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學校本位管理的意涵與理論 

 

學校本位管理的意涵與相關理論從許多文獻中發現有解釋的層面極

為廣泛，也有若干程度的差異，本節擬就學校本位管理的意義及特徵、

學校本位管理的假定優點與限制、學校本位管理的相關理論三個部份加

以探討。  

壹、  學校本位管理的意義與特徵  
正如同許多其他教育的詞語般，有著各種紛歧的定義，學校本位管

理，屬於概括和大傘式的詞彙（黃嘉雄，民88），從國外相關文獻中可

以發現有許多與學校本位管理基本理念相同而字義上卻不盡相同的名

詞。在國外類似名稱有以現場為基礎的管理（site-based management）、

學校現場的管理（school-site management）、學校現場的自治（school-site 

autonomy）、  以學校為中心的管理（school-center management）、分權

化管理（decentralized management）、承擔責任的自治（ responsible 

autonomy）、分享式管理（shared governance）、教師授權（ teacher 

empowerment）、分享式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行政的分權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自我管理的學校（self-managing 

school）、地方管理的學校（ local management of schools）、學校本位預算

（school-based budgeting）、負責任的自主（ responsible autonomy）、自

主的學校概念（ the autonomous school concept）、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等等（Clune & White, 1988; 

Knight, 1993; Murphy & Beck,1995; Leithwood & Menzies, 1998）。而在國

內最常為研究學者所引用的名稱則是「學校本位管理」、「校本管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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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位經營」、「以學校為基礎的管理」等。以下列出國內外學者對於學

校本位管理的定義，以進一步了解其意義：  

一、Lindelow & Heynderickx（1989）：學校是教育系統中做決策的主要

單位，決策的重要範圍有預算、課程、人事，並促使校長、教師、家長、

社區成員及學生這些在決策最佳位置上的人彼此溝通。  

二、Malen, Ogawa & Krauz（1990）：概念上 SBM 可視為管理結構的正

式改變。做為分權化的一種方式，它將個別的學校定位為改進的主要單

位，且認為改進的激發和持續之主要方式，是透過決定權威的再分配而

來。某些預算、人事和課程方案上的正式決策權力，被授權並分配到各

學校層次裡的行動者身上，在正式結構中（如委員會、團隊、董事會），

組成人員包括校長、教師、家長，有時學生及社區居民也加入，使得學

校相關成員能直接參與學校層次的決定。  

三、Brown（1990）：學校本位管理是一種授權的管理模式，簡單的說，

在學區的學校依據他們本身的需要，評估什麼是適當的，而被分配金錢，

獲得補助、設備、人員、有用的事務、維修保養和其他的服務。  

四、Chapman（1990）：學校本位管理是指在教育系統中，學校是作決定

的基本單位，而非傳統教育行政科層結構中由上而下決定過程。作決定

的範圍包括課程、人事、和預算。  

五、Cheng（1993）：學校本位管理為學校脫離州政府的規定及法令的束

縛，以增加學校的自主。校長、教師、行政人員、家長、社區或學生均

一起分享作決定的權力。經由此種管理可以有效運用資源以實施各類教

育活動。  

六、Herman & Herman（1994）：學校本位管理是一種結構（structure），

亦是一種過程（process），即由教職員、家長和公民代表，有時包括學

生等主要有關人員所組成的地方委員會結構（ local committee structure）

被授權在地方層級作決定，作決定的項目包括教學（ instruction）、預算

（budget）、政策（policies）、法規（ rules and regulations）、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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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nel）、管理策略（governance policies）以及經授權的其他任何

事項。  

七、Oswald（1995）：學校本位管理為學校在運作過程中，採取參與式

管理。鼓勵學校的成員參與校務的決策，以學校為個體，主動發覺並解

決問題，以提昇學校效能。  

八、Murphy & Beck（1995）：學校本位管理為學校變革的核心，強調參

與式決策的過程及學校層次的自主。並將授權作決定的權力與責任從學

區轉移至個別學校及共享式的學校管理。  

九、Mertiwether（1996）：學校本位管理是要讓那些最接近問題的人能

投入問題解決之中，包含授權（empowerment）、管理（governance）、所

有權（ownership）的概念。  

十、Bush（1998）：學校自主管理所基植的理論是個別學校的決策應由

學校內部的人員參與作成，甚過於由國家或地方官員所主導。全國與地

方決策人員無論它們如何用心，卻只能根據全國性或地方的需求來決定

優先事項。  

十一、Caldwell & Spinks（1998）：自主管理學校是政府將經營的權力與

責任下放到各學校，但仍歸屬於教育體系，意即學校在政府規定的教育

目標、政策、標準、績效責任等範圍內，自主決定學校資源的分配。  

十二、吳清山（民84）：學校本位管理可說是一種權力下放的學校管理，

透過學校本位管理的實施可以增加學校自我管理的能力，使學校教師、

行政人員、家長、社區人士和學生共同分享作決定的權力不僅可以提高

校務參與層面，亦可增進行政效率。  

十三、張德銳（民84）：學校本位管理是一種分權化的管理實務，在此種

管理實務下，各縣市教育局可以把作決定的最主要權力和績效責任賦予

各地方學校。此種管理哲學相信：最適宜的教育改革單位，是各個學校，

有其校長、教師、家長、學生，這些人每天生活在其中，作為改革的基

本參與者。惟有校長、教師、家長等人皆能積極參與校務，才能建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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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部改革的機制與能量。  

十四、曾燦金（民85）：學校本位管理是目前盛行於美、英等國家一種權

力下放的學校管理。它是一種包括自治和分享式決定的歷程或實務，同

時是一種管理結構。  

十五、張明輝（民86）：學校本位管理是將學校視為作決定的基本單位，

而作決定的權力是將以往教育行政機關所擁有的權利授權到學校層級。

學校由學校成員（校長、教師、學生）、家長和社區人士組成學校本位

管理委員會，一同分享和參與作決定的權力。作決定的範圍包括預算、

人事、課程和教學等。  

十六、吳大千（民87）：以學校為基礎的管理是一種學校管理的改革趨勢，

在這種制度中，學校是教育決策的基本單位，學校在預算、人事以及課

程等方面可以自行作決定並且為此負責，藉由這樣的制度，特別能給予

校長、教師、學生以及家長在教育過程中有較大的控制權。  

十七、王順平（民88）：學校本位管理是學校應發揮主體性思考，亦即各

成員應認清學校是教育改革的主體。故應群策群力以合作無間的態度，

落實課程自主、預算自主及人事自主之精神。  

十八、林明地（民87）：學校本位管理即是在各個別學校內建立具代表性

的作決定系統，進行有關預算、人事、課程等方面的決定，並負責任地

付諸行動。  

十九、黃嘉雄（民88）：學校本位管理是指在教育體系中，由較高層既得

權威設定一般性及原則性的政策和目標架構，而將達成該政策和目標所

需資源、方法和課程安排充分授權給各個學校層級所建立的高度參與式

結構的一種行政管理方式。  

二十、林雍智（民89）：學校本位管理是世界各國在教育行政上一種權力

下放的改革趨勢，其使各學校在一般行政運作、課程與教學、學校人事

及學校預算分配與運用等方面較以往更具自主性，並在校長、教師、家

長、社區人士與學生的參與決定之下，讓學校的營運富有彈性與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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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余景達（民90）：學校本位管理是一種授權的行政管理模式，不

同以往科層體制由上而下的決策方式，轉變為由下而上的的決定歷程；

學校能自主決定與學校相關的預算、人事、課程、教學等事項之基本單

位，並且增加學校相關成員如教師、家長和社區人士的參與校務運作與

決定，以使學校經營與發展更具效率和自主性。  

根據上述學者對於SBM的定義及基本假定中，可以整理歸納學校本

位管理的核心意涵有五點：  

1. SBM的基本假定是認為最瞭解學校問題與需求的即是位居第一線的

學校單位，因此將決策權力、資源授與學校本身時，最能解決學校

內部問題並達成學校目標。  

2. SBM是權力結構與管理形式的改變。權力結構的改變係指由上而下

的授權；管理形式的改變係指學校自主、權力分享、校內成員參與

的學校管理形式。  

3. 學校在教育系統中為主要的個體，學校校務會議（董事會）是決策

的最高單位；參與決策的成員有校長、教師、家長，有時還包含學

生及社區成員；決策範圍一般為預算、課程、人事。  

4. 實施學校本位管理可以提昇教師士氣，滿足社區及家長參與感，並

改進學校效能與學生成就。  

5. 經由決策權力及相關資源的下放，促使「權責相符」，要求學校本身

負起績效責任。  

因此，本研究參考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本位管理的看法，研究者

將學校本位管理定義為：  

學校本位管理（school –based management）係指基於教育鬆綁

（deregulation）、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學校自治（autonomy）、學

校決策分享（shared decision-making）的精神，在法令規定及教育行政

機關授權下，由學校層級自主決定學校相關事務，並承擔績效責任。參

與成員包含校長、行政人員、教師、家長，有時與學生直接相關事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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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學生參與；決定範圍主要有重大校務發展、人事聘任考核、課程與

教學的設計、預算經費規劃運用。目的在於促進學校效能、達成教育目

標。  

學校本位管理因每個國家或是各州、各學區對於學校本位管理的定

義與內涵都有不盡相同的解釋與做法，使得SBM 的意義含糊而缺乏一

致，在不同的地方有不同的定義與運作的型式（林鴻章，民89）。但在

與傳統管理形態相較下，仍可明顯看出學校本位管理之特徵，闡述如下： 

一、分權化  

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指的是中央行政機關對學校控制權釋

出，以賦予地方基層學校權力。Murphy及Beck（1995）指出學校本

位管理制度中擁有的權力包括：學校經營的自主權（autonomy）、學

校參與者的發言權（voice）、學校決策參與權（decision involvement）、

教師家長對學校的影響力（ influence）、法令賦予的權利（ rights）。

鄭燕祥（民90）認為以往中央集權凡事都由上級作周詳控制，學校少

有決策權，當學校遇到難題或危機，未能及時解決；而給予學校權責，

能使其問題發生時立即處理解決。學校本位管理制度強調權力是學校

有關的參與成員共同分享、共同擁有之，並非屬於特定之個人或團

體，但也會因運作模式不同有所差異。  

二、自主彈性  

廖仁智（民88）認為學校本位管理可以根據學校特色、需求和情

境從事教育活動，而不是由外在因素決定教育活動。反觀外控管理的

學校不僅在考試和教學內容、方法有統一的規定和標準，學校一切也

都被外在權威當局謹慎的控制著。在學校本位管理制度下，校務發展

的重點方向由參與成員共同討論溝通，最後做成決策，每個學校在配

合學校現況、社區人文地理環境、產業經濟等條件下朝有利可行的方

向來發展，形成多元的學校面貌。在資源運用方面，學校可依自己需

求編列預算，使資源有效運用（林雍智，民89）。除了達成學校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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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外，學校本位管理並不否定學校須達到政策目標，但認為可以

用許多方法（殊途同歸原理），彈性運用人力資源來實現（鄭燕祥，

民90）。  

三、參與合作  

在學校本位管理制度中，學校的所有權（ownership）是屬於所有

參與成員的，成員間是彼此合作共同掌權的夥伴關係。辦學目標是由

成員共同發展、共同擁有並將之實現，校本性活動根據學校本身特性

及需要由成員共同規劃推動。廖仁智（民88）指出學校本位管理的人

際關係傾向開放性和合作性，重視團隊精神和相互承諾，有助於組織

氣候積極正向。李希揚（民87）認為學校本位管理的特徵之一就是經

由集思廣益以推動學校的進步，並鼓勵學校和社區積極參與，以多數

人的智慧代替少數二、三人決定的錯誤。此外在學校課程內容設計

上，強調教師須打破教學本位主義，共同參與教材設計及協同教學，

使學生達到更佳的學習效益。  

四、績效責任  

許多研究皆指出，基於權責相符的原則，當學校層級取得自主權

力，學校相關成員以共同參與的方式決定校務時，學校必須設定辦學

目標，並負起績效管控的責任，以提高學校相關人員的榮譽感及責任

感，促進學校有效發展（林偉人，民87；吳宗立，民88；張弘勳，民

86；黃嘉雄，民90）。   

 

貳、  學校本位管理的假定優點與限制  

 
一、學校本位管理的假定優點  

「在所有二十世紀的教改運動中，沒有一項改革像學校本位管理受

到這麼廣泛的注意。」Murphy（1994）如此寫道。學校本位管理在各國

教改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是認為在實施該制度後必能產生巨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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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從國內外的研究文獻中，倡議者認為推動學校本位管理可達到諸

多優點，茲整理於表2-1：  

表2-1  學校本位管理優點之整理  

學者（年代）  學校本位管理的優點  

White（1989）

1. 改善學生學習和學業成就。  

2. 改善學校教育人員之自尊、士氣和效能。  

3. 改善學校教育人員與社區人士和家長之溝通。  

4. 增加學校自治，以吸引聘用優秀教師。  

Myers & 

Stonehill（1993） 

1. 允許學校組織中的份子能參與決定。  

2. 給予學校社區的成員對關鍵事務的決定。  

3. 注重決定的績效責任。  

4. 讓家長、教師更了解學校的財務狀況、花費及限制以

及支出情形，如此編列預算較能符合實際。  

5. 提升教師的士氣。  

Ogawa（1993）  

1. 提高教師及學生出席率，降低學生缺席及中輟率。

2. 創造積極主動的組織氣候。  

3. 改善教與學的環境。  

4. 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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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年代

Oswald（19

Murphy & B

（1995）

David（199
表 2-1  學校本位管理優點之整理（續）

）  學校本位管理的優點  

95）  

1. 幫助教師對於學校領導者態度的積極性發展。  

2. 增進教師對學校目標的認同感，並促進教師士氣及減

少教師的缺席率及流動率。  

3. 因為高度參與能強化學校成員信賴感，促進學校、家

長、社區成員間關係有正面的效果。  

4. 因為資源分配能直接符合學生需求，故能提供學生較

佳的課程。  

5. 因為是團體參與決策，故能確保較高品質的決策。

6. 促使組織目標更為明確。  

7. 支持成員創新改革。  

8. 產生成員的自信心。  

9. 對於決策績效責任的聚焦。  

10. 使經費與教學兩者的資源與教學目標更為一致性。

11. 增加成員間溝通的質與量。  

12. 可能改善學生成就。  

eck

 

1. 提升教師工作滿足與士氣。  

2. 增進學校表現、學生成就及社區滿足。  

3. 促進組織健全發展。  

6）

1. 學校有較好的措施與教學。  

2. 使社區成員對於學校改革有意見抒發的管道。  

3. 學校本位管理符合民主社會的重點－著重多元的參

與。  

4. 可以創造協同合作與參與作決定的機會。  

5. 不僅造成學校整體的改革進步，甚至影響整個學區、

社會的改革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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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校本位管理優點之整理（續）

學者（年代）  學校本位管理的優點  

Wohlstetter & 

Briggs（2003）  

美國的學校本位管理，在州方面，用來增加學校績效

責任 ;對學校本身，則促進學生學業成就 ;對於地方教育

局而言，能改善行政效能 ;對教師而言，則是授予教師

更多的權力（empower）; 對社區而言，則讓家長能參

與學校事務。  

張德銳（民84）  

1.認可學校教育人員具有改進教學的決策能力。  

2.增進學校教育人員工作動機、組織承諾和工作滿足

感。  

3.給予家長和社區人士一個參與校務的重要管道。  

4.藉由學校自行決定辦學方針，塑造其強烈的績效責任

意識。  

5.增進學校對內及對外溝通的品質與數量。  

6.孕育、培植大量新的校務領導和管理人才。  

7.促進學校對學生需求即時加以回應的能量。  

8.促使學校善用既有財務和教學資源，提供合適的教育

方案，來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  

曾燦金（民85）  

1.增加學校自我管理能力，改善學校人員自尊、士氣。

2.擴大校務參與層面，提昇行政效能。  

3.強化學校人員承諾、參與感及歸屬感。  

4.改善學生學習環境，提高學業表現。  

5.提供彈性、創造之措施，發展學校特色及目標。  

6.提供適性化之教育方案，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張鈿富（民90）  

1. 提升學校的自主性。  

2. 重視家長的參與和選擇。  

3. 增加對教師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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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年代）  學校本位管理的優點  

4. 面對十倍速時代的衝擊。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依據上述文獻所提出實施SBM後的優點，整理為本研究中「學

校本位管理實施成效」的六個主要面向，分析如下：  

1. 行政效能的提昇：學校單位可彈性運用資源，提供符合學生需

求的教學方案與教育環境，提升行政效能，達成教育目標。  

2. 組織氣候的活絡：學校成員有多元管道參與學校事務，提升滿

足感。  

3. 教師專業的成長：教學專業受到充份尊重自主，經由學校本位

課程設計，增進教師間協同合作。  

4. 學業表現的促進：對學生而言，得到適性化的教育方案，有效

提升學習成就。  

5. 家長參與的尊重：建立學校與家長間的「夥伴關係」，尊重家長

教育權與選擇權。  

6. 績效責任的承擔：教育機關可經由授權學校自主管理，基於「權

責相符」，要求學校負起績效責任。  

之所以界定學校本位管理的優點為「假定」，是因為許多研究文獻

所指出的優點仍尚待實證，例如一些研究就認為學校本位管理對於促進

學生學術成就沒有任何效果，一種說法是實施時間太短難以驗證，另一

種說法是SBM的目的在於參與者角色的改變，與在學業表現上的影響是

毫無關聯的（Oswald, 1995）。  

 

二、學校本位管理的困難與限制  

雖然SBM有諸多潛在效益，但是對於其可行性仍有不少存疑，Prasch

（1990）認為學校本位管理的實施結果是難以意料及不可逆的

（ irreversible shifts）。故在推動之前，對於其相關實施限制得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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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整理國內外學者相關看法如下（如表2-2）。  

表2-2  學校本位管理的困難與限制  

學者（年代）  學校本位管理的困難與限制  
Duignan（1990）  1. 學校教師實際參與的量與質不太理想。  

2. 並非全部的家長都獲得參與的機會。  
3. 社區參與的意願不高。  

Prasch（1990）  1. 工作增加、效率減低。  
2. 降低專業化的優勢。  
3. 不穩定的學校表現。  
4. 成員發展有較大的需求。  
5. 成員對於新的角色責任的困惑。  
6. 成員協調的困難。  
7. 產生非預期的效果。  

Oswald（1995）  1. 教師缺乏決策的專門知識。  
2. 教師不想承擔教學以外的決策責任。  
3. 教師無法在決策過程中參與及表達意見。  
4. 參與成員缺乏計劃與決策的知識、技巧與訓練，同

時成員間的信任也可能是個問題。  
5. 成員不願意奉獻太多時間討論以產生一個高品質

的計劃。  
6. 僵化的法令規範限制了學校做出適宜決策的能力。

7. 一些學校預算控制不佳。  
8. 學校領導者對SBM的抵制。  
9. 運作時間太短難見成效（學者認為最短時間至少為

3~14年）。  
10. 參與成員不了解新角色的任務責任，有些成員甚

至抗拒本身角色與責任的轉變。  
11. 普遍缺乏對SBM的內涵及實現的認知。         

David（1996）  1. 貿然的判斷「學校本位管理」的成功與否，尚沒

有發展出一套客觀評鑑方法判斷「學校本位管理」

的成效。  
2. 實施時流於形式，不了解真正意義，大部工作皆

屬表面化，徒然浪費時間與資源，達不到目標，

甚至造成負面效果。  
曾燦金（民85）  1. 學校成員及社區人士或家長都要適應新的角色

及責任，短期內可能有些困惑及挫折。  
2. 在建立務實預算制度歷程，可能因知能不足，而

不願參與投入。  
張弘勳（民86）  1. 教育行政機關未能充份授權。  

2. 受到相關法令的限制使學校不能自主。  
3. 學校相關人員缺乏自主的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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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年代

謝義鄉（民91

資料來源：研

綜合上述

能遭遇的限制

1. 參與的成

2. 造成學校

3. 成員只想

4. 學校成員

5. 校長因權

6. 受到相關

7. 對於實施

 

 

表 2-2  學校本位管理的困難與限制（續）

）  學校本位管理的困難與限制  
4. 學校相關人員缺乏做決定的專業知能。  

）  1. 相關法規與制度的限制使學校無法源可遵循，專

業自主受到限制。  
2. 教育局未能充分授權，校長與單位主管不願分享

決策權，最後只流於形式。  
3. 教師缺乏改革動力，增加其工作量並懷疑自己的

專業能力。  
4. 容易聚焦在行政溝通上，效率減低且忽略課程、

教學與學生的表現。  
5. 現行公務預算制度之限制，減低學校經費自主程

度，無資源創意可言。  
6. 成員爭權卻無人願承擔責任，績效責任成為空談。
7. 參與成員對校務專業知能嚴重不足，致使學校教

職員缺乏自主支持意識。  
8. 官員或民意代表、甚至家長、派系、既得利益者，

容易介入施壓干擾。  
9. 教師、校長、甚至教育局，質疑學校本位管理制

度的成效、缺乏信心。  
10. 台灣文化具升學主義風氣，恐面臨家長、教師的

重大反彈。  
11. 學校人力資源發展，應朝組織法制化、人員專業

化的方向努力  

究者自行整理  

學者、專家的意見，研究者認為實施學校本位管理時，可

和困境歸納如下。  

員流動性大，並缺少做決策、預算規劃的專業知能與訓練。 

教師額外工作負擔，影響參與意願。  

擁有決策的權力，卻不願共同承擔績效責任。  

不了解新角色的任務責任，使SBM的實施流於形式化。  

力的削弱，形成對SBM的消極抵制。  

法令規章的限制使預算資源無法自主運用。  

成效缺乏客觀有效的評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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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學校本位管理的理論基礎  
每種重大制度的推行，背後必然有其理論的依據與支持。而學校本

位管理制度不外是基於權力下移、自主管理、分享參與、績效責任的理

念來推展，Hansen & Marburger（1998）認為支持SBM其背後信念有：

學校成員是可被信任的、當成員在改革中具發言權時更能促進改革的可

能性、缺少科層體制的干擾將能更快速的做決策及更有效的解決問題、

假如組織結構是鼓勵冒險創新的則成員將相對地勇於嚐試、當成員在共

同利害關係下做事時會去除個人主義。在相關文獻中所提及的學校本位

管理理論基礎，並無特定的學說依據，常因一些學者專家對於SBM的實

施背景及基本假定的認知有所差異，常提及的如Y理論、分權化理論、

系統管理理論、參與決策理論、內在控制管理理論，茲將涉及學校本管

理內涵的理論整理闡述如下。  

一.分權化原理 

分權化（或稱權力下放，decentralization）可說是學校本位管理最

重要的核心理念之一。當中所提的權力從French及Raven對權力性質的5

個分類中可歸類為法令權力（引自秦夢群，民88），Mintzberg將分權化

定義為在許多個人之中，權力分散的程度。Brooke則以權威和角色的概

念，將分權化定義為在一個組織許多角色之內，決策權威分散的程度。

分權化的概念主要來自工商企業界的管理運用，認為在第一線的工作人

員為最了解現場問題何在，若將原先集中在上層的決策權力直接下放給

他們，所謂授權賦能，將能有效解決問題。同時經分權化之後，每個單

位更具機動彈性，對市場變化能迅速反應，並激發管理上的責任感和擁

有的自主感（廖仁智，民88）。Provenzo提出學校本位管理權力下移的

基本原理是（引自鄭燕祥，民90）：「學校的管理和教學活動，無可避

免會有問題和困難，所以應給予學校權責，在發生問題的地方，及時而

有效地將問題解決。」學者鄭燕祥認為學校管理目標在於效率

（efficiency）和解難（problem-solving），分權化原理正能符合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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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管理的相關理論  

（一）Y理論  

X理論及Y理論是從人性的觀點來探討管理型態的差異。X理論的基

本假定人性生性懶惰，喜歡逃避工作不願承擔責任，且天生抗拒變革喜

好安定，因此管理方式主張以中央集權的監督控制，傳統的學校管理即

屬X理論的管理型態。  

McGregor認為X理論是倒因為果，人之所以懶惰不負責任，是因為

組織管理不當所致，因此提出Y理論來代替（謝文全，民92）。Y理論相

信員工天生是負責、自動的，所以在管理上注重員工的自我表達、自我

領導與自我實現的發揮（秦夢群，民88）。學校本位管理強調的充份授

權、自主參與並負起責任即符合Y理論的精神。  

（二）Likert的組織管理理論  

Likert於1976年的研究歸納出組織有四種不同的管理方式：（1）懲

罰權威式（2）家長權威式（3）諮詢式（4）參與式。其中家長權威式的

管理較屬於傳統外控集權的學校管理方式，特徵包括凡事由中央決策，

學校聽命執行且與中央缺乏溝通機制難以表達意見。系統四參與式管理

則與學校本位管理性質相近，決策方式是共商後取得協議，各種方向溝

通頻繁，因為學校擁有自主權，所以成員動機驅力高且滿意，組織氣氛

溫暖而親密（秦夢群，民88）。  

（三）Hoy-Tarter的共享決策模式  

Hoy及Tarter（1995）指出在何種情況下要讓部屬參與決定，瞭解部

屬的「接受區」是很重要的。接受區（zone of acceptance）係指成員即

使未參與決定，亦肯完全接受的範圍（謝文全，民92）。接受區又名冷

漠區（zone of indifference），說明當成員對於一些決策事項與其毫不相

干或不感興趣時，往往會冷漠接受不會有反對意見。是否採用共享參與

決策模式時，可從兩個向度來考量。  

1. 相關性（ relevance）：決定的結果是否與成員的個人利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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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知識（expertise）：成員是否具備對所要作的決定的專業知能？  

從這兩個向度可以界定出四種決策情境，如下表2-3：  

表2-3  接受區與參與決定  

與成員的個人利益是否有關聯？   

是  否  

是  接受區範圍之外  

（參與決定）  

利益關聯性小  

專業知能多  

（部份參與）  成員是否具備

專業知能  否  利益關聯性大  

專業知能少  

（部份參與）  

接受區範圍之內  

（排除參與）  

資料來源：林明地等譯（2003），p428 

在接受區範圍之外的情境中，成員有決策事項的專業知能且與個人

利益密切關聯，此時領導者若擅自決定作主，則成員無法接受，配合度

低。而學校本位管理會主張採取分享決策、共同參與的方式，即是假定

學校的預算運用、課程教學及人事聘任等事務都與成員利益息息相關，

教師更具備相關專業知能，因此宜採參與決定方式，提高成員的接受程

度。  

（四）內在控制管理理論  

鄭燕祥（民90）指出相對於傳統學校管理是一種由學校系統中央機

構外加緊控的「外控管理」（ex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學校本位

管理係屬於內控自主的管理，其包含四項核心原理：  

1. 殊途同歸原理（principle of equifinality）：達成學校目標可有多種

不同方法，強調彈性靈活，各校依特性採取各自的方法。  

2. 權責下移原理（decentralization）：同上述之分權化原理。  

3. 自行管理系統（self-managing system）：學校擁有相當自主權，根

據學校自己特有的條件，發展教學目標及管理策略，調動人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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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人力及資源，解決問題，達到目標，並較能主動承擔責任。  

4. 重視人的積極性：發展校內的人力資源，建立一個合適環境，讓校

內成員廣泛參與，發展所長。  

 

第二節 學校本位管理的運作 

 

壹、  學校本位管理的權力運作類型  
學校本位管理強調含括學校成員的參與式決定，但在實施中會因權

力運作核心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學校本位管理類型（余景達，民90）。

各國的學校本校管理權力控制有的以社區成員為主（如芝加哥學區），

有的則是權力集中在校長一人身上（如加拿大的Alberta省），各學區的

校務委員會被不同身份的領導者所指揮，有的是家長，有的則是校長或

教師（Ogawa, 1994）。茲將學者專家所提出的權力控制類型歸納如下

（Drury & Levin, 1994; Murphy & Beck, 1995; Leithwood & Menzies, 

1998; 張明輝，民88；黃嘉雄，民88）：  

一 行政控制類型（administrative control SBM） 

學區教育機關將學校的經營管理權力轉到校長身上，學區教育局規

定學校的管理委員會的會員包括行政人員、教師、家長、學生等，但是

校長擁有最後的決定權，校長是學校的領導者和管理者。例如在美國德

州 (Texas)，即規定校長在與全體教職員諮商有關人事職位的條件資格

後，有權任用人員。在加拿大的Alberta省則規定，校長在與教職員、家

長和社區成員諮商後，必須為學校預算負責，而無需被要求成立地區諮

議委員會 (site councils)（廖仁智，民88）。  

二 專業控制類型（professional control SBM）  

專業控制類型的基本假定認為最接近學生的專業人員（教師）有最

適當的知能來作決定，充份參與決定過程也可增加他們對於執行既定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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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承諾。此類型之下的學校管理委員會（site councils）具有作決定的

權力，參與人員包含學生、家長、行政人員等代表，但教師具有較多數

的代表性，實施此類型的學區包括佛羅里達的Dade郡、洛杉磯、新墨西

哥州的聖大非（Santa Fe）。陳鐘金（民91）指出在採用教師專業模式

時，須注意以下幾點：第一點是教師是否具備參與校務的能力與素養？

第二點是權利義務的再定位，因為採用教師專業模式時，教師相對地擁

有較多的權力參與校務的運作，因此也必須要給予相對的責任與義務，

才符合「權責相符」。第三點是校長角色的再定位，因為採用教師專業

模式時，校長可能會形成有責無權之窘境，權力被架空，但卻要負擔學

校成敗之責，此乃採用此模式所必須要注意之事項。  

三 社區控制類型（community control SBM）  

社區控制類型基本假定為，學校課程應該直接地反應父母和社區的

價值觀和選擇權。黃嘉雄（民88）指出社區控制類型是將學校視為生產

單位，家長是消費者。學校的經營權轉移至消費者身上，由消費者來決

定生產者的前途，社區家長才是學校真正當家做主者。此類由社區家長、

居民代表組織成學校委員會，參與學校的行政事務，主導校務決策，擁

有最後的決定權並負責學校的成敗與績效。社區控制模式最明顯的例

子，莫過於美國芝加哥地區，因為在地區諮議委員會議總共11 個席位當

中有八個席位分配給家長和社區成員，主席也由家長代表擔任。Brown

（1990）認為社區控制的優點在於家長或社區居民可經由直接表決的過

程，來達到制衡學區或學校。  

四 均衡控制類型（balance control SBM）  

黃嘉雄（民88）認為學校本位管理的權力組織，採均衡化的權力分

配原則，主要是力求各類代表均能有相當的比例參與決策，而不希望任

一類代表的席次足以左右學校的方向。其基本假定為藉由教師的專業知

能，與家長或社區人士一同負起責任並享有作決定之權力。採用此類型

之優點在於可以讓所有和學校有相關的人員共同來參與學校的經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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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眾人之力，共同為學校發展而努力。而缺點也因參與人員的層面較多，

可能會產生決策時間冗長，不容易凝聚共識，並耗費太多人力、物力與

時間於溝通協調上（陳鐘金，民91）。  

五 約定型  

國內學者黃嘉雄（民88）指出美國許多州立法推動信託學校制度

（Charter School又譯特許學校、委辦學校）也可列為學校本位管理的類

型之一。有意興辦學校的教師和家長可以向州政府或學區申請辦理，以

實現其所信奉的教育理念之學校。此種學校制度，是美國近年來教改之

下的產物，其作法是家長與教師可以向州政府或學區申請辦理學校，不

必遵從政府規定的課程，可以自主決定教學方法、經費、人事等。可以

說是高度自主管理的學校。它與政府簽訂辦學合同，明訂學校自主管理

的範圍內容，即政府授權的內涵層面，彼此約定權力與義務，並由政府

提供相關資源，至於學校內的權力結構則視成員間的共識而定，並無一

定的規準。然而此類型的學校，因為其可自主經營與管理，故可視為學

校本位管理的模式之一。  

除了上述的五種學校本位管理權力控制類型之外，Lawer 提出「高

參與模式」（  high involvement model）之學校本位管理的觀點。有別於

傳統之學校本位管理論點、作法，強調權力（power）的分配，高參與模

式是能創新學校效能，並與學校本位管理相互配合的一種組織發展設計

機制（引自張明輝，民86）。Lawer 認為學校本位管理除了擁有預算、

課程、人事方面的決定權外，有三種組織的資源必須分權化提供給成員，

才能提昇組織效能。這三種資源有：1.知識（  knowledge），包括服務

之科技知識、管理之企管知識、團隊合作之人際關係知識以及解決問題

和做決定的技能。2.資訊（  information），包括成本、行銷、顧客滿意

的資訊。3.報酬（  rewards），強調成就本位（  performance-based）的

報酬設計，以團隊基礎進行利益分享與團體參與的構想。  

在以高成果導向的學校本位管理下，學校要同時提供成員參與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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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機會，分享資訊及對參與者給予適當的酬賞，以增進學校的課程

教學改革的成效。  

 

貳、學校本位管理的運作範疇與內容  

 
Cross指出歐美的學校本位管理制度可從廣度與深度兩方面闡述，廣

度係指分權化的範圍或種類，通常指的是經費預算、人事、課程與教學

傳統上屬於學區的權責，如今下放至學校層級。深度則是指決策層級被

分權化所及的層次（引自張德銳，民89）。在廣度上來說，授權學校自

主的範圍應包含哪些方面，才能達到最大效能？茲將國內外學者認為學

校本位管理的範疇整理於表2-4，再就共同認同的範疇及內容深入探討。 

表2-4 學校本位管理範疇之整理  

學者（年代）  學校本位管理的範疇  

Clune & White

（1988）  

歸納出學校本位管理之授權類型有四類：第一類型

是完全型，授權範圍包括預算、課程與人事。第二

類型，包括預算、人事。第三類型僅包括預算。第

四類型僅在校務可提供建議權，無完全自主權。  

Lindelow & 

Heynderickx（1989） 

學校本位管理的決策範圍包含預算、課程與人事。

Brown（1990）  人事、設備、供應量、維修保養、物品及主要行政

職責。  

Ogawa＆White

（1994）  

預算、人事、和課程教學  

Murphy & Beck

（1995）  

目的（goals）或願景、預算（budget）、人事

（personnel）、課程和教學（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和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2929



學者（年代）  

Caldwell & Spinks

（1998）  

吳清山（民84）  

曾燦金（民85）  

王順平（民88）  

謝文全（民92）  

資料來源：研究者

從上述學者專

課程教學三項。而

一般行政這項範圍

事項應在校務會議

程教學外，其他如

是學校自主的範疇

與教學及學校本位

一.學校本位預

學校本位預算

預算的情況下，由

校可以自由地去決

燦金，民85）。一

1995﹚：  

1. 校長對於預算

2. 校長、少數行
表 2-4 學校本位管理範疇之整理（續）  

學校本位管理的範疇  

學校可自主決定資源的分配，包括課程知識、教學

技能、決定權力、教材教具、人事配置、時間分配、

評量方法、科技資訊及經費財務。  

預算、人事、和課程教學。  

預算、人事、課程與教學、學校行政。  

學校本位預算、學校本位審議會、學校本位進修、

學校本位課程。  

學校本位管理下的核心事項可概括分為三大類，即

課程與教學、人事、預算等。  

整理  

家所認為的學校本位管理的範疇普遍有預算、人事與

我國的學校本位管理的範疇上，相關文獻通常會加上

，主要著眼於在國民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學校重大校務

上由相關成員討論決定，所以不僅是預算、人事及課

校規修訂、學年行事曆的決定等重要行政事項也可說

。現就學校本位預算、學校本位人事、學校本位課程

行政四項範疇的運作內容加以論述。  

算（school-based budgeting） 

係指將預算分配的權力授權到學校層級，在學校本位

中央政府機關去決定總額（ lump sum）的分配，而學

定他們對經費預算的使用，使資源得以妥善的分配（曾

般而言學校本位預算有下列四種的運作形式﹙Oswald, 

的運用擁有全部的權責。  

政人員及部門主管有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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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特定的預算委員會負責預算決策。  

4. 學校本位管理委員會控制預算。  

學校本位預算的特徵是在學區教育局按照一定比例公平分配經費之

後，使學校能依照自己本身的需求決定經費運用之優先順序，學校可讓

學校成員和父母、社區人士一起參與預算編列之計畫，規劃使用詳目及

優先順序，若有剩餘之預算，亦可留做下一年度使用，不必繳回（林雍

智，民89）。在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88）修正之第七條，國民中學其

經費除由直轄縣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外，學校得自行籌措。故為擴展學

校資源，學校本位預算亦准許學校在一定的範圍內自籌校務基金以促進

校務發展。  

張德銳（民84）指出學校本位預算的實施步驟通常有三：其一，由

學區依某種經費補助公式，給予各校一筆年度預算總額，此一公式的計

算標準大抵依各校學生總人數、各校需要特別照顧的學生人數、以及各

校特殊方案等來決定。其二，學校應參酌教職員生的意見，在分配到的

總額內，自行規劃預算分配和使用的優先順序。其三，如果學校的年度

預算有節餘，則可以申請保留至下年度繼續使用，不必一定要在本年度

把它消化掉。Wohlstetter & Kirk（轉引自謝義鄉，民91）認為在實施學

校本位預算時，參與者具備兩種知識，一是管理上所需的技術性訓練，

例如方案預算（program budgeting）與財政、會計的相關知識技能。二

是團隊工作（ teamwork）技巧。  

Murphy（1997）認為控制預算是權威分權化主要努力的重心，學校

若沒有能力分配資源，則學校本位管理的其他面向將缺乏推動的力量。

顏慶芳（民92）認為學校本位管理中最重要的預算經費的權責並沒有下

放至學校，各校經費仍然由教育局統籌規劃並且細目編列，學校無法彈

性運用與支配調度經費。這是國內學校本位管理制度中最迫切需要改革

的地方。  

二.學校本位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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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係指學校在符合教育主管機關規定的課程架構下可自

主設計、發展學校課程方案。通常是州政府或學區的課程指導方針決定

教學方案的內容（whats），而學校則被授權自主如何進行（hows）。

Murphy（1997）認為在學校本位管理的制度下，學校本身擁有課程決定

的權力。另一方面，教學具有充份自主性。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意指

每一個學校的職員對課程內容的制定與教學活動的進行擁有決定的權

力。換句話說，校長及教師可憑藉自我的專業素養，去發展符合學校本

身需求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美國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出下列幾種不

同的型式（Ogawa, 1994）：  

1. 由各學校自主發展課程教材，但須經由教學督學複審，中央擁有最

後的選擇權。  

2. 在州政府的課程指導方針基礎下，學校教師可自主設計課程並選擇

在限制內3至4種版本的教科書。  

3. 學區規定出必修的基礎教材，但授權學校自行決定補充教材與教學

方法。  

4. 由學區提供包含各學科教學目的、目標、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的課

程版本。各學校可決定是否採用學區版本或者自行發展教材但須由

教學督學的審查同意。  

5. 有的學校則使用校務基金去發展符合本身需求的新課程，例如表達

技巧、科學課程、思考方法、家庭教師方案（peer-tutoring programs）

等。  

我國自民國九十學年度開始實施九年一貫課程與教學，亦即強調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之理念。該課程發展模式以學校為中心，讓家長、社會

人士、教師等共同參與課程的設計，讓課程能生活化、經驗化、本土化，

更能符合學生的經驗與需要（歐用生，民89）。但在實施之初，最大問

題在於在升學主義掛帥下，若課程與考試脫鉤，不免讓教師與家長對實

施本位課程裹足不前，最後則可能走回考試引導教學的老路。此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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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教學專業知能缺乏，提供的在職進修不足，即使學校本位課程規劃的

再好，也無法有效落實。因此在規劃及實施學校本位課程時，上級政府

仍持續提供教改方向，並透過對課程綱要、績效評量、專業發展、行政

與財政等的整合，以促進及支援學校層級改革所需的助力；學校層級則

在這樣的架構與支持之下，訓練加強自主能力，並透過學校成員的同心

協力，依據學校特性與地方條件，發展課程教材、教學計畫與策略，設

計有效提昇學生學習成就的教學與行政策略（許添明，民89）。  

三.學校本位人事（school-based personnel）  

學校人事自主，是主管教育機關授權給學校在聘任教職員、進行在

職進修與考核方面的權力，旨在使學校經營更有效率與效能（林雍智，

民88）。在國外的作法中，一般是學校委員會成員協助校長從學區教育

局所建立的合格人員名冊中，甄選出合適的人選，校長通常有最終的人

事聘任與解僱權，而學區教育局則統一協調聘任人員的薪資福利、工作

條件與申訴管道。White（1992）訪問參與學校人事聘任工作的教師時，

發現這些教師對於他們參與聘任的經驗有正面的看法，但是也發現這些

教師並不想參與解聘人員的決策。原因在於「即使在一所教師可以高度

參與決策的學校裏，教師仍然希望校長強有力的領導。」換言之，雖然

教師希望有參與人員聘任的工作，但對於聘任與解聘的工作仍要求校長

一肩扛起。而國外學校本位人事共同的問題則是學區教育局常要求學校

接受在教學上不適任教師的轉任 (Wohlstetter, 1994)。  

我國在民國八十四年「教師法」公佈後，賦予教師擁有專業自主權，

中小學可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與教師會，選聘教師的人事權下放到各

校，學校可依據其發展特色與需求來甄選合適的教師，此外學校也可交

由教育局統一辦理教師介聘工作。除了選聘教師之外，學校的人事自主

還包括：教職員的本位進修、專業成長與考核（羅清水，民88）。顏慶

芳（民92）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應以學校為中心，配合學生、學校、教師

的發展需求，進行本位化的專業成長，並建立同儕專業分享、同儕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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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儕互相觀摩學習的專業成長模式。  

歸納上述看法，研究者認為學校本位人事應注意以下四點：  

（一）學校將教師介聘工作交由教育局統一辦理或可確保甄選過程的公

平性，但也失卻學校本位人事的意義。故應在力求公正、公平的

過程中，甄選出配合學校願景發展的適合人才。  

（二）建立學校本位評鑑與考核機制，對於聘任人員的工作予以督導與

協助。  

（三）人員的聘任與解聘都應經參與成員充份討論，並由學校甄選委員

會所有成員負起責任，而非由校長一人承擔。  

（四）建立學校本位進修制度，重視成員專業發展與需求，辦理相關研

習與訓練工作。  

四.學校本位行政（school-based administration）  

學校本位行政係指學校之經營乃需凝聚行政人員、教師、家長與社

區人士之共識，採取民主參與式的行政運作，而非由行政人員單獨作決

定，學校與社區應緊密地合作，以學生的學習為最高利益，達成學校社

區化的目標（林雍智，民89）。依據國民教育法（民88）第十條規定，

學校應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擔任主席，參與代表有

行政人員、教師、家長等代表，其中校務重大事項應包括學校發展願景、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劃、學校行事曆、校規訂定、學校重大活動如校慶、

畢業典禮的規劃等，都應將學校成員納入共同參與。學校本位行政的落

實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依照學校本身的條件，結合社區資源，建立學校的特色與文化，

以滿足師生及家長的需求。  

（二）透過相關研習及訓練加強參與成員決策、溝通的技巧，以真正發

揮集思廣益的功用。  

（三）校務的重大決策應以提升教與學的目的為考量，而非權力的擴張

或著重在程序性、技術性等問題上，倒因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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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本位管理成員的角色職責 

 

在推動學校本位管理制度後，納入學校各層級成員的參與，成員在

角色與職責上，也有所轉變，但是SBM的實施，著重的是施行的目的與

成果，成員角色的改變與權責的賦予，皆是為了成就更優質的學校教育

的手段，千萬不可倒因為果。正如奧瑞岡州Clackamas學區教育局長所

言：「成員可能全神貫注在角色上，而忘記了SBM不單是你該如何去扮

演自己的角色，還有該如何改善學生的教育。⋯太精準地去定義角色只

會造成SBM是一股對任何事亳無幫助的風潮而已，權宜的領導與根據問

題對症下藥的彈性在SBM系統中是必須的。」（引自Oswald, 1995）。

SBM的實施情形與成員授權在各個地區皆不盡相同，難以概括而論，以

下就教育行政機關、校長、教師、家長（社區）、學生的角色與職責內

容整理說明。  

一、教育行政機關的角色與職責  

Oswlad（1995）認為教育行政機關在學校本位管理中的責任不在於

進行多麼引人注目的改革，而是訂定明確的目標與政策，掌握推動過程，

適時提供協助。張德銳（民84）認為在學校本位管理系統下的學區教育

局的角色是在提供支持和進行客觀性評鑑，而不是指揮命令的角色。它

的主要職責是決定各校預算總額、提供人事及課程設計上的協助、發展

師生表現的水準、執行學區的計畫、監督、評鑑制度。黃嘉雄（民90）

在比較英國（指英格蘭與威爾斯）、紐西蘭、澳洲的維多利亞州以及美

國芝加哥與肯塔基等地方的學校本位管理制度時指出：中央的教育行政

權威行使於政策的制定與推動，目標與標準的訂定、資源的提供，經費

分配原則的建立與品質評鑑，而非細節的規範與控制。在學校本位管理

中，教育局長的角色與校長相較是少被注意的，其角色因為各學區的獨

特性，難以下一個操作性定義，在學校本位管理中，教育局長必須具有

下列的領導技巧（Kowalski & Oate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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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領導：教學領導者須有公正、溝通、明確、高度期待的特性，

並瞭解優先順序。  

2. 轉型領導：教育局長應具人際取向而非任務取向，並培養教師發展

合作與專業的學校文化，幫助成員共同解決問題，授權給學校，積

極宣導學區的文化規範，強調團體討論與決策。  

3. 願景領導：「教育局長必須學習勾勒與展望整個全新教育體系。」尋

求合作的契機與願景的實現。  

歸納教育行政主管機關的角色職責有下列幾點（Caldwell & Fred, 1988）： 

1. 修訂政策以利SBM的支持與宣導。  

2. 分配學校經費與提供必要的資源。  

3. 建立支持性的SBM氣候。  

4. 監督SBM方案的成功。  

5. 決定SBM實施的優先順序。  

二、校長的角色與職責  

「假如校長這個角色在學校本位管理之前尚未存在的話，那他們必

須被創造以實現這個制度」（AASA , 1988），校長在學校本位管理制度

中是最為看重關鍵的角色，對內是學校願景的推動者、課程及教學的領

導者，對外則是教育主管機關及社區的主要對話窗口，並爭取外界資源

的引入，可謂是推動學校本位管理成功的樞紐。  

在美國學校本位管理革新運動中，校長一職的角色也跟著轉變。1980 

年代開始，實施學校本位管理制度使得學校教育擁有更多的彈性與自主

權，學校行政的重心在於反應全體學校、社區的需求，校長的角色由原

來的管理者與執行者轉變為「領導者與發展者」（顏慶芳，民92）。Clune 

& White（1988）認為校長在SBM的角色職責有三個範圍：學校計劃、

分享管理及學區決策（district decision-making）。Wohlstetter & Briggs

（1994）指出校長在SBM的新興角色有 :參與結構的設計者與擁護者、改

革的管理者與激勵者、對外的聯繫者。Caldwell & Wood的研究指出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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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位管理」中，校長將增加以下職權（引自謝義鄉，民91）：  

1. 奠定學校積極校園文化，俾有助於提昇學校革新計劃的參與感。  

2. 與學生、教職員共同設定教學目標與課程計劃，以促進學校革新。  

3. 確認教職員進修課程，俾有助於學校革新目標。  

4. 參與教職員進修活動。  

5. 核定學校改革計劃，使其能包含學校所面臨的主要教育問題。  

6. 與校務相關成員共同實施並評鑑學校教學革新。  

歸納學者專家的看法，本研究認為在學校本位管理中校長的角色及

職責有：  

1. 授權者：鼓勵成員積極主動參與校務決定，並與教職員、學生共同

訂定課程目標與教學計劃。  

2. 協調者：校長對內須協調有限資源與權力之分配，兼顧成員需求與

學校效能；對外則與教育行政單位協商資源預算的分配，以符合學

校校務發展的需求。  

3. 教育領導者：校長須具備高度的教育專業知能，維持成員的士氣、

紀律和學校的品質，並擔負起整體學校方案成敗之責。  

三、教師的角色職責  

賦予教師權責是SBM中主要的一部份，教師認為在有關其權益的決

策中須有發言權﹙Weiss, 1993; White, 1992﹚。教師對於預算分配、課

程、學生紀律、社區互動等直接或間接與其有關的事務皆有興趣參與決

定，並且教師想要的是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積極性的角色，而非象徵性的

參與﹙Oswald, 1995﹚。美國學校行政協會﹙AASA﹚指出教師參與決策

的範圍包括：學校氣候的營造、學生的出席、校規訂定、教學方法與策

略、成員發展、目標設定。事實上美國學校本位管理制度中並未要求教

師的角色職責須做變革，但是SBM卻已提供教師更大的機會與彈性去做

改變﹙Clune & White, 1988﹚。歸納相關文獻的觀點，學校本位管理中

教師的角色職責應有﹙Caldwell & Fred, 1988; 張德銳，民84；張弘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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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86；洪福財，民88﹚：  

1. 參與學校本位管理委員會，與其他成員合作擬定學校願景目標、校

務發展計劃，及決定預算、人事等事項。  

2. 扮演教學專家角色，發展研究本位課程與新教學法，選擇教科書，

並改善學生學業表現。  

3. 積極參與教學專業研習進修，提昇專業知能。  

4. 協助校長蒐集分析資料及資源管理，以確保改革計劃的成功。  

5. 與校長、家長溝通合作，並提出自己的專業見解。  

教師在學校本位管理中扮演積極性角色，普遍認為會產生以下的優點

﹙Hansen & Marburger, 1988; Caldwell & Fred, 1992; White, 1992；張德

銳，民84﹚：  

1. 提高工作士氣。  

2. 強化對學校事務的「擁有感」。  

3. 增加對學校承諾與降低缺席率與離職率。  

4. 改善管理決策。  

5. 較高的變革接受度。  

6. 促進彼此合作與減少衝突。  

7. 使教師更能掌握學校有關訊息。  

8. 使執行更具效能與紀律。  

9. 改善教師與學校間的溝通。  

10. 增加誘因以吸引及留住優秀的教師。  

11. 改善教師與行政人員的關係。  

12. 改善學校組織氣候。  

四、家長﹙社區成員﹚的角色職責  

家長的參與是SBM的重要特色之一，其中最大挑戰在於賦予家長多

大權力。給予太多權力卻不用承擔績效責任，權力給的太少對於家長實

際參與校務又形成障礙﹙Oswald, 1995﹚。張德銳﹙民89﹚指出家長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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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決定學校事務在我國已成既定事實，無論是校務會議、校長遴選委員

會及教評會都賦予家長參與決定的法定資格。根據Hansen & Marburger

﹙1988﹚的研究發現家長參與學校決策會形成三點正面的影響：  

1. 家長大力支持學校的學生會有較高的自尊感及對學校更正面的態

度。  

2. 家長參與他們子女的學校會直接與子女學習成就有關聯。  

3. 家長對學校的滿意度與家長的參與、對決策的影響力兩項有正相關。 

家長﹙社區成員﹚在學校本位管理中的角色職責茲整理歸納如下﹙Drury 

& Levin, 1994；張弘勳，民86；張德銳，民89；謝義鄉，民91﹚：  

1. 參與學校本位管理委員會，共同決定學校目標與政策、預算及資源

分配。  

2. 對學校教學與重大活動扮演支持性角色，並提供建議。  

3. 贊助學校經費及協助募款。  

4. 積極參與有關校務、課程、教學等方面的進修活動。  

5. 透過大型家長組織，形成壓力團體，對政府的政策產生影響。  

 

肆.學校本位管理的有效發展策略 

如何有效發展學校本位管理，以達到改善學生學習成就之目的，許

多專家皆強調應將SBM的所有焦點置於如何達到學校願景（目標）、教

與學的改進上，而非技術性的層面如權力如何分配、組織結構如何重整

等（Hansen＆Marburger, 1988; Prasch, 1990; Glickman, 1992）。  

Herman＆Herman（1994）認為有效的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步驟如下： 

1. 決定學校本位管理指導委員會（SBM steering committee）的結構：決

定參與人員的代表與席次，應包括家長、學生、教師、職員、校長和

社區成員。並依目的與需要，組成次級委員會。  

2. 訂定決定權威的範圍和程度：授權給學校層級的範圍應包含教學、預

算、人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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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學校準則與策略：學校應訂出明確清楚的準則，使得能有效運

作。  

4. 發展參與者之訓練計畫：學校本位管理指導委員會開始運作之前，提

供訓練課程是重要的。包括小組的建立、溝通的技巧、決定的方法、

計畫的方法、衝突管理技巧、協商與共識的技巧等。  

5. 建構需求評估：委員會在擬定學校願景前，應先評估三方面的需求，

社區對學校的需求、學校內部的需求及教師與學生的需求。  

6. 決定預期的結果：學校改進的第一步是確認需求與排定優先順序，其

次為預估所要達成的明確結果。  

7. 發展學校本位管理計畫責任圖表：完成預期的結果評估後，詳列達成

結果的完整任務清單及完成時間順序，然後確認負責完成每項任務的

人員，其次確認並分配完成任務所需的資源，最後必須確認完成工作

的截止日期。  

8. 運用資訊管理系統（MIS）：利用MIS追溯、列舉、和分析學生的資

料，並提供豐富的資訊，使學校能與所有的相關人員溝通。  

9. 發展解決問題之技術：學校本位管理指導委員會成員都必須接受問題

解決技巧的訓練。  

10. 設計評鑑方法：在任何行動計畫實施之前要確定評鑑的方法，包括

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  

11. 提供回饋：學校本位管理指導委員會的活動，應有改變和更新的機

會，更新循環可使委員會成員反省整體的工作、評估委員會和計畫的

效能與效率。  

林鴻章（民89）認為要成功有效地實施學校本位管理政策，必須做

到以下各點：  

（一）權力結構的改變：1.授予學校權力  2.包含廣泛相關人員參與決定  

（二）提供必要的資源：1.提供改變所需的經費。2.提供學校和參與者

完成工作所需的知識與技能。3.給予時間的支持。4.提供學校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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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相關資訊。  

（三）建立實施學校本位管理的的學校文化：1.建立合作的學校文化。  

2.培養信任的學校文化。3.有方向或目標意識。4.建立從事冒險和

不怕失敗的文化。  

（四）聚焦在教與學的改進：1.建立基於教與學的明確學校共同願景。

2.訂定以學生、家長為導向的服務策略。3.與教學的指導機制結合。 

（五）設定監控和績效責任機制：1.評鑑方法的設計。2.課程指導方針。

3.訂定明確、清楚的目標與願景。4.發展學校運作準則和策略。  

（六）建立資訊管理系統：1.設計資訊管理系統。2.散布資訊。  

（七）組織所有層級角色和任務的改變：包含中央教育行政主管機關、

地方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校長、教師角色和任務的改變。  

（八）改變酬賞制度：1.實施教師分級，給予教師陞遷發展的機會。2.

設定知識本位、技能本位的薪資結構。3.完成目標的特別津貼和

獎金。4.給予有特別加給的職務。5.給予工作的認可。6.授予責任

與威信。  

Wohlstetter & Briggs（2003）兩位學者綜合近十年來美國一些研究

單位如學校組織重整中心（CORS）、芝加哥學校改革協會（CCSR）、教

育政策研究協會（CPRE）針對 SBM 所做的大規模研究，比較成功與不

成功的 SBM 學校做法差異，歸納出八項成功的 SBM 實施策略：  

（一）有個聚焦在教與學上的積極願景，並且與州政府、學區對學生成

就標準要求有高度的聯結  

1. 成功的學校的願景發展是與州政府、學區的標準（學生成就）相連

結的，同時以願景來引導學校決策，並且定期審視學校的運作是否

和學校願景相關。學校願景必須與對學生學習的高度期許有所聯

結，更進一步而言，應做為教學指引的機制。  

2. 學校願景若能調和學習標準成為教學指引機制，藉以產生學校目標

和對學校現況的共識，則較能為教師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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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不成功的學校可能會限制願景發展過程的參與人數，其結果是缺少

共識及產生混淆。  

（二）在預算、課程及人事範圍上有決策權，並利用該權力去創造在教

與學上重大的改變。  

1. 一項關鍵範圍的決策權是預算權，這在 SBM 計劃普遍授權中，仍受

到相當的阻礙限制。學校在預算上可能有總額限制或者上級規定預

算用途。而成功的 SBM 學校會將預算改變用途去支持學習成就的改

善。  

2. 成功的學校會運用職權做重要的課程變革，特別是在如何讓學生有

效吸收內容上。在得到社區及家長的同意後改變學校平時作息，提

供教師共同的教學研討時間。  

3. 成功的學校會運用人事決策權去聘用選擇認同支持學校願景的人

員。  

4. 失敗的學校很少關注教與學項目的討論，反而著重權力分配及學校

日常事務議題上。  

（三）透過創造決策團隊網絡的方式，廣泛地下放權力至學校各組織  

1. 成功的學校經由建立工作團隊、常設性委員會等方式充份授權；該

團隊則致力於技能或專業發展等特定議題上，使得能真正有益於學

校。團隊成員的選擇則以專業考量，如課程相關的團隊僅限定教師

參與，或家長具有某方面的專業背景，則由這些家長成立一個工作

團隊。  

2. 校務委員會（site councils）應負責決策團體間的連結協調工作，以

確保這些團隊能共同聚焦在學校願景上並有效率的運用資源。  

3. 不成功的學校則將權力集中在少數代表的校務委員會上，使得委員

們時間體力過度負荷，並造成權力競爭的衝突。也因僅授權少數人，

所有成員缺乏對決策的承諾。  

（四）持續不斷地辦理包含知識、技能的專業發展，強化學校能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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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變革、創造專業學習社群及建立知識分享為基礎的學校。  

1. 成功的學校會辦理專業發展活動以滿足學生需求並與學校改革議程

緊密連結。這些活動議題與決策分享技巧、管理技巧、改善學生表

現有關，進一步訓練家長及社區成員，使其更有能力參與學校計劃

與決策。  

2. 成功的學校的專業發展計劃的設計是以達成學校共同目標所需的能

力為考量，而非個人興趣或目標；相對之下，不成功學校對於專業

發展缺乏整體計劃，允許教職員選擇及設計他們自己的訓練，不重

視與學校目標的關連性。  

（五）建立一個蒐集學校重要事項訊息與所有成員能相互溝通的機制  

1. 成功的學校會建立健全的管道以收集及散佈重大訊息（如校務運

作、學生表現、課程措施）給校內及社區成員。致力於資料的蒐集

也是引導改善學生學習的活動，例如蒐集每班的分數分配情形以督

導教師及學生的表現。  

2. SBM 不成功的學校則較少花時間、資源去蒐集資訊，校長可能為學

校成員及社區所孤立，他們也不熱衷參照他校解決問題的方法，而

這些問題正相似自己學校發生的。  

3. 成功的學校相當倚賴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管道來管理許多散佈在校

內及社區的訊息。不成功的學校則少有溝通管道（例如僅有少數幾

個委員會），同時傾向依賴正式的書面資面資料。  

（六）以金錢或精神形式的酬賞，以感謝促進學校目標進步的個人或團

體。  

1. 相關研究發現，即使是 SBM 成功的學校，也缺乏提供獎賞給參與

者；而參與成員缺少了獎勵，將產生改革意願難以持續的問題。較

常使用的是精神酬賞，例如以感謝卡或在教職員會議、家長會議口

頭讚許達成學校目標的成員。  

2. 酬賞成員在 SBM 不成功學校是不普遍的，因為缺乏對學校願景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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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教職員覺得努力而獲得獎賞是困難的。Odden & Busch﹙1998﹚

認為，利用獎賞所傳遞出成果是重要的訊息以及視為良好設計系統

的一部份，有助於凝聚學校目標。  

（七）校長應與行政人員、教師分享學校領導，並扮演管理者及改革促

進者的角色，同時讓教師中的領導者承擔教與學的責任。  

1. 學者認為學校本位管理其領導來源有三：校長、學校諮議委員會、

學校教職員，SBM 成功的學校發現領導權的分享有助於達成學校目

標以及可利用許多成員的技巧和能力。校長在促進學校改革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激勵所有教師參與學校改革工作、收集訊息及運用酬

賞。  

2. 在不成功的學校中，一些校長並未擁有在分權環境下的工作技巧，

他們的領導風格與決策分享的風潮有所衝突。例如少數校長會限定

學校倡議委員僅參與瑣細議題的討論並且限制學校教職員參與其他

重要事項﹙例如學校願景﹚。  

（八）經由當地企業所辦的活動及建立專業發展的網絡，累積善用來自

校外的資源。  

額外的資源如巨額金錢的挹注對於 SBM 並無必然或大或小的效果，而

是將資源使用於何處?CORS 的研究建議應將資源（資金）集中在學校結

構重整的過程中，包括從計劃到實行階段，大力支持學校目標；  

教育性的資源對於學校是非常重要的，例如與特定改革設計相關的網絡

或者全國教師聯絡網（nation teacher networks），建立與教和學有關的資

源以提供教師在實施教學改革時的需求及支持。  

一項有益的資源是校長與校外組織（如企業團體）所建立的關係，

像利用企業的資源提供教職員一些專業訓練，或者運用媒體建立學校的

公共關係。SBM 不成功的學校校長則很少尋求這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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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主要國家實施本位管理情形 

 

「學校本位管理」的學校經營方式，主要是來自於美國的學校本位

概念及英國的地方學校管理（曾燦金，民85）。美國於一九六○年代已

有學校本位管理的雛型。美國紐約州政府教育局在一九六九年制定所謂

分權化法案（decentralization act），實施社區化的學校本位管理模式

（Murphy & Beck, 1995）。英國自一九八八年教育改革方案通過之後，

發展出有關地方學校管理的理念，但各地名稱有所不同，在英格蘭地區

稱為地方學校管理，在蘇格蘭地區則稱為權力下放的學校管理，但相同

的是對於人事與經費上的自主與責任獲得更多彈性的空間（王如哲，民

89）。除了美國及英國外，澳大利亞、紐西蘭、加拿大、荷蘭、比利時、

西班牙、瑞典、以色列和土耳其等西方國家，遠東地區如日本、香港、

台灣，可謂從北半球到南半球，從西方到東方，世界各地皆有國家正在

實施或倡導SBM政策（黃嘉雄，民88）。本節擬就美國、澳洲、香港及

我國實施學校本位管理概況，進行探討研究。  

 

壹、美國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概況  
一.背景沿革 

「如果存在著某種不友善的力量，企圖造成當前美國教育的平庸

（mediocre），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戰爭的行為。」－「國家在危機

之中」教育報告書（林寶山譯，民73）。1980年代初，由於學校平庸潮

流之所趨，美國在工業、商業、科學和技術革新的地位已經逐漸被日本

和其他競爭國家所取代，引發了美國第一波的教育改革運動。但第一波

教改策略強調由上而下、科層集權的模式，由州政府下命令來促使學校

教育提昇品質，但是並未發生預期的效果，原因包括集權化的規定使學

校運作僵化，過度的科層化與高專業化的教師產生抵觸衝突，另外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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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由外而內的改革策略，難以引起校內的共鳴與合作（黃嘉雄，民88）。

由於成效不彰，遂興起第二波改革，其策略轉為由下而上的革新，認為

學校應成為改革的重心，權力下放，透過法令的鬆綁，賦予各校權力，

尊重教師專業自主，其中學校本位管理即為重要的策略之一。然而，學

校本位管理的觀念與經驗，在美國早有歷史先例，其並非遲至1980年代

中期之後才新創的產物（黃嘉雄，民88），以下將美國學校本位管理制

度沿革發展整理於表2-5（Murphy & Beck, 1995；曾燦金，民85；黃嘉雄，

民88；廖仁智，民88；李雪梨，民91）。  

表2-5  美國學校本位管理制度沿革整理  

年代  SBM的沿革  

1969 紐約市通過「分權化法案」，實施學區化的學校本位

管理制度，學區董事會具有任命學區教育局長和校

長，決定課程政策，視導學校之權責。  

1973 佛羅里達州立法允許學區實施SBM制度。  

1986 為美國第二波教改之開端，該年卡內基教育與經濟論

壇（CFEE）的「A Nation Prepared」與全美州長協會

（NGA）的「Time for results」兩本報告書，均倡導以

SBM作為學校再造的核心策略。  

1988 全美學校行政人員協會（AASA）的一項全國性調查研

究發現，有25％的教育局長指出在其學區已實施學校

本位管理，有28％的教育局長宣稱正計畫實施學校本

位管理。  

1989 一九八九年全美已有十四個州倡導實施學校本位管

理，且有75％的州立法規定成立「學校本位管理委員

會」，且全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區已實施學校本位

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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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199

199

199

資料來源：

二.美國學

由於美國係

學校本位管

圍內容上不

州、芝加哥

（一）奧瑞

1.學校審議

奧瑞岡

定所有學校

法案提到「

世界中的工

為支持該目

一系列學校

置須具有下

(1) 發展特

(2) 建立一

(3) 產生溝

(4) 發展並

(5) 發展並

況、效
表 2-5  美國學校本位管理制度沿革整理（續）  

 SBM的沿革  

1 在全美的大城市中，有八分之七的學區實施不同形式

的學校本位管理。  

2 全美已有四十四個州全面或部份實施學校本位管理。

4 在一項高級中學學校重建研究的調查結果中，發現已

有66％的學校全面或部份實施學校本位管理  

研究者整理  

校本位管理制度實施案例 

採教育行政分權體制，當中有四十四個州已全面或部份實施

理﹙曾燦金，民85﹚，唯各州各學區SBM權力結構、實施範

盡相同，難以全部列舉說明，茲以全面實施SBM的奧瑞岡

州、肯塔基州為例加以討論。  

岡州Salem-Keizer學區  

委員會的運作  

州在通過21世紀教育法案﹙Oregon Educational Act﹚後，規

都必須在1995年9月前成立審議委員會﹙Oswald, 1995﹚。該

為達到在2000年前有接受最佳教育的公民及2010年前提昇在

作競爭力這兩大州政府目標，教育體系的重整是必須的。」

標，立法機關於1987年通過學校審議委員會設立之法源，是

改革法案中的首例。奧瑞岡教育法案中規定審議委員會的設

列功能：  

定的學校本位角色與責任。  

套完整的學校決策模式及委員會內規。  

通策略與計劃。  

實現學校改善計劃與學校目標。  

保持一組隨時更新的學校現況數據圖表，包括教與學的概

能的說明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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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勵成員專業發展。  

(7) 提供改善學校與專業發展的獎勵金。  

(8) 確保公開的會議能夠依據法令。  

學區中的各個學校自主決定SBM委員會的架構、委員會中的成員如

何產生、每位成員﹙校長、教師、職員、家長、社區居民﹚能夠參與的

程度。校長在委員會的角色是促進者、協調者及經營者。Salem-Keizer

學區教育局長miller強調學校本位決策不應該是由單獨某個人關在門後

所做的 ,而是充份的訊息輸入及完全的教職員與社區的參與。  

2.學校本位預算  

Lindelow & Heynderickx﹙1989﹚的報告指出，大部份的美國學區在

分配給學校的經費時，都依照學生人數及學校的特定需求，每所學校可

配合其教育目標決定如何使用經費。同樣地，Salem-Keizer學區各學校

的預算亦是依據學生數為基礎，校長則擁有完全的預算控制權，決定何

項優先運用經費。但是在方案發展、一般行政事務及教學事務上的支出

則有所限制，另外學校僱用額外人員的基金並不予監控。學區教育局對

於個別學校的需求也會給予額外的經費。學區中大部份的校長都會不同

的形式讓教職員參與預算編列的決策過程，學校可以在符合州及學區法

令下依照本身需求優先權自行運用預算。  

Neal﹙1991﹚認為將預算權完全交由校長的方式可能引起一些問題，

例如從學區教育局取得預算權可能造成中央的反感及政策的混亂；校長

們也抱怨須花額外的時間參與預算工作並承擔責任；一些校長則對預算

的運用過於保守。雖然有上述的問題，Neal強調學校本位預算仍是符合

學校須求的最佳方式。  

3.學校本位課程  

Salem-Keizer學區最顯著的特色是發展增進學生成就及改善過程、

方法的任務報告（Kearns, 1990）。這是由學區重大計劃顧問委員會所發

展並由學校董事會於1987年開始採用，學區的任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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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由發展終身學習技巧如溝通、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人際關係、

自我概念與公民權的建立，激勵學生充份的潛能。  

(2) 發展學生對於文化差異、全球及生態關係上的瞭解和參與。  

(3) 發展與強化社區夥伴關係與對公立教育的承諾。  

為使學校的運作與學區的任務目標一致，該學區採取統一的課程計

劃並指定教科書，但在教學方法及課外讀物上由老師自主決定，學區教

育局長Miller指出：「我們希望老師去嘗試更多的教學方法並且明白他

們是得到支持的，因為他們嘗試做的事正與學區的目標一致。」（Oswald, 

1995）。換言之，雖然在課程與教科書上不全然授權給學校層級，但是

學區在發展教學方法及教材上允許學校有相當的彈性空間。  

4.學校本位人事  

在學校人事聘任上，一些Salem-Keizer學區的學校，校長從校內不

同團體的領導人得到人事需求的訊息並做出決定；有的學校則由委員會

先做出人事需求的決定，再由校長做最後裁定；有的學校作法是由校長

與校內團體領導人及委員會成員共同商量，並邀請他們加入甄選委員會

共同做最後的選擇。在這所有的聘任方式上，最終的任用權則是屬於校

長一人。  

 

（二）芝加哥市的學校本位管理  

有鑑於學校教育績效不彰及對集權化科層管理的反彈，甚至被當時

的聯邦教育部長批評為「芝加哥公立學校系統乃全國最差者」。1988年，

伊利諾州議會通過芝加哥學校改革法案﹙Chicago School Reform Act﹚，

開始採激進式全盤式改革策略，並以建構SBM制度為其中主軸﹙黃嘉

雄，民88﹚。  

1.學校審議委員會﹙ local school coucucil ,以下簡稱LSC﹚的運作  

由於芝加哥SBM權力結構採社區控制模式，在LSC委員當中，家長

佔絕大多數，其權責包括；選任和評鑑校長，決定校長四年任滿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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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聘，核可學校預算案，核定學校改進計劃﹙SIP﹚，監督校長執行SIP

和預算，對校內重要政策提供建議。  

各校LSC依規定每年召開兩次社區會議，聽取社區對學校改進計

畫、學校預算和學校年度報告的意見。由於LSC屬決策性組織，平常實

質的校務仍由校長負責處理。  

2.學校本位預算  

依改革法案內容，芝加哥的學校本位預算有幾項特點：﹙1﹚將州的

補償教育補助經費依各校經濟不利的學生數及市教育董事會分配的基本

維持費直接交由學校自行運用。﹙2﹚限制人事經費一定比例支出，將多

餘經費轉分配給各校。﹙3﹚各校的經費運用，必須與LSC所核定的學校

改進計劃相結合。各學校對於人事費用的自主管理權限較小，須經

市政當局審查決定。  

3.學校本位課程  

課程目標及課程架構由州統一規定，校長則在與校內的專業人員諮

議委員會﹙professional personnel advisory committee, PPAC﹚諮詢後，

並參酌當地學區特性與需要，發展校內課程方案，選定學習材料，決定

評量標準與評量方法，規劃專業人員成長方案。市教育董事會負責建立

學校評鑑制度，每年公佈各校進步情形。  

4.學校本位人事  

在人事方面，校長的聘任由學校LSC決定，每四年一聘，不再擁有

終身職，而校長則擁有聘任教職員的權力。  

 

貳.香港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概況 

在過去30年內，香港經歷了許多不同的教育改革。在1970年代到1980

年代期間，致力於學校數的增加及擴張初等與中等學校教育體系，但是

這段期間的教改限於教育資源大量投入及教學環境的改善，對於學校效

能的提昇並不明顯（Cheng & Chan, 2000）。在1982年，香港政府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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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由John Lewellyn所帶領的國際顧問團，經過二年的觀察與訪問所撰

寫而成的報告書－「香港教育教育問題透視」（單文經，民89）。這份

報告指出了政策方面須努力改進與發展的方向，港府並設立了教育統籌

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負責制訂教育政策，協調與監督各個

教育體系的計畫與發展。從1984年至1997年，教育統籌委員會共發表了

七份報告書，因為第七號報告書所採用的政策與前六份報告書有顯著的

差異，學者鄭燕祥（民89）將第一號到第六號報告書的改革政策稱為「第

一波教改」（ first wave of education reforms），1997年的第七號報告書

與之後的改革政策則視為「第二波教改」（ second wave of education 

reforms）。  

一.第一波教改 

第一波教改是立法者由上而下訂立方案來解決學校的問題，強調外

在控制或是增加資源的投入，其直接與學校教育相關的政策有：提昇語

言教學與學習、提高教師素質、改進私立學校的發展、促進課程發展、

全面改善教與學的環境、重視特殊教育的發展。在經過十餘年的改革後，

因為缺乏資源或來自民眾的支持，教改結果似乎未盡理想，鄭燕祥（民

89）認為有三點原因造成第一波教改對改善學校教育的貢獻相當有限：  

（一）缺乏知識基礎與研究支持  

教育政策的制訂和實踐，應有實質的研究結果或實徵先導測試作支

持。但第一波教改因為缺乏相關政策之研究，以及沒有研究結果支持政

策制訂的習慣，社會大眾對所提出來的教育政策，充滿挑戰與質疑。  

（二）過度強調資源投入  

在第一波教改中，政策制訂者假定投入資源愈多，學校教育就更有

效率，但是卻忽略了資源要如何轉換的過程以產生期望的結果。例如支

出港幣二百三十六億在十五年內改進教師素質，但是其中超過 91%的投

資是花在硬體設備上，包括教師－班級比例、小班制、改建學校大樓、

建立電腦資料庫與課程資源的網絡，而只有 5.1%的資金是花在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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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致於教師與校長的進修課程的投資則微乎其微；鄭燕祥指出學校教

育素質的提升，改善硬體條件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主要還是要靠教師的

表現。  

（三）忽視學校本位需求  

第一波教改假設學校間的高度同質性（homogeneity），統一的政策

要求和運作，忽視了個別學校特性和需求，這種假設無法反映出現實環

境的複雜性，所以政策的實施只對某些學校有較高的成效，無法一體適

用所有的學校。  

    香港的第一波教改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強調擴大投入資源，忽

視改革過程的控管及學校本位的需求，就提高學校效能、滿足社會期望

而言，影響力相當有限。  

二.第二波教改－學校管理新措施（Cheng & Chan, 2000） 

    有鑒於第一波教改政策的部份缺失，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在 1991

年四月推行一項學校本位管理政策－「學校管理新措施」（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 SMI），這項政策改變了以往中央集權管理模式，

給予學校更大的管理自主權。SMI 計劃的主要目標有四：  

(一 ) 清楚界定學校辦學團體（ sponsors）、校董會（managers）、校監

(supervisors)及校長的角色，以確保更大的效能及績效責任。  

(二 ) 提供教師、家長及校友更多參與決策與管理的機會。  

(三 ) 鼓勵更有系統的規劃與評鑑學校計畫的活動，並報告其成果。  

(四 ) 給予學校在運用資源時更大的彈性，以符合個別的需求。  

SMI 的實施要點則包括：  

1. 教育署的角色從嚴密控管轉為支持與提供建議。  

2. 教育署必須要求學校建立教育規劃與發展管理資訊系統。  

3. 學校的教育目標與責任必須更清楚被界定。  

4. 要求學校校董會必須訂定學校發展的目標、管理的規定與流程。  

5. 規範學校辦學團體的法定地位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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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監的角色與責任及與學校管理委員會、校長的關係應該重新被審

視。  

7. 校長的角色與責任應詳記於校長手冊中。  

8. 要求所有學校具有正式化的職員報告程序。  

9. 新的學校管理架構必須讓下列成員參與學校決策：校董會、校長、

教師、家長及學生。  

10. SMI 學校的經費提供應採取綜合補助款（block grant）的形式，每所

學校依照需求有權決定預算用途。  

11. 學校必須使用 5%以上的補助款做為獎勵教職員的用途。  

12. 學校應該有更大的彈性運用非政府資金，同時被允許向學生收取規

定內的費用。  

13. 政府必須確保辦學團體在設立學校時投入成本的合理比例。  

14. 考慮薪資與獎助金合併的可能性，使得辦學團體能負起完全的管理

責任。  

15. 每所學校必須發行年度學校計劃手冊以做為活動的引導。  

16. 每所學校須準備年度學校概況報告包括學校的活動及重大的學校表

現。  

SMI 這項新政策與教育統籌委員會過去十年的政策是相當不同的，

從以往的外部控管介入轉變為內部管理過程的改善，從單零碎的運作轉

為整體的學校重組。教師家長參與學校管理、系統的計畫、學校活動的

報告以及資源的靈活運用可說是追求效能與改善的 SMI 計劃核心要素。

SMI 計劃是採學校自願加入，由於成就受到肯定，參與的學校已從 1992

年的 21 所中學增至 1997 年 148 所中學、199 所小學及 18 所特殊學校，

占了所有學校數的 30%。愈來愈多的校長、教師認為實施學校本位管理

可以讓學校得到更多資源及彈性運作以改善學校設施及教學活動。即使

是沒有參與 SMI 計劃的學校，也採用了類似 SMI 的策略，使得 SMI 的

概念、想法、技術與經驗擴展到全部的學校。也因為香港政府對這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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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愈來愈有信心，準備要求所有公立學校在 2000 年前實施學校本位管

理，作為提高學校教育素質的方法（鄭燕祥，民 89）。  

即便 SMI 計畫的已實行多年累積了相當多的經驗與知識，但仍然有

不少的障礙問題阻礙了香港學校全面施行 SBM。Cheng 及 Chan（2000）

從結構（structural）、人性（human）、政治性（political）、文化（cultural）

等多元觀點分析香港在推行 SMI計畫時可能發生的問題並提出因應策略

（表 2-6）。  

表 2-6  SMI 計畫的潛在障礙與建議策略  

多元觀點  實行障礙  因應策略  

結構觀點

的分析  

1. 由行政控制模式所主導

（指辦學團體）。  

2. 缺乏發展專業控制與社

區控制的機制  

3. 辦學團體與校董會間沒

有法定關係。  

4. 辦學團體屬於外部的學

校行政系統。  

5. 辦學團體與教師間對學

校目標無法一致。  

6. 對於辦學團體、校董會、

校監及校長沒有明確的

角色、績效責任和督導。

1. 明確訂定所有參與者的角

色定位與績效責任。  

2. 建立一個參與決策的正式

機制。  

3. 建立所有成員對學校目標

的認同。  

4. 加強對辦學團體、校董會

的選擇權與督導權。  

5. 以學校成員的滿意做為辦

學團體表現的評價依據。

6. SMI 改革中應包含教育署

的參與。  

人力資源

觀點的分

析  

1. 教師不滿意於學校發展

貧乏的狀態。  

2. 成員對於學校管理缺乏

足夠的技巧與知識。  

1. 對於參與成員提供支持性

與範圍廣泛的發展方案。

2. 幫助學校成員學習如何參

與學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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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觀點  實行障礙  因應策略  

3. 因參與之故，增加教師、

校長的困擾壓力。  

4. 增加教師們的工作時間。

5. 忽視個人與團體間的自

我管理。  

3. 對發展不佳學校的教師予

以補償與支持。  

4. 幫助個人與團體的自我管

理。  

政治性觀

點的分析  

1. 辦學團體在校內擁有巨

大的影響力。  

2. 實行 SBM 期間會增加校

內衝突。  

3. 教師在發展專業控制模

式時沒有實際權力。  

4. 由於校內成員的抵制缺

乏社區控制模式。  

1. 從雙贏的觀點促進對

SBM 的認同。  

2. 增進權力的平衡與成員間

的溝通，並清楚界定校內

不同團體的角色。  

3. 賦予校長與教師處理政治

性問題的技巧與策略，例

如有效能溝通、建立支持

性網絡、衝突的處理。  

4. 讓家長扮演更重要的角

色，例如參與校董會。  

文化觀點

的分析  

1. 重要成員不太瞭解 SBM

在教育上及對他們本身

的意義。  

2. 教師文化對變革的抵制。

3. 在文化改革上，學校領導

過於薄弱。  

4. 行政人員與教師間的對

抗文化。  

1. 促進對於 SBM 意義與需

求的瞭解。  

2. 明確說明 SBM 對教育的

影響。  

3. 激勵校內各層面的成員以

更多形式參與學校管理。

4. 賦予學校領導者在改變學

校文化及推行 SBM 上必

要的領導知能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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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觀點  實行障礙  因應策略  

5. 公開闡述促進校內成員共

同合作的作法。  

資料來源：Cheng,Y.C. & Chan, M.T.（2000） .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management：A Multi-per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Hong Kong.Intern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 46(4), 

212. 

香港的 SMI 學校實施數年來，加深教師家長參與學校管理的程度，

更符合學校本位需求，對於學校的發展與改善是相當有幫助的。從上述

的四個向度的多元觀點的分析，與我國的學校本位管理情況相互對照，

可以得到下列幾點的啟示。  

(一 ) 從結構觀點而言，香港政府僅將學校管理的權力下放給各辦學團

體，因此學校校長、教師及家長是否擁有參與管理的權力，端視辦

學團體的授權而定，所以掌管學校大權的辦學團體為另外的「小教

育署」。反觀我國的學校本位管理結構型態因受到法令規範保障，無

論是校務會議、校長遴選委員會、教評會，除校長之外，行政人員、

教師及家長具有一定參與比例，屬於均衡控制模式，在 SBM 參與

深度而言，我國較香港更為落實。另外香港及我國都缺少對校本管

理委員會的監督機制並要求負起績效責任。  

(二 ) 從人力資源觀點而言，無論是香港或我國，參與人員皆缺乏學校管

理的技巧，所以在專業訓練與研習上，都應加強。此外相關文獻也

都提及造成參與教師額外的工作負擔，是實施 SBM 的學校會面臨

的問題，如何協助參與人員做好時間管理，兼顧教學與參與工作，

是必須正視的。  

(三 ) 從政治性觀點而言，香港的 SMI 計畫忽略了教師專業控制與社區控

制的參與，造成對辦學團體的不滿及各團體對權力爭取的衝突。反

觀我國 SBM 雖有一定比例的代表參與，在權力的平衡上爭議不大，

5656



但仍會因意見理念的不合時有衝突，所以如同政治性的因應策略所

建議，加強參與成員理性溝通、衝突管理的技巧是相當重要的。  

(四 ) 從文化觀點而言，無論是學校文化對變革的抵制或者是行政人員與

教師之間的對立文化，在我國的校園之中也是存在的。鄭燕祥認為

校長是改變學校文化的關鍵角色，所以加強校長必要的領導知能、

技巧，鼓勵教師廣泛參與學校本位管理，利用機會詳加說明學校本

位管理的意義與重要性，促進成員間共同合作，都是使 SBM 觀念

在組織文化中成形的重要策略。  

 

參、澳州維多利亞省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概況 

澳州係由六省及兩領地所組成的聯邦制國家，其中小學教育行政具

有下列特徵（黃嘉雄，民 90）：（一）依聯邦憲法教育權責屬各州（二）

州集權化的教育行政體制（三）州與各校間並無具自治團體身分的中間

層級教育行政機關（四）公私立學校雙元並存的中小學教育體系。  

不過聯邦政府雖無法直接干預各省教育，但是透過經費補助的方

式，來影響全國的教育走向。自 1970 年代以來，澳州一直朝著教育權責

下放、學校自主經營的在方向在努力，尤以維多利亞省為最（張熒書譯，

民 89）。以下即說明維多利亞省學校本位管理的背景發展及制度內容。  

一、維多利亞省的教育改革背景  

    在1970年代以前，維多利亞省有關課程、預算和人事的的權利，幾

乎都集中於省教育部，學校本身、家長及教師對於學校決策都無參與權，

學校校長則扮演著教育部代理人的角色，執行教育部的政策與決定。1973 

年5 月，學者卡梅爾（  Karmel）提出「澳大利亞學校」（School 

in Australia ）報告書，書中提出六個重點：（一）授權給學校，不要再

用集權化管理學校。（二）追求所有兒童受教育機會均等。（三）尊重

學生的多元特殊性。（四）接受公私立學校並存的體制。（五）鼓勵家

長參與學校事務。（六）學校可以扮演更重要的角色（陳鐘金，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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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澳州教育改革的先端，也深深影響著後來的維省教改。  

1981年，執政的自由黨政府發表「維多利亞公立學校教育策略與結

構白皮書」，朝著地方化、社區化、授權化和增加學校審議委員會權責

的方向改造教育行政體制。1982至1984年，後繼的勞工黨政府接續先前

改革政策，連續公布6篇有關教育改革的政府公報，其主要方針有：對學

校社區之權威和責任的普遍化授權，合作參與的決定過程，建構以對學

校提供協助和服務為主要功能的回應取向行政體制，提升教育效果，主

動補救不利者和改善歧視待遇現象（黃嘉雄，民90）。  

1992年澳州大選，Kennett政府上臺，推動著名的「未來學校」（Schools 

of the Future），1999年大選Kennett政府失去執政權，由Bracks政府代之。

Bracks政府承諾繼續推動此項教改，使得學校自主管理得以繼續施行（張

熒書譯 ,民89）。Townsend指出維多利亞省在1993年起大力推動「未來學

校」改革方案，實施大幅度授權的校本位管理制度及更嚴格的績效責任

架構，一方面提升行政效率，一方面提升學校教育品質。至1995年時，

幾乎所有公立學校均已參加該方案，目前維多利亞省的學校本位管理制

度，即是以未來學校方案為藍圖的制度（引自黃嘉雄，民90）。  

二、維多利亞省的學校本位管理制度  

「未來學校」方案可謂是澳州學校本位管理制度的藍圖與方針，廖

仁智（民88）認為該方案具有下列幾點 : 

（一） 學校合約書（school charter）就是學校未來的願景，它是學校

社區與學校教育董事會（  Directorate of School Education）之間正式有

關主要計劃與績效的文件，學校據此有高度的自主與績效。  

（二） 為了實現願景，作為一個管理機構的學校諮議委員會有責任遴

選校長，聘用非教師人員和短期特殊方案教師的使用。  

（三） 每個學校的諮議委員會透過全面性的年度報告，對社區說明教

育的成就。三年學校檢討一次校務計劃，幫助學校監督和改善學生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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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每個學校校長必須選擇一個教學團隊。  

（五）  校長有責任增進專業發展和教師的個人成長。  

（六）  學校可以透過整筆預算，為地方彈性，決定資源最佳使用。  

（七） 每個學校諮議委員會透過全面性的年度報告，向社區說明教育

成就。  

綜合相關的研究（廖仁智，民88；黃嘉雄，民90；陳鐘金，民91；

張熒書譯，民89），在未來學校方案架構之下，維多利亞省的學校本位管

理制度內容說明如下：  

（一）學校權力結構之調整  

維省在實施SBM制度後，學校審議委員（school council）會成為學

校層級的最高權責組織，校長的角色從中央教育政策的代理人轉為校委

會的執行者。在成員組成上，包括教師（人數不超過委員會總人數三分

之一）、家長（人數超過總人數三分之一）及社區人士，有時包含學生代

表，校長是當然委員，委員會主席則由家長代表擔任之。所以維省的SBM

權力結構是較偏向社區控制類型，同時教師亦是委員會代表，校內行政

的民主化和專業化亦得以彰顯。  

根據維省教育部（DEET）的規定，學校審議委員會具有下列權責： 

1. 和DEET共同選聘校長。  

2. 擬定學校合約書（school charter，又譯「校務發展計畫」），確定學

校核心目標及未來三年內的優先發展項目。  

3. 分配預算，確定各項資源的分派能夠達成校務發展計畫中所訂定的

各項方案。  

4. 決定學校總體教育政策。  

5. 學校建築和場地的維持與外觀規劃。  

6. 訂定學生的行為規範（student code of conduct），提供安全有序的學

習環境。  

7. 提出年度報告，報告學校的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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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審議委員會外，維多利亞省的學校有著各種不同由教師所領導的

決策團體，如資深領導教師團體（Senior Leadership）、課程委員會、行

政管理委員會、學習領域委員會。  

（二）學校合約書之簽訂  

學校合約書是未來學校方案的重要特色，是學校、社區與DEET等三

者之間有關學校辦學績效的文件。學校經DEET核定後，建立學校的願

景，發展學校的目標與特色。合約書是由學校審議委員會、社區、校長

和全體教職員共同發展出來的，實施三年之後可以修正，有需要時，可

以由校長、學校諮議委員會的主席及董事會的代表共同簽訂。  

學校合約書的內容包括：學校哲學和未來方向的描述、學校目標和

發展優先順序、發展政府所訂的八種課程領域和適合學校情境的課程活

動、對學校審議委員會成員、校長和全體教職員的實務規範、監督和報

告學生表現的程序細節、學生人數的預測和合約書期限的所需預算、在

合約書的期限內，說明學校會在可運用資源下採取所有合理行動與步驟

來達成目標。  

（三）學校全額預算制度  

維多利亞省的未來學校方案在經費方面採用「學校全額預算」

（school global budget）制度，維省政府分配給學校的經費，除了保留

有關研究和行政所需的人事費與業務費（約佔5.3％）及補助特殊需要學

生的費用和提供跨校服務的專家之聘僱（約佔8％）之外，其餘的經費（約

佔86.7％）以學校學生數為基礎的經費補助公式下放給各學校。  

各校依據學校合約書的所需發展項目的優先順序彈性應用學校經

費、發展學校特色及聘僱學校教職員，並接受績效責任機制監督其經費

運用的合適性與合法性。各校全額預算分為核心經費（人事費）、學習

障礙與遲緩學生額外經費、高失敗群學生額外經費、非以英語為母語者

額外經費、偏遠地區額外經費、優先方案經費、運作維持費七大項目。

維省學校預算的特點除了反應經費跟著學生走的思維外，也重視教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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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均等的精神，對於發展不利者和特殊需求者給予額外補助。  

（四）實施全省性課程與標準架構  

    1993年未來學校方案實施後，中央成立了課程研究委員會制定發布

了課程與標準架構（curriculum and standards framework, CSF） , CSF包

括英文、外語、數學、科技、科學、藝術、社會與環境研究、健康與體

育八大學習領域（ the eight key learning areas, KLA），除了外語之外，

其他七大領域再依照學生的年級劃分為七個學習層級。為了落實CSF，

自1995年起對幼稚園至十年級的學生實施學習成就評量（The Learning 

Assessment Project, LAP），十一至十二年級則採用維多利亞教育證書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VCE）制度，對畢業生實施測驗，作

為學生或就業的依據。同時依規定，學校必須每年向家長提出其子女在

各學習領域各層級表現水準之書面報告兩次，並至少安排一次教師與家

長面對面討論其子女教育進展情形之機會。  

（五）教師專業發展  

    維多利亞省的學校相當重視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學校每年必須在

公開的年度報告中，呈現教師參與進修的情形。學校每年均會協調安排

各種專業成長活動，以滿足學校或政府的需求。校長的專業發展包括預

算、領導、經營。行政人員的研習則是新電腦體系和學校預算過程的瞭

解。而教師則是參與有關課程領導的方案，以回應學校合約書的實現。

學校諮議委員會的專業研習則在於瞭解未來學校方案的實現與學校合約

書的發展。  

（六）建立學校績效責任架構  

    1993年，維省教育部門成立學校視導署，建構了學校的績效責任架

構（School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其具體指出學校必須蒐集哪些資

料（例如：學生的學習成果、家長與教職員的意見調查、行事曆、學生

及教師的出缺情形、意外事件報告、教職員的進修與研習等）、如何將這

些資料轉換成有用的資訊及如何公布這些資訊（透過年度報告）、如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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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資訊（透過三年一次的定期視導評鑑）。  

    所以維省的績效責任架構可分成三道程序：  

1.第一道程序：學校合約書  

如前所述，每所學校均需與教育局簽訂學校合約書，該書內容等同

於學校向教育部、家長、學生和社區的承諾契約，所以學校需依據此書

作為辦學的準則，依此書內容來經營學校，不會有所偏頗。  

2.第二道程序：學校年度報告  

學校每年都必須依照州政府所訂定的成就指標，包含學生學習成就

表現、課程實施情形、學校狀況、教師狀況、經費收支等相關內容向教

育部、家長、社區提出年度報告，據此瞭解學校每年在學校經營上的情

形。  

3.第三道程序：三年一次的定期視導評鑑  

學校合約書是以三年為一期，因此每三年州政府便會對學校實施一

次定期視導評鑑，作為檢核此學校特許書成功與否之依據。此視導評鑑

包含學校內部的自我檢核和校外的查核。學校內部的自我檢核由學校審

議委員會和學校行政人員共同辦理；校外的查核則是由州政府所組成的

視導團隊來評鑑。  

    因此，維多利亞省中小學對於校內人事、經費和行政運作擁有極高

的自主權，但相對的也具有嚴格的績效責任管控機制。  

三、澳州學校本位管理對我國的啟示  

    過去三十年來，維多利亞省公立學校努力朝向自主管理方向邁進，

歷經各階段的修正與調整，才提升現今的水準。因此從澳州這些年教改

經驗當中，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對於我國學校本位管理應有以下幾點參

考之處：  

（一） 學校合約書的簽訂，有效引導及規範辦學：學校本位管理的主

要目的在於促進學生的學習，其所有的活動均應與教學有直接或間接的

關聯（張熒書譯，民89）。經由教育行政機關、社區及學校三方共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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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的學校合約書，具有高度共識，從人事規範、預算運用及學校課程

實施，內容具體清楚，可有效引導學校依照既定計畫辦學，同時每年一

次的年度報告及三年一次的視導評鑑，也讓家長掌握辦學情形與成果。

反觀我國中小學各校雖訂有校務發展計劃，但社區及家長參與空間有

限，計劃內容往往過於抽象，難以具體落實，同時缺少年度報告，外界

難以追蹤進度，常流於參考性質。  

（二） 彈性自主的學校預算制度：維多利亞省的教育經費近九成下放

給學校層級自主運用，各校依據學校合約書的所需發展項目的優先順序

彈性應用學校經費，另外對於特殊學生部份也有一定  比例的經費，顧及

教育均等精神。而我國中小學對於預算的運用也應按照本身校務發展計

畫的需求，全盤規劃，將經費花在刀口上。  

（三） 權責相符的績效責任制度：澳州的學校本位管理制度透過學校

合約書、年度成效報告及三年一次視導評鑑，符應了權責相符的精神。

反觀我國中小學在過去中央集權下，執行上級交付的命令，雖無實質權

力卻也無須負起績效責任。而近年來，權力大幅下放給學校，使得學校

層級在人事、預算、課程範圍上都有重大決策權，但對於執行後的成效

結果卻不用承擔績效責任，即便有定期的校務評鑑，但壓力終究落在校

長及行政人員上，因此重新建構合宜的績效責任機制，是我國學校本位

管理制度中須要改進的一環。  

 

肆、我國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概況  
  我國自1996年「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揭櫫了教育鬆綁、帶好

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及建立終身學習社會五大改革

方向後，有關「學校本位管理」的理念，在相關法令制訂配合下，開始

落實於各中小學。與美、英、澳各國相較，我國教育權下放及學校自主

的實施晚了十年左右，也因為如此，更可擷取他國的經驗，使我國學校

本位管理制度更加完善。以下即就人事、預算、課程及校務運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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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情形。  

一、學校本位人事  

我國中小學教師的聘任，依據教師法第十一條之規定：「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於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教評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

應包含教師代表、學校行政人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一人。其中未兼行

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總額的二分之一，其設置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其最大的特色是未兼行政或董事之教師人數佔教評會代表總額二分

之一以上，反映出以教學專業為主要考量的聘任方式，而以往校長或私

校董事會少數人可以左右學校人事的情形已不復見。另外將家長會代表

納入其中，亦是充份尊重家長的參與權。  

關於解聘部份，教師法第十四條則規定：「教師犯有刑事、貪污… 等

各款情事時，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

數以上之決議，經報請教育主管機關核准後，可予以解聘、停聘或不續

聘」。因此，無論是教師的任用、解聘、停聘或不續聘等人事任用權，

學校已有極大的自主空間。  

在校長遴聘上，國民教育法增修訂條文第九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立國民中小學之校長，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組織遴選委員

會遴選後，再依規定程序聘任之；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分別

由組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定之」。以台北市為例，其遴選方式是由教育

局長擔任遴選委員會召集人，並由教育局遴聘家長會代表三人、專家學

者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三人、校長代表三人及市政府代表三人，總共十

三人組成遴選委員會，就具有遴選資格之校長候選人採書面審查及列席

說明的方式，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或過半數的議決選出乙名人選送

請市長聘任之（臺北市政府，民89）。其中教師代表不得由出缺學校的

教師擔任，以避免私人恩怨等因素造成遴選上的不公正，可見北市的校

長遴選上，教育局具有相當的影響力。所以目前校長遴選方式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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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有較大的模糊空間，端視各縣市校長遴選辦法的訂定是否賦予學校

自主空間（如仿效澳州由學校審議會自行聘用），或由縣市政府強力主

導。  

二、學校本位預算  

  國內中小學之教育經費通常可分為經常門與資本門兩個項目。經常

門經費由縣市政府編列一定之額度，作為學校基本之開銷。資本門為學

校改善校內建築、充實教學設備等的經費，每年並無固定的額度編列，

學校可依實際需要爭取，再由地方政府進行分配（林月盛，民88）。除

這兩項預算來源外，學校可自行成立校務發展基金，透過各種管道爭取

經費，充實學校各項發展，為最能自主運用的經費來源。  

    另外教育部對於學校的補助，則依中央施政方針與政策，各校擬定

執行方案予以爭取，其項目甚多，例如為實現教育機會均等，推動的教

育優先區計畫，對於文化不利、資源嚴重匱乏的偏遠地區，加強學校軟、

硬體設施，使這些落後地區學生，能迎頭趕上一般地區教育水準（林月

盛，民88）。  

三、學校本位課程  

我國中小學課程內容、架構在早期由中央集權控制，如全國統一內

容詳盡的課程標準、國編的教科書及聯考制度等，因此學校課程內容完

全由教育部主導，而聯考又引導教學，學校層級在課程自主上發揮空間

有限。  

自民國87年9月教育部公布「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教育部將原

先規範嚴謹的「課程標準」改為寬鬆彈性的「課程綱要」架構；教科書

之編輯由國立編譯館編定的「統編本」改為由民間出版社編輯或學校自

編經主管機關審核的「審定本」；對教科書之選用，則授權學校由校務

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國民教育法增修訂條文，民88 ）。  

九年一貫課程為培養學生應有之基本能力，將舊有的學習科目重新

歸類劃分為語文、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社會、數學、自然科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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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領域，各領域訂有學習綱要與指標。同時，各校應

成立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學習領域課程小組，整體規劃學期之教學主題

與教學活動。為賦予學校課程有更大的彈性自主空間，將教學總節數區

分為「基本教學節數」與「彈性教學節數」，除了學習領域之必修課程

外，學校可利用彈性教學節數來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以符合學生性向、

社區特色及學校發展需求。  

 

第四節  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情形與成效之

相關研究 
 

壹、國外學校本位管理實證研究  
Caldwell指出，早期的研究顯示，學校本位管理和學習成果好像沒

什麼直接的關係（張熒書譯，民89），而從其他的研究亦說明，若教育改

革、學校本位管理、教學等各方面無法緊密配合，則資源的運用根本不

可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果。由於國外從80年代初就開始推動學校本位管

理，相關的研究報告絡繹不絕，但在成效上其中立或負面的結果卻大於

正面（林鴻章，民89），以下即就近年來學校本位管理的研究論述如下： 

一  Johnson & Boles分析歷年有關學校本位管理的研究後指出，只有很少

的證據顯示學校本位管理的改革具有積極性的正面效果（轉引自洪福

財，民88）。Johnson & Boles認為造成此種情形的可能解釋有三：   

（1）預算、用人、以及方案等實際權力並未落入地方。  

（2）即使學區的權力下放，但學校仍缺乏實現的組織力。  

（3）評估的太快，以致未能檢視出正面效應。  

二  Levacic（1995）研究發現，成本效益（cost-efficiency）是學校本位

管理制度下最顯而易見的成績，這些是以往中央集權決策制度下所無

法達到的，但從個案研究顯示，實施學校自主管理未必能自動改進教

與學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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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urphy & Beck（1995）從先前的相關文獻來分析，有關SBM成效的

研究結果有：（1）學校審議會很少包含課程與教學的事務；學校本

位管理開始很少注意課程與教學等技術核心議題，取而代之的是學校

氣氛、校園美化、生涯教育、補救教學、家長參與、行事曆、安全和

影印機的使用等枝節的問題。（2）當教師表達因參與委員會的工作

而轉移在教學、輔導和教室實踐的精力時，增加教師參與決定，對教

學的影響是負面多於正面的。（3）實施學校本位管理學校的學生表

現，在州的學生評估測驗上，與其他學校的學生平均分數相比並沒有

不同。  

四  Summers & Johnson（1996）曾對學校本位管理相關研究做過後設分

析，其中僅有七篇提及學生學習成果。他們認為，「並沒有足夠的證

據顯示學校本位管理確實能夠增進學生的學習表現⋯，即使有些研究

結果顯示學校本位管理確實能增進學生的學習表現，但證據不是太過

薄弱，就是付之闕如。」  

五  芝加哥自1988年開始實施學校本位管理，其目的是要將學生的學業成

就提升至全國的常模。Lawton（1997）比較1990年與1997年的學生

學習成就後，發現將近一半的學校大有改善。Hess（1999）從芝加哥

學校研究學會（CCSR）歷經十年的長期研究資料中發現，各校的經

驗有好有壞，成效莫衷一是。  

六  維多利亞省教育部門從1993年至1998年進行的「合作研究計畫」，目

的為了解「未來學校」經營的過程和成果。該計畫以全省具代表性的

學校為樣本，做7次的校長意見調查，調查內容涵蓋各層面的教育改

革，包括未來學校對學生學習成果的影響。從調查中發現，校長相信

實施未來學校方案後，在改進學生的學習成方面，預期效果的達成率

可達中上程度，但該研究主要是針對校長的態度做調查，並非測量學

生的學習成就，是其限制。合作研究計畫顯示，由於缺乏學生成就測

驗的資料，若欲增加研究的可信度，必須提高校長意見調查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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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並證明校長的觀感是依照教育指標所做的判斷，而非憑空臆測（張

熒書譯，民89）。  

七、余景達（民90）分析國外學校本位管理與教師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中

發現，兩者間有顯著正相關（表2-7）。  

表2-7 學校本位管理與教師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年代） 對  象  自變項  依變項  研究發現  

Schneider 
（1985）  

教  師  
教 師 參 與

決策  
工作滿意

 

參與程度與工作滿意

的關係，呈直線關係，

以「高」參與決策，其

工作滿意程度較高。  

Walsh 
（1990）  

教  師  
教 師 參 與

學 校 本 位

管理  

工作滿意

 

教師在學校本位管理

的學校對其工作滿意

面項，如成就感、地

位、有利他人、安全感

和自治等皆感到滿意  

Stowe 
（1992）  

教  師  

教師生涯

發展階

段、參與學

校決策  

工作滿意

教師參與學校決策的

程度與工作滿意有顯

著相關。  

Dondero 
(1993)  

教  師  

學校本位

之教師團

體與非教

師團體  

學校效能

工作滿意

 

學校本位管理的教師

團體對其工作滿意較

高，且有助於學校效能

之提昇。  

Goodin 
（1995）  教  師  學校本位

管理  
工作滿意

 

教師參與決策過

程，可提昇  
其工作滿意程度。  

資料來源：余景達（民90）整理  

八  Brown & Cooper（2000）的實證研究「學校本位管理的效能為何？」，

以實施SBM兩年以下的學校及實施SBM三年以上的學校兩類樣本相

互比較，結論發現，實施SBM方案時間較長的學校在學校領導、學校

氣候、學生表現及社區參與四個方面都有較佳的效能，而學校內多元

成員的積極參與將是SBM成功的重要因素。  

九  Wohlstetter & Briggs（2003）「成功的學校本位管理關鍵策略」，認

為 SBM 推動不力的學校較少有積極成效，在分析數個主要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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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實施 SBM 成功的學校與不成功的學校之後，歸納出八個成功的

關鍵因素：有個聚焦在教與學上的積極願景；重要範圍的決策權；權

力充份下放；專業的知識與技巧；建立一個蒐集學校重要事項訊息與

所有成員能相互溝通的機制；獎勵達成學校目標的個人或團體；有效

的領導；累積善用來自校外的資源。  

國外有關SBM實施成效的研究可說正面與負面的評價並存，而從近

年的研究來觀察，並不能單純的化約為只要實施本位管理的學校就有良

好的成效或者沒有任何的效果，應更進一步的檢視每個層面是否落實，

例如實施時間是否夠長（至少應三年以上），參與成員是否具備專業知

識、技巧，學校願景及決策事項是否和改善教與學有所關聯等，所以學

校本位管理應被視為廣泛的學校改革中的一環，而非萬靈丹。  

 

貳、國內學校本位管理實證研究  
  由於學校本位管理在教育改革中，是極為受到重視及採用的方法，

我國自民國85年後中小學逐漸走向學校自主的方向。近年來，國內SBM

的相關研究不在少數，陳國正（民90）將學校本位管理研究分為三大類：

1.探討學校本位管理的可行性2.調查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情形之研究3.結

合學校本位管理及相關的變項（如教師滿意、學校效能）進行相關研究。

以下即依此三項分類，將國內學校本位管理相關研究整理摘要如下：  

一、學校本位管理實施之可行性  

1.曾燦金（民85）「美國學校本位管理及其在我國國民小學實施可行性之

研究」，以台北縣、市教育行政人員、國小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採用

問卷調查及訪談法，結果發現學校本位管理在我國國民小學實施具有

相當的可行性，近八成的受試者贊成實施，同時認為在「受預算法規

限制」、「教育行政機關未能獨立於一般行政機關之外」、「教師專

業知能不足」、「受審計法規的限制」項目上會受限制，須要有配套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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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顯智（民89）「雲嘉南地區國中教評會運作與學校本位管理可行性

之研究」，以雲嘉南地區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雲嘉南地區國中

教師對「實施學校本位管理」的理念是傾向於可行的。且雲嘉南地區

國中教評會運作情形與教師對整體「實施學校本位管理」可行性之知

覺存有正相關。  

3.謝義鄉（民91）「苗栗縣國民中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之可行性研究」，

以縣內教育局人員、國中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與

問卷調查，結論發現「贊成」及「有條件贊成」實施學校本位管理的

人員佔95%，認為「原則可行」的人員佔94.3%，不過則仍必須相關條

件配合，才能達到小幅改善或未來可行的條件。  

二、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情形之研究  

1.張弘勳（民86）「國民中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之研究」，以全國中、

小學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採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的方法，得到國民

中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可發揮多重功能；自主決定的範圍包括預

算、課程與教學及人事三項；實行一些配合措施；不同環境變項的學

校實施情形大同小異。  

2.王順平（民88）「學校本位管理之理論建構與實證研究」，從四種典

範之學術基礎分析其本質與侷限，並進行相關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

現，在國小校務決定過程中，校長及教師的參與程度最高；在範圍上，

課程與教學有高度分權化，預算自主則偏低；學校本位管理理論日趨

成熟。  

3.范迪慧（民 88）「學校本位管理之研究：一所國民小學個案分析」，

選擇一所公立國民小學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瞭解其實施學校本位管

理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在學校本位預算方面，個案學校已具有實

施本位預算的先決條件，但仍有其限制；且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並未完

全顯現學校本位預算的精神。在學校本位人事方面，個案學校在現有

法令規範下，大抵已朝向學校本位人事的方向進行，建議在職進修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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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需求，並強化其自發性。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方面，個案學校

已營造本位課程發展的有利環境，但實際運作上仍存在問題，增加課

程發展的困難度。  

4.朱淑英（民91）「台北市國民小學學校本位管理實施現況之研究」，

結果發現在預算經費運用上，學校最可自主的項次包括與教學活動有

關的經費及專案指定經費；最不能自主的為法定預算外的其他經費收

入。學校人事自主範圍及成員參與情形常受法令規範之約束，受法令

保障者依法有其自主空間；受法令限制者則無自主彈性；在學校人事

運作上，能尊重多數意見並重視協助教師成長的輔導歷程；在課程與

教學方面學校與教師均有最大的自主空間並能由教師主導參與決定；

在校務運作上均能以教師參與、尊重意願，團體協商或制定規則等方

式形成決定。  

5.陳國正（民90）「國民小學學校本位管理之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

學學校本位管理實際實施情形，結論發現，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

理現況良好；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層面以課程編排自主為最

高；背景變項的不同會造成顯著差異。  

6.李天興（民92）「我國綜合高中實施學校本位管理之研究」，研究結

果發現我國綜合高中具有推展學校本位管理之條件；綜合高中目前並

未積極推展學校本位管理；我國綜合高中，學校權力結構仍受科層體

制及雙重系統之影響；綜合高中推展學校本位管理，仍受相關法令之

限制；綜合高中推展學校本位管理，仍然受到重重障礙。  

7.顏慶芳（民92）「一位國小校長實施學校本位管理之個案研究」，研

究結果發現，校長實施學校本位管理時，各主要範圍控制模式分別是，

教師專業控制之教學與課程模式、校長行政控制之經費模式、校長行

政控制之人事模式、 校長高參與式之行政運作模式、家長參與部份校

務決策模式；另外，在推動遇到的困難包括校長在經費運作上仍受限

制而無法完全發揮、學校成員對於本位管理的認知有限，參與決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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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不高，推動不易、學校本位管理制度至今仍未有明確的政策，讓

校長無所遵從。  

三、學校本位管理與依變項的相關性研究  

1.林雍智（民89）「台北市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與教師工作滿意

關係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學校本位管理能有效增進教師工

作滿意；學校本位管理層面以課程與教學及學校人事最高；教師工作

滿意向度以工作伙伴及成就感最為滿意；因環境、背景變項不同有顯

著差異。  

2.吳建鋒（民89）「學校本位管理與綜合高中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綜合高中實施學校本位管理的傾向及教職員實際參與

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效能均呈現顯著正相關；綜合高中實施學校本位

管理與教職員實際參與學校本位管理均可顯著預測學校效能。  

3.徐雅君（民90）「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

以台中市為例」，研究結果發現，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

效能具顯著正相關，其中以「課程與教學」上符合程度最高，「學校

經費運作」最低；而學校本位管理對學校效能的預測力很高。  

4.余景達（民90）「國民小學學校本位管理與教師工作滿意關係之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現況良好；學校本位管理

與教師工作滿意呈正相關；學校本位管理對教師工作滿意的預測力良

好。  

5.陳鐘金（民91）「國民中小學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宜蘭縣國民中小學目前實施學校本位管理的程度為「中

度偏高」；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效能整體與各向度具有中度偏高正相

關；學校本位管理對於學校效能亦有良好預測力。  

6.許嘉政（民 93）「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組織文化特性關係之研究」，研

究結果發現，國小學校本位管理存在著一定的限制與障礙，尚有增進

與提升的空間；學校本位管理的程度受學校及教師個人背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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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組織文化特性二者互為影響關係密切。  

7.蔡家廷（民93）「國民小學學校本位管理、組織氣氛與教師教學效能關

係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的現況良好；

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趨向為開放；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現況尚

佳；學校本位管理、組織氣氛與教師教學效能間互為影響，關係密切；

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組織氣氛對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預測力。  

綜合上述有關學校本位管理的研究，研究者認為有以下的結論：  

（一）在學校本位管理實施可行性上，所有的研究都認為有相當的可行

性，但會有部份的困難與限制，故需要一些配合措施。  

（二）在學校本位管理實行情形方面，中、小學基本上實行情形良好，

其中在課程與教學項目自主空間最高，在經費預算上較受限制。

而李天興以綜合高中為研究對象所做的研究指出，因實行上受到

權力結構及法令限制的影響，學校本位管理效果不彰。  

（三）在學校本位管理與依變項的相關性研究方面，學校本位管理與學

校效能、教師滿意關係及教學效能、組織氣氛與文化等變項上，

有著顯著正相關，並有良好的預測力。相較於國外實施學校本位

管理成效的研究結果，尤其在學生學習表現方面，仍有一些歧異，

需要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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