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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本研究相關理念與研究逐一分析與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基

礎。共分為三節加以析述，第一節對「學校創新經營」之理念進行探討；

第二節對「策略」之理念進行探討；第三節則針對「學校創新經營」與「策

略」之相關研究進行探討。茲將各節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節 學校創新經營基本理念分析 

2003 年教育部公布「創造力教育白皮書」，其指出創新經營能力已是

知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特別在學校層面以經營創新的學習環境與

活潑的教學氛圍為主體工程，希望能提升教育視野，發展各校特色，讓包

容與想像力無限延伸，營造尊重差異、欣賞創造之多元教育學習環境（教

育部，2003），故本節將針對創新與學校經營進行說明，並進一步探討學

校創新經營之意涵。 

壹、創新之意涵 

「創新」(innovation)一詞源於拉丁語源 nova，即新的意思，創新乃指

新事物或新方法的引進，亦是指對於已建立之事物，藉由製造新方法、點

子與產品進行變革（楊幼蘭譯，2005；Oxford Reference Online, 2008）。此

一詞最早由經濟學家 Sehumpeter 於 1930 年代提出，強調透過創新，企業

組織可以使投資的資產再創造其價值，因而引起後續對創新議題的探究

（引自林義屏，2001）。 

由於許多學者研究的領域與角度不甚相同，致使創新一詞的使用亦有

所差異，以下茲針對國內外專家學者之看法，將創新一詞之定義進一步探

討，詳見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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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創新之定義 

學者 創新之定義 

Drucker(1985) 
創新是賦予資源創造財富的新能力，使資源能夠發

揮最大的功效。 

Griffin 和 Pager(1993) 
創新是系統中所創發出有價值、有用的新產品、服

務、觀念、程序或流程。 

Mang(2000) 
創新就是引入有用的事物使市場或社會產生改變，

提供滿足顧客需求的服務。 

Robbins 和 Coulter(2002) 
將創新定義為產生創意點子，將其轉化為有用的產

品、服務或工作方法的過程。 

蔡啟通（1997）  
創新是指組織內部產生或外部購得的設備、過程及

產品（技術層面）；以及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管

理層面）等之創新活動。 

吳思華（2002）  
創新是將創意形成具體的產品，能為顧客帶來新的

價值，且得到公眾認可者。 

吳清山、林天祐（2003） 
創新是變革的一種，它是一種新的觀念應用在增進

產品、過程或服務效果上。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上所述，探究創新的定義，發現創新的定義可以依照不同的面向與

觀點賦予不同的意涵，可進一步分為三個面向包含，以結果觀點而論：認

為創新是成果或產品的呈現；以過程觀點而論：認為創新是一種過程，一

種執行創意的過程；同時以結果與過程觀點而論：認為創新是成果或產品

產出的一種歷程。綜上所述，研究者將創新的定義重新詮釋，認為創新即

在舊有之上進行變革，透過資源多方面的創意利用，以產生新的結果與價

值。 

貳、學校經營之意涵 

組織的運作可以以「經營」與「管理」兩個相似的概念來加以討論，

然其在英文上同為 management，但概念仍有差異，就詞義上，「經營」是

指一切事務的籌劃，強調對內外運作的歷程，包含有管理的意義；「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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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對事務加以處置，較為偏向對內的運作（鍾長生，1997）。而蔡培村

（1998）則將「經營」定義為外部性或整體性之組織運作現象；「管理」

則為內部性或細節性之組織運作現象，其認為學校應該要跳脫過去「事務

性」的靜態管理（如教務管理、訓導管理、總務管理及人事管理），逐漸

轉變為「人際」、「資源」與「技術」的動態經營（如強調時間的運用、資

源分配、資訊管理、專業發展與人際關係）。 

從經營與管理的角度進一步探討並整理學校經營之定義，如表 2 所示： 

表 2 學校經營之定義 

學者 學校經營之定義 

蔡培村（1998） 
學校經營係指運用管理的理論或技術為基礎，因應學校的需要，協

調學校組織成員間的互助與合作，以創造學校的價值與效能。 

林新發（1998） 
學校經營是以更寬廣的空間來營造學校行政與學校事務的推展，以

提高學校價值與效能，達成預期之教育目標。 

張慶勳（1999） 
學校經營採用管理學的知識與技術，糾合學校成員的人力，透過行

政程序運用各項資源與策略，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促成學校組織的

變革與發展。 

吳清山（2004） 

學校經營乃是學校機關依據教育原則，運用有效的科學方法，對於

學校內的人、事、財、物等業務，做最妥善的處理，以促進教育的

進步，達成教育目標的歷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經營應重視內部性或細節性與外部性或整體性

之運作歷程，定義涵蓋管理層面之上。而學校經營即是以管理的理論或技

術為基礎，妥適運用各種資源與策略，處理學校中的各種事務，以發揮教

育更佳的效果，除了達成教育目標，也可針對環境的變遷做適當的變革。 

叁、學校創新經營之意涵 

茲將學校創新經營之意義與內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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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創新經營之意義 

學校創新經營的概念乃是創新與經營的結合，以「創新」為體，「經營」

為用，進而發揮學校教育應有的功能，以發展學校特色，提升學校效能和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吳清山、林天祐，2003；吳清山、賴協志，2006）。

由此可知學校的創新需要以新的方法來執行，但創新並不是直接的，無法

直接由政策擬定者來下命令指導，而是需要藉由內部組織的管理來加以改

變(OECD, 2001)。 

學校創新經營已是當前學校發展的重要趨勢，以下茲臚列各學者對學

校創新經營之定義，如表 3 所示： 

表 3 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 

學者 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 

吳清山和林天祐

（2003）  

學校創新經營是在學校環境的場域中，採用創意的點子，將

其轉化到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的過程，以發展學校

特色，提升學校效能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濮世緯（2003）  

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為滿足學生與家長課程需求、維持

內部競爭力並提升教育品質，而組織內部和外部之經營作法

上進行改變與創新的策略，創新的層面包括學校行政管理、

課程與教學、知識分享、外部關係，以及資訊科技。 

吳清山（2004）  
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在學校環境場域中，採用創意點子，

將其轉化到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的過程，以發展學

校特色，提升學校效能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黃宗顯（2004）  
學校創新經營可以視為經營一所學校時在理念思考、方案規

劃、策略實踐等所創造出的有別於學校自己以往或他校已有

的各種新作為。 

盧延根（2004）  

學校創新經營意指學校運用既有或獲取的資源，遵循一定的

準則經整體運作，跳脫原有思維想法，突破各項限制因素，

以長期投資的方式，尋求經營改善之道，並提出遠見與創新

的意念，持續創造教育佳績為目標。 

林筱瑩（2005）  
學校創新經營是指學校在整體校務的經營上，運用自行開發

或引自外部的創新經營策略，以滿足整體社會的期待與維持

系統間的和諧運作，並追求自身的優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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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續）  

學者 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 

張明輝和顏秀如（2005） 

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為提升教育績效，營造有利於成

員創造力發展的組織文化與環境，鼓勵且引導成員參與創

新活動，藉由知識系統的管理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

略，使創意得以形成、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動態發展歷程。

蔡純姿（2005）  

學校創新經營意指學校為了因應社會環境變遷與教育改

革的需求，以新的思維、新的技術與新的服務，增進學生

學習成就與學校辦學績效，進而提高學校競爭力，所進行

一系列有計畫的、有系統的、有步驟的創新作為的動態歷

程。 

湯志民（2006a）  

學校創新經營係學校依循敎育理念，突破傳統觀念，運用

學習型組織的團體動能，轉化行政、課程、敎學和環境的

劣勢，使之成為優勢，以創造獨特風格和組織文化，並發

展學校特色之歷程 

顏童文（2007a）  

學校創新經營並非是抽象式的概念，相較於一般學校有關

教學、課程的變革，其目的在於提升學校效能及達成教育

目標，不只是產生和現狀相異的現象而已，更強調創造學

校新的價值，透過不斷地創新、改造、修正及執行的過程，

將創意的點子轉化到學校的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及教學成

效，使學校能永續發展。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各家學者所言，本研究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指於學校場域中，透

過組織的有效運作，依循教育理念，採用創意的點子來突破傳統，並實踐

於行政、課程、教學及環境中，藉以提升教育績效與品質及發展學校特色

的歷程。 

二、學校創新經營之動機 

近年來，創新的概念蔚為風潮，學校紛紛以創新經營的方法，藉此提

升教育績效與品質，並發展出學校特色。Kanter (1988)認為創新的最初動

機來自於：（一）職務上的義務；（二）直接的命令；（三）環境或激勵事

件的刺激；（四）自我的動機；（五）組織的酬賞；（六）意外的情境。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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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惠（2003）則提出學校革新的社會動力來源可區分為：（一）隨機任意，

包含來自於學校上級主管教育機關或學校行政人員的決定，亦可能源自於

學校教職員工、家長、社區人士的建議；（二）機械決定，包含教育主管

機關的命令、政策及法令的規定、社區家長及輿論的壓力；（三）目的追

尋，包含教育行政機關、學校行政主管與教職員工的教育使命感或對理想

教育目標的追求；（四）自然演化，係指由教育思潮、社會變遷所形成。

顏秀如（2005）則認為創新的起源可以分為：（一）理想的追求；（二）組

織的團體動力；（三）政策法令的規定；（四）創新屬性的影響；（五）環

境的改變，其中以自我的使命感與成就感是促成學校人員進行創新經營之

最主要且最具效果的動力來源。 

簡言之，學校創新經營的動機來源可以概分為社會變遷的影響、教育

政策的推展、學校成員的使命感、學校競爭力的提升、獲得獎勵金、校內

有創新的人才及校外有豐富的資源，透過這些因素的促發，均可能以創新

經營為學校經營帶來一波展新的面貌。 

三、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 

學校創新經營是一項複雜而長期的工作，其至少包含四個階段：（一）

計畫；（二）執行；（三）建立革新；（四）評估成果。在創新的過程當中，

經營者需要去處理多種內部與外部互動產生的創新，進而使其發揮影響力

以提升教育的效能(Fullan, 1997)。故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可以包含多個層

面，也意味著在實施學校創新經營時應從多元的角度著手，以產生豐富的

成果。 

張明輝和顏秀如（2005）強調學校創新經營涵蓋校務運作的整體層面，

不僅在行政管理與教學事務上追求創新，學校創新經營更是學校全體成員

共同參與的過程，其參與的對象包括行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

人士；其內容則遍及技術、產品、服務、流程、活動與學校特色的創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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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容可以從八個面向加以思考，

包括：（一）觀念創新：如學校人員價值、思考方式、意識形態的改變；（二）

技術創新：如教學、評量、工作方式，資源運用等改變；（三）產品創新：

如學生作品、教師教具、教師著作、課程設計等產品出現；（四）服務創

新：如行政服務、社區服務、家長服務等改變；（五）流程創新：如教務、

學生事務、總務、輔導、人事、會計業務處理程序，開會流程等改變；（六）

活動創新：如開學典禮、畢業典禮、校慶、運動會、體育表演會、開學日、

家長日、節慶、教學觀摩會、戶外教學活動、城鄉交流活動、畢業旅行、

教師進修活動、教師自強活動、家長參與活動等突破；（七）環境創新：

如建築物造型的美化與改變、室內設備擺設的調整、環境空間的重新規

劃、教學場所與運動場所的佈置等；（八）特色創新：如發展學校特色，

型塑學校獨特文化等。 

秦夢群與濮世緯（2005）整理相關研究後歸納出五大學校創新經營層

面：（一）行政管理創新：領導者的態度與行政團隊的作風深深影響組織

創新經營之能力，故此為組織創新的首要層面；（二）課程教學創新：課

程內容的翻新與教師教學方法的改進相當重要，須隨內外在環境的變動而

調整，此為創新的重要指標；（三）外部關係創新：學校須打破以往關起

門來辦教育的思維，家長、社區皆會影響學校之運作；（四）學生活動創

新：創新經營之層面不能忽略學校之重要成員—學生，須計畫性的培育其

特殊才能，提高學生創新活動；（五）校園環境創新：校園環境的良窳影

響創新活動的順利進行，應符合經濟性、人性化、安全性與永續性。 

張仁家（2005）將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分為行政管理創新、敎學課程

創新、活動展能創新、資源運用創新和校園美化創新。蔡純姿（2005）將

學校經營創新衡量指標，分為三個指標構面和十三項具體指標：（一）管

理創新系統：具體指標包括「理念創新」、「人力創新」、「結構創新」、「流

程創新」與「領導創新」等五項；（二）技術創新系統：具體指標包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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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營造創新」、「資源應用創新」、「行政運作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和「學

生活動創新」；（三）文化創新系統：具體指標包括「學校文化與特色」、「教

師文化與作為」和「學生文化與表現」。 

湯志民（2006a）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可分為以下三種類型：（一）

就方式而言，包括觀念創新、行政創新、課程創新、敎學創新、文化創新、

活動創新、環境創新以及特色創新；（二）就層次言，分為漸進式創新、

明顯性創新和突破式的創新；（三）就型態言，分為模仿性創新、再造性

創新和原發性創新。 

臺北縣政府教育局（2007）所主辦的學校經營創新獎，將學校創新內

涵分為行政管理革新、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多元展能、創意校園空間和

社區環境資源應用等。中華創意發展協會（2008）所舉辦的「Innoschool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則將學校創新經營內涵分為：（一）行政管理革新；

（二）課程與教學領導；（三）學生多元展能；（四）校園環境美化；（五）

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 

顏童文（2007a）曾經針對多位學者專家對於創新經營內涵之闡述，進

一步歸納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如圖 2 所示，並分析如下：（一）創新行

政管理，激發創意潛能：學校創新經營的首要工作即是建立完善的行政管

理制度，透過創新行政管理，使成員的思緒不再受到「標準化」的牽絆，

藉以激發源源不絕的創意點子。（二）鼓勵創新活動，展現師生活力：學

校的教學工作即是為了幫助學生學習，若能鼓勵師生共同投入創新活動，

使校園充滿師生之間相互學習及成長的氣氛，可提升教學成效。（三）建

構人文校園，滿足創新需求：新校園運動的興起即重視學校境教的功能，

故透過建構創意校園與環境的布置，以滿足人們所期待的創新需求。（四）

建立溝通管道，匯集創新能力：學校乃受到教育行政機關、家長及社區的

監督，故在進行創新經營之際，須廣納其意見，以形成創新的動力，符合

內外部顧客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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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 

資料來源：優質學校創新經營的理念與策略（頁 101），顏童文，2007a，

學校行政，47。 

綜上所述，學校創新經營的過程複雜，其內涵豐富而多元，可歸納出

五個面向：（一）行政管理創新；（二）課程與教學創新；（三）社會與環

境資源應用創新；（四）學生活動創新；（五）校園環境創新。本研究進一

步將其內涵概分為人、事、時、地及物加以探討，其中人的部分，包含全

校全體成員共同參與，例如行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等；

事的部分，包含學校文化、行政、課程、教學、活動、社區資源等；時的

部分，包含活動、討論時間等；地的部分，包含校園環境空間的設計與使

用；物的部分，包含校園設備及經費使用，並以此進行分析。 

四、學校創新經營之功能 

近年來，學校創新經營成為教育當局重要的施政重點，紛紛藉由不同

的方法鼓勵各校推動創新經營，使其得以發揮功能並提升教育的品質。 

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有其時代的需求，須展現出以下功

能：（一）展現教育活力與創意；（二）豐富教育內涵與活動；（三）確保

學校生存與發展；（四）引領教育革新與進步；（五）促進教育品質與卓越。 

鄭崇趁（2006）則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主要功能為以下四點：（一）變

化：以增加組織運作及教學活動多元價值，符合師生人性本質；（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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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透過「新穎」的開展，誘發師生「好奇」的本質，讓學校再現積極活

力；（三）突圍：為面臨發展瓶頸的學校，尋找突破的可能著力點；（四）

創新：為學校建構一個創新的局面，包含積極優質的校園組織文化。 

由此可歸納出，學校創新經營的功能即在於冀望透過創新的經營，使

教育展現創意與突破，開發出師生的本質與潛能，以促進教育品質的提升

為基礎，開創出嶄新的局面。 

五、影響學校創新經營之因素 

許多學校為了提升教育品質，均採取創新經營的方式，然各校條件不

一，也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推動。吳清山（2005）指出，學校創新經營需

要在一個良好合適的環境下才能滋潤成長，有利於學校建構創新方案的條

件包含：（一）知識管理受到學校人員重視；（二）學校成員人力智慧相當

豐沛；（三）學校科技基礎建設大致完備；（四）學校成員感受創新經營價

值；（五）政府支持學校各種創新行為。而不利於學校創新經營的條件包

含：（一）資源投入不足；（二）學校成員創新動力不足；（三）學校創新

經營缺乏有效整合；（四）學校缺乏積極開放創新文化；（五）學校行政工

作負擔過於繁重。  

林啟鵬（2003）則從組織創新的角度探討影響職業學校組織創新的相

關因素，分別為：組織特性、領導風格、組織學習、團隊運作、創造能力、

集權化程度、正式化程度及資源提供。顏秀如（2005）則從個人、組織與

環境三個層面來探討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因素，包含：（一）個人層面，

包含關鍵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及個人創造力特質；（二）組織層面，包含組

織結構、組織氣氛與文化以及組織特性；（三）環境層面，包含教育政策

與行政措施、社會風氣與價值、自然資源、地區經濟發展、社區文化及公

共關係，其中教師與校長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關鍵因素。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影響學校創新經營實施的因素包含：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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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領導、學校行政人員、學校教師、家長會與家長、社區資源、學校文

化、經費預算、校園環境設備、學校地理區位，均可能影響學校創新經營

的實施成效。  

六、學校創新經營之困境 

組織的創新是一項困難的過程，在 Weedall (2004)的研究個案當中，無

論校長多麼致力於學校創新經營，創新經營依然無法成功，探究其原因乃

由於教師沒有機會或動機參與而導致，故其在研究中發現創新計畫無法執

行的原因有三：（一）時限太短；（二）強迫創新的命令；（三）獨斷，其

中又以獨斷最為嚴重。因此校長必須進行以下之改變，以改善創新經營之

成效：（一）校長需要妥協，若是沒有適度的妥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創

新是不可能成功；（二）改善透明度以贏得信任；（三）將創新塑造為教師

發展，藉以激發教師參與的動機。 

學校內會存在些對於創新極具熱情的自願者，然而學校領導者常常會

忽視這些人對於創新的熱情，但學校既存的制度若不加以改變來符合創新

的需求，則創新可能會消失。除非發生制度上的變革，領導者願意透過創

造更新且令人信服的的未來願景，以共同協助參與者繼續向前努力，則創

新經營較容易在校內展開(Schlechty, 2005)。 

吳素菁（2004）從與校長的訪談之中，發現學校在進行創新經營的問

題當中，最大的困難即在於學校人員對於創新共識的建立不易。 

林筱瑩（2005）指出，雖然目前創新經營實施情況普遍良好，但在實

行上仍面臨若干問題與困境：（一）經費不足；（二）成員參與意願低落；

（三）時間不足；（四）缺乏具體可行的方案；（五）組織學習機制不足。 

吳清山和賴協志（2006）盱衡國內教育環境的發展現況，將學校推動

創新經營所遭遇的阻力分為兩大面向：（一）人員：心態保守、慣性思維、

知識背景不足、工作忙碌、害怕變革、缺乏自信、自我意識強烈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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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團體：結構僵化、升學競爭限制、缺乏改變動力、教育經費不足、缺

乏創新文化、缺乏學習團隊、缺乏整合力量等。 

綜言之，學校創新經營是一項辛苦的歷程，其可能會遭遇到時間不足、

經費不足、成員參與意願不足、組織互動學習機制不足與具體可行方案之

不足，若能在過程中加以改進，方可改善創新經營之成效。 

七、學校創新經營之策略 

領導學校的變革是一項複雜而又具有挑戰性的投入，無論對於政府部

門抑或是學校的校長而言均是如此(Brian, 2004)。要成為成功的教育人員或

未來的創新者，必須先從自己開始創新。要使創新發生有十個步驟：（一）

記錄在案；（二）示範創新；（三）給予舞台；（四）例行專家培育；（五）

建造包容的氛圍；（六）編列創新預算；（七）承擔責任；（八）宣告平凡

中的不平；（九）為團隊製造問題；（十）發展一個創新經營的計畫(Michael, 

2006)。故在創新時能依循此脈絡，可有助於創新的實現。

在建立一所「新」的學校，可概分為以下四個階段：（一）建立建築與

資源；（二）目標的優先次序；（三）成員發展；（四）建立願景。然而，

要建立一所「創新」的學校此四個階段順序必須是相反的(Dorit, 2008)，詳

見圖 3。 

 22



 

 
 
創 
新 
學 
校 

 
新 
學 
校 

   資源 

目標的優先次序 

   成員發展 

   學校願景 

 

 

 

 

圖 3 新學校與創新學校的階段順序 

資料來源："Establishment of a new school and an innovative school: Lessons 

from two Israeli case studies," by T. Dorit, 20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22(7), p.659. 

為避免許多阻力與限制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成效，此理念的落實須要

搭配天時、地利與人和的環境方能形成。當學校從事經營時，如果遭遇抗

拒或阻礙，甚至產生衝突，此時學校團隊必須採取有效策略，才能使學校

創新經營收到良好的效果，張鈿富（2004）提及四項激發經營的創意策略

如下：（一）打破「傳統教育型態」重視「智慧資本」；（二）結合「人力

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發展；（三）強化「做中學」的學習機制；（四）

參考歐盟的品質評鑑機制發展創意。 

吳清山（2004）為使學校創新經營能夠收到良好的效果，提出下列實

施策略：（一）校長積極倡導創新，鼓勵成員勇於創新；（二）形塑學校為

學習型組織，塑造學習文化；（三）建立學校人才庫，善用學校人力資源；

（四）鼓勵成員提出創意，作為校務推動參考；（五）提供各項充分資源，

以利創新經營推動；（六）觀摩標竿學校校務經營，激發革新動力。  

盧延根（2004）根據其所提及之學校創新經營的限制因素，提出以下

六項解決策略：（一）勇於突破轉化危機，積極創新再造新局；（二）策訂

計畫爭取績效，引進民間社區資源；（三）提供發展特色誘因，塑造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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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四）打破傳統教學模式，提升學校本位課程；（五）運用科技

e 化教學，落實教師專業成長；（六）激發創新強化競爭力，建構終身學習

環境。 

鄭崇趁（2006）冀望學校創新經營能發揮出變化、活力、突圍與創新

之功能，因此為學校領導者尋找具體可行的實施策略，希冀可對學校創新

經營實施有所幫助：（一）提升開會品質與效率；（二）落實分層負責及績

效責任；（三）激勵創意思考實踐共同願景；（四）設置建言獎，鼓勵創意

點子；（五）增進教師會專業成長的組織功能；（六）倡導教師普遍參與行

動團隊及行動研究；（七）鼓舞教師進行知識管理並建置個人教學網頁；

（八）對教師及學生實施激勵策略；（九）開發多元教育資源，有效進行

資源整合；（十）發表學校特色課程與教學展現創新經營賣點；（十一）舉

辦班級創新教育活動競賽；（十二）推展教師及學生能力護照。 

顏童文（2007a）針對優質學校創新經營提出可行的策略，希望為傳統

學校的經營模式注入一股新力，以完成卓越教育的目標。其策略如下：（一）

校長創新領導策略：以道德領導的模式帶動創新文化，並以整合領導的方

式溝通創新橋樑，以及以科技領導的精神延續創新管理。（二）創新行政

管理：引進藍海策略提升學校價值創新，並形塑學習型學校以奠定創新經

營的基礎。（三）課程與教學創新發展策略：以學校總體課程為基礎發展

本位課程，組成教學研究團隊共同創新課程教學，建立創新課程教學分享

論壇提供諮詢，並透過增權賦能的評鑑以落實課程教學創新。（四）專業

創新發展策略：形塑教師專業發展支持氣氛，重視教師專業自主創新策

略，開發教師多元進修學習管道。（五）學生創新學習策略：規劃創新社

團活動發展學生特殊專長，結合地方資源強化學生全方位的學習，提供認

證獎勵機制持續學生創新學習。（六）創新校園規劃策略：營造校園創意

空間與人性化的環境設計，符合求新求變求精求進求絕求妙的原則，以建

置無遠弗屆的網路空間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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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學校創新經營的策略，即在於避免或解決可能遭遇之困難與限

制，以促使創新經營之成效得以展現。因此，擬定之策略即在現有大環境

之下，於組織及人員兩大方面加以改進，俾使透過創意的點子與方法得以

呈現創新經營之成果。 

第二節 策略之內涵與理論基礎 

組織在進行變革與推動革新之際，必須就現有環境及資源做一番審

視，採取有效的策略因應不僅可以使過程更為有效，對結果的助益更不容

小覷。本節將針對策略的基本概念進行說明，並提及策略之理論與方法，

最後進一步探討策略在教育上的應用。 

壹、策略之基本概念 

一、策略之意涵 

「策略」(strategy)一詞，在東方與西方都具有深遠的歷史淵源與深厚

的意涵。在東方，論及「策略」研究之濫觴，當屬紀元前五百年中國古代

有名的軍事家—孫子，其以《孫子兵法》聞名於世，當中曾提出許多在軍

事領域上的戰略及戰術原則，直至今日仍被現代的戰略家奉為圭臬；在西

方，策略一詞可以追溯到古希臘，源於希臘文「軍隊」(stratos) 及「領導」

(-ag)合成的詞語(strategia)，古希臘人即以 strategy 代表地方行政官員或是

軍事上的最高指揮官（方至民、鍾憲瑞，2006；許長田，2005；陳正芬譯，

2005）。由東西方的解釋可知，策略之概念源於軍事戰爭中將軍的打仗計

謀，往往指的就是致勝的手段，內容包含部隊的布置與指揮行動（張逸民，

2008）。在後續的發展歷史中，策略觀念主要也是在軍事領域內發展，古

代日本有許多名將，例如戰國時代的纖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皆是家喻戶曉的

知名戰略家。近代在軍事研究上則非英國的 LanChester 莫屬，其以二次世

界大戰為研究對象並發展出的戰略理論，可視為現代經營策略的基本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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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可謂為由軍事研究邁向經營策略和經營革新之先鋒（方至民、鍾憲瑞，

2006；許長田，2005）。 

「策略」一詞的意義往往容易與計謀和運籌帷幄兩件事混在一起，計

謀指的是一種計畫(plan)，用現代的術語說，是指計畫的內容，而運籌帷幄

指的是決策或規劃(planning)，係指如何思考以找出最有利的計謀。此外，

將「策略」與也是軍隊用語的戰略 (tactic)做對比，可發現策略的格局比較

大，表示「做對的事」，戰略則和「把事情做對」的細節較相關，換言之，

在決定要「如何做好一件事」之前，必須先決定「哪一件事才是真正值得

投入的重點」，這即所謂「do the thing right」和「do the right thing」二者的

差別，因為組織所著重的是效能(effectiveness)，而不只是效率(efficiency)

而已，一旦犯了策略性的錯誤，則可能要花費更多的時間來彌補這個錯

誤，唯有藉由清晰的策略指導，方可知道當前最亟待處理的「right thing」

是什麼（司徒達賢，2005；張逸民，2008；陳正芬譯，2005；湯明哲，2003）。 

企業運用經營策略的歷史甚早，Barnard 被認為是將策略正式引入企業

經營最早的先知之一（張逸民，2008），直到 60 年代許多策略的經典書籍

出現時，策略這個名詞才逐漸普遍，其開始受到重視乃始於 1962 年

Chandler 所提出，其將策略定義為擬定企業長程的目標，選擇達成目標之

行動方案及分配所需之資源。此後，經營策略用於企業界甚廣，主要探討

的是組織對外的管理，即是指經營架構的設計—如何在所處的環境之中，

選擇與創造自己未來的生存空間、生存的憑藉何在，以及如何與外界各種

機構和資源提供者維持平衡而互利的關係，故可知一個好的策略可以為組

織創造、開拓有利的生存空間，使組織獲得良好成效（司徒達賢，2005；

翁福榮，2006）。策略是一連串的過程，而非單一事件，在歷史的洪流與

社會的變遷中，策略儼然是個長期的概念，重點在於應付變化莫測的局

勢，其乃是結合組織的主要目標、政策和行動為一個凝聚性的整體計畫或

模式(陳正芬譯，2005；Mintzberg, Quinn, & Voyer, 1995)。故瞭解策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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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並據以在轉變的時局及激烈的競爭中尋求未來發展之藍圖實為重要。

以下茲列舉學者對於策略之定義（詳見表 4），以瞭解其意涵： 

表 4 策略之定義 

學者 策略之定義 

Chandler (1962) 
策略是一個組織長期基本理想目的與具體目標的

決定，以及為了實現這些目標所採用的行動軌跡與

資源分配。 

Steiss (2003) 
策略是指採取的具體行動，以抵消實際或潛在競爭

者的行動。 

Fleisher & 
Bensoussan (2007) 

 

策略是指企業在評估本身資源的優、弱勢，以及衡

量外界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後，為了發揮優勢、隱藏

弱勢、掌握潛在機會與避免可能的威脅，所採取的

一種企圖達成企業目標的行動方案。 
Hill Charles & Jones 

(2007) 
策略是經理人為提升公司績效所採取的一組相關

行動。 

司徒達賢（2001）  
策略是指企業經營的形貌，以及在不同時點間，這

些形貌改變的軌跡。形貌包括了經營範圍與競爭優

勢等重要而足以描述經營特色與組織定位的項目。 

湯明哲（2003）  
策略是決定企業長期目標，採取行動、分配資源來

達到目標。更進一步說，策略是能將公司主要目

標、政策以及行動統合為一緊密的整體。 

許長田（2005）  
策略係金頭腦思惟策略方針與企劃行動方案出來

的決策力、整合力、執行力與應變力。 

張逸民（2008）  
策略是一個組織的基本發展方向和往這方向所投

入的主要做法、大綱、努力包含策略內容和策略決

策。 

薛義誠（2008）  

策略是該做什麼與不該做什麼的原則性說明，是一

種資源分配之整合與協調的型態。一般而言，策略

泛指高階層的管理決策，會依據核心價值與核心目

的，尋求競爭生存的最佳配套規劃與作為，並將資

源作最適的分配，以達到最好的投資報酬。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策略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在競爭與有限資源之中脫穎而出，故綜合各

家學者之見解，本研究將策略定義為為達成目標，從最初的環境條件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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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到分配資源、展開行動以及協調的作為之中，組織及個人均必須透過

方案或計畫的擬定，有效地使目標實現之歷程。 

二、策略之流程 

Stettinius, Wood, Doyle 和 Colley 曾說：「每項活動都應該從願景、意圖、

目的和目標開始，少了有效的策略，就不太可能實現這些夢想。」(Every 

activity should begin with a vision, purpose, goal, and objectives. These 

dreams are not likely to be realized without an effective strategy.)（陳正芬譯，

2005）。由此可知策略擬定之重要性，然而，策略並非天馬行空的幻想，

其應具有一套實施的流程與脈絡，以促使策略發揮出應有的效果。所謂策

略管理 (strategic management) 即是指企業全方位策略擬定 (strategic 

formulation)與策略執行(strategic implementation)的整個流程，係指透過直

接參與及關鍵的管理人員一整個循環持續的過程，其所關心的是須於事先

決定組織未來應該要做的（策略規劃），並決定如何來做及誰要來做（資

源管理），並控制與提升持續不斷的活動與經營（控制與評估）(許長田，

2005；Steiss, 2003)。簡言之，策略的流程應包含四個基本要素：（一）環

境檢視；（二）策略規劃；（三）策略執行；以及（四）評估與控制，圖 4

即呈現出這四個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從最初的環境條件檢視開始，到展

開策略的規劃與執行，過程中亦應不斷調整與評估，使策略之目標不致偏

廢 (Hunger & Wheele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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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策略管理流程的基本要素 

資料來源：Strategic management. (p.12), by J. D. Hunger and T. L. Wheelen, 

1993,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吳思華（2000）與司徒達賢（2005）分別針對傳統的策略規劃提出說

明，整理其概念發現策略擬定之流程（見圖 5）可包括策略分析、策略研

擬與策略執行三個部分，進一步說明如下：  

（一） 策略分析 

組織在擬定未來的發展策略之前，應先針對此三部分進行策略分析，

以做為擬定策略的前提：1.就組織所面對的各項外在環境因素進行分析，

例如顧客、競爭對手、大環境等。2.對組織內部的各項問題進行自我分析。

3.在進行策略規劃時，亦應考量組織的宗旨與使命、組織成員的共識與組

織存在於社會之正當性所擬定之組織目標。 

（二） 策略研擬 

策略決策者應針對外在分析所發現的結果，並配合內部分析評估的結

果，研擬可行的策略，並進一步加以評估之後，選定最適當的經營策略。 

（三） 策略執行 

在經過策略的擬定與選擇之後，已經為組織未來的發展勾勒出一幅清

晰的藍圖，為了使策略的構想能具體落實，可透過功能性政策配合、組織

結構的調整、作業系統的改變與組織文化的重塑，促使策略能夠貫徹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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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傳統策略規劃流程 

資料來源：策略九說（頁 314），吳思華，2000，臺北市：臉譜。 

上述之傳統策略規劃流程即涵蓋了策略規劃的大致內涵，然策略的規

劃是需要針對環境等不同因素與背景進行調整，故司徒達賢（2005）認為

傳統的策略規劃程序依然有不足之處，故其運用嚴謹的邏輯推理，提出策

略的架構與思考程序（見圖 6）。此程序最大的特色乃在於先從描述策略形

貌開始，再進行環境分析與條件分析，並在依據創意產生新的策略形貌方

案之後，再重新進行環境分析、條件分析與目標分析，進一步從未來的策

略型態產生行動方案。 

此程序之步驟首先描述其策略上現在之形貌。第二檢驗在目前的經營

方式之下各種目標水準的達成程度。第三是找出過去能夠成功的前提或環

境為何。第四研究目前策略得以成功的條件在未來是否會發生變化。第五

是依創意構思並描述未來不只一個的策略形貌。第六是檢驗或模擬各方案

是否能滿足目標組合的要求。第七是比照第三個步驟，找出每一個未來可

能的策略形貌。第八設法檢驗這些前提。第九是根據每個方案前提正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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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目標可接受的程度，選擇合理的行動方案。最後，依據策略方案設計

行動計畫。 

由此可知，策略的擬定第一步即必須針對本身所處的環境進行分析與

瞭解，此為後續策略規劃與執行過程之基礎，唯有瞭解自己的條件之後，

方可擬定出最妥適的策略。 

 

 

 

 

 

 

 

 

 

1.描述現在形貌 

2.檢驗目標達成水準 

3.找出前提 

4.研究變化 

5.描述未來形貌（各方案） 

6.檢驗各方案目標組合滿足程度 

7.找出各方案之前提 

8.驗證前提 

9.選擇策略方案 

10.設計行動計畫 

 

圖 6 策略的思考程序 

資料來源：策略管理新論—觀念架構與分析方法（頁 37），司徒達賢，

2005，臺北市：智勝文化。 

三、策略之學派 

策略的研究從過去的軍事研究逐漸邁向企業面向之探討，自 80 年代起

策略的研究更加蓬勃發展，研究的角度與方式等豐富而多元，使得策略的

研究更加活絡，Mintzberg 在 1984 年的策略管理學會發表一篇論文，將現

行策略制定研究分為十大學派，此後更不斷提出新的補充與說明，此十大

學派又可歸納為三個群組，茲分述如下（林金榜譯，2003；張逸民，2008；

Mintzberg, Ahlstrand, & Lampe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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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群組 

在本質上屬於「規範性的」，較關注於「應該如何擬定策略」，而對於

「策略如何確實形成」則較不注重。此群組包含了三個學派，分別為：1.

設計學派 (Design School)；2.規劃學派 (Planning School)；3.定位學派

(Positioning School)。 

其中設計學派的觀點是策略形成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其認為策略形

成是一種構想的過程，並提出一個制定策略的模型（見圖 7），試圖在內在

潛能和外在可能之間，達到一種相稱或搭配的境界。該學派著名的 SWOT

分析概念，至今仍廣受各領域之使用。 

 

 

 

 

 

 

 

 

 

 

 

圖 7 設計學派基本理論模型 

資料來源：明茲伯格策略管理（頁 58），林金榜譯（亨利明茲伯格、

約瑟夫藍佩爾、布魯斯亞斯蘭著），2003，臺北市：商周。 

規劃學派則將策略形成看作是組織內正式的規劃程序，能夠分解成一

步一步的程序，甚至可用流程圖表示。而定位學派把策略形成看作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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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的程序，依賴數據來分析策略問題，透過分析找出最佳解的問

題，Porter 的五力分析即為本派的典型分析工具。 

（二） 第二群組 

其著重策略形成時的特殊面向，而較不注重理想的策略行為，較為注

重描述策略在實際上是如何被判定的。此群組包含了六個學派，分別為：

1.創新學派(Entrepreneurial School)；2.認知學派(Cognitive School)；3.學習

學派(Learning School)；4.權力學派(Political or Power School)；5.文化學派

(Cultural School)；6.環境學派(Environmental School)。 

其中創新學派認為策略形成是一種願景的過程，其中心概念就是願景

(vision)，是一種策略的心智表現，產生自或至少表現於領導者腦海中，其

決策沒有固定模式，只有理想和願景、或使命感。認知學派則將策略形成

視為是一種心智的過程，因為環境是複雜而不可預測，人必然對環境的認

知有限，只能瞭解部分的環境，每個人透過不同的心維模式(mental models)

以審視與解讀環境，便會產生對環境不同的解讀和解釋，而產生不同的環

境意義，因此策略決策只不過是對由不同意義組合成的認知環境之反應，

而不是對一存在的客觀環境作出反應。學習學派則認為策略形成是一種變

通、學習與適應的過程，決策者透過對過去決策結果的片段回憶、重組、

重新認識、檢討，形成產生新的理解，而慢慢地想出新策略出來。因此，

策略是藉不斷學習與修正而「浮現的」(emergent)，也因為摸索與調整而無

法事先預期。 

權力學派把策略形成看作是權力傾軋與談判的過程，因為組織為派系

的集合，各有各的私目標，其往往與組織的目的不盡相同，在組織資源有

限的情況之下，策略就在妥協與折衷之中產生，因此策略無法事先設計，

也未必是最佳解答。文化學派把策略形成看作是團體互動與意識形態集體

作用的過程，文化為競爭致勝的重要因素，對策略之執行亦顯重要，然其

形成過程須長期累積，且文化現象較難研究，故一直較缺乏具體的理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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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環境學派把策略形成看作是企業對環境被動反應的過程，由於環境的

力量無法預知，組織只能求適應，並針對環境的變化做出反應。 

（三） 第三群組  

其試圖將策略的各個不同成份進行整合，亦即策略制定過程、策略的

內容、組織結構及情況進一步區分為不同的的階段或事件片段。此群組僅

包含構形學派(Configuration School)，把策略形成看作是隨時間和環境之不

同而顯示出一種轉型的過程。 

然而，此十學派並不全在策略管理研究的主流，此多元觀點的研究取

向顯示出，每個學派都有其獨特的觀點，並有其專注的面向，可能是狹隘

卻也具有其價值。 

四、策略之領導者 

 策略的制定方式有不同的形態，但任何策略的執行與推動均是需要組

織中所有成員共同努力實踐的，組織中則必須有領導者帶領團隊以執行策

略步驟並完成策略目標。想要成功地落實策略，關鍵在於是否每個人都瞭

解，所以，務必對著所有員工，把策略說清楚、講明白（陳正芬譯，2005）。

大前研一（江裕真譯，2007）即提到，要在組織中成為一個策略性的思考

家必須有五戒：（一）去除對「假如」一字的恐懼；（二）應捨棄完美主義；

（三）應徹底挑戰關鍵成功因素；（四）不應受制於制約條件；（五）在分

析時不應仰賴記憶，此為成功經營之法則。 

成功的頂尖領導者是透過認真的環境分析且努力執行，同時要求對的

人做對的事，發揮適材適用之精神。組織的領導者對於有效的策略管理流

程之設計與執行負有相當大的責任，更可謂為一個持續的競爭優勢之來源

(Hitt, Ireland, & Hoskisson, 1999)。領導者應該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而擔

任策略領導者之若干重要角色與任務是沒有人能夠替代的，司徒達賢

（2005）將這些角色與任務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一）高瞻遠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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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組織方向；（二）掌握環境大趨勢；（三）為組織爭取外界資源；（四）

建立組織長期優勢；（五）建立組織文化；（六）平衡各方利益，建立共識；

（七）革新之發動者；（八）建立高階團隊；（九）成為組織的良心；（十）

提升組織內部決策理性的程度。 

領導者在組織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轉化知識為競爭優勢的關鍵

能力之一就是創新能力，這也顯示出為什麼有些公司不僅是發展，還須致

力於開發新產品與服務，其創新的興趣起源有兩個可能原因：（一）可以

從現存的產品與服務中獲取收益；（二）對創新組織而言是優勢的資源且

引發根本的轉變(Salaman & Asch, 2003)，可知領導者的創新能力對於組織

而言是不言可喻的。在組織當中，作為一位擬定計畫的領導者，須使用完

整的創新圖像來引導、管理並結合創新的實踐。首先需要設定方向，接著

創造一個適合情況的行動計畫，並協助克服可能會遭遇到的困境，最後，

在成員身上發展創新的能力(DeGraff & Lawrence, 2002)。而領導者欲達到

成功管理的過程中最基本的技巧是：聆聽、授權、決策與問題解決、組織、

刺激、溝通、計畫、鼓勵、支持與評價，其中三個關鍵的管理技巧是聆聽、

決策與授權(Dunham, 1995)。故可知領導者是個重要且需要技巧的關鍵角

色，尤其在組織的初創階段，高階領導人正如同所謂的「老闆兼店員」，

工作中的極大部分其實不是管理工作，而是在負責生產、銷售、採購等實

際作業性的業務，在此一階段能夠成功的策略家，必須要有策略思考的能

力，對產業要熟悉，在業務上要有專長，在人際關係的處理上與非正式消

息管道的運用……等，都必須有其獨到之處。 

貳、策略之理論 

資源基礎論(Resource-Based View, RBV)以 Wernerfelt 和 Barney 為代表

（張逸民，2008），Wernerfelt 曾於 1984 年提出資源是競爭優勢的基礎，

但並未引起關注，直至 Barney 等人投入此觀點後，才獲使資源基礎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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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重視，90 年代資源基礎論的蓬勃發展更成為主流的觀念（方至民、

鍾憲瑞，2006；張逸民，2008）。 

 資源基礎論係將一家企業視為是實體資產、無形資產，以及能力的組

合。不同的企業之間其組成的方式亦有所不同，資產與能力的多寡都會決

定其在各項表現上的效率及效能，若能擁有最佳的資產與能力，則此企業

則可擁有競爭優勢，故任何一種競爭優勢，都可以歸功於該企業擁有某種

有價值的資源，以促使其能在激烈競爭之中綻放光芒。 

Barney（引自薛義誠，2008）指出，組織若想擁有持續性競爭優勢的

潛力，則組織資源必須具備下列四項屬性： 

（一）資源必須是有價值的(valuable)：表示資源必須能運用組織環境中的

機會，使威脅化於無形。此外有價值的資源能用來建構或執行策

略，以提升效率(efficiency)或效能(effectiveness)。 

（二）資源必須是稀少的(rare)：資源必須是除了組織本身外，僅有單一或

是極少的競爭者。 

（三）資源必須是不可完全模仿的(imperfectly imitable)：其可能來自於特

有的歷史情況，而獲得獨特的技術、能力及資源，競爭者無法取得

相同的資源。而組織資源與競爭優勢間之關聯的因果模糊性，無法

被全然理解，或是僅能部分理解。此外，具社會複雜性的資源，例

如名聲、信譽、友誼、團隊合作及文化，都是難以被競爭者所模仿

的組織資源。 

（四）不能存在策略性等效的替代資源(strategically equivalent substitutes)：

所謂策略性等效的替代資源，是指另一項具有同等功能或用途的資

源。更進一步說，若存在策略性等效的替代資源，而替代資源是既

不稀少且又可以模仿，則資源將不具備持續性競爭優勢的潛力。 

在具備了競爭優勢之後，更應重視該資源是否能夠使企業持續擁有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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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由此可知，找出屬於企業本身的優勢資源是組織當務之急，更是

擬定未來企業發展策略之關鍵基礎。 

叁、策略之方法 

一、SWOT 分析(SWOT analysis) 

SWOT 分析法概念最早於 1965 年由 Steiner 所提出，但是 Hussey 認為

SWOT 是在 1960 年代由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的出版刊物首先提出，

但當初的用字與現在稍有不同，是以 S.O.F.T.代表，其中的 F 是表示缺點

(fault)的意思。此外，Fleiser 和 Bensoussan 則舉出 SWOT 分析是由 Kenneth 

Andrews 於 1971 年發展出針對企業資源能力和外部環境之間的策略配適

提出之正式分析架構（引自薛義誠，2008；陳苑欽、吳美惠、陳維中、詹

燿華譯，2007）。 

SWOT 分別代表著組織內在環境的優勢(strength)與劣勢(weakness)，以

及組織外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的意思。其中，優勢意味

著能夠比競爭者更具競爭力的因素，是在執行或資源上所具備優於對手的

獨特利益。劣勢則是組織相較於競爭者而言，不擅長或欠缺的能力或資

源。機會則包括任何組織環境中有利於現況或未來展望的因素，讓組織得

以增強其競爭地位。威脅包括任何組織環境中不利於現況或未來情勢、可

能傷害或威脅其競爭能力的因素（陳苑欽等譯，2007）。SWOT 分析乃是

希望組織於形成策略時，應該要結合環境中的機會及本身的優勢，同時要

避免讓劣勢過度暴露在環境及所選擇的策略中，透過 SWOT 分析以創造一

個專屬的經營模式，使其資源與潛能可以和環境的需求以最佳的方式相配

合（方至民、鍾憲瑞，2006；朱文儀、陳建男、黃豪臣譯，2007）。 

在 SWOT 分析的發展過程中，Weihrich 於 1982 年即以此為基礎，產

生一套完整的策略規劃程序，其乃應用 SWOT 分析架構，將產業的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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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四項因素進行配對，可以得到 2×2 項矩陣型態（表 5）（陳苑欽等譯，

2007；薛義誠，2008）：（一）Maxi-Maxi 策略：此種策略是最佳策略，產

業內外部的環境恰能密切配合，產業充分利用資源、取得利潤並擴充發

展。（二）Maxi-Mini 策略：此種策略是在產業面對威脅時，利用本身的優

勢來克服。（三）Mini-Maxi 策略：此種策略是產業利用外部機會來克服本

身的弱勢。（四）Mini-Mini 策略：此種策略是使產業的威脅與弱勢趨於最

小，常是企業面臨縮減規模或撤出事業規模等困境時使用。 

表 5 SWOT 策略配對表 

              內部因素 

  優勢(Strength) 弱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y) SO：Maxi-Maxi 策略 WO：Mini-Maxi 策略 外 
部 
因 
素 

威脅(Threat) ST：Maxi-Mini 策略 WT：Mini-Mini 策略 

資料來源：企業策略與競爭分析：工具與應用（頁 117），陳苑欽、吳美惠、陳

維中、詹燿華譯(Fleisher, C. S., & Bensoussan, B. E.著)，2007，臺北市：

臺灣培生教育。 

由於 SWOT 分析能夠不需要龐大的財務或計算資源，可以快速又效地

完成，因此其最大優勢是可以廣泛應用，除了被用來分析各種單位與產品

市場，SWOT 分析運用在營利和非營利組織同樣有效（陳苑欽等譯，

2007），然 SWOT 分析在使用上依然有其限制，方至民、鍾憲瑞（2006）

說明如下：(一)某項企業內部條件到底是優勢或是劣勢，往往會因情勢而

異；(二)某一項環境變化到底是機會還是威脅，往往也會因為時點的不同

以及企業的因應方式而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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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值鏈分析(Value Chain Analysis, VCA)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 Porter 在 1985 年出版的《競爭優勢》一書中，闡

揚了價值鏈（圖 8）的觀念，此係指依價值鏈的活動和過程分析所創造的

消費者價值是否超過分配的成本利潤的來源，而消費者的價值則是來自於

連結公司創造價值活動。一個組織的價值鏈和執行各個活動的方式，會反

應出其獨特的歷史、策略、以及執行方式。價值鏈分析用以辨識公司競爭

優勢的可能來源為何，欲將公司的內部核心專長與外部的競爭環境結合在

一起，以達到最適資源分配的狀態（陳苑欽等譯，2007；薛義誠，2008）。 

價值鏈分析流程始於公司的內部分析，再針對產業價值體系做外部的

競爭分析，最後，將兩種分析結果彼此融合，以辨識、創造並嘗試維持競

爭優勢。價值鏈分析更詳盡地強化了傳統「SWOT 分析」的優點，更深入

地解說了應如何達成及維持競爭優勢（陳苑欽等譯，2007）。 

 

 

 

 

 

 

 

 

 
 
服務 利潤 

                   採購 

企業的基本設施 

人力資源管理 

                 技術發展 

 
 

進料 

後勤 

 
 

生產 

作業 

 
 

出貨 

後勤 

利潤 

次

要

活

動 

主要活動

 
 
行銷與

銷售 

 

 

 

圖 8 一般價值鏈 

資料來源：策略規劃與管理（頁 141），薛義誠，2008，臺北市：雙葉書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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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力分析（Five Forces Analysis） 

五力分析決定了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優勢，經營者在評估及了解企業

在產業中影響競爭的能力來源後，可依公司的優劣勢釐定企業在產業中的

定位，並據以擬定策略與方案。此為用來分析產業環境競爭的主要工具，

五力（圖 9）指的是：（一）潛在競爭者進入的風險：指還未出現的對手是

否能夠容易、成功地進入舊有的產業，可顯示出產業競爭的強度。進入障

礙愈高，潛在競爭者進入的風險愈低，對組織影響越小；（二）現有競爭對

手的競爭強度：同一產業內的競爭者常採用各種促銷手法與價格競爭等方

式，來吸引顧客的注意，很可能形成惡性削價競爭，因此對彼此的情報瞭

解是非常重要的；（三）買方的議價能力：顧客的議價力愈強或對組織利潤

的貢獻度愈大，對組織的影響愈大；（四）供應商的議價能力：供應商決定

了產品的成本和品質，所以選擇供應商便決定了組織未來的發展方向，故

供應商的議價力也是很重要的；以及（五）替代品的威脅：具有相同或相

似功能的產品相似度愈高，公司為了不流失顧客所能收取的價格就愈低，

當替代品愈多時，產業的競爭就愈激烈，對組織的威脅也就越大。個別競

爭力愈強，則產業競爭愈激烈，所能賺取的報酬率也愈低（朱文儀等譯，

2007；陳苑欽等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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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Porter 的五力分析 

資料來源：策略規劃與管理（頁 113），薛義誠，2008，臺北市：雙葉

書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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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力模型是 SWOT 分析和「資源—環境」概念的重要擴展，同時也將

產業經濟的概念導入到策略當中，拓展了策略的範圍。使用五力模型可大

幅改進策略研擬和執行中環境分析部分的準確度，提高策略和環境緊密配

合的機會（陳苑欽等譯，2007）。 

四、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 ) 

平衡計分卡源起於西元 1990 年，由諾朗諾頓研究所(Nolan Norton 

Institute)進行名為「未來的組織績效衡量方法」的研究計畫，此為最高執

行長諾頓(Norton)與哈佛大學教授(Kaplan)共同主持，研究出一個包含財

務、顧客、企業內部流程以及學習與成長等四個構面組成的績效衡量系統

（薛義誠，2008）。 

平衡計分卡在評估績效時，著眼於（一）財務(finance)；（二）顧客

(customer)；（三）組織內部程序(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以及（四）學

習(learning)與成長(growth)等四個不同層面。所謂財務構面，係指使股東或

其他參與者價值增加之績效；顧客構面，則著重於顧客是否滿意，這個構

面也著重於組織對市場的影響力是否增強；組織內部程序構面，則著眼於

組織內部的營運程序；而學習與成長構面，則針對員工的學習及成長（薛

義誠，2008）。 

平衡計分卡使用四個流程來幫助組織連結長期目標與短期行動，以澄

清及溝通策略，並用來管理策略，使得平衡計分卡從單純的績效衡量系統

演變成策略衡量的體系，如圖 10 所示。茲將四個流程說明如下： 

（一）澄清並詮釋願景與策略 

實施計分卡流程時，先由管理者詮釋願景與策略，再將事業單位的策

略轉換成特定的目標。 

（二）溝通並連結策略、目標、與量度 

溝通的目的在於使所有員工瞭解必須完成的事業單位之目標，才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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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組織策略的成功。透過溝通與教育，使得所有員工瞭解事業單位高層的

目標。而在獎勵績效量度後，將員工個人的成就與績效作為事業單位高層

目標和獎勵績效量度設計的基石，促使員工個體目標與高層目標的方針一

致，當員工追求個體目標的成長時，也使得事業單位高層目標同時成長。

如此一來，員工個體目標自然能配合事業單位的長期發展。 

（三）規劃與設定指標並校準策略行動方案 

管理者應為計分卡設定三至五年的財務量度指標，接著為顧客、組織

內部流程、學習與成長目標擬定衍伸指標。規劃並設定指標，可幫助組織

量化預計的長期結果，判定達到成果的機制，提供必要的資源校準策略行

動方案，並為計分卡的財務和非財務量度建立短期的目標。 

（四）加強策略的回饋與學習 

將平衡計分卡嵌入行動框架中，使管理者可以監督並校準策略，原因

在於計分卡提供了三種策略規劃與管理的要素：組織願景的表達、策略回

饋系統的提供與策略檢視的功能，可加強策略的回饋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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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策略檢討與學習 

規劃與設定指標 
設定指標 

校準策略行動方案 
分配資源 
建立里程碑 

平衡計分卡 

圖 10 平衡計分卡行為策略行動的架構 

資料來源：策略規劃與管理（頁 143），薛義誠，2008，臺北市：雙葉

書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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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藍海策略(Blue Ocean Strategy) 

（一）藍海策略之形成與理念 

近年來，藍海策略蔚為風潮，此是由任教於法國著名的 INSEAD 商業

管理學院金偉燦(W. Chan Kim)與莫伯尼(Renee Mauborhne)所提出，並在

2005 年出版的《藍海策略》中詳加探討。作者研究百年來 30 家企業體的

150 個策略變遷研究提出藍海策略，意指避免割喉式競爭的企業，跳脫傳

統的「紅色血腥」競爭，甩開會形成風暴與血染成河的紅海而開發沒有競

爭且生生不息的藍海新市場，去追求一個完全嶄新的想像空間與發展方

向，真正創造龐大利潤的作法（朱博湧等人，2006；吳清山、林天祐，

2005b）。在紅海，產業邊界十分明確，有一套共通的競爭法則，所有公司

都致力於超越競爭對手，相形之下，藍海是尚未開發的市場空間及新需

求，有機會創造獲利型成長，競爭可謂毫無意義。藍海策略的基石就是價

值創新(value innovation)（見圖 11），撙節成本是藉著消除和減少一個行業

藉以競爭的因素來達成。而為提高顧客獲得的價值，則藉著提升和創造這

一行以前沒有提供的因素來達成，因此開發藍海是為了降低成本，並為顧

客提高產品價值，也為公司和顧客創造價值躍進的方法，當公司的行動對

本身成本結構，以及公司對顧客提供的價值，都發揮有利影響時，才能創

造出價值創新（黃秀媛譯，2005）。 

藍海策略的目標在於價值創新，「價值」與「創新」同等重要。沒有創

新的價值，易流於漸進式的「價值創造」，不足以脫穎而出；少了價值的

創新，往往超過顧客所能接受的程度，亦不會具有市場。此為一嶄新的策

略思考與執行模式，能創造藍海並脫離競爭。傳統思維認為公司可以較高

的成本，為顧客創造更大的價值；或以較低的成本，創造合理的價值，然

這種策略僅能在差異化或低成本之間擇一。相形之下，藍海策略即是同時

追求差異化和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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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價值創新：藍海策略基石 

資料來源：藍海策略臺灣版 15 個開創新市場的成功故事（頁 33），朱

博湧等人，2006，臺北市：天下遠見。  

（二）藍海策略之原則 

藍海策略是一種策略上的全新思維，Kim 和 Mauborgne 提出擬定藍海

策略的四大原則（黃秀媛譯，2005）：1.重建市場邊界；2.聚焦願景，數字

擺一邊；3.超越現有需求；4.策略次序要正確。 

執行藍海策略亦有其兩大原則（黃秀媛譯，2005）：1.克服重大組織障

礙；2.策略與執行緊密結合。 

（三）藍海策略之行動架構 

為達到藍海策略之目標，在進行價值創新時，「四項行動架構」(four 

actions framework)為基本分析工具之一：（一）產業內習以為常的因素，有

哪些應予以「消除」(eliminate)？（二）哪些因素應「降低」(reduce)到遠

低於產業標準？（三）哪些因素應「提升」(raise)到遠超過產業標準？（四）

哪些未提供的因素，應該被「創造」(create)出來？詳可見圖 12（黃秀媛譯，

2005）。 

其中第一個問題顯示出，許多存在已久的因素往往被視為理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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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價值卻已漸漸流失，甚至減損現有價值，而往往被急於競爭的組織給

忽視。第二個問題則可檢視企業之產品與服務是否過度周到，除了增加成

本別無益處。第三個問題則協助找出有哪些盲點是顧客將就而企業組織須

設法解決的。第四個問題則要開發出顧客價值的全新價值並創造新需求。

前兩個問題目的要改變成本結構，但 Kim 和 Mauborgne 的研究發現，少有

經理人能有系統消除並降低，反倒使成本增加；後兩個問題有助於思考如

何提升買方價值和創造新需求。四者相輔相成，其中消除與創造兩個行動

尤為重要，因為它們促使企業超越當前競爭標準所設定的價值極大化（黃

秀媛譯，2005）。 

 
降低 

哪些因素應降

低到遠低於產

業標準？ 

提升 

哪些因素應拉

高到遠超過產

業標準？ 

消除 

產業內習以為常

的因素，有哪些應

予以消除？ 

創造 

應創造哪些產

業從未提供的

因素？ 

新價值

曲線 

 

 

 

 

 

 

 

 

 

圖 12 藍海策略四項行動架構 

資料來源：藍海策略--開創無人競爭的全新市場（頁 51），黃秀媛譯（金偉

燦、莫伯尼著），2005，臺北市：天下文化。 

此外，創造藍海的第三種關鍵工具，是四項行動架構的分析輔助，稱

為「消除-降低-提升-創造」表（eliminate-reduce-raise-create grid，可見表 6）。

此表可幫助企業探究四個行動架構的問題，同時也促使企業能採取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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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新的價值曲線。此外，本表格之效果還包括：1.促使企業同時追求差

異化和低成本，破除價值成本抵換的現象；2.及時提醒企業，不要過度專

注於提升和創造，避免經營陷入困境；3.使所有層級的經理人都能一目了

然，並積極參與施行；4.促使業者主動檢討每個競爭因素，以便瞭解企業

在競爭過程中不知不覺形成那些自以為是的假設（黃秀媛譯，2005）。 

表 6 「消除-降低-提升-創造」表：以太陽馬戲團為例 

消除 

明星演員 

動物表演 

在觀眾席賣東西 

多環表演場 

提升 

獨特場地 

 

 

 

降低 

趣味和幽默 

刺激和驚險 

 

 

創造 

富有主題的節目 

觀賞環境雅致 

製作多套節目 

藝術歌舞 

資料來源：藍海策略－開創無人競爭的全新市場（頁 61），黃秀媛譯（金

偉燦、莫伯尼著），2005，臺北市︰天下文化。 

（四）藍海策略的次序 

藍海策略的次序要怎麼排列，才能夠充分確立藍海的構想，故只要瞭

解其正確的策略次序，即可大幅減少可能的風險。茲將其次序說明如下（見

圖 13）（黃秀媛譯，2005）：1.確定買方效益(buyer utility)：讓買方有非買

不可的理由；2.設定適當的策略定價(strategic price)：讓買方買得起產品；

3.符合目標成本：確定以目標成本製造產品能達到可觀獲利；4.解決推行

阻力：是否一開始即設法解決推行的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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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效益 
你的業務構想具備獨到
的買方效益嗎？ 

售價 
你的售價讓廣大顧客負
擔得起嗎？ 

成本 
你能用策略定價達到目
標成本以賺錢嗎？ 

推行 
落實你的業務構想會碰
到哪些阻力？你是否一
開始就設法因應？ 

商業上可行的 
藍海構想 

是

是

是

是

否→重新思考

否→重新思考

否→重新思考

否→重新思考

 

圖 13 藍海策略的次序 

資料來源：藍海策略--開創無人競爭的全新市場（頁 1 75），黃秀媛譯（金偉燦、

莫伯尼著），2005，臺北市：天下文化。 

肆、策略在教育上之應用 

一、SWOT 分析 

幫助學校找出創新經營策略的分析工具有很多，一般在實務上最常使

用的當屬「SWOT 分析」，其在各校校務發展計畫、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校務評鑑中，被視為不可或缺的資料，以找出學校創新經營的元素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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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各校行政主管也往往將它視為準則與規臬，藉以瞭解學校的現況與條

件（王玉麟，2005）。對學校行政而言，SWOT 分析主要在於考量學校內

部條件的優勢和劣勢，是否有利於學校之間的競爭，並應針對學校外部環

境的機會和威脅進行探索，以作為後續擬定策略之基礎，並找出達成校務

發展目標的最佳途徑，冀望藉此能將學校的優勢充分發揮。 

當今學校最常使用的 SWOT 分析，惟目前學校在擬定發展計畫時，普

遍先將學校整體環境作 SWOT 分析，往往造成資料龐雜且不易與學校目標

結合，更無法發展出適切的策略。此外，許多學校在做 SWOT 分析表時，

其分析模式與要素大同小異，錯誤之處幾進雷同，究其原因，分述如下：

（一）對 SWOT 分析不夠深入瞭解；（二）發展目標不夠明確；（三）內外

在條件不分；（四）資料缺乏統整與客觀性；（五）願景、目標、策略無法

環環相扣（王玉麟，2005；吳清山、林天祐，2005a）。 

二、藍海策略 

藍海策略不侷限於時代、產業、國家、規模與企業歷史（朱博湧等人，

2006），若以教育經營的觀點來看，教育更適用藍海策略，學校屬於養護

性機構，故其在經營層面與一般企業有所不同，因為並沒有如同企業一般

廝殺激烈的紅海競爭。適度的競爭是成功的必要法則之一，教育經營者必

須清楚瞭解學生、家長的教育期望、讓他們的教育需求能夠獲得充分的滿

足，以獲取家長的認同。然而優質的教育經營者，更需要以專業、前瞻的

眼光去思維學生、家長不甚理解的教育理念與實務，開發他們不知道卻是

需要的教育措施，創造出新的價值，使整個教育社群生氣盎然。然而，近

年來，臺灣受經濟發展影響，少子化問題，教育經費緊縮，私立學校、鄉

鎮偏遠小型學校面臨學校整併、縮班減招等退場機制的生存壓力；公立學

校、都市學校，也因敎育改革和發展之需，而有非學校型態敎育實驗（如

在家敎育）和委辦學校（如人文學校和其他另類學校）的出現。學校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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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才之際，其經營該如何價值創新，使之卓越化、優質化、精緻化，須

走出傳統，開創敎育的新藍海領域（湯志民，2006b；吳清山、林天祐，

2005b）。 

周玉霜（2006）認為藍海策略模式是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的有效精神指

標，可從以下幾點窺知：（一）開創藍海、推動學校創新的行政與教學；（二）

創造新的價值曲線、突破學校經營的創新管理；（三）開放透明的價值領

導、創造優質的學校文化；（四）焦點明確、型塑學校創新藍圖與願景；（五）

結合社區總體營造產品行銷；（六）創造顧客的需求、用心對待每一位學

生；（七）永續學習、敏銳觀察未來趨勢投資未來；（八）調整能因應創新

變革的組織、營造能激發創意的工作環境；（九）創造不是只有智育的學

校。 

湯志民（2006b）率先運用藍海策略的架構分析政大附中的學校經營，

提出學校經營根據藍海策略的四大原則，茲分述如下： 

（一）重建學校的市場邊界：學校可跨足另類產業，並透過不同的目標與

策略展現不同的策略群組，破解學校傳統的顧客鏈。 

（二）聚焦學校願景，數字擺一邊：學校經營應以學校願景為據，並用策

略草圖畫出價值曲線，以呈現學校在當前敎育環境的策略地位，然

後根據策略草圖建立學校的策略計畫程序，讓學校和經營者專注於

願景，避免受限於數字和術語，整天只顧應付作業細節。 

（三）超越學校現有需求：學校創造的藍海策略不能只想到目前的顧客（現

有師生和家長），應將視野放大，探索非顧客群（未來師生和家長）。 

（四）學校策略次序要正確：學校策略的優先次序，應從辦學效益、入學

條件、經費投資到政策推行，按部就班形成藍海策略，提供學校系

統簡單但效用強大的檢測。 

此外，學校經營根據藍海策略的執行原則，有以下兩點（湯志民，

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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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克服學校重大組織障礙：執行藍海策略的關鍵是，在價值曲線上採

取較低成本，這種背離主流的做法，在執行上會面臨四種障礙：認

知障礙―學校組織膠著於現狀，無法看出改變的必要；資源限制―

學校資源有限；欠缺動機―學校敎職員工士氣低落、意興闌珊；政

治角力―學校強勢既得利益團體的抵制。故領導人可採用引爆點領

導(tipping point leadership)，目標是要精簡資源和時間，投注於發掘

和運用學校組織內能發揮牽一髮動全身的因素。 

（二）學校策略與執行緊密結合：藍海構想背離傳統思維，推動時難免遭

遇內部阻力，學校可以公平程序(fair process)激發成員的使命感，讓

他們自動自發以促進策略執行。公平程序包括 3E 原則：參與

(engagement)、解釋(explanation)、期望透明化(clarity expectation)。 

學校經營在創造新的價值曲線時，湯志民（2006b）根據藍海策略的「四

項行動架構」分析政大附中的學校經營，茲分述如下（詳可見表 7）： 

（一）學校內習以為常的因素，有哪些應予以「消除」(eliminate)？ 

政大附中消除了傳統學校的制服和髮禁、高中生午休，給予學生敎育

新風格的氣象；無圍牆設計和社區融合，展現與眾不同的學校風貌；消除

班級教室、導師室，使敎室敎學系統，從潛在「管理」走向專業的「敎學

研究」；消除餐廳和游泳池經營的人力，降低營運成本。 

（二）哪些因素應「降低」(reduce)到遠低於學校標準？ 

政大附中減少和降低對學生謾罵的負面管教；籃球和桌球採開架式球

具，減少設備管理人力；中午休息時間彈性調整減少 10 分鐘；國中生午

休，不一定午睡，由各班決定；高國中一、二年級選修課，各調整出一節

課作為學校本位課程―獨立學習之用，同時為高國中資績優學生設計免修

制度。 

（三）哪些因素應「提升」(raise)到遠超過學校標準？ 

政大附中增加許多傳統學校未有的新制度，如敎師 full-time；設計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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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的敎師甄選辦法，選取高學歷、低錄取率和平均有 10 年敎育經驗的師

資陣容；大學預修課程；高國中一、二年級各有 1 節獨立學習課程，這是

「空白課程」和「個性化課程」的設計；開放敎育情境培養學生自律能力；

學校無髮禁、無制服，服裝儀容自主，以培養生活自理、自我判斷和選擇

能力；以「身教」不以「言教」方式，培養學生主動打招呼之禮貌，以提

升學生氣質；下課時間延長為 15～20 分鐘等，增加師生同儕互動時間，

以呼應「學相處」之辦學理念；提升學生參與度，讓學生有「學做事」和

共創校史的機會；尤其是，獨特的學科型敎室設計，敎師有專用敎室配置

精緻的 e 化設備、學生在班級基地專屬鐵櫃，加上兼具敎學研究和休憩功

能的敎學研究室，提高敎室的敎學效能；增加無圍牆校園的開放性；餐廳

和游泳池 OT，提供師生、家長和社區更為優良和專業的餐飲與游泳環境；

此外，政大師資、圖書館借書、電腦光纖連線，以及軟硬體經費補助等資

源運用，使政大附中因政大「實質」的加持，更具有招生吸引力。 

（四）哪些未提供的因素，應該被「創造」(create)出來？ 

政大附中「消除」了傳統學校的一些元素（制服、髮禁和午休）；「降

低」管理，增加尊重、敎育、的自由度和課程實驗的彈性；同時，「提升」

了敎學環境和設備、嚴選高資歷敎師、敎師 full-time 上班、獨特的學科型

敎室設計、學生高度參與共創校史、北市首創餐廳和游泳池 OT，大量運

用政大和校外資源；使政大附中「創造」了高中最自由的校風，無圍牆的

社區學校、學生主動學習環境、優質的校園環境，還有首創 e 化朝會、班

聯會和專題講座，更樹立了大學和附中合作之典範，走出自己的一片蔚藍

海洋。 

其中，（一）與（二）在節省學校經費預算成本，擴大需要；（三）與

（四）則在強調學校經營的「差異化」與「新價值」，以提升學校辦學效

益和敎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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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消除-降低-提升-創造表格：政大附中案例 

消除 

制服和髮禁 
高中生午休 
學校圍牆 
班級教室 
導師室 

餐廳和游泳池人力 

 

 

提升 
敎師 full-time 

嚴選高資歷敎師 
大學預修課程 
獨立學習課程 
開放敎育情境 
服裝儀容自主 

學生禮貌和氣質 
下課時間增加 
學生參與 
學科教室 
班級基地 
敎學研究室 

e 化設備和優質家具 
數位監視和保全系統 
餐廳和游泳池 OT 

政大資源 

降低 

負面的管教 
設備管理 

中午休息時間 
國中生午休 
選修課 

免修制度 

創造 

自由校風 
無圍牆的社區學校 
學生主動學習環境 
優質的校園環境 

e 化朝會、班聯會和講座大學和附中

合作之典範 

資料來源：學校創新經營的藍海策略（頁 61），湯志民，2006b，輯於政治

大學教育學院主辦，2006 海峽兩岸教育發展與改革學術研討會

會議手冊，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台北市。 

綜而言之，在教育場域中運用策略實為學校創新經營成功的關鍵。SWOT

分析最常被使用，以瞭解學校目前的條件，而藍海策略行動架構的採用，

更能夠延續著 SWOT 分析之結果，進一步成為學校推行創新經營之策略基

礎。 

藍海策略的行動架構分別為消除、降低、提升及創造。在教育上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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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除」即是指消去、屏除學校不適宜但卻習以為常的缺點，往往指

的是學校中既存的劣勢；「降低」即是指減少多餘的浪費與制式的因素，

往往指的是學校中多餘的成本支出與傳統的因素；「提升」即是指增加或

提升可以進一步發揮的資源，及原本不足而有待加強的因素，使之成為重

要的資源與特色，往往指的是學校中存在的優勢；「創造」即是指創造出

學校的獨特性及傑出的成果，往往指的是各校所追求的教育目標及理念。 

第三節 學校創新經營與策略之相關研究 

此節共分為兩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研究，第二部

分是學校創新經營與策略的相關研究。 

壹、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在少子化的趨勢以及教育市場競爭激烈的氛圍中，各校莫不致力於學

校創新經營，企盼透過創新的經營模式，展現出亙古不變的教育意義。近

年來，創新經營的概念不再侷限於企業組織，學校創新經營不僅僅受到政

府單位的積極倡導，其相關研究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由此可見，學校創

新經營的重要性。在相關的研究當中，各研究者均以不同的研究面向、方

法與工具來探究學校創新經營，冀望透過研究結果能提供相關單位更多的

啟示。研究者運用「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經營創新」為關鍵字，不限

欄位於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進行查詢，並歸納以國民小學層級為研究對

象之「學校創新經營」為主題的相關研究進行整理與分析如下（如表 8 所

示）： 

一、 研究主題方面：相關研究當中，研究主題可以概括分為「學校創新經

營與校長領導」、「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變項」、「學校創新經營與知識

管理」、「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學校創新經營與品牌管理」。

另有針對「學校創新經營實施之問題」進行探討、針對「特色學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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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經營探究其策略」、針對「學校創新經營指標建構」進行分析、

及針對「Innoschool 計畫之適切性與成效」加以探究。 

二、 研究範圍方面：23 篇文獻當中，研究範圍多以北部為主，又以臺北縣

最多。 

三、 研究方法方面：23 篇文獻當中，有 22 篇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

法。僅 7 篇使用訪談法，這 7 篇之中有 6 篇是與問卷調查法同時進行。 

四、 研究對象方面：23 篇文獻中有 22 篇的研究對象為學校教育人員，即

指兼任行政職之教師與未兼行政職之教師。7 篇是以校長為研究對

象，當中有 6 篇是同時針對教師與校長進行研究。 

五、 學校創新經營之面向方面：此 23 篇文獻中呈現出學校創新經營之面

向的分類依序為「行政管理」、「課程教學」、「學生活動」、「校園環境」、

「資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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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學校創新經營面向 
研究者 
（年代） 

研 
究 
範 
圍 

問
卷
法 

訪
談
法 

校
長

教
育
人
員

學
者
專
家

行
政
管
理

課
程
教
學

知
識
分
享

外
部
關
係

資
訊
科
技

文
化
創
塑 

團
隊
運
作 

資
源
提
供 

學
生
活
動

教
師
專
業

校
園
環
境

臺灣 
地區 ●   ●  ● ● ● ● ●       

濮世緯
（2003） 
吳素菁
（2004） 臺北市  ● ●              

汪宗明
（2006） 

臺北縣
桃園縣 ● ●  ●  ● ●   ●   ● ●   

辜皓明 
（2006） 臺北縣 ●  ● ●  ● ●      ● ●  ●

林文勝
（2006） 桃園縣 ● ●  ●  ● ●  ●     ●  ●

徐瑞霞
（2006） 臺北縣 ● ● ● ●  ● ●   ● ●      

鄭福妹
（2006） 臺北縣 ● ● ● ● ● ● ● ● ● ●       

林文毅
（2007） 高雄縣 ●   ●  ● ●  ●       ●

陳瑜沂
（2007） 

臺北縣
臺北市 ● ● ● ●  ● ● ●     ● ●  ●

黃建翔 
（2007） 花蓮縣 ●   ●  ● ●      ● ●  ●

南部 
五縣市 ● ●  ●             

黃靜羣
（2007） 
黃韻如 
（2007） 臺北縣 ●   ●  ● ● ●    ● ● ●   

黃懿嬌
（2007） 臺北縣 ●   ●  ● ● ● ● ●       

廖學蔚
（2007） 屏東縣 ●   ●  ● ●  ●     ●   

臺灣 
地區 ●   ●  ● ●  ● ●      ●

顏童文
（2007） 
高淑真 
（2008） 臺北縣 ●   ●  ● ●      ● ●  ●

黃怡真
（2008） 

臺北縣
臺北市 ●   ●  ● ●      ● ●  ●

黃海山
（2008） 

臺南縣
臺南市 ●   ●  ● ●  ● ●    ●   

黃雅琪
（2008） 

桃竹苗
四縣市 ●  ● ●  ● ●  ●     ● ● ●

劉富明 
（2008） 桃園縣 ●   ●  ● ●   ●    ●  ●

鄭志隆
（2008） 屏東縣 ●   ●  ● ● ●     ●   ●

賴振權
（2008） 

中彰投
四縣市 ●   ●  ● ●      ● ●  ●

謝明昇 
（2008） 臺北縣 ●  ● ●  ● ●      ● ●  ●

合  計  22 7 7 22 1 21 21 6 9 8 1 1 10 14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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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根據研究主題的不同探究其研究結果，茲分述如下： 

一、 學校創新經營與校長領導 

林文毅（2007）指出校長領導風格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具有正相關。

徐瑞霞（2006）指出校長的領導行為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頗高的正相關。

校長領導行為以文化形塑、行政領導及課程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之活動資

源創新、行政管理創新及組織氣氛創新的影響力最大。校長的公共關係愈

好，則學校的行政管理創新與組織氣氛創新也將愈好。但是校長的關懷鼓

舞與參與肯定不足，則學校的課程教學創新與活動資源創新也將愈不佳。 

高淑真（2008）指出校長領導取向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顯著

的正相關。高創新經營效能的學校校長具有轉型領導與交易領導的取向，

校長領導取向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有其適用性與應用的價值。濮世緯

（2003）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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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更有助於學校朝向各方面創新經營實務。此外，林文勝（2006）亦

指出國民小學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顯著相關。 

黃懿嬌（2007）指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及各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及

各層面間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之塑造願

景、激勵鼓舞、個人魅力、個別關懷、智能啟發的領導行為越高，則學校

創新經營之行政管理創新、課程教學創新、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

資源整合創新也愈高。 

黃雅琪（2008）指出國小校長教學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密切，即

校長教學領導越落實，越能促進學校創新經營。黃怡真（2008）指出臺北

縣市國民小學校長僕人領導行為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與各層面具有中

度以上正相關。賴振權（2008）指出國民小學校長變革領導與學校創新經

營之間有正相關。廖學蔚（2007）指出校長轉化領導與互易領導對學校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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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營均有顯著相關。 

陳瑜沂（2007）指出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校長專業知能與學校創新經營

為中度正相關。鄭志隆（2008）指出校長人格特質的親和性、勤正審慎性、

外向性、及經驗開放性，和學校創新經營各構面之間具有中上程度的正相

關；神經質則與學校創新經營各構面之間具有低程度的負相關。 

二、 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變項 

顏童文（2007b）指出組織動態能耐、健康氣候與學校創新經營間具有

高相關。黃韻如（2007）指出整體教師組織承諾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具有

顯著中度正相關。劉富明（2008）指出桃園縣國民小學團隊組織運作與學

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中高度正相關，即表示整體團隊組織運作及各層面的

表現情形愈佳，其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及各層面表現也愈好。 

三、 學校創新經營與知識管理 

辜皓明（2006）指出臺北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不同職務所知覺的深層

次知識分享行為，優於淺層次的知識分享行為。其教育人員背景變項中，

不同「性別」、「年齡」、「擔任職務」、「服務年資」、「最高學歷」之人員所

知覺的知識分享行為有顯著差異。汪宗明（2006）指出臺北縣、桃園縣國

民小學整體知識延續管理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高度正相關。 

四、 其他 

黃建翔（2007）指出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存在。學校

創新經營越好，學校效能也越佳；學校效能越好，學校創新經營也越佳。

謝明昇（2008）指出臺北縣國小教育人員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

況達到高度程度知覺，而顧客滿意度對於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良好

的預測力。吳素菁（2004）指出學校創新經營的問題在於共識不易建立且

創新經費不足，學校須運用整合性的策略，來解決學校組織創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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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福妹（2006）研究臺北縣特色學校的創新經營，分別針對行政管理層面、

課程與教學層面、知識分享層面、外部關係層面與資訊科技層面，進一步

整理歸納提出其創新經營之策略與作法。 

蔡純姿（2005）所發展的「學校經營創新模式」歷程，包括診斷分析、

建立願景、建置規劃、系統實踐與評鑑回饋等五個階段。其學校經營創新

衡量指標架構可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的指標構面包括「管理創新系統」、

「技術創新系統」和「文化創新系統」等三項，第二層為具體指標，分別

為「理念創新」、「人力創新」、「結構創新」、「流程創新」、「領導創新」、「校

園營造創新」、「資源應用創新」、「行政運作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

生活動創新」、「學校文化與特色」、「教師文化與作為」與「學生文化與表

現」等十三項，第三層的指標內涵，共計八十七個細項。 

黃靜羣（2007）研究發現 InnoSchool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計畫實施目

的、實施時程、獎勵辦法、方案內涵與審查方式適切性中等，在實施成效

方面，教學資源、進修機制、研究知能及分享機制之成效達成程度中等。 

另外，學校創新經營的背景變項一般可以分為教育人員與學校環境，

根據相關論文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教育人員與學校環境的背景變項不

同，其在學校創新經營的程度上仍有差異，詳細可見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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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學校創新經營程度在背景變項上之差異 

教育人員背景變項 學校環境背景變項    

  研究者 性別 學歷 職務 年資 學校規模 學校區域 學校歷史

濮世緯      都會＞偏遠  

男＞女   
資深＞

資淺 
大＞小   林文勝 

  
兼行政

＞未兼

資深＞

資淺 
大＞小  高＞低 徐瑞霞 

男＞女  
兼行政

＞未兼
 小＞大 偏遠＞都會  林文毅 

 高＞低 
兼行政

＞未兼

資深＞

資淺 
   黃建翔 

  
兼行政

＞未兼

資深＞

資淺 
小＞大 偏遠＞都會 高＞低 黃韻如 

  
兼行政

＞未兼
    黃懿嬌 

  
兼行政

＞未兼
 小＞大   高淑真 

男＞女  
兼行政

＞未兼
 小＞大   黃海山 

  
兼行政

＞未兼

資深＞

資淺 
 都會＞偏遠  劉富明 

鄭志隆 男＞女    小＞大   

  
兼行政

＞未兼
  都會＞偏遠 低＞高 賴振權 

男＞女   
資深＞

資淺 
   謝明昇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貳、學校經營與策略之相關研究 

策略概念在商業界應用廣泛，然而在學校經營上僅有幾篇相關研究，

且分別自不同視野來加以探究，茲列舉相關研究並分別敘述如後。 

在學前教育階段，李于梅（2008）以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及訪談

法針對宜蘭縣、基隆市、臺北市、臺北縣與桃園縣公私立幼稚園園長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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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主要在探究幼稚園園長藍海策略知覺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其

研究發現幼稚園園長藍海策略知覺的得分程度佳，且整體幼稚園園長藍海

策略知覺與整體園所創新經營間呈現顯著的高度正相關，故若能重視幼稚

園園長藍海策略知覺，應能有效提升園所創新經營績效。 

國民小學的經營策略研究日益受到重視，湯蔓娳（2004）以半結構式

的訪談針對花蓮地區四所小型學校校長進行多次訪談，其研究發現：（一）

與學校經營策略有關的環境因素包括有：教師因素、學生因素、學校職工

因素、學校經費及設備狀況、家長因素、校長與外界的互動關係及上級的

教育政策。（二）教師流動率高、經費拮据及資源不足是小型學校的共同

特徵。現行的教師甄選制度未必對小型學校有利，且由於教師流動率高，

每位校長均須不斷教導新進人員；經費及設備的不足，也常令受訪校長無

法滿足教師的教學需求。（三）受限於學校經費及學校地理環境因素，小

型學校之教師參加校外進修的機會較不足。（四）由於學校規模小，校內

人員間的互動較頻繁，較易營造出溫馨的學校氣氛。（五）小型學校校長

必須扮演多重角色，尤其行政管理、教學改進及課程發展等角色。（六）

受訪校長之學校經營策略與其環境詮釋、角色知覺及工作經驗具有關連

性，參與本研究之校長的學校經營策略可歸納為六大類，即人員成長、教

學改進、課程發展、行政管理、教學環境及設備改善及公共關係。 

翁福榮（2006）則以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法針對全國公私立小學教師、

主任、校長及地方教育行政人員、專家學者進行研究，探討全品質管理與

平衡計分卡兩大理論在國民小學經營策略的適用情形，其研究結論為：

（一）企業經營理念對國民小學經營策略之影響，達到很有影響的程度。

（二）全面品質管理對國民小學經營策略各向度之重要性皆達到很重要的

水準。（三）平衡計分卡對國民小學經營策略各向度之重要性皆達到很重

要的水準。（四）全面品質管理與平衡計分卡在學校經營策略應用之整合

模式，總結為：1.教育資源；2.顧客資本；3.管理流程；4.永續經營；5.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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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6.策略執行。 

劉建漢（2006）主要探討國民小學品牌經營的重要性、內涵與策略，

透過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及訪談法針對新竹市政府管轄之公私立小學之相

關人員進行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一）國民小學品牌經營重要性認知

達到「大致同意」的水準。（二）國民小學品牌經營內涵認知構面中，包

括「優質學校環境規劃與服務」以及「專業學校行政運作」兩大向度皆達

到「大致同意」的水準。（三）國民小學品牌經營策略認知構面，包括「學

校品牌經營環境分析策略」、「學校品牌經營策略規劃」、「學校品牌識別與

形象塑造策略」、「學校品牌經營溝通策略」、「學校品牌行銷組合策略」五

大向度皆達到「大致同意」的水準。 

此外，陳崇弘（2008）為瞭解少子化對教育環境與國民中學學校經營

之影響、教育行政機關在政策面及實務面因應少子化之道、少子化下國民

中學學校經營之因應策略，針對台北縣市教育行政機關人員及台北縣市公

立國中之校長、候用校長與教務主任進行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其發現少

子化國民中學學校經營之因應策略及其重要性為：(一)建立品牌形象；(二)

精進教師專業成長；(三)強化學校招生策略；(四)推動學校創新經營；(五)

加強校本課程；(六)運用學校校園閒置空間等層面。 

陳秀珍（2003）曾針對獲教育部評鑑為體育績優之公私立高中職、國

中、國小校長透過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以了解其校長經營策略的運用與

獲得經營績效的現況及兩個層面的關係。其研究發現：（一）不同階段類

別體育績優學校校長的「公共關係管理策略」有顯著差異，國小校長的運

用程度高於國中、高中校長。（二）校長經營策略的構面與經營績效的構

面間具有相關存在。 

在高中階段，戴明國（2000）透過問卷調查法與訪談法針對綜合高中

之相關經營策略進行探討，提出 TSDR 策略發展機制，並實際用以探討有

關綜合高中之理念、課程、教學、輔導、組織及運作等經營面向實然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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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發現：以「安排取代支配」之資源運作策略、以「協商取代管理」之激

勵運作策略、以「協同取代分工」之分權運作策略。 

曾清來（2002）則以問卷調查法與訪談法探討私立高中職學校經營策

略的 SWOT 分析、經營策略、決策過程及類型。其發現私立高中職學校之

經營已面臨嚴厲之挑戰，學校會運用 SWOT 分析而分別採取「高品質」、「多

角化」、「差異化」、「創新」等經營策略或同時採取多種經營策略。學校會

因參與經營決策之主要成員不同而引發不同決策過程，也會因主導經營決

策者不同而形成不同決策類型。黃嘉明（2003）則以個案研究法探討完全

中學之經營策略，發現在完全中學經營上，仍存在一些在法令和制度上遭

遇到的困難和瓶頸。   

劉明龍（2004）則針對經營困難之私立高中職學校校務運做改善策略

進行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法針對五所學校之董事會、校長、行政人員和

教師作深入訪談，獲致下列研究結論：（一）私立學校校務經營經費大多

依賴學生學雜費收入，雖然各校有不盡相同的校務發展困難因素，唯都面

臨學校所處地區學生家長認同感不足、董事會對學校經費投資態度保守、

學校軟、硬體設備亟待改善等因素，造成校務發展經費短絀之經營困境。

（二）經營困難之主要因素為董事會理念偏差、校務經營者疏忽於校務發

展、天然災害的影響、校務發展的決策，和其他背景條件如學校所在地位

處於鄉城、學生外流等因素。（三）可行之校務運作改善策略為：改善校

園建設、調整合乎時代需求的科別、健全的招生組織和完善的招生策略、

加強升學輔導措施、建立學校特色、加強學生技能輔導等策略。 

黃思芳（2006）在技專院校大量增設的情況之下，其認為技專校院勢

必須建立其核心競爭優勢，以因應競爭者帶來的威脅。其以問卷調查法與

訪談法歸納出個案學校成功之關鍵因素為財務健全、發展系所核心課程、

學校領導群具有前瞻性、管理制度健全並獎懲分明、與結盟學校互動關係

佳，提高學生報考個案學校意願，且校園環境優雅美觀。此外，學校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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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媒體單位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加強與業界的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學院整合能力及早達成，以達資源共享，降低成本。 

龐開基（2005）採用文獻分析、訪談法與問卷調查等方法進行研究，

以瞭解私立技專校院作組織再造經營策略與學校競爭優勢關係。發現私立

技專校院在現況發展與目標及經營困境與問題與學校競爭優勢方面，呈現

顯著正相關，其組織再造經營策略與學校競爭優勢，呈現顯著正相關。 

簡言之，將策略概念應用在教育之相關研究近年來有逐漸增加的趨

勢，但卻缺少以策略方法來探究學校實務上的經營。若論及學校創新經營

的層面，與之相關研究亦不斷發表，但進一步探討學校創新經營及策略僅

有教育期刊中論及，並未針對「策略」作實務上的深入探究，而研究學校

創新經營策略的論文僅有一篇，研究對象為幼稚園，尚未擴及至其他教育

層級，故本研究將以不同視野的藍海策略行動架構勾勒出學校創新經營之

策略，以利學校於實施創新經營之際能夠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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