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章主要分析大專技職校院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之研究，在進行研究設

計及問卷調查之前，先就有關文獻作深入的探討與分析，作為研究之理論基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瞭解學校組織文化的意涵；第二節探討學校效能的意

涵；第三節探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學校組織文化意涵 

一、組織文化的意義 

對於組織（organization）的意義是眾人經由垂直的分權與水平的分工，依據

共同接受的規則，為了達成特定目的所組成的社會性團體。基於此，所謂教育組

織，就是教育人員，為了達成教育目標，依據法律規章所組織的團體。所謂教育

人員，由於組織範圍的界定不同，而有不一樣的組成。譬如，以學校為範圍的行

政組織，是由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教師、及職員工友所組成。 

對於文化的意義，由於研究領域的不同，所持的觀點不同，因此，文化的定

義迄今未有定論。從團體組織的觀點來看，文化是共同的哲學思想、意識型態、

價值觀、信念、假設和規範。文化是隱藏於組織中具體可見的事物背後，一股看

不到的力量，它會形成社會力量而影響人類行為（Kilmann, Saxton & Serpa, 

1995）。而文化對一個組織來說，是將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共同價值和行為，它是

遊戲規則且是規則上看不見卻隱含著而可保證協調的規則，因此每一個組織都有

它的文化。 

      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成員對組織相當一致的認同感，並擁有

共同的信念與願景，這些信念與願景產生一定規範與約束，並且形成強而有力的

力量去塑造組織中成員的行為。綜觀國內外學者專家文獻探討，可以歸納整理出

學者專家對組織文化所下的定義如表 2－1。 



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文化」之定義一覽表 

研究者 組織文化 
Schein (1989)  
 

組織在面對外部環境的調適及內部的整合過程中，所建立的基本假設

模式。當組織能良好並被認為能有效的運作時，這些想法和基本假設

則會被用來教導新進成員去接受、思考和感覺相關的問題。 
Griffin(1990) 組織文化是組織的一套價值，協助組織成員了解組織的目標、作法及

組織所認為重要的事。 
Trice 和 Beyer 
(1993)  

組織文化是對於情感方面之信念、價值和規範，一種分享的、團體一

致的假定，它促使人們在一起並幫助他們對於所處的世界產生意義。

Robbins（1998） 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所共同擁有的意義體系。 
張德銳 (1994） 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共享的基本假設和價值，並由這套價值產生規範

和行為期望；組織的價值具有指導成員行為的作用，而且可能被組織

成員視為當然。組織將藉著傳說、故事、典禮、儀式等象徵性手段，

將價值傳輸給組織中的成員。  
秦夢群（1997） 「組織文化」是正式與非正式組織交會後的產物，包括成員相同的信

仰、價值觀及期望，是促動組織內成員運作的重要成分。  
吳清山 （1998） 組織文化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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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期累積發展的各種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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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後，

會以自然而然表現出來。 
胡瓊文（1999） 組織文化傳遞了重要的假設和典範，提供了組織成員行事的準則及規

範；是組織在面臨外在環境的競爭及內部控制時，所發展出來的一套

基本假定及信念，支配著成員的價值觀、活動和目標。 
蔡進雄(2000) 組織文化是組織與內外在環境長期互動後的產物，此產物包含：信念

價值、行為規範、態度期望、典禮儀式等，組織成員在平日學習之後，

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來，而形成組織的獨特現象。 
孫淑芬（2001） 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所共同分享的一套基本假設和價值，以及由這套

價值衍生出來的行為期望和行為規範，組織將其價值觀及基本假設傳

給成員。  
章雅惠（2001） 組織文化是組織中共同的價值觀、信念、行為準則、工作規範、以及

組織政策的指導哲學；對組織運作的類型、方向擬定有關鍵性之影響。

羅錦財（2001） 組織文化可分成四種類型，分別為凝聚共識文化、成長調適文化、理

性主導文化、層級節制文化。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上述學者之定義，本研究嘗試對組織文化下定義：組織文化是組織經過

內外在環境長期互動下的產物，形成組織成員共同的信念、價值、規範、態度、

精神指標與行動依據。  



    從以上相關資料可以了解組織文化的意義，並從相關意義可以了解其特性與

功能。因此就組織文化的特性，歸納各家看法（吳清山，1992；秦夢群，1997；

陳聖謨，1995；孫淑芬，2001），說明如下：(一) 普遍性：組織文化是因應組織

求生存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每一個組織都存在有某種程度的文化，否則只算是

人群的聚合，還稱不上是組織。(二) 穩定性：文化是組織經過長期經驗累積的

產物，經歷種種問題的考驗，成為穩定力量，並提供組織成員作為解決問題的基

本模式，以維護組織的生存與安定。組織文化是很少改變的，即使少數主管持干

涉或變動的態度時，依舊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三) 獨特性：每個團體都有不同

的歷史傳統、組織成員、內外在環境，於是孕育出不同於其他組織的文化，因此

每個組織文化具有其獨特的風貌，亦即組織文化具有獨特性。(四) 共有性：組

織文化是一套約定成俗的基本假設、價值與信念，其所顯現的是組織成員具有高

度的同質性及高度的共有性。(五) 規範性：組織文化可以提供、協助組織成員

順利了解組織的目標發展、組織的運作方式、組織的規範、組織的制度等功能，

對於群體及個人的行為能夠發揮規範的力量。(六) 深遠性：組織文化為組織為

應付內外部統整及內部適應問題所產生的潛隱假設，是一種深入人心的內化作

用，而經長期融冶後的成果。 

    就組織文化的功能而言，其可增強組織的任務、目標和策略，就是有效的功

能。透過組織文化讓學校的組織成員更了解學校，並有效的達成學校目標，因此

具有以下正面的功能：1.就組織本身而言：可以解決組織外部的適應問題，可以

解決組織內部的統整問題，可以增進組織效能。2.就組織成員而言：組織文化可

以降低成員的焦慮，可以增進成員對組織的認同感，可以提昇員工的工作效能。

組織文化具有多樣性，除具有正面功能外亦具有「負面的功能」：1.組織中存在

的次級文化，次級文化之間的衝突會造成組織整合的困難及組織效能的降低。2.

組織成員因角色和職責的不同，所形成的團體同儕文化也會有衝突的現象，教師

的專業導向與行政人員的科層體制導向便是一個明顯的例子。3.組織文化存在既

屬久遠，必有其深厚的基礎，因此容易使組織運作僵化、流於保守，往往不能因



應時代的變遷而做適度的變革。 

  

二、組織文化的理論基礎 

組織文化的形成並不是短期內就可達成，其如何形成？雖然不同的組織會有

不同的文化，但在理論基礎上國內的相關研究都以 Schein 的文化動力觀點來做

探討。Schein（1985）綜合諸位學者的看法，將組織文化的形成過程，歸納成領

導理論、社會動態理論與學習理論等三種理論。  

（一）領導理論（leadership theory）  

領導是存在於團體中，藉著領導者影響力的發揮，充分運用人力物力，而有

效地達成組織目標的一種歷程或行為（蔡進雄，2000）。在所有的組織中，領導

者扮演掌舵者的角色，領導者的人格特質及領導型態對組織有很大的影響力（陳

聖謨，1995）。Schein（1995）指出對於管理與行政而言，領導更具獨特的功能

－－文化的創造與管理。 

簡言之，組織領導者是組織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關鍵人物。領導與組織文化的

關係，猶如銅板的兩面，彼此相互依存，永遠不能分開（吳焰修，1987）。  

在領導理論的研究與發展，歷經「特質取向」、「行為取向」與「權變取向」

等三大研究取向之後，新的領導觀念對固有的傳統理論造成極大的衝擊，包括轉

化領導、魅力領導、願景領導、文化領導、激勵領導等。而這些主要是強調身為

一個領導者要有遠見、重視革新、協助組織成員共同參與，鼓勵組織成員共同完

成願景目標。  

（二）社會動態理論（social dynamic theory）  

社會動態理論又稱為團體動態理論，是建立在對訓練團體、治療團體和工作

團體的詳細觀察，進而了解內部組織中人際和情緒的互動歷程，可用來解釋「一

群人共享一個問題的共通觀點和發展一個共享的解決之道」的意義。這種「共享」

的概念，正是文化形成的重要條件。 

簡言之，從社會動態理論觀點而言，組織文化形成的過程，必須經過成員的



互動，以及與外在環境的互動作用下，加以不斷地調適，化解各種衝突，維持其

生存與成長（吳清山，1992；Schein, 1985）。而個人在組織中有三個主要需求：

1.包容與認同，2.控制、權利與影響力，3.接納與親密。這些都反應人類最基本

的需求，因此組織成員在組織中都有「共享 」認知共通的感覺、經驗與活動。

當「共享的認同」深入組織成員的心中，形成組織文化的原動力。 

（三）學習理論（learning theory）  

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人類創造文化，文化是人類學習的產物，當組織發展

形成一套價值、信念、語言，或者解決內在、外在問題的假設時，則必須傳授給

組織成員。組織成員要認同並融入組織，也必須學習組織所有的價值、信念與文

化。學習是因經驗而使行為或行為潛勢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歷程。是故，組織文

化的形成理論，可以用心理學上的學習理論加以解釋（吳清山，1992）。  

Schein（1985）用兩種學習機制來說明學習理論與組織文化形成的關係，其

說明如下： 

1. 正向的問題解決：在正向的問題解決過程中，是透過正增強的方式來解決問

題。組織對於所遇到的難題，採取的方法或手段有效，此種方式就會獲得增強

而保留在成員心中。當下次遇到同樣問題時會重複使用，在這過程中，組織成

員不僅解決問題，同時對組織成員也發展出認同的「共有」觀點。 

2. 避免痛苦焦慮的產生：痛苦或焦慮的減低是種逃避性的學習，當成員所得到的

增強經驗是來自痛苦焦慮減輕的成功經驗，組織成員便學會思考、感覺即採取

必要行動以避免過去痛苦經驗再次發生。 

    從以上的敘述，顯示在組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增強」是關鍵的中介因素，

不論是解決問題與避免焦慮，只要能有效解決並獲得增強，久而久之便形成組織

文化的動力。組織文化不會憑空出現，而要靠組織成員經由長期之互動以及運用

各種策略來形成、維持共享之價值信念，因此組織文化需要經過歷經長時間的形

成、創立階段，文化形成之後亦需努力地加以增強、維護，使已形成的組織文化



成為更佳穩定的組織文化。 

 

三、學校組織文化的意義 

    組織文化乃組織成員共有之思維模式與行為特質，深深影響組織運作效率與

成效。學校組織文化可以視為解決組織內部統整與外在適應問題，對具有象徵性

的行為或活動予以認同，形成共識並內化為組織成員的價值與假定，進而作為全

體組織成員所遵循的道德規範。它是知與行的結合，目的在解決學校可能發生的

問題（張慶勳，1996）。因此，學校組織文化是指學校成員共同持有相同的信仰、

信念、行為模式與價值觀，足以影響學校外在效能的一種內在行為表現。 

    吳明清（2001）認為一所「好學校」必須發展學校的文化特色，重視人文精

神與學習價值。吳春助（2001）將學校組織文化定義為：學校組織文化是指學校

組織成員，經過長期的累積所共有共享的一套用以解決問題與適應環境的基本運

作模式，此一獨特的運作模式包括：各種信念、價值觀、規範、儀式、故事等。

此定義可歸納出四個向度：1.基本假定：包括信念、哲學、意識、假定、態度等。

2.共同價值觀：包括共同看法、共同價值等。3.共同行為規範：包括成文的規定

及非正式的行為準則。4.象徵性活動：包括人造品、創造物、史蹟、英雄、語言、

手勢、表達工具、典禮、儀式、具體管理型態等。  

    綜觀國內學者專家文獻探討，可以歸納整理出學者專家對學校組織文化所下

的定義如表 2－2。 

 

 

 

 

 

 



表 2－2  國內學者對「學校組織文化」定義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學校組織文化 

李新鄉 （1993） 學校組織文化是學校與外界互動及本身內部的運作中，所逐漸形成的
類似氣氛（climate）的特有現象，主要呈現在學校內教師成員的價值
判斷與信念認知上。  

陳聖謨 （1995） 

 

學校為達成目標及維持正常校務運作，在與外部環境長期互動中，所

創造出來的各種潛在價值信念，這種價值信念是在潛移默化歷程中，

傳導給學校成員，而具體轉化為學校成員共通的思考型態、行為準則，

因而達成學校獨特的風格形象。 
張慶勳 （1996） 

 

學校組織成員為解決組織內部統整與外在適應問題透過各種具有象徵

性意義的人工製品（例如器皿建築、藝術、行為…）而予以認知，形
成共識並內化為成員的價值及假定，進而作為組織成員所運用的規

範。因此組織文化其實是組織成員的「知」與「行」之結合，而其目

的則在解決問題。  
羅錦財 （2001） 組織文化是社會建構的概念，為社會的產物，受組織內與組織外環境

的影響，組織文化不但反應了學校成員的信念，同時也相容於其所處

社區環境的需求、教育政策或法令的要求，符應變遷，配合變革，永

續發展。   
吳明清 （2001） 學校文化的內涵包括三個層次： 1.底層是「基本假定」：包括對人性、

人際關係；人與自然之關係及對時間、空間與實體的基本信念。2.中間
是「價值觀念」：包括個體或群體認為重要而企圖擁有並會加以珍惜

的事物或特質 。3.上層是「器物與活動」：包括生活中所應用的技術，
所表現的藝術以及可見可聽的行為方式等。  

鄭曜忠 （2001） 學校組織文化係指學校在統整校內的過程及與外界環境的互動與適應
中，經過日積月累所形成的有形或無形產物，且為所有學校成員所共

享，並逐漸成為每一學校所特有的現象。  
吳春助 （2001） 學校組織文化是指學校組織成員，經過長期的累積所共有共享的一套

用以解決問題與適應環境的基本運作模式，此一獨特的運作模式包

括：各種信念、價值觀、規範、儀式、故事等。 
黃裕敏 （2003） 學校組織文化是學校為適應內外在環境，經長時間累積之成員共同建

構的基本假設、價值及人造器物等產物，學校成員不自覺的內化表現

於日常生活中。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研究者在文獻研究中發現組織文化構面相當多元，未有一致的看法，基於上

述的研究，從組織與成員溝通互動的角度所進行的分類，且較符合學校文化所呈

現的特質，因此在研究中將學校組織文化分為組織文化、組織運作、組織氣氛與

組織認同等四個向度。 

 

四、學校組織文化的特性 

就學校組織的特性而言，是一個複雜的正式組織，與行政古典理論中Max 

Weber的科層體制相類似。林清江（1981）根據Waller 在《教育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一書中的分析，將學校組織文化的性質歸納為下列五項：  

(一)學校組織文化是一種次級文化：由於學校是社會的次級團體，因此，學校組

織文化是社會文化的次級文化之一。  

(二)學校組織文化是綜合性文化：學校的成員有教職員次文化、還有學生次文

化，亦可把家長及社區所形成的文化融入學校文化中，因此學校組織文化是

一種綜合性的文化。  

(三)學校組織文化是具有對立與統整的文化：行政人員與教師之間、教師與教師

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常常都有對立與統整的現象，因

而也會形成對立與統整的文化。  

(四)學校組織文化是積極與消極的文化：在學校之中，存在正向的積極文化與負

向的消極文化，此兩種文化並存也共同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的發展與塑造。  

(五)學校組織文化是可以安排引導與塑造的：藉由創辦人、領導者、成員等的引

導與有心安排與塑造，可以形成各種不同的學校文化。  

就學校組織文化的特性，歸納各家看法（吳清山，1992；胡瓊文，1999；陳

慧芬，1997；陳聖謨，1995；黃素惠，1997；蔡進雄，2000），說明如下：  

（一）普遍性  

文化是人類為求生存所製造的產品，學校組織文化也是因應組織求生存的需

要而產生的，因此如同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類團體是沒有文化的。學校組織文



化普遍存在組織之中。 

(二) 穩定性  

文化是組織長期經驗累積的產物，經歷組織內、外在問題的考驗，成為深層

持久的穩定力量，提供成員確定感與安全感，並作為解決問題的基本模式，對抗

危機與衝擊，以維護組織的生存與安定。因此組織文化之形成並非一蹴可及，而

是長時間之累積、傳承而產生的，之後再內化於組織成員心中。 

(三) 獨特性  

每個團體的目標基於不同的歷史傳統、組織成員所表現的信仰、觀念與價

值，成員在內外環境的長期互動中會發展成不同於其他組織的文化，因此每個組

織文化具有其獨特的風貌。 

(四) 共有性  

組織文化是一套約定成俗的基本假設、價值與信念，其所顯現的是組織成員

具有高度的同質性及高度的共有性，若缺少共有性，組織文化即不存在。這些共

有的文化會牽引著組織成員的行為與判斷。  

(五) 共享性  

每個組織文化都會發展出主要文化，成為組織成員共同信奉與接受的核心價

值，而影響組織成員的行為表現。 

(六) 發展性  

每個組織都會歷經不斷的變革及成長，因此組織文化的內涵也會隨著組織整

體的發展而更新，不斷創新成長，引導與塑造成員新的行為。 

(七) 規範性  

組織文化可以提供、協助組織成員順利了解組織的目標發展、組織的運作方

式、組織的規範、組織的制度等功能，對於群體及個人的行為能夠發揮規範的力

量。  

(八) 深遠性  

組織文化為組織為應付內外部統整及內部適應問題所產生的潛隱假設，是一



種深入人心的內化作用，而經長期融冶後的成果。所以組織文化的形成並非一朝

一夕，有其深厚久遠的根基。  

 

五、學校組織文化的功能 

在歐美先進國家，研究有關有效能學校（effective school）的學者，皆非常

強調學校組織文化的重要性，並且認為良好的學校組織文化可以提昇學校的辦學

效能（張德銳，1994）。例如 Deal和 Kennedy （1989）針對學校效能研究指出：

有效能的學校具有優良的文化，其要素如下：1.達成工作目標的一致價值觀 2.

能帶領團隊創造價值的校長使核心價值（core value）具體化 3.以特殊的精神文

化強化共同的信念與願景 4.所有成員都是組織中的英雄 5.優良組織文化的薪傳

和更新 6.以重要的精神去轉換傳達核心價值 7.傳統與革新及自主與控制之間的

可取得平衡。 

  根據以上分析，學校之核心價值包括：1.學校是為學生而存在；2.從事教學

研究；3.教和學是合作的歷程；4.親近你的學生；5.爭取優異學習表現，要求高

且踏實合理；6.開放的行為與溝通；7.組織成員就像一家人；8.專業化與人文化。 

  陳聖謨（1995）指出有效能學校的組織文化，乃在於能洞悉組織所處之內外

在環境特色，確立組織目標、經營重心以發展核心價值信念，並能適時彰顯組織

的楷模事蹟、人物及建立合宜的管理技術以鼓勵成員參、忠誠與投入。 

  組織文化是組織所發展出來的一套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具有傳達

組織核心價值觀、引導成員行為的功能。學校若能營造優良文化，建立一套明確

的學校規範、一套合適的期望及一套有系統的象徵性活動（Gorton, 1987），以

發展成員「在學校內部做事方式」的信念，必能增進成員自我管理，奠立績效學

校屹立不搖之根基。因此，學校（教育）行政對如何發展健全學校文化，可採循

下列幾個途徑： 



（一）確立學校辦學理念，並告知全校教職員工、學生及其家長。讓學校教

育理念成為一種深入人心的「主義」，有助於建立共識，引導成員齊一心力共同

為學校教育理想努力以赴。 

  （二）善用儀式、典禮強化成員對學校教育理念的知覺。任何儀式與典禮的

背後都有一個隱含的價值觀，學校教育理想可藉此途徑傳導。學校領導者應洞悉

學校現有的各類典禮、儀式等活動所象徵的意義，期能做適度的興革，以有助學

校辦學理想的顯揚為考量。 

  （三）重視學校優良傳統的傳承與革新。學校所有的優良文化傳統有其深厚

久遠的根基，是學校特色之所在且常為成員所津津樂道。學校文化傳統一方面凝

聚了成員意識，一方面卻易流於故步自封。故學校應體察社會脈動，使其所傳承

的文化，在固守與變革中取得平衡。 

（四）隆重嘉勉工作表現突出的師生，記錄組織成員的光榮事蹟。一旦學校

英才事蹟在組織中流傳，亦將植入成員「有為者亦若是」之意識。表揚學校成員

為校爭光或不凡的表現，正是學校良質文化彰顯的佳機。 

（五）審慎辦理校長遴聘及加強辦學績效考核。校長是學校文化的主導者，

也是學校目標的掌舵者，校長的品德、能力、領導風格對學校文化良窳與學校發

展興衰息息相關，故為確保優質學校文化，在校長遴聘、任期與考核等事項，應

審慎重新檢討，提昇學校效能，達成學校目標。 

     從國內學者對學校組織文化的功能的相關研究，可以了解其功能性。因此

就學校組織文化的功能性，歸納各學者（李茂興，1994；吳知賢，1994；張永欽

2002；張德銳，1994；張慶勳，1996；章珮瑜，2000；蔡進雄，2000）看法可分

為正面功能性與負面功能性，說明如下： 

（一）學校組織文化的正面功能性 

1.溝通的功能：提供組織內成員溝通之基礎，對成員提供一種對組織未來合理解

釋，具備減低個人焦慮作用。  

2.認同的功能：當組織成員對組織未來前景抱持樂觀看法，自然會為組織貢獻心



力，不計較個人利益，增進組織成員對組織的認同感。  

3.凝聚的功能：使成員了解組織的歷史傳統，也反映成員認知、情感的共識， 凝

聚共同的精神。  

4.象徵的功能：代表團隊的意涵，促使成員接受組織規範，使成員知道應該遵行

的準則，即組織文化具有約束成員作用。  

5.互信的功能：彼此成員一種內在的信任的機制。  

6.責任的功能：負擔對於組織的任務，共有共享的組織文化使成員與組織相互連

接，增進成員對團體價值與管理哲學的投入。  

7.績效的功能：相互勉勵達成某種目標的向心力。  

8.和諧的功能：情感交流、相互扶持、和衷共濟。  

（二）學校組織文化的負面功能  

1.封閉的功能：組織文化是一種次級文化，具有區域性，因此形成保守和獨特的

封閉觀念。  

2.分化的功能：組織是次級團體，有其自身的利益和信念價值，為保有利益和堅

持信念價值，容易成為分化的對象。  

3.自我的功能：組織的次級文化愈強，自我意識愈強，不願妥協，自以為是，造 

成紛亂。  

4.退縮的功能：組織文化有其侷限性，組織成員隨遇而安，跟隨著組織運作，不 

願突破現狀，造成退縮現象。  

5.懷疑的功能：組織中雖有共同的信念價值，但是不同組織間必然相互懷疑，尤 

其是信念愈強價值單一時，更易造成猜疑。  

6.與次及文化產生衝突能：不同組織間因利益不同，價值相異，若無共識，彼此

間衝突難免。  

7.阻礙組織的變革：組織文化與組織目標方向相反，反而阻礙組織的發展與目標

的達成。 



綜上所述，學校組織文化是一種次級文化，具有其獨特性與綜合性，其正面

功能是溝通的、認同的、凝聚的、象徵的、互信的、責任的、績效的、和諧的。

對於學校教育的發展是大有幫助。因此，校長應該運用學校組織文化的正面功

能，激發全校的同仁對學校的向心力，以免出現對學校的負面功能，而造成學校

組織內部出現分裂，然而負面的功能也可能是轉機，運用得宜也能促使學校進

步。因此，校長應掌握時機，讓學校組織隨時因應各種不同的情境，使學校獲得

助力，而塑造優良的學校組織文化，將有助於促進學校正常運作與快速成長或在

學校面臨重大危機時能妥善因應而轉危為安。   

總之，在當前教育改革的浪潮中，學校領導者應體認組織文化對學校組織變

革的巨大影響力，重視學校文化層面的經營，構思發展健全文化的可行途徑，以

奠定教育改革成功的根基。教育行政單位亦應加強校長績效考核，獎優汰劣，以

敦促校長秉持教育使命感，以專業理念主持校務，確保優良學校文化的永績發展。 

六、學校組織文化之評量指標 

    在測量學校組織文化之方面，過去有不少研究提供了諸多評量指標。由於組

織文化之複雜程度使得各個研究者在指標之使用上差異極大，且範圍極廣。以下

整理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對組織文化評量指標之觀點，作為本研究在編擬研究

工具及資料分析之參考。整理結果如表2-3。 

 

 

 

 

 

 

 

 



表2－3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組織文化評量指標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學校組織文化評量指標 

O’Reilly、Chatman和
Caldwell（1991） 

發展出「組織文化剖析量表」（organizational culture profile，OCP），
包含創新精神、注重細節、成果導向、積極進取、團隊導向、尊重

人員、工作穩定等七個層面。 

Weber 和 Pliskin
（1995） 

認為組織之文化測量應由以下七個層面著手，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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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Donnelly（1997） 

認為組織文化之層面應包括：1.組織結構；2.創新（創造性）；3.
工作績效獎勵；4.組織；5.組織計畫與目標；6.溝通方式；7.環境；
8.人性化工作環境；9.個別發展；10.新成員甄選。 

Keup、Walker、Austin
和Lindholm（2001） 

 認為組織文化應包括組織領導風格、資源分配、組織架構、決策

與外部關係等五項。 
吳璧如（1990） 指出「學校組織文化」應包括八個層面，分別為：參與決定、結構、

權力運用、溝通、衝突、關懷倡導、激勵創新。 
許清勇（2001） 認為學校組織文化之層面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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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玳玉（2001） 認為學校文化領導之層面包括有六項，分別為：合作領導、教師合

作、專業發展、目標一致性、學校支持、學習合作關係。  
卓鴻賓（2004） 歸納學校文化評量指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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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國內外學者之研究可知對於學校組織文化評量指標之看法有所差異。歸

納而言，學校組織文化之評量指標至少應包含以下四大層面： 

（一）組織特色 

    組織的目標、規模大小、領導者的風格與組織成員的屬性等均有所差異，在

長期互動中會造成組織文化發展的不同，進而發展出與眾不同的獨特性及特色。

因此組織特色包含針對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在有效率及力求創新下運作組織結



構，並使校園組織成員充滿旺盛企圖心，發展出學校組織特色。 

（二）組織運作 

組織是由不同成員組成，經由結構的設置、權責關係的確立與人員職務的安

排，運用內外資源達成有效的組織運作。本研究將組織運作定義為組織為發揮其

功能並達成其目標，整合相關資源，透過組織之領導、溝通協調等方式，有計劃

的執行、考核檢討，以發揮組織效能的一種歷程。 

（三）組織氣氛 

     學校良好的組織氣氛，是強調成員之間和諧、親密、合作與互信，在此情

境下能提高學校辦學的績效。良好組織氣氛包含師生關係良好、行政人員與老師

互動良好、教師具有高度熱誠、校園倫理氣氛和諧就像一家人。 

（四）組織認同 

組織成員在組織中經歷的社會化、溝通協調、互助合作等歷程，進而了解組

織的規範和組織的價值觀。表現出來的行為大致符合組織要求，對組織產生認同

感。所以學校固有文化都能努力維護與支持，在校園倫理和諧就像一家人的工作

氣氛下，對組織產生任同感。 

 

 

 

 

 

 

 

 



第二節   學校效能的意涵 

 

學校效能的研究自1966年的卡爾曼報告書（Coleman Report）發表以來，許

多學者紛紛投入學校效能領域的探討，學校效能的內涵也不斷地演進及充實，根

據各種研究指出，有效能的學校較易提升教育成果、也更容易達成學校的目標。 

 

一、學校效能的意義 

    學校效能的領域甚廣，與學校教育品質皆有密切關係。學校是組織中的一

類，但由於其組織的特性與一般企業組織不同，如學校較不明確且不易量化，欲

對學校效能加以界定或測量有其困難。一般研究學者認為、「效能」的性質及意

義 是一個「構念」（construct），而不是一個「概念」（concept）。「構念」

是無法由現實世界的具體事件直接接觸而來，而是必須經由高層次的「抽象化」

的推演。「效能」是為達目標的程度，是資源運用後所產生的結果，凡是完全達

成目標者即為效能。 簡言之，「效能」即是運用所有可以支配的資源，在一定

期限內，達成所預期的目標。因此，「有效能的學校」就是指能達成教育目標的

學校。 茲列舉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的看法如表2－4。 

 

 

 

 

 

 

 

 

 

 



表 2－4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之意義一覽表 

研究者 學校效能的意義 
Frederick（1987） 認為高成就學校包括：強勢的行政領導，特別是在課程與教學方面，

可促進學習的安全、有秩序的環境，教師普遍瞭解教學重心，並且

將學生的成就作為評鑑的基礎。  

Stoll和Fink（1993）認為有效能的學校能達到普通任務（教學領導、清楚目標、分享價

值和信念）、傳導性學習氣氛（物質環境、再認知和激勵、積極的

學生行為、父母和社區的投入、學生投入和有責任感）、強調學習

（教學與課程的重視、教師發展）等層面的目標。  
Young（1998） 學校效能是學校運用現有的教育資源，表現於提振 

教師工作士氣及學生學業成就的程度。  
李佳霓（1999） 學校效能是學校為達成其教育目標所進行的方法、過程、手段及結

果，包括學校氣氛、工作滿足、教學品質、學生表現等四個層面。 
李幸（2001） 學校效能可界定為：學校內、外部之經營、運作結果與績效，所達

成學校教育目標的程度。  
葉天賞（2001） 學校效能應包括質（學校組織氣氛、教師教學的品質、學校領導的

效能、高度的期望或理想目標）和量（學生學習效果及成就測驗）

兩個層面。所以，學生各層面的特性也是界定學校效能的要素。 
郭慶發（2001） 學校效能指學校在整體表現上皆有良好成績，包括環境設備、行政

領導、教師教學、學生表現、社區支援、學校氣氛等方面，皆能達

成學校預設之目標。  
紀有田（2003） 學校效能應包括學校內外部之經營、行政運作的結果與管理績效及

其所達成目標之程度而言。 
鄭文宗（2004） 學校效能是一種評量教育目標達成程度的綜合性指標之泛稱。包含

學校文化、學生學業成績及教職員的發展，尤其重視家長的參與、

支持及社區的互動。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內外部的經營、在整體表現上共

有良好的成就。包括了四個層面： 

1.行政管理：包含校長的領導、學校氣氛、校園環境規劃、各處室溝通協調及配

合等運作，組織成員工作滿意度及成就感。 

2.教學品質：行政資源充分配合教學、使教師教學方法、態度及敬業精神，以及

專業知能發揮，充實學生基本能力。 



3.學生表現：指學生的學習行為及校內外的實際表現。包括學習態度、行為及學

業表現。 

4.家長與社區認同：指家長和社區對校務的參與及認同感。包括對學校人力、物

力的支援；與學校合作與聯繫。 

 

二、有效能學校的特徵 

學校效能有何特徵？Purkey和 Smith（1983）從結構與歷程來歸納學校效能

的特徵，分兩個層面來說明： 

1.從結構面而言：包括學校經營與領導、教職員的安定、課程的發展、教職員的

進修與成長、全校學生的認同與表現、社區及家長的參與和支持。 

2.從歷程面而言：包括合作計劃的推廣、師生及同事之間的關係、清楚的願景與

目標，高度的期望與分享。 

有效能的學校是經過學校組織氣氛與文化、學校工學（即課程與教學）、學

校組織結構等三個內涵，在校長和教師教學領導之下，塑造了學生的學習脈絡與

情境，進而導致學生結果的效能（吳明隆，2004）。有效能學校的特徵，綜合國

內外學者的研究如表 2－5。 

 

 

 

 

 

 

 

 

 

 



表 2－5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特徵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學校效能的特徵 
 

Levine 和 Lezotte
（1990） 

曾進行有效能學校之探討與分析，結果歸納出有效能學校之特徵有

九大項： 1、生產性的學校氣氛和文化。2、重視學生重要學習技
巧的獲得。 3、適切地督視學生的進步。 4、實用取向的教職員發
展。 5、傑出的領導。 6、家長積極參與。 7、有效教學的安排與
實施。 8、學生高度的期望和要求。 9、其他可能相關的項目（引
自吳清山，2002）。  

 
Reynolds（1992） 認為學校效能具有以下的特徵：  

1、有計畫的領導。 2、決策須有代表性。 3、教師的意見能獲採

納。 4、教師須有一致性。 5、學校生活結構化。 6、引發腦力發

展的教學。 7、以工作為中心的環境。 8、課堂上的焦點。 9、師
生間充分的溝通。 10、監督紀錄的持續。 11、家長的參與。 12、
良好的氣氛（引自陳慕華，2002）。  

 
Hopkins 、 Ainscow 
和West（1994） 

曾就相關文獻分析結果，認為有效能學校具有八項代表性的特徵：

1、著重課程的學校領導。 2、校內的支持性氣氛。 3、強調課程
與教學。 4、明確的目標與對學生的高度期望。 5、具有學生表現
與學習成就的監視系統。 6、進行中的教職員發展方案與在職進

修。7、學生家長的投入與支持。 8、地方教育當局與校外的支持
（引自張瑞村，1998）。 

林月盛（1995） 歸納學者有效能學校的特徵為：1.學生學習的成績表現；2.家長及
社區人士的支持；3.有效的行政領導； 4.學校的環境設備；5.對學
生的照顧；6.整體的團隊精神。  

 
江志正（2000） 將各學者之研究發現及所認定有效能學校的特徵歸納如下：  

1.學校服務行政績效，包括： 
 (1)強勢的領導。(2)明確的目標。(3)良好的服務。 (4)高的期望。
2.教師專業的服務品質：教學認真、投入、滿意、團隊精神。 
3.學生成就表現，包括：(1)學生的參與投入。(2)各學科的成就。
4.家長的支持與認同：表現在家長的支持、認同、參與及滿意感。

 
 
 
 
 



續表 2－5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特徵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學校效能的特徵 
林明地等人（2000） 根據培齊和史密斯的研究，認為有效能的學校共有以下13 個特徵：

1.以學校為基礎的管理（school－site management）以及民主式的決
定，亦即個別學校對於教育問題的解決有更大的自主空間，並承擔

更大的責任。  
2.強勢的領導，這可來自行政人員或是小組成員。  
3.有計劃的統整課程  
4.全校性教職員的專業發展。  
5.家長的參與及支持。  
6.對於學業成功的全校性認同。  
7.秩序與紀律的共識。  
8.共享的明確目標及高度可成就的期望。  
9.合作性的計劃與同僚互享的關係。  
10.學校猶如社區（sense of community），成員彼此互相分享。  
11.強調用於教學與學習時間，減少臨時活動之干擾。  
12.教職員的穩定性，可助長一個強烈具凝聚的學校文化。  
13.來自學區的支持，已增加學校的定義及解決重要問題之依據。

 
吳清山（2002） 從學者們的研究歸納出有效能學校的特徵至少是： 1、強勢領導。

2、和諧的學校氣氛和良好的學校文化。 3、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

習得。 4、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 5、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 6、
經常督視學生的進步。 7、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 8、妥善的學校
環境。 9、社區、家長的參與和支持。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國內外學者上述研究，對於有效能學校的特徵之描述，雖不盡相同，然

而，歸納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有效能的學校至少須涵蓋以下五項特徵： 

1.有效能的學校建構在以學生為中心的基礎上，以行政服務為理念，積極為學生

服務，重視個別差異與適性教學，學生學習成就與行為表現自我成長。 

2.有效能的學校提供有益於學習的教學活動，建構一個優質的學習情境、合適的

課程規劃與優良的教學品質，以促進學生再學習的動機。 

3.有效能的學校是一個和諧的學校氣氛與優質的學校文化。 

4.有效能的學校重視領導溝通與行政措施有績效。 



5.有效能的學校重視家長與社區積極參與，學校能與家長、社區保持良好的互動

關係。 

 
三、研究學校效能的四種模式 

學校是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園地，能夠使教師進行有效的教學和學生有效

學習，除了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能及專業精神外，也需要行政充分支援和家長、社

區的全力支持。因此學校的效能理論建構，應以學生、教師、行政人員與家長為

重要依據。 

基於上述所言，學校效能的理論建構以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及家

長支持為主軸。必須運用理論為依據，已發展出特定指標作為效能的一種測量。

迄今為止國內外對於有關學校效能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種模式： 

（一）組織效能的目標模式 

組織效能係以目標達成之程度來界定，也就是說目標模式認為組織效能及目

標達成的程度（吳培源，1994）。假使組織活動的結果符合或超過組織目標，則

是有效能的組織。  

目標模式所指的目標有二種，分別是「正式目標」、「運作目標」。正式目

標是指教育行政當局對於學校的任務與目的知正式陳述，如各級學校教育目標。

正式目標大多期望學校達成所有學生潛能開發的目標；運作目標是反應出學校組

織真正的意圖與目的。也就是運作的目標表現於學校實際任務和活動的縮影，例

如：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表現、教師善用教學方法。 

王如哲（2003）指出理想的目標模式是基於： 

1.由優質的決策團體來訂定目標。 

2.目標能清楚定義，讓參與者所了解。 

3.目標的數量要少到足以能施行。  

4.目標能提供評鑑效能的規準。  

（二）組織效能的系統資源模式 



系統－資源模式將系統界定為，在環境確保有利的協商立場之組織能力，以

及利用此種立場來獲取有價值的資源（王如哲，2003）。簡而言之，此模式將注

意力朝向使組織普遍獲得資源的能力，持續進行價值資源的交易與競爭的過程。 

認為組織是一個開放系統，它與環境經由資訊及能源的相互交換而互相依

存。因此，組織的效能即代表組織效能在環境中獲得有利的地位，並利用此優勢

獲得有價值的資源。所以系統資源模式是： 

1.組織是對外在環境關係密切的開放系統。 

2.是組織系統內的和諧能爭取績效。 

3.是組織間為有價值的資源具有敏銳的監控機制。  

（三）組織效能的參與滿意模式 

參與滿意模式是以組織成員的利益與滿足來衡量組織效能。此一模式以任

務、組織和個人對工作滿意度的指標達成度，作為評量的規準。 

組織活動必須能使成員獲得滿足，組織所追求的目標才有意義。因此，成員

的滿意程度的重要層面。參與者有下列三種層次：  

1.個人層次：個人替組織工作，乃為換取報酬，只有個人動機獲得滿足，組織才

可營運和生存。組織的效能，端看他是否能提供足夠的獎賞，又使參與者努力奉

獻。  

2.組織層次：組織與成員唯一體，組織提供支持環境，成員因受激勵而作最大的

貢獻，雙方相得益彰。組織達成目標，成員獲得成長和滿足。  

3.任務層次：追求工作的品質與卓越，一所有效能的學校其任務是重視服務對象

的滿意與期望，符合有品質學校所標榜的「顧客滿意」。 

（四）組織效能的決定歷程模式： 

對於教育組織領域而言，有效能的學校創造出優質的學生，以及有效率的處

理種種問題。因此組織透過系統整合及目標達成的協助，能發展各種蒐集資訊與

獲致資源的方法，而這些方法是可以觀察評量。 

    組織效能是多層面而非單層面的概念（Hoy & Ferguson，1985）。因此，目



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參與滿意模式、決定歷程模式這四種理論模式，各有不

同，但彼此並非無法相容調和，若能形成一個統整模式，更能符合組織效能的特

性（吳培源，1994）。  

 

四、學校效能之評量指標 

     評量「學校效能」的指標，因可以測量的評鑑指標，往往是多元而複雜的。

因此，欲評量學校效能，必需從多個變量加以測量，從多方面有系統的角度來看

學校效能（林偉人，1997）。以下整理多位國內、外學者專家對學校效能評量指

標的觀點，作為編擬研究工具及資料分析之參考。整理結果如表2－6所示。  

 

表2－6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學校效能評量指標 

Lopez（1987） 認為學校效能的指標為：1.安全而有秩序的環境。  
2.明確的學校任務。 3.教學領導。 4.高度的期望。  
5.學習機會與學生的學習時間。 6.經常監督學生的進步。  
7.學校與學生家長的關係。  

Owens（1991） 認為學校組織效能的指標可概分為客觀指標與主觀指標：  
1.客觀指標：成就的測量（如測驗成績）、行為的測量（如學生中

途輟學率、學生缺席率）。  
2.主觀指標：包括學校公共關係的評定，以及對學校績效態度的調

查。  
Scheerens（1992） 認為經常被提及的四種學校效能觀點為：  

1.生產力。  
2.適應力或對外部環境的反應能力。  
3.連續性，其重要的觀點係指內部結構的穩定性。  
4.組織成員的承諾與滿意度。  

Baldwin、Coney 和
Thomas（1993） 

 發展出「學校效能問卷」，其所採用的學校效能指標共有十 
一個層面：1.有效的教學領導。 2.清楚而明確的教學任務。  
3.安全有秩序的環境。 4.正面的學校氣氛。 5.高度的期望。  
6.經常評鑑學生的成就。 7.重視基本技能的學習。  
8.提供學習的最大機會。 9.父母及社區的參與。  
10.強勢的專業發展。 11.教師參與決定  

 



續表2－6 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學校效能評量指標 

Robert(1995) 指出「學校效能」的指標有:教職員的工作滿意度、學生的 
學習成就、組織的特色能夠和諧有效率、社會大眾對學校組織的滿

意。  

高義展（1998） 選取四大指標作為研究學校效能的內涵：  
1.行政方面：環境規畫、行政溝通。  
2.教師方面：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  
3.學生方面：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  
4.家長方面：家長與學校關係。  

李 幸（2001） 認為學校效能的指標有：  
1.行政績效。  
2.教學品質。  
3.學生表現。  
4.家長社區的認同支持。  

葉天賞（2001） 認為學校效能指標有：  
1.學校規劃。 2.教學品質。 3.學校氣氛。 4.家長參與。  

吳明雄（2001） 提出「學校效能」指標為：校園環境設備、行政溝通協調、 
教師工作滿足、教師教學品質、學校組織氣氛、學生學習表現、社

區家長參與師生互動關係、課程教學安排等。 
陳慕華（2002） 歸納為兩項指標：  

1.「組織目標的達成」層面：行政績效、教學品質、學生表現。 
2.「組織成員的滿足」層面：師生關係、學校氣氛。  

吳清山（2003） 認為學校效能的指標有十：  
1.校長領導能力。 2.教師教學品質。 3.教師專業成長。 
4.行政工作效率。 5.學校學習氣氛。 6.行政支援教學。  
7.家長社區支持。 8.教師工作士氣。 9.行政溝通協調。  
10.學生學業表現。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國內外學者之研究可知對於有效能學校的評量指標之看法不盡相同。本

研究歸納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學校的評量指標至少須涵蓋以下四個向

度： 

1. 行政管理層面：是指校長領導方式、校園規劃與維護、行政溝通協調、學校

組織氣氛、行政電腦化。 



2. 教學品質層面：教師教學品質與規劃、教師工作滿足、教師專業成長、行政

支援教學、學校學習氣氛。 

3. 學生表現層面：學生學業表現與期望、學生行為表現、良好的師生關係。 

4. 家長與社區認同層面：家長與學校的關係、良好的親師溝通、能妥善運用社

區資源。 

 
 
 
 
 
 
 
 
 
 
 
 
 
 
 
 
 
 
 
 
 
 
 
 
 
 
 
 
 
 
 



第三節   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一、學校組織文化相關研究 

陳聖謨（1995）研究高級中學組織文化與教師教學承諾之關係，發現各個不

同背景屬性之高級中學，其組織文化強度並無顯著差異；組織文化強度、學校組

織價值觀與教師教學承諾有高顯著相關；組織文化強度對「工作認同」、「關愛學

生」及教師整體教學承諾最具預測力。 

林淑芬（2001）探討競值架構在國中校長領導行為及組織文化之應用，發現

國民中學組織文化以「團體文化」類型取向居多；在組織文化知覺上，教師年齡

「21 歲至未滿 30」者於「權變文化」層面上，顯著高於「40 歲至未滿 50 歲」

者；校長領導行為與組織文化互相有關聯。 

羅錦財（2001） 探討國民中學領導角色與組織文化之競值途徑，獲得以下

結論：四種類型的組織文化（凝聚共識文化、成長調適文化、理性主導文化及層

級節制文化）都有其價值性與必要性，其結構應重均衡的發展；國民中學校長領

導角色與組織文化呈正相關。 

蔡志隆（2003）研究雲林縣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氣氛之關係，發現：1.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屬「高程度」，其中以「組織學習方法與創新」的知覺得分最

高，以「團隊學習與深度匯談」的知覺得分最低。2. 國民小學的組織氣氛是校

長的「高度支持」、「中度監督」與「低度干擾」氣氛；教師的「高度同僚」、

「高度親和」與「低度疏離」氣氛。校長的開放度是「中程度」，教師的開放度

是「高程度」，學校以「開放型氣氛」居多，以「投入型氣氛」的學校較少。3. 

不同的教師性別、年齡、學歷、學校規模及學校位置在雲林縣國民小學組織氣氛

的知覺有顯著差異。4. 組織學習與校長的支持行為、教師的同僚行為、教師的

親和行為及教師開放度呈現中度正相關；與校長的監督行為及校長開放度呈低度

正相關；與教師的疏離行為呈現低度負相關。 

林進生（2004）以屏東縣崇和國民小學研究新設學校組織文化之發展，發現



在「文化建構」上「年輕」是學校的象徵，成員充滿著朝氣、活力與創意，是組

織中的資產，並且透過校園綠地規劃，以塑造優雅的校園環境。在「文化運作的

機制」，領導者以身作則的處事態度，凝聚了學校成員的向心力，而精神的鼓勵

與行政的支持更甚於實質的獎勵。在「分析組織的價值與基本假定」，快樂的學

習、活力的校園及資訊教育是學校發展的目標，並能展現「孩子是教育主體」的

價值觀。 

李政翰（2004）研究桃園縣國民中學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公民行為之關係，

結果發現不同學校位置、校齡、學校規模在學校組織文化上無顯著差異；不同學

校位置、校齡、學校規模在組織公民行為上無顯著差異；學校組織文化中團隊精

神、正直誠信、參與決定及專業承諾等四個層面對組織公民行為最具有預測力。 

    卓鴻賓（2004）以台灣中部地區公立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探討學校組織文

化與知識管理之相關，結果發現同年齡、職務、服務年資、學歷及學校規模之中

部地區公立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組織文化之看法有顯著差異情形。 

在背景變項方面，過去研究者探討不同背景變項與學校組織文化的關係經研

究者整理如下： 

（一）性別與組織文化的關係 

陳聖謨（1995）研究發現女性所知覺的學校組織價值觀較低。許祝瑛（1999） 

男性的教師，對於學校組織文化的評價較高。許清勇（2001）研究發現國民小學

教師性別在組織文化量表上有顯著差異。宋德發（2004）研究發現臺北市立國小

校長採用塑造學校組織文化的策略，不因性別不同而有差異。丁福慶（2004）男

性知覺到較高的學校組織文化。 

綜上所述，不同性別的教師對學校組織文化的知覺情形，研究結果並不一

致，有些研究結果發現男女教師之間並沒有顯著差異存在，而發現有差異的大多

為男性優於女性，此部分有待繼續研究。  

（二）年齡與組織文化的關係  

    鄭曜忠（2001）研究發現不同年齡之高級中學之教育人員對組織文化的看



法，「50歲以上」組顯著高於「28-33歲」組。吳春助（2001）研究發現不同年齡

之受試者，「51-60歲」組顯著高於「30歲以下」組及「31-40歲」組。宋德發（2004）

研究發現不同年齡之受試者，並沒有顯著差異。 

綜上所述，有關年齡與學校組織文化的看法，有些學者研究發現兩者之間並

無顯著差異存在；部分學者則認為學歷不同的教師在學校組織文化的知覺上有所

差異，但研究結果相當分歧，無一致發現，有待繼續探討。  

（三）學歷與組織文化的關係  

    鄭曜忠（2001）研究發現不同學歷之高級中學之教育人員對組織文化的看

法，學歷較低者顯著高於學歷較高者。吳春助（2001）研究發現不同學歷之受試

者，並沒有顯著差異。宋德發（2004）研究發現不同學歷之受試者，並沒有顯著

差異。 

綜上所述，有關學歷與學校組織文化的看法，有些學者研究發現兩者之間並

無顯著差異存在；部分學者則認為學歷不同的教師在學校組織文化的知覺上有所

差異，但研究結果相當分歧，無一致發現，有待繼續探討。  

（四）服務年資與組織文化的關係  

卓鴻賓（2004）研究發現服務年資之中部地區公立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組織

文化之看法有顯著差異情形。宋德發（2004）研究發現臺北市立國小校長採用塑

造學校組織文化的策略，不因服務年資不同而有差異。許清勇（2001）研究發現

國民小學教師服務年資在組織文化量表上有顯著差異。許祝瑛（1999）服務年資

較長的教師，對於學校組織文化的評價較高。  

根據以上學者的研究，大多發現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文化的知覺

有顯著差異存在，並且一致的發現年資深的教師顯著高於年資淺的教師。  

（五）學校歷史與組織文化的關係 

許清勇（2001）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創校歷史等背景變項，在組織文化量

表上有顯著差異。吳春助（2003）以台北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發現

到不同的「學校歷史」對於國民小學校長組織文化塑造上均無顯著差異，然而不



同「學校歷史」對於國民小學校長長學校組織文化之塑造之「基本假定」、「共同

價值觀」、「象徵性標誌」、「象徵性語言」上均有顯著差異。李政翰（2004）研究

發現校齡在學校組織文化上無顯著差異。宋德發（2004）研究發現臺北市立國小

校長採用塑造學校組織文化的策略，不因學校歷史不同而有差異，而在學校規模

不同時有差異。 

綜上所述，有關學校歷史與學校組織文化的看法，有些學者研究發現兩者之

間並無顯著差異存在；部分學者則認為創校年數不同的學校教師在學校組織文化

的知覺上有所差異，但研究結果相當分歧，無一致發現，有待繼續探討。  

（六）學校規模與組織文化的關係 

    吳春助（2001）以台北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不同的「學校規模」

在國民小學校長學校組織文化之塑造之「基本假定」、「共同價值觀」、「共同行為

規範」、「象徵性標誌」、「象徵性語言」上均有顯著差異。黃裕敏（2003）以台東

縣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發現到不同規模的學校在組織文化「基本假定」及「環

境意識」上，12 班以下高於 25 班以上學校。李政翰（2004）研究發現學校規

模在學校組織文化上無顯著差異。 

卓鴻賓（2004）研究發現學校規模之中部地區公立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組織

文化之看法有顯著差異情形。宋德發（2004）研究發現臺北市立國小校長採用塑

造學校組織文化的策略，在學校規模不同時有差異，尤其是 73班以上的大規模

學校的校長知覺最高。林木城（2004）研究發現不同學校規模：學校願景管理與

組織文化均顯現「12班（含）以下」學校得分情形優於「13-48班」及「49班（含）

以上」學校。「13-48班」與「49班（含）以上」學校在整體表現上未達顯著差

異。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部分研究認為學校組織文化因學校規模不同而有顯著差

異，但也有些研究結果認為無顯著差異。大部分的研究發現傾向於小型學校的教

師在整體學校效能的知覺高於中、大型學校。因此，學校規模的不同在學校效能

知覺上是否有顯著差異，研究結果並不一致，有待進一步探討。  



（七）學校位置與組織文化的關係 

    黃裕敏（2003）以台東縣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發現到不同「學校位置」在

學校組織文化之各層面上則沒有顯著差異。李政翰（2004）研究發現不同學校位

置學校組織文化上無顯著差異。林木城（2004）研究發現不同學校所在地區：學

校願景管理與組織文化均顯現「偏遠地區」學校得分情形優於「一般地區」、「都

會地區」學校。「一般地區」與「都會地區」學校在整體表現上未達顯著差異。 

綜上所述，有些學者認為不同地區的學校教師，在學校組織文化知覺上有顯

著差異。但仍有部分學者研究指出，學校組織文化並未因學校所在地的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因此，學校所在地區的不同，在學校組織文化知覺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仍須進一步研究證實。  

（八）學校類型與組織文化的關係  

鄭曜忠（2001）研究發現不同學校類型之高級中學之教育人員對組織文化的

看法，並沒有顯著差異。有關學校類型與學校組織文化的看法，閱讀相關文獻對

於學校類型（公私立之別）與組織文化的關係之相關研究甚少，有待本研究針對

相關議題做進一步探討。  

 

二、學校效能相關研究 

李佳霓（1999）以高雄縣市國民中學教師870人為對象，進行「國民中學組

織學習、教師個人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結果發現：（1）國民中學組

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具有正相關，及學校組織學習愈佳，則學校效能愈佳。（2）

教師個人學習學習愈佳，則學校效能也愈佳。（3）在背景變項、組織學習與教

師個人學習對學校效能之預測方面，以自我學習最具預測力。 

魏建忠（2001）的以台灣地區 126 所綜合高中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綜

合高中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結果發現：綜合高中學校教師專業

成長情況尚屬良好，學校效能情況屬中上程度。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呈現正

相關，亦即教師專業成長愈高，學校效能也愈佳。教師專業成長各層面可以預測



整體學校效能達 56％的變異量。 

施東陽（2004）以中部地區國小為研究對象探討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關

係，所得主要研究結論如下：中部地區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以「校長領導」層面的

知覺最高，而「學生表現」層面的知覺較不理想。年齡較大、年資較長、兼任行

政職務之教師，其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情況較佳。學校規模大小對學校效能有不同

的認知層面；創校年數中等的學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情況較佳。 

鄭文宗（2004）探討高雄市高中職行政主管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之關係，發

現高雄市高中職整體學校效能表現良好，惟其中「工作滿意度」部分仍有改善的

空間。高中職主任級行政主管對於學校效能評價，顯著高於組長級行政主管的現

象，值得進一步研究其成因。行政主管整體轉型領導偏向愈強，其所服務的學校

效能也會愈佳。 

有關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之研究，研究就過去有關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的關

係研究茲分別整理如下： 

（一）性別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林月盛（1995）曾探討國民小學之學校效能，結果發現：男、女教 師對學

校組織效能的知覺無顯著差異；但在「師生工作表現」、「學校社區關係」兩個

層面上則男教師優於女教師，且達顯著水準。周崇儒（1996）研究發現不同性別

的教師在學校效能量表上的得分，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魏建忠（2001）研究發

現不同性別的教師，對學校效能各向度的得分平均數的差異情形，均未達顯著水

準。石遠誠（2002）研究發現男性之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認知情況較理想。蔡宗

興（2004）研究發現國民中學男性教育人員、年齡愈長、服務年資愈長對校長型

領導與學校效能有較高的知覺。鄭文川（2004）研究發現不同變項性別的知覺對

學校效能有顯著差異。 

綜上所述，不同性別的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情形，研究結果並不一致，有

些研究結果發現男女教師之間並沒有顯著差異存在，而發現有差異的大多為男性

優於女性，有待繼續研究。 



（二）年齡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陳群龍（2002）研究發現不同年齡的教師在學校效能量表上的得分，達到顯

著差異，且在「年齡較高」的得分顯著高於「年齡較輕」的教師。郭振生（2003）

研究發現年齡較高的教師在學校效能量表上的得分，達到顯著差異，且在年齡較

高者的得分高於年齡較輕的教師。施東陽（2003）研究發現年齡較大的教師在學

校效能量表上的得分，達到顯著差異，且在年齡較大者的得分高於年齡較輕的教

師。 

（三）學歷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周崇儒（1996）研究發現不同學歷的教師在學校效能量表上的得分，達到顯

著差異，且在「學歷較低者」的得分顯著高於學歷較高的教師。陳群龍（2002）

研究發現不同學歷的教師在學校效能量表上的得分，達到顯著差異，且在「博士

學位」及「專科學位」的得分顯著高於「碩士學位」的教師。 

（四）服務年資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沈翠蓮（1994）研究發現在「整體學校效能」方面，任教21-30年、31年以

上教師優於任教第一年、2-5年教師；任教11-20年、21-30年、31年以上各組教師

優於教6-10年教師。林月盛（1995）曾探討國民小學之學校效能，結果發現：就

教師服務年資而言，在「師生工作表現」、「學校認同感」、「學校社區關係」、

「教師教學品質」、與「師生互動關係」五個層面上均有顯著差異，且達統計顯

著水準。經Scheffě法進行事後比較發現：「11年至20年」、「21年至30年」、「31

年以上」組均比「5年以下」組好；且「11至20年」、「21年30年」、「31年以

上」組均比「6至10年」組好；「31年以上組」比「11年至20年」、「21年至30

年」組好。  

周崇儒（1996）研究發現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在整體學校效能量表上的得

分，達到顯著差異，且在「學生學習表現」與「家長參與」兩向度上，服務16-25

年教師的得分顯著高於服務1 年以下、2-5年及6-15年的教師。張瑞村（1998）

亦有相似的研究結果，其認為任教年資在21年以上教師的知覺顯者高於任教年資



在4年至10年的教師，但任教年資在3年以下及11年至20年教師的知覺顯著高於任

教年資在4年至10年教師。 

魏建忠（2001）研究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在學校效能各向度的得分，結果均

未達顯著差異。蔡宗興（2004）研究發現國民中學服務年資愈長對校長型領導與

學校效能有較高的知覺。鄭文川（2004）研究發現不同變項性別、地區、年齡、

學校規模、職務、學歷）人員的知覺對學校效能有顯著差異。 

根據以上學者的研究，大多發現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有顯

著差異存在（除了魏建忠之研究），並且一致的發現年資深的教師顯著高於年資

淺的教師。  

（五）學校歷史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吳培源（1994）以國中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創校21年以下學校的教師對學

校效能的知覺優於21-30年及31年以上者，且31年以上優於21-30年。呂祝義

（1994）以國中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創校21-31年學校的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

覺優於10年以下。葉天賞（2001）研究「國民中學校長行政溝通行為與學校效能

之關係」，發現不同學校歷史的國中教師在整體學校效能的知覺有顯著差異，學

校歷史「10年以上-20年」組之教師比「20年以上-40年」組為佳。  

綜上所述，有關學校歷史與學校效能的看法，大部分學者則認為創校年數不

同的學校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所差異，有待繼續探討。  

（六）學校規模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呂祝義（1994）分別以國中小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服務於學校規模較小之

學校的教師其對學校效能的知覺優於規模大者。李皓光（1995）分別以國小及高

職（中）教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學校規模與學校效能無關。沈翠蓮（1994）研究

發現「整體學校效能」方面，學校規模在13-24班的教師優於49 班以上的國小學

校教師。魏建忠（2001）研究發現不同學校規模之綜合高中教師在學校效能之「家

長參與及社區關係」向度上的看法達到顯著差異，學校規模在24班（含）以下的

教師高於31 班以上的教師。  



石遠誠（2002）研究發現規模大、中、小型學校對學校效能有不同認知層面。

蔡宗興（2004）研究發現不同規模學校的國中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除了

課程教學安排、社區家長參與層面達顯著差異外，其餘各層面皆未能達到顯著差

異。鄭文川（2004）研究發現學校規模的知覺對學校效能有顯著差異。 

綜上所述，有些研究認為學校效能因學校規模不同而有顯著差異，也有一些

研究結果認為無顯著差異。大部分的研究發現傾向於小型學校的教師在整體學校

效能的知覺高於中、大型學校。因此，學校規模的不同在學校效能知覺上是否有

顯著差異，研究結果並不一致，有待進一步探討。  

（七）學校地區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林月盛（1995）探討國民小學之學校效能，結果發現：就教師任教地區而言，

學校效能五個層面中在「學校認同感」、「教師教學品質」兩個層面上有差異，

且達顯著水準。整體學校效能上，則「城市」與「鄉鎮」學校均比「山地」學校

好。卓秀冬（1995）研究台灣省高級中等學校之學校效能，結果發現學校位置較

接近市中心對學校效能較具正面預測力。  

周崇儒（1996）研究發現不同學校所在地區的教師在整體學校效能量表上的

得分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魏建忠（2001）研究發現不同學校地區的綜合高中教

師在學校效能之「學生學習表現」向度上的看法，達到顯著差異，城市教師的得

分平均數高於鄉鎮的教師。石遠誠（2002）研究發現一般地區的學校對學校效能

認知情況較理想。鄭文川（2004）研究發現地區的知覺對學校效能有顯著差異。 

綜上所述，雖然不少學者認為不同地區的學校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上有顯

著差異；城市地區優於鄉鎮與偏遠地區。但仍有部分學者研究指出，學校效能並

未因學校所在地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因此，學校所在地區的不同，在學校效能

知覺上是否有顯著差異，仍須進一步研究證實。 

三、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陳燕慧（2002）探討國民小學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結果發現國民小學教育

人員對於組織文化之現況，整體而言組織文化尚稱良好。大多數國民小學教育人



員對於組織文化各層面的知覺偏高，其中知覺最高的是「基本假定」層面。國民

小學教育人員對於學校效能的現況，整體而言學校效能尚稱良好。大多數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普遍知覺到學校效能的概況，其中知覺較高的是「師生互動關係」層

面國民小學的組織文化頗高；男性、擔任行政工作、年齡較長、服務年資較深、

一般地區、學校規模較小之教育人員對組織文化的知覺較高。國小教育人員所知

覺的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具有正相關，學校組織文化知覺愈高，則學校效能愈

佳。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之間有密切之關聯性。 

    丁福慶（2004）研究雲嘉地區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所得主要

研究結論如下：男性、年長、資深、擔任校長及教師兼行政者知覺到較高的學校

組織文化與較高的學校效能。不同學歷的教育人員對學校組織文化的知覺有顯著

差異，但對學校效能則無顯著差異。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不因學校所在地

區、學校歷史及學校規模之大小而有顯著差異。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

能有顯著的正相關。 

 

    由以上分析可知，不同背景變景與環境變項對於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之

影響有待進一步之研究與驗證。故本研究中將逐一探討不同背景變項與學校組織

文化與學校效能之關係。這些背景變項包括：性別、年齡、學歷、服務年資、學

校類型、學校規模、學校位置與學校歷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