奇心本就是幼兒階段創造力表現的特徵之一，因此教師教學設計除了要能激發幼兒的好奇心與內在探索的動機之外，並且進一步培養幼兒對自己的創意展現出自信心。  3. 技能      幼兒在創造力的展現上，技能的目標可將其視為幼兒肢體動作或精細動作的創意，但最後評估會傾向創意產品角度來衡量其創意，且大都表現在藝術作品的呈現上。因此，教師在教學的目標上，雖需注意幼兒肢體與精細動作的評量，卻不需特別強調幼兒作品的精緻度與操作的方式，而是鼓勵幼兒運用肢體展現其藝術層面的創意。  4. 社會      前述提到各模式之教育目的，大都強調孩子的社會話語認知程度的發展（簡楚瑛，2005）。Lubart(2007)在談兒童語言發展初期的創造性表徵時，曾提及兒童即使是最簡單的語言交談都可以被視之為發言者的創作。而語言之表達，正是幼兒與他人溝通最重要的媒介，因此，創意教學目標的社會面向，其中一個重要的評估指標便是幼兒在與他人溝通時，所展現的創意。另一方面，與同儕的互動，也能看出幼兒創造力展現的社會面向。因為，幼兒在認知層面的最終目標，即是能將自己的想法與他人分享，而在分享的過程中，及會與同儕之間產生互動，因此，教師在制定社會面向的教學目標時，應該要能培養幼兒與他人溝通自己的創意，並且營造出樂於與他人分享創意的社會情境。   （（（（二二二二））））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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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楚瑛（2005）指出，課程內容所討論的是「要教學生什麼」以及「如何安排要交給學生的東西」。並提到「要教學生什麼」談論的是「課程範圍」的問題；而「如何安排要交給學生的東西」，則是指課程的「組織原則」（引自簡楚瑛，2005）。課程範疇包含廣泛，包含：藝術、認知領域知識、邏輯推理、空間概念、精細動作之練習、語言溝通、群體合作與相處的能力…等等，都包含在幼教的課程內容當中。教師在制定課程範疇時，仍需以其教學目標為主要依據。      史美奐（2003）指出，依據創意的內涵和傳統教學的精神，教師實施創意教學的範疇應著重在以下五點： 1. 教師教學目的 2. 教學設計的理論依據 3. 教學設計的模式 4. 教學設計模式的運用 5. 班級經營 吳清山（2002）指出，創意教學係指教師於教學過程中，能採用多元的教 學方式和多樣豐富的教學內容，以提昇學生內在學習的動機與能力。      綜合上述兩者，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在幼教領域中，創意教學之課程內容所指的是教師能根據幼兒發展與教學目的，設計並安排多樣化的課程內容。  （（（（三三三三））））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Starko(2000)認為「創造力教學」（teaching for creativity）與「創意教學」（creative teaching）是不同的。「創造力教學」的目的是在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而「創意教學」則是透過創意的教學方法達成教師的教學目標。因此，創意教學的過程不像創造力教學與創意思考教學一般，重視創造思考的策略，如：心智圖法、腦力激盪法、水平思考法…等技法。而是著重在教師如何營造創意的學習氛圍，運用有效的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同時藉由教師的班級經營，藉以達到教學目的。洪榮昭、林雅玲、林展立（2003）亦指出就實際的教學而言，創意教學不宜視為「特定的」教學法，而是泛指各種融合創造思考所設計的教學活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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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potin(1999)指出，創意教學的首要作法，便是營造出一個友善的團隊合作氣氛，然後試著拋出問題，讓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即使課程之初，學生容易因為個人因素而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但隨著老師所給予的回饋及鼓勵，學生就能逐漸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因此，Kirpotin 認為，透過不斷地對話與小組學習，可以達到創意教學的目的。 吳清山（2003）認為創意教學的要點，包括以下幾個策略： 1. 了解學生學習需求 2. 營造班級學習氣氛 3. 善用現代資訊科技 4. 活用多樣教學法 5. 使用多元評量 6. 運用產生創意的方法 7. 鼓勵學生分組討論 8. 正確使用發問技巧 9. 鼓勵學生勇於嘗試 Cropley(1997)亦指出了一些對於創意有助益的教學特質(引自蔣國英  譯，2007)： 1. 鼓勵獨立學習 2. 用合作的方式進行教學 3. 鼓勵學生學習事實，以便獲得可以發展發散性思考能力的基礎 4. 鼓勵彈性思考 5. 避免對還沒有經過仔細思考的學生意見下論斷 6. 鼓勵對想法進行自我評量 7. 認真看待學生提出的問題和建議 8. 提供差異性及大的材料，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工作機會 9. 幫助學生超越挫折和失敗，使他們有勇氣繼續追求新概念 史美奐（2003）探討創意教師實施教學活動時的教學策略主要有以下十二點： 1. 提供具創造力角色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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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勵對假設提出疑問 3. 允許犯錯 4. 鼓勵去冒險通曉事理 5. 讓學生尋找題目並設計方案 6. 評鑑創造應研究計畫 7. 獎勵性構想和產品 8. 給予時間思考 9. 寬恕含糊 10.指出創造思考者常面對的障礙 11.鼓勵積極努力成長 12.認識並孕育創造思考所需要的環境 Joseph（2000）提出，進行創意教學時，教師需要考慮以下問題： 1. 教師希望達成的目標 2. 檢視最近的教學主題是否符合現今的情況 3. 考慮適合主題及學生的教學方式 4. 如何選擇學習材料以達到教學目標 5. 如何評量學生的學習情況 歸納上述研究者之結果，並考量幼教場域之特性，本研究在評量與觀察幼 稚園教師創意教學之策略時，將根據以下幾點原則：  1. 能營造具創意之教學環境（Kirpotin,1999；吳清山，2003）。 2. 能活用多元的教具與網路資源進行教學(吳清山，2003)。 3. 鼓勵團體或小組討論的方式學習(Cropley,1997；Kirpotin,1999；吳清山，2003)。 4. 鼓勵彈性思考（洪榮昭、林雅玲、林展立，2003；Cropley,1997；Kirpotin,1999；史美奐，2003）。 5. 能有效提出問題，並引導學生解決問題(Kirpotin,1999；吳清山，2003；Cropley,1997；史美奐，2003)。 6. 能以開放的態度回應學生所提出之問題(吳清山，2003；Cropley,1997；史美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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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7. 能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吳清山，2003；Cropley,1997；Joseph,2000)。 8. 能依教學目的與主題的不同，變化教學方法(Joseph,2000)。  （（（（四四四四））））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簡楚瑛（2005）評量是指，依教學目標，透過測驗、量表、訪談或觀察…等方式，針對學生的學習結果做價值判斷的歷程。前述提到，創意教學的目的並不著重在學生創造力的培養，而是教師是否能藉由具創意之教學法，達到教學目的。因此，在創意教學中，教師是否能運用多元方式評量學生學習結果，也就顯的格外重要。 吳清山（2002）指出，多元的評量，除了紙筆測驗、檔案評量…等靜態評量之外，意可加入表演、口頭報告…等動態評量。陳龍安（2006）同時指出，進行創意教學要能考量學生的個別差異與興趣，並提出「師生共同評估學生的作品與創意」的建議。Joseph（2000）更強調，不只教師必需要不斷地評估，藉以了解學生是否完全理解並吸收自己所教授的課程。三者皆強調多元的評量方式與評量在創意教學上的重要性。       根據上述研究者之立論，本研究在評估教師創意教學之評量時，將以下列幾點作為指標：   1.能選擇適當的評量工具。   2.能根據學生學習的情況與個別差異，選擇不同的評量方式。   3.不會長時間固定使用同一種評量方式。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依據本節之文獻探討，進一步歸納本研究在創意教學上之研究向度，包含以下四個面向： 1. 「省思教學目標」 教師省思其所設定之教學目標須符合幼兒認知、情意、技能與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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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知：能引導幼兒對於不同事物進行比較，同時表達自己的想法。 （2） 情意：能激發幼兒的好奇心與內在探索的動機，並進一步培養幼兒的自信 （3） 技能：教師需關注幼兒大小肢體動作與精細動作的發展。 （4） 社會：教師要能培養幼兒與他人溝通，且營造出樂於與他人分享的情境。 2. 「多樣化的課程內容」 指教師能根據幼兒發展與教學目的，設計並安排多樣化的課程內容。 3. 「靈活的教學方法」 指教師進行創意教學時，能具備以下幾點策略：  （1） 能營造具創意之教學環境。 （2） 能活用多元的教具與網路資源進行教學。 （3） 鼓勵團體或小組討論的方式學習。 （4） 鼓勵彈性思考。 （5） 能有效提出問題，並引導學生解決問題。 （6） 能以開放的態度回應學生所提出之問題。 （7） 能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 （8） 能依教學目的與主題的不同，變化教學方法。 4. 「善用評量方式」 意指教師能： （1） 能選擇適當的評量工具。 （2） 能根據學生學習的情況與個別差異，選擇不同的評量方式。 （3） 不會長時間固定使用同一種評量方式。      而本研究也將以此四個向度為基礎，進行創意教學問卷之編製。  貳貳貳貳、、、、            創意教學創意教學創意教學創意教學之之之之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由於國內、外，尚未出現成熟的創意教學評估方式，因此，大多數的研究都從測量創造力的方法，間接推論教師在教學上所展現的創意(Csikszentmihalyi & Wolfe,2000；Hocevar & Bachelor,1989)。林偉文（2002）進一步結合Csikszentimihalyi 以及 Amabile 的理論來探討創意教學的評量，並主張教師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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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教學可以採取「新奇」、「有價值性」為評量規準。並以教師的教學方法、內容與策略等面向之「新奇性」加以審視；在價值性的面向上，林偉文則強調必須依教學目標，從教師、學生以及專業知識等三個層面加以調整。劉世涵（2006）則是將創意教學分為「前瞻精緻的教學理念與思維」、「多樣豐富的教學課程與教材」、「活潑流暢的教學方法與技巧」以及「多元變通的評量方法與技術」四個面向來加以評量。     Cheng(2001)綜合 Amabile, Guilford, Runco 與 Sternberg 的創造力理論，推導出五個評估教師教學創意的面向，並指出教師「創意教學的想法」是影響教師創意教學的核心（引自林偉文，2002，頁 35）： 1.創意教學的想法(Creative Teaching Ideas):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認為自己最有創意的想法。 2.實施創意教學的能力（Ability in Creative Teaching）:指教師解決不尋 常的問題，並進行難度較高的教學。   3.教學中擴散思考的能力（Divergent Thinking Abilities in Teaching）:     強調的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思考的流暢力與變通力。   4.創意教學的動機（Motives in Creative Teaching）:指教師對於創意教學 的自信、價值觀及興趣。   5.教學表現的創意（Creativity in Teaching Performance）     教師實際創意教學行為的表現。  參參參參、、、、            影響創意教學影響創意教學影響創意教學影響創意教學之之之之相關因素相關因素相關因素相關因素        創意的展現不僅會受到個體人格特質、知識與認知能力等內在因素影響，也會受到外在因素，如：教育、社會、文化、家庭背景等環境影響（Runco & Walberg,1998）。因此，以下將針對影響教師創意教學之內、外在因素進行探討與分析： 一一一一、、、、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內在因素        Weiss 與 Raphael(1996)研究美國科學與數學教師總統獎之教師，並探討影響其創意教學之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教師本身之專業進修與學歷，對教師在進行創意教學上有顯著的幫助及影響。除此之外，得獎教師之教學型態、教學信念、學習背景，都有助於其創意教學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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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2000）指出某些人格特質的確會使得教師在教室中表現的更有創意，不論是在課程或是教學方法上，事實上，有一些老師就是比較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Martha Daugherty、Jenny Logan以及 Matthew Turner（2003）也指出教師人格特質的多元性，大都會表現在班級經營的風格，以及對科技應用的態度上。Cheng(2001)更指出教師年齡、教學經歷與創意教學有顯著的相關性。McGreevy(1990)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學生心目中最具創意的教師包含以下特質：具幽默、開放的心胸、願意分享的特質、能理解學習較慢的學生，並幫助他學習。且學生心目中具有創意的教師大都為男性。     曾兆興（2004）之研究結果也指出，教師之性別、年齡、教學經歷、薪資…等因素，對於教師在教學上的創新程度有顯著影響。     由此可知，教師創意教學可能會受到教師性別、年齡、教學經歷、人格特質…等個人背景因素所影響。  二二二二、、、、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外在因素        Ekvall 與 Ryhammer(1999)針對 130位大學教師進行研究，發現教師對主管行為、組織文化價值觀之感受，對於教學創意展現的結果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鄭英耀、王文中（2002）探討績優教師創意行為之影響因素，發現教師若能獲得學校主管與行政人員的支持，較容易出現創意教學行為。而學校本身的環境則必需要是一個鼓勵冒險且允許嘗試的文化。     研究者綜合吳靜吉（2002）、毛連塭(2000)等學者之觀點，歸納阻礙教師創意教學行為產生之因素主要有以下兩點：   1.學校文化不鼓勵教師創新。   2.教師工作負擔過重。     吳明崇（2002）則指出，影響教師進行創意教學之外在因素包含：   1.家長與教師互動良好。   2.教師能有效運用教學媒體。   3.校內具有共同興趣與相互支持的夥伴。     吳雪華（2005）也指出，影響教師創意教學成功的外在關鍵因素在於：家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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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團隊的支持，若家長與學校能了解教師進行創意教學的目的，並給予支持，教師就能有更多創意的自由空間，去展現教學上的創意。     由此可知，學校組織文化若能支持教師創新，教師便能有更多創意教學的行為。並且能促使組織本身進行創新。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研究者歸納上述之外在因素，教師創意教學可能會受到以下四點影響：   1.學校文化是否鼓勵教師創新   2.學校環境之氛圍是否開放且彈性   3.學校是否鼓勵教師形成共同合作與支持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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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組織文化組織文化組織文化組織文化知覺知覺知覺知覺、、、、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

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從前三節之文獻探討結果可知幼稚園組織文化對於教師教學行為有顯著的影響；而教師人格特質也會反應在其教學行為上。然而，過內尚未有研究直接針對幼稚園層級之組織文化、教師創意人格以及創意教學三者的關係進行研究。 壹壹壹壹、、、、            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文化與教師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教師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教師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教師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 林偉文（2002）以國中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從 Csikszentmihalyi 的系統理論出發，探討影響教師創意教學的相關因素，發現教師知覺學校提供越多有助於內化知識的學習結構與管道，以及越多組成或參與知識社群的情形，則教師有越高的創新教學行為。黃彥和（2004）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的集體效能感，發現教師們對於「專業分享」、「家長支持」、「校長支持」、「學生特質」、「課程改革」等教學情境知覺高，在集體效能感之「教學實施」、「教學規劃」、「學習指導」、「環境轉化」表現面向上，得分就越高。顯示教師所處的組織文化若能讓教師感受到越多的正面氛圍，教師在教學上就容易產生高效能。林炯炘（2004）同樣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指出教師對於組織如有高度認同，在專業素養與教學準備上的教學效能也相對提高。楊霩晨（2006）則是以大專院校教師為研究對象，指出教師的工作價值觀，對於教師的教學效能有顯著的影響；而教師所感知的組織承諾，同樣對於其教學效能有顯著影響，且三者之間存有顯著差異。Chen,Mashhadi,Ang & Harkrider(1999)則進一步指出營造一個數位化的學習環境，有助於組織中的個體產生高度的共識與凝聚力，並促使教師產生有創意的教學。     由此可知，從學校組織文化出發，可推論其對於教師教學行為的影響，且正面的學校組織文化，亦能促使教師現出積極、正面的教學行為。因此，本研究推論，屬於學校組織一環的幼稚園組織文化若呈現正面的特質，同樣能促使教師有創意的教學行為產生。  貳貳貳貳、、、、    創意人格特質創意人格特質創意人格特質創意人格特質與與與與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    林偉文（2002）研究同時指出，教師有越多的「教學省思行為」、「教學福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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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越「樂於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就有越高的「創新教學行為」。黃毓琦(2004)以高職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創新教學行為與人格特質的關係，指出，高職教師的人格特質中，「經驗開放性」的特質對於其創新教學行為有最大的預測力。詹婉鈺（2005）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教師教學熱情與影響教學熱情的相關因素，進一步指出，教師的教學熱情不僅會影響其創新教學行為的產生，同時教學熱情越高，越容易出現創新的教學行為。劉宗明（2006）則是以國中教師為對象，探討教師人格特質、教學風格與教學效能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的人格特質與教學效能有顯著相關，且教師人格特質可以預測其整體教學效能 45-6%的變異量。由此可知，教師的人格特質不僅會影響其創意教學行為的產生，且本研究更可以大膽推論教師具有開放、熱情與冒險的特質，越容易出現創新的教學行為。  參參參參、、、、        組織文化組織文化組織文化組織文化、、、、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創意人格與創意教學之相關研究   Choi(2004)針對管理學院的師生所進行之研究結果亦顯示師生本身的人格特質可以強烈預測創意行為的展生，並且強調個體實際的創造力主要還是受到個體本身的創意人格特質影響。Puccio, Firestien, Coyle & Masucci(2006)之研究指出 個體實施創意問題解決訓練（CPS Training）有助於促使群體有效地合作，並增強群體的創意展現，但並未提及創意人格特質對於創意展現之直接影響。  肆肆肆肆、、、、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上述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 （一）對於學校組織文化、創意人格或創意教學之研究對象，以大學、國小與國中階段之師生及學校為主，缺乏學前階段之研究。 （二）國內針對幼稚園階段之組織文化、教師人格特質與創意教學之研究，尚未有研究者進行，大多數探討創意人格之研究，也鮮少有針對幼稚園教師為對象之探討，而創意教學的部份，則大多著重在國小以上各級學校。 （三）國內、外匯合環境、個人與創意行為三者取向之研究，亦缺乏學前教育之相關主題及範疇。此亦突顯本研究之意義性。並可藉由相關因素之探討，進一步了解影響幼稚園教師創意教學之因素，以及與其他各級學校之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