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的現況，透過問

卷調查的方式，分析不同背景的教師在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及教師賦權增

能上的差異，並進一步探討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間的相關

性。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說明研究問題；第

三節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在知識經濟高度競爭、強調教育鬆綁、建立終身學習與提升教育品質的

教育環境中，世界先進國家無不致力於敎育改革，希望藉由敎育品質的提升

以厚植國家人力的競爭優勢。 

課程是敎育的核心，因此課程改革勢必成為敎育改革的重心，學校競爭

壓力大，各校必須發展學校特色，才能在高度競爭的時代中脫穎而出。然而

課程革新、建立學校特色非一朝一夕可成，必需上從校長下到所屬的每一位

教職員同心協力方能有成。校長塑造團隊願景，鼓勵個人對組織投以關注與

期望，並能改善團隊成員的心智模式，才能自我超越，激起學習的動機，運

用團隊學習的力量及系統思維打造共同願景，善用知識管理，學習型領導來

形塑學習文化，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 

然而校長是學校的中心樞紐，學校推動總體課程營造，發展課程主體，

塑造參與、合作、民主的學習氣氛，推動課程發展與改革，校長必須積極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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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好課程領導者的角色，發揮並提升課程領導的能力，形塑學校共同願景，

讓學校成為一個教育社區或學習社區。在各校發展學校特色的同時，教師開

始參與課程改革、編選課程，進而發展課程、創新教學，校長擔負起發展學

校課程的舵手，領導學校相關人員發展適合學校的課程，因此校長的課程領

導是教育行政領導中不可忽視的重要課題。張明輝（2003）提出了六項校長

學校行政策略：重視課程領導、建構學習型學校、採行策略聯盟、落實知識

管理、配合組織再造、以及運用行銷策略。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課程領導，

被稱為首席教師的校長，在課程領導的能力也就備受重視。但校長應該運用

何種領導方式來引領學校成員賦予學校課程新面貌，校長扮演那些課程領導

者的角色，會使課程領導達到好的效果，正是本研究的第一項研究動機。 

校長的領導行為對於學校發展或效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蔡進雄，

2000），然而在多元而充斥矛盾想法的後現代社會中，過去被認為是對立的

概念，其實是具有緊密關係的。學校的組織打破了威權時代的科層體制，教

師不再只是聽命行事，多變的組織關係同時存在著互相對立的觀念及想法。

各種的領導理論似乎無法放諸四海皆準，看似言之有理，卻彼此間存在著矛

盾。Barach 與 Eckhardt（1998）認為領導在本質上具有弔詭的特性，例如：

賦權予他人或一手掌握權力；讓部眾自主性高或依賴領導中心，都是校長所

要面臨的矛盾想法。校長想同時兼顧穩定與彈性的領導，就存在著許多的衝

突與矛盾，事實上，校長若能呈現更多樣化的領導角色時，組織越能有效的

運作，因此，校長的課程領導需以更具包容的思考模式來執行。而 Quinn 所

提出的競值架構理論（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簡稱 CVF），強調「兼

容並蓄」的思考方式。在理論架構中試著以多元的思考方式，提供一種通盤

的眼界去看待領導的弔詭，進而掌握領導之本質，而這套競值架構近二十年

來一直被企業界所關注，用來探討領導者的領導行為是否為有效性的領導，

以及領導兼具那些角色時，能帶動組織進步，提高組織效能。是故本研究希

望以競值架構的領導觀念，來探究校長的課程領導，是本研究動機之二。 

面臨少子化的衝擊，學校積極建立學校的特色，期盼學校能永續經營。

企業界運用競值架構來探討領導者與組織效能、組織文化間關係的研究，皆

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從研究中（Denison, Hooijberg, & Quinn, 1995; H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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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n, 1993; Hooijberg, Hunt, & Dodge, 1997; Quinn, Spreitzer, & Hart, 1996）

發現領導者若能呈現更多元的領導角色與領導行為時，組織愈能有效地運作

。Cheng（1996）的研究亦進一步指出，國小校長若運用多個領導取向，相

較於使用單一領導取向的校長，會有較高的教師工作滿足與較好的領導效能

。因此學校雖和企業體系不盡相同，但仍重視領導者的領導效能、學校效能

與學校內的組織文化。 

目前以學校作為競值架構相關研究的論文，在國內有七篇。其中有二篇

國民小學的相關研究（吳勁甫，2003；黃馨慧，2006），旨在探討校長領導

行為和學校組織效能的關係。另有兩篇以國民中學為研究範圍（林淑芬，

2001；羅錦財，2001），主要是探討校長領導與學校組織文化的關係。另有

鄭彩鳳（1996）、江澈（2007）的研究範圍為高中職，孫瑞霙（2002）的研

究範圍則為技術學院，其在探討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及學校組織效能之

關係。雖然國內在探討校長課程領導的研究不少，但目前以競值架構觀點來

探討校長的課程領導者尚無此研究。因此，值得進一步去探究，此為本研究

動機之三。 

教育環境改變，教育改革的步調從中央集權走向權力下放，例如：1995

年公布教師法、1998 年公布九年一貫課程綱要、1999 年修訂國民教育法以及

2000 年成立全國教師會，一連串的教育改革下，教師有「真正」參與學校決

策的機會，大幅提升了教師的專業自主權，教師從以往照本宣科、照章行事

的部屬角色，轉變為有權參與學校行政的夥伴角色，教師本身權力增加，但

若沒有專業能力與專業責任，如何能達成現階段的教育目標？教師站在教學

第一現場，隨著不同的「課程觀」而為「課程實施者」、「課程的傾聽者」

、「課程的促進者」與「課程的實踐者」，推動學校為本位課程後，更授權

第一線的教師成為課程發展者，更是讓傳統教師由「課程實施者」的角色，

轉變為「課程發展者」的角色（陳美如、郭昭佑，2003），其專業素養能否

勝任執行者角色？能否將課程的理論及教學經驗結合，提升教學品質？教師

將是課程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所以，各地方教育局、學校及教師積極

規畫教師進修、研習，以提高教師的專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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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許多的研究中發現欲提升學校效能與教育品質，教師參與學校決

策與提升專業能力等議題更顯出其重要性。Bacharach、Bamberger、Conley（

1990）指出，決策的參與是組織研究長久以來一直深切關心的議題，它被認

為是促進改革、上級對部屬的影響及教師工作滿意度的關鍵因素。李新民（

1995）認為賦權增能是開放性教育的動態核心。Short 和 Johnson（1994）認

為，教師賦權增能已經變成教育改革、領導模式及教學效能的焦點，賦權增

能可以提高教師效能，當教師變得更有效能時，學生的成就、對學生衝突的

反應、教師滿意度以及學校環境皆可獲得改善；Short（1992）指出，正向的

工作環境能讓參與學校決策者創造和實現新觀念，可增加學生學習的機會； 

Reitzug（1994）則指出，教師賦權增能的概念是對傳統的科層化教育行政領

導的反動，為了呼應教育改革的需求，許多教育文獻已經對教師賦權增能投

入研究，而國內研究仍有所不足。 

國內亦有多位學者認為積極鼓勵教師參與決定，並暢通其管道，使教師

成為校務的參與者、決定者以及學校之決策夥伴，如此學校方能持續成長與

發展（張明輝，1999；張德銳，1996；歐用生，1999），學校教師的「自主

性」與「專業化」互為因果，後者是前者之基礎。「賦權增能」符應教師專

業化的訴求，一方面讓教師對教學工作有更多的專業自主權，另方面也讓教

師參與，主導學校教育的革新工作（張德銳，1996）。然而，教師對「賦權

增能」的看法如何？教師有知覺自己參與校務決策及教學專業自主的權益嗎

？教師有權力的行使與保障嗎？學校提供教師那些成長與選擇的機會？教師

覺得自己擁有足夠專業知識嗎？其自我專業效能又是如何？自己的專業地位

又如何？是本研究的動機之四。  

綜觀國內的校長課程領導的研究發現，校長的課程領導行為對教師教學

效能、組織的效能、學校效能、教師專業成長等皆具有正向的影響（翁福榮

，2000；黃英發，2005；陳慕賢，2002；蘇寶珠，2005）。而國外研究發現

教師擁有愈多參與決策、專業自主和發揮影響力的機會，愈有助於教師工作

滿意度、學校效能的提升，亦可增進學生學習、引導組織興革（Klecker & 

Loadman, 1999）。因此，校長的課程領導和教師的賦權增能兩者皆對學校發

展與進步有影響，但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之關係為何？何種校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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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領導能有效提升教師的賦權增能呢？為本研究動機之五。 

伴隨著國際化、民主化、多元化的趨勢，教師是教育改革的關鍵人物，

教育在培育多元、豐富而有彈性與自我規劃能力的學生，為達成此一目標，

學校校長能夠扮演有效能的課程領導角色，教師在賦權增能中不斷的精進與

充實專業知能，帶給孩子的活力與創意才能源源不絕，也才能真實的反應教

育的真意。 

 

貳、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 瞭解校長課程領導及教師賦權增能意義、內涵及理論。 

二、 瞭解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及教師賦權增能的現況。 

三、 比較不同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教師其知覺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

的差異。 

四、 分析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對教師賦權增能的預測力。 

五、 分析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二者間的關係。 

六、 提出研究結果及具體建議，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教育人員及未來

研究者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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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壹、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探討下列具體問題： 

一、競值架構下的校長課程領導及教師賦權增能的內涵與理論為何？  

二、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的現況為何？ 

三、不同背景的國民中學教師，對於校長課程領導及教師賦權增能的知覺是

否有顯著差異？ 

四、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對教師賦權增能的預測力為何？有那些構面之預

測力達到顯著水準？其解釋力大小意義如何？  

五、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二者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   

 

第三節  名 詞 釋 義 

 

研究中所用的有關名詞，主要為競值架構、校長課程領導及教師賦權增

能，為使其定義明確以利研究之進行，茲將其意義界定如下： 

壹、競值架構（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 簡稱 CVF） 

競值架構乃 Quinn 經過眾多實證研究及相關理論所建構的。他將人類認

知體系中資訊的處理模式，採用兼容並蓄的思考方式，將互斥而矛盾的概念

排列於「競值架構」中。 

「競值架構」依橫、縱兩軸區分成四個象限。每個象限各自代表一種組

織所持的理論、哲學或觀點。四種組織理論分別為：「開放系統」、「人群

關係」、「理性目標」及「內部過程」。雖然四個理論各有不同的觀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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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仍被視為是關係緊密且彼此交織在一起的。「競值架構」係結合彼此競

爭與對立的組織理論，採取並排競列的方式來處理它們的前題假設、理論模

式與價值觀，它可在單一架構中展現諸多不同的思惟與理念，這就是它所以

稱之為「競值」的原因（引自閻瑞彥，2001）。 

貳、校長課程領導（principals’ curriculum leadership） 

本研究所稱的「校長課程領導」，係指校長透過領導提升學校相關人員

課程專業能力，並提供各種行政資源與協助，營造有利於課程發展的環境，

促使學校的課程發展與實施能順利進行的相關行為與歷程，其目的在有效提

升學校課程的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達成學校課程發展目標。  

本研究所探討的校長課程領導，採用 Quinn 競值架構中的組織理論基礎

，將校長的課程領導分為：人群關係、開放系統、理性目標及內部過程，其

說明如下：  

一、人群關係 

「人群關係」是將教師視為是學校的主體，校長能營造積極、進取、分

享與創新的環境，教師能廣泛適切地參與學校的決策，重視教師的士氣、滿

足感以及校內的和諧關係等。 

二、開放系統 

「開放系統」相當注重學校與環境之間的互動，強調創新性及創造力。

因此，校長能因應外在環境變化而進行革新、調適，且能獲得並妥善運用外

界的資源，來協助學校課程發展。 

三、理性目標 

「理性目標」注重學校願景的規劃與目標設定，一旦任務目標清楚，角

色定位明確，學校或班級將有好的表現（Bolman & Deal, 2002）。因此，運

用到校長課程領導是指：校長能建構學校願景與方向，透過激勵與合作營造

良好的教學工作環境，無論在教學或行政上皆能努力執行學校所交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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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課程發展目標的達成有周詳計畫。 

四、內部過程 

「內部過程」的主要目標在追求環境穩定、均衡。因此，在學校組織中

強調學校內部的運作能正常化及例行化，在學校課程發展方面是指：校長能

在穩定的組織環境中，逐步執行課程計畫，且教師有監控自己行為的能力。  

本研究根據 Stark（2002）校長課程領導量表修正而來，在校長的課程領

導上分為：人群關係、開放系統、理性模式及內部過程等四層面，其操作型

定義為，問卷填答者在「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量表」寫入感受校長在課程

領導上執行的頻率，利用李克特氏五點量表來衡量，將意見分為五級，分別

給予 1、2、3、4、5 分，每題平均分數越高，表示該項目之校長課程領導的

執行頻率愈高，相對的該題平均分數越低，則表示該項目校長課程領導的執

行頻率愈低。四個構面得分愈接近，代表校長在課程領導上愈趨於平衡。 

叁、教師賦權增能（teachers’ empowerment） 

教師賦權增能係指教師專業影響力的展現，即教師在專業發展歷程中，

不斷地充實專業知能，提升專業自主能力及自我效能，擁有參與學校決策的

權力，並發揮其影響力，經由同事的支持、贊同及對其專業表現的敬重，強

化教師自尊和地位。 

本研究根據 Short 和 Rinehart（1992）教師賦權增能量表修正而來，將教

師賦權增能分為：參與決策、專業成長、地位、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影響力

等六層面，對教師賦權增能層面之內涵探討，其操作型定義為，問卷填答者

在研究者所編製「國民中學教師賦權增能量表」上得分分數愈高者，代表教

師所知覺整體賦權增能的感受程度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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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基於人力、物力、時間及金錢等因素，無法將所有國民中學納入研究對

象，只能針對北區三縣市的國民中學進行抽樣調查。研究之範圍與限制說明

如下：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以台灣北區三個縣市—台北市、台北縣、宜蘭縣的公立國民中學

（包含完全中學）。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母群體為台灣北區三個縣市—台北市、台北縣、宜蘭縣公立國

民中學之正式教師，含教師兼任主任、組長、教師兼任導師和專任教師為研

究對象，不包含校內職員和代理代課或實習教師。 

從研究母群體中抽取 30％的公立國民中學（包含完全中學），做為正式

問卷的調查樣本，三縣市共計 172 所公立國民中學，研究抽樣學校數為 57 所

，再以該學校中的正式教師作為研究對象。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之關係，樣本取

樣以北區三縣市國民中學正式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所得研究結果，僅能推

論北區三縣市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現況，無法推論至全國

其他縣市區域或區域內的私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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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作為實證研究工具，以受試者填答問卷的得分進行

分析與討論，無法探究所有變項真實全貌，待後續研究補足。且可能因為受

試者的個人知覺偏差、好惡而流於主觀，或填答問卷時有社會期許、防衛心

態等個人因素而有其限制，問卷的回收率及填答者是否誠實作答，都會影響

研究的結果。 

三、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的主要變項範圍僅限於「教師背景」、「學校規模」、「學校地

區」與「校長課程領導」、「教師賦權增能」的關係研究，由於影響校長課

程領導與教師賦權增能的因素甚多，侑於研究者所蒐集的文獻、時間、能力

與經費的限制，無法涵蓋所有的相關變項，做全面性的探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