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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校長課程領導策略對學校組織文化塑造之影響，在進行

調查研究之前，先就有關文獻，作一探討分析，以作為本研究的立論基礎。本章

共分三節，首先，就校長課程領導策略之理論基礎進行探討；其次，探討學校組

織文化塑造之理論基礎；最後，探討校長課程領導與學校組織文化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校長課程領導策略之研究分析 

本節之重點在於探討校長課程領導的意義及內涵，以作為問卷編製之依據。

共分為四個部分敘述，第一部份為課程領導的意義；第二部分為校長課程領導的

角色；第三部分為校長課程領導的內涵；第四部分為課程領導策略的探討。 

壹、校長課程領導的意義 

「課程領導」這個名詞，包含著課程和領導兩個概念，並由這兩個概念組

合而產生其獨特的意涵。基本上，課程是相當複雜的概念，它可以說是學生學

習的科目，也可以說是學生學習的活動或經驗。前者偏重於學科學習（subject 

learning），後者則強調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這種對於課程的不同

看法，多多少少會影響到整個課程領導的作業（吳清山、林天祐，2001）。再

者，由於領導理論取向的不同，其所界定的課程領導內涵也會有所差異，因而，

有關課程領導的意義詮釋，變得人言人殊，為瞭解課程領導的意義，茲將學者

及相關課程領導研究對課程領導所做的定義分述如下： 

一、高新建（2001）：「課程領導是教育人員對學校的課程相關事務所表現的領

導行為。舉凡教育人員所從事之使學校的課程、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

能更為理想有效的各項作為，都可以視為是課程領導的行為。」 

二、徐超聖（1999）將校長的課程領導定義為：「校長基於課程專業知識，經

由各種領導行為，協助教師改進課程的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完成教育目標

之歷程。」 

三、王霄燕（2001）：「領導者基於課程的專業知識，促進學校達成目標，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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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學生學習品質的功能行使。」 

四、王月美（2001）：「在九年一貫課程架構下，校長以其課程相關的理念基礎，

扮演適當的課程領導角色，領導學校成員，歷經組織、規劃、實施、回饋等階

段歷程，發展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以提供學生適切的學習經驗，獲得十大基

本能力，達成教育目標，適應實際的生活世界。」 

五、潘慧貞（2001）：「校長為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基於對課程的專業知識與

能力，透過直接或間接的領導行為與方式，經由協調課程的利害關係人進行發

展學校課程方案、設計與規劃課程、建立課程品管機制並從事與學校課程和教

學活動的相關措施，藉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改進課程品質與提升學

生學習成就之歷程。」 

六、吳清山、林天祐（2001）認為課程領導（curriculum leadership）與教

學領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是密不可分的，教學領導不能孤立於課

程之外，課程領導不能自立於教學之外，教學領導有助於課程的持續發展與改

進，課程領導能夠強化教師教學行為效果的提升。他們認為課程領導係指在課

程發展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

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簡言之，課程領導係以行政的

力量和資源來支援課程的革新和教學的改進。 

七、黃旭鈞（2003）：基於學校課程的願景，釐清課程的意義與範圍，認清自

己的角色，訂定具體的課程目標，領導成員針對課程目標與計畫、課程設計與

發展、課程實施、課程評鑑等面向進行周詳的規劃，發展適合的學習方案，且

在教師的課程進修、研討、研究、諮詢、評鑑，給予充分的支援與引導，以發

展教師專業知能，塑造合作的學校文化，協調整合各種勢力與有利的資源，支

持教師的教學，進而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果與品質。 

八、蔡清田（2005）：課程領導為領導者基於課程專業知識，促進學校達成課

程目標，以確保學生的學習品質。 

九、Doll(1996)在探討課程領導的本質時，將課程領導界定為：「課程領導是

一般的教育領導領域中的一項特殊的功能。有效的課程領導特點包括：領導者

具有採行明確可行的課程原則之能力；領導者樂於訂定可以影響課程的長期承

諾；能夠獨自擔負起責任，不受政治勢力所左右。」 

十、Ervay & Roach(1996)將課程領導者定義為：「尋求系統而整體的方法以改



   9

造公立學校課程相關人員。所以，課程領導者必須致力於尋求學校長期的穩定

性；連結地方、州及國家的優先順序；結合課程與教學；著重學生的改進；強

調成員的發展。」 

十一、Glatthorn(2000)將課程領導定義為：「發揮學校制度與學校本身的所有

功能，以達成確保學生學習品質的目標。」此一定義強調二個重點：首先，該

定義強調的是功能而非角色。如果重點放在校長的角色，則其他角色的現職者

也必須共同擔負起這些責任。教育局長、副教育局長、教育局督學、校長、副

校長、處室主任、學年主任、班級老師，都有扮演其各自的角色。 

其次，該定義強調領導是促使制度及個人達成其目標的過程。這些功能都

是目標導向的，而不只是一些不需用心思考的例行性行動而已。且其終極目的

在於藉由提供高品質的學習內容促使學生達到最佳的學習結果。因此，對「課

程」與「教學」做了簡單地區分，即課程是學習的內容，教學則是這些內容如

何被教導，並強調課程是學生所學到的所有經驗。 

十二、Gross(1998)則將課程領導界定為：「課程領導是一複雜的過程，包含一

些重要的要素。從最廣泛的觀點來看主要包括了：建立並基於紮實的學理基礎

以組織課程領導，選擇可供遵循的方向與方針，持續不斷地發展，並克服無可

避免的混亂。」 

綜合上述專家、學者之看法，研究者歸納校長課程領導的定義如下：校長基

於課程的專業知識與能力，對學校的課程相關事務所表現的領導行為，促進學校

達成課程目標，以確保學生的學習品質。 

貳、校長課程領導的角色 

Brubaker & Simon 從文獻歷史的角度論證校長角色的轉變，是由早期的「首

席教師」（the principal teacher）（1647-1850），逐漸演變成為一般管理者（the 

principal as general manager）（1850-1920），再轉變為專業與科學化的管理

者（the principal as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manager）（1920-1970），

俟後又轉變成為行政人員及教學領導者（the principal as administrator and 

instructional leader）（1970-1986），1986 年之後就演變成為課程領導者（the 

principal as curriculum leader）（引自 Owe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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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角色的歷史演進趨勢可知，校長扮演課程領導者的角色是現在和未來

的趨勢，所以，校長應成為重要的課程領導者。只是校長作為一位課程領導者，

在課程領導中應扮演何種角色，才能有助於課程領導功能的發揮？這項議題雖然

受到重視，在相關文獻中亦指出了校長在課程領導中所應扮演的各種角色，只是

所提出的課程領導角色相當多樣，各種角色的定義有時並不一致，且角色與角色

間難免互有重疊性。因此，就課程領導的角色而言，實難加以統一，因為校長作

為一位課程領導者必須隨著情境脈絡的不同而扮演各種不同的課程領導角色，因

此，重點在於各種角色背後所意涵的各種功能能否隨著角色的知覺而能充分發

揮，而非在爭論何種角色重要或該有幾種課程領導角色（黃旭鈞，2003）。以下

茲列舉國內外相關探討領導者及校長課程領導角色的文獻，加以說明課程領導角

色。 

高新建（2001）分析課程領導者的任務之後，進一步論述校長作為課程領導

者的八項重要角色：一、理念的追尋實踐者：在課程發展之初，課程領導者和參

與者會一起追尋學校共同教育理念，並設法將理念付諸實現和實踐。二、系統的

永續工程師：為了讓學校課程發展可以永續經營，課程領導者必須建立並適當調

整結構與制度，發揮各種組織的功能；此外，亦需提供必要的協助、資源及進修

機會，塑造學校組織文化，永續學校的課程發展。三、知能的建構散布者：領導

者必須具備多樣知能，也必須隨領導課程發展之需要，適時進修必要的知能。同

時也必須為自己與其他參與人員提供研習進修機會，培養所需要的專業能力，促

進專業成長。四、成員的領航合作者：引導將共同教育理念落實在學校課程的發

展方向及內涵，並在發展學校的課程願景、課程架構與目標時，領導者可根據中

央及地方課程的相關規範，透過協商討論，統整不同意見，配合學校整體規劃，

提供課程發展的方向，確立發展的優先順序。此外，也能適時參與教師的課程方

案設計。五、創意的推動支持者：具有對教育改革的敏銳度，也能發揮創意，將

外加的教育改革政策轉化為適合學校實施的方式。此外，也需扮演承上啟下的角

色，兼顧學校中的人、事、物、制度與校外社區資源及社會趨勢等方面的條件與

需求，適度調適。並能鼓勵帶動教師嘗試各項課程與教學的新作法。六、資源的

提供經營者：必須能整合校內各項資源，適當分配給成員必要而充分的資源，以

便進行各項相關的課程發展活動。除了運用現有資源外，課程領導者也需要創造

新的資源，多方尋求資源，並建立學校與社區、家長合作伙伴關係，以利資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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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七、人際的溝通協調者：面對課程發展、實施、評鑑、修改等過程，必須和

同事一起合作，因而需要領導、示範、建議、折衝等溝通；面對家長與社區人士、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研究單位、校外的課程決策單位等都需要各種不同的溝通協

調工作，以利學校的課程發展、實施、評鑑與改進。八、成效的回饋監督者：必

須對學校課程發展情形、實施成效、學生的學習效果進行評鑑，瞭解課程發展與

實施過程中的需求，適時給予教師回饋及必要的協助。 

單文經（2001）指出能發揮轉型課程領導功能的校長，應該能扮演下列五項

角色：一、能以身示範的學習者；二、學習型組織的建立者；三、革新課程的發

展者；四、課程變革的推動者；五、能因應革新課程所帶來的道德責任，而力求

革新、堅持到底的實踐者。 

蔡清田（2002）提出校長所應扮演的角色為：一、課程願景的建構者；二、

課程計畫的推動者；三、課程實施的支持者；四、課程評鑑的回饋者；五、課程

經營的授權者。 

黃旭鈞（2003）綜合國內外學者的分析研究歸納指出校長所應扮演的課程領

導角色共有九項，分述如下：一、趨勢與新議題的感知者（sensor）：能掌握學

校所處的環境脈絡因素，有效意識到課程發展的趨勢及新興議題的出現，以幫助

學校課程做適度的調整。並能有效察覺學校內外部制度與環境的變遷，協助成員

因應新制度的法令規範。二、課程任務與目標的制訂者（mission setter）：針

對國家、地方政府的課程標準與要求，配合學校的需求與條件、外在的社會環境

與社區資源，制定適合學校的課程任務與目標，發展學校的特色。三、課程事務

的協調者（coordinator）：針對課程的定義、範圍、內容、順序進行溝通協調，

並能對課程問題進行偵測及補救（如時數、師資、設備、教材等），讓課程的實

施與運作可以順暢，以達成課程目標。四、課程發展的管理者（developer）：針

對學校課程發展工作進行引導與經營，包含對課程轉化方案的擬定、課程教材的

研發、行動研究的進行、課程內容的改進等工作，校長都必須有效加以管理。五、

成員進修的帶動者（initiator）：能提出學校課程改革的計畫、理念或草案，供

成員討論及參考，以提升成員進修的動能，增進成員的專業知能，並能適度打破

僵局。六、課程評鑑的實施者（evaluator）：對課程品質進行演示（model）與

監控，並能遵守相關法令規定，訂定學生評量與課程評析或評價的規準，領導教

師評鑑學生的表現，評估學生的進步情形，並能隨時針對課程與教學進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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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改革的激勵者（facilitator）：能以身作則，帶頭示範，進行課程改革，

適度調整學校組織結構，建立自由開放的對話環境，導引具有建設性的討論，進

而讓成員發展出課程改革計畫，且能爭取必要的資源，支持持續性的課程改革。

八、課程專業文化的倡導者（advocate）：能有效獲得資源，以支持學校個別成

員或整體學校課程決定的一切改進作為，促進成員間的團隊合作，營造積極正向

的組織氣氛與文化，引發成員持續地反省批判，激發成員投入課程發展的熱忱，

進而促使學校課程專業文化的提昇。九、各種勢力的整合者（integrator）：能

有效整合校內與校外的各項勢力，促進社區參與協助學校發展課程，爭取各種必

要的資源，暢通各種溝通管道，建立必要的公共關係，以利學校課程的發展。 

Bradley（1985）依據各種不同的領導型態，指出課程領導者可以扮演以下

五種角色：一、教導者（instructor）：領導者具有成員所缺乏的解決問題所需

的知識或經驗，所以，成員知覺到課程領導者有能力教導她們。二、問題解決者

（troubleshooter）：課程發展或實施過程中會出現失望、時間不夠來尋求解決

之道或亟需立即解決的衝突。成員知覺到問題的嚴重性且需要加以解決，並認為

課程領導者有能力為他們解決問題。三、倡導者（advocate）：課程領導者擁有

自己的教育哲學、行政與課程組織、發展的理論，並能在考量各種變通方案之後

形成自己的立場，並將之視為最有利於課程的立場而加以倡導。成員必須非常信

任課程領導者的專業知能，並堅信其立場可以達成。四、服務者（servitor）：

在課程發展的過程階段發生並透過服務來領導。在課程發展過程中有許多沒有對

錯的決定，有許多正確的選擇。因此，課程領導者讓團體成員自己做決定。五、

激勵者（facilitator）：課程領導者試圖讓所有成員都具有所有課程發展概念。

成員擁有課程領導的潛力，且致力於專業成長和組織健全。 

Doll（1996）引用 G.Hall 等人的觀點指出，課程領導者的角色主要包括：

一、回應者（responder）：如果領導者想成功地施行理念，則應成為要求協助的

回應者。二、管理者（manager）：如果領導者想要激發教師間的士氣，則必須藉

由監控教師的工作、與教師保持密切接觸、支持教師並減少他們的問題，來管理

他們。三、帶動者（initiator）：如果領導者想要證明他是居於領導地位，則領

導者可作為一位帶動者，藉由期望需求、蒐集可用資訊、監督理念的實施情況，

大略知道學習者所發生的一切。 

Henderson & Hawthorne（2000）也指出革新課程領導者，必須思考如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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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所有社區成員共同認為是好的事物，而避免對學生的學業成就、自我價值和公

民行為，作有限度的解釋。信念強化了革新課程領導者的道德責任，並透過他個

人的專業生涯而擴展其影響力，以下係革新課程領導者，在民主化課程改革過程

中面對道德挑戰時，應如何思考的五種方式：一、教育理想家：具有潛力的革新

課程領導者，擁有大格局的強烈感受，他們視革新課程領導係圍繞教與學的核

心，以及代表一種能夠徹底改變傳統教育的一種改革。他們期待一種能使孩子們

和成人們成為民主社會中，具有關懷、責任感及終身學習的教育制度，他們積極

投入此一改變傳統教育航向的改革運動。二、系統改革者：抱持解決問題的折衷

方式，使得革新課程領導者瞭解成功改革的系統本質，他們知道如果改革運動僅

止於少數有興趣的個人，他們是不能對其他人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因此，革新

課程領導者，將其解決問題的努力集中在教與學，他們運用其專業的熱忱與渴

望，影響同儕們進行有關課程設計、作業評量、學校組織結構及學校和社區關係

的調整和革新。三、協同合作者：具有潛力的革新課程領導者，對自己的專業成

長負責，他們期許自己超越「僅是一位老師」的定位，相信建立共同合作之專業

社群的必要性，並且形成具有關懷、創意、批判性以及沈穩成長的專業文化。這

些具潛力的課程領導者，包括學生、家長、教師、行政人員及上級機關的官員等，

他們不僅接受而且歡迎不同的理念；並以討論、聆聽、探索、爭論和質疑等方式

分享不同的觀點，並且建立尊重、容忍、敏感和相互關懷的工作環境。四、公開

支持者：革新課程領導者，願意公開支持教育革新，他們相信建立公共道德是他

們的責任，他們公開鼓勵以挑戰、詢問及批判檢視的方式，期待學校能提供給兒

童及成人更好的教育。他們和其他同事不同的是，能拒絕行政機關和教師工會有

關順從傳統教育的壓力。這些革新課程領導者，相當堅持他們的道德信念，因此，

他們也無法保持沈默。他們主動和別人溝通他們的價值和信念，他們知道革新的

工作不但是道德責任，而且也具有相當的政治意圖，他們經由發展新政策、重新

設計課程以及建立更為民主的程序，而尋求在學校組織中編織課程改革的網絡。

五、建構認知者：將個人立場定位為真實、知識和專家，並且永不停止地追求真

理及永不停止地學習。 

Romberger（1988）的研究指出，國小校長應作為課程發展過程中的領導者，

並扮演以下的角色：一、課程發展的領導者：學校是課程發展的基本單位，因此

國小校長必須領導學校發展課程。二、設定並實施目標者：為了符合學生和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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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校長必須利用他的知識來領導設計目標。三、把關者（gatekeeper）：

校長必須能取得有助於學校的革新方案資訊，並與成員分享這些資訊。四、催化

者（catalyst）：能激勵教師參與課程發展，能支持並領導他人共同參與課程發

展的各種活動。五、任務願景的設定者：能設定學校的任務與願景，以決定課程

發展的優先順序。 

Ornstein & Hunkins(1998)亦分析指出，校長長久以來被視為是學校的課程

領導者，不過，因為許多校長仍是教育局和家長、學校同仁之間的中間人，以致

於至今校長作為課程領導者仍是理想勝於實際的事實。現今，校長和教師在與課

程活動有關的各種角色是在改變的。且隨著學校本位管理的趨勢，如果學校成為

有關課程決定的行動場所，則校長必須成為一位前瞻的領導者，擁有明確的學校

任務觀，並對他們的專業價值有堅強的信念。校長必須能夠將此任務感傳達給教

師及其他受課程影響的人，且能讓教師和他人投入學校任務的實質精細之處。校

長必須能付出關心以成為學校中的課程和教學領導者，而非只是負責學校管理功

能。不過，校長的課程領導角色在不同規模的學校中也有所不同，在大型的學校

中，校長應作為一位課程的激勵者（facilitator），必須提供時間給課程活動、

安排在職訓練、設立課程諮詢委員會以作為資源動能，並能改良學校任務；在小

型的學校中，則期盼的是校長更主動地成為課程發展帶動者（initiator）、發展

者（developer）、實施者（implementer）。 

Stark et al.（2000）經由訪談總共得到 27 種主要的領導角色，再進一步

歸併為七種主要的角色。但課程領導的角色並非固定的，而是隨著課程發展之不

同時段及不同情境，而有不同的角色。這些主要的角色包括：一、激勵者

（facilitator）：（一）主要任務在於讓適當的人（the right people）一起對

談。建立支持性且歡迎觀念自由流通的風氣。但最終還是必須協助討論並達成結

論。（二）激勵者不會自提計畫供成員考量，而是希望成員自己發展計畫。（三）

除了指導整個過程外，激勵者也會為了個人的理念或部門的決定，從上級行政爭

取資源及支持。二、帶動者（initiator）：（一）帶動者本身會提出計畫或草案

供成員在會議中考量，也由於帶動者較瞭解新的行政命令、專業中工作市場的改

變、其他機構的課程趨勢，所以他們會引介變革的計畫、理念或草案。（二）有

時為了能使過程持續進行，會利用成員一起討論，以反應成員觀點的計畫。（三）

若覺得必須克服成員動能不足的困境或必須打破僵局，則會引介各種改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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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設定者（agenda setter）：（一）此一角色介於激勵者與帶動者之間。

帶動者為成員發展具體觀念或計畫。（二）計畫設定者是將議題或問題浮上檯面，

而非提出解決之道。（三）相較於帶動者，屬較中立的方式，希望成員發展出自

身的建議或解決之道。（四）相較於激勵者，則計畫設定者採較強的過程控制。

四、協調者（coordinator）：（一）提供一結構性的任務導向，並支援課程計畫

委員會的成員文書工作。（二）強調在課程變革之後所引發的問題之偵測及補救。

（三）當知覺到問題的存在時，他們也會採取片面的行動以達到協調的目的。五、

感知者（sensor）：（一）能有效意識到課程的問題及難處，以做適度的調整。（二）

能察覺外部制度環境的發展，並協助成員因應新制度的法令、預算危機、州法案

等諸如此類的問題。（三）能導入新興的議題及趨勢。（四）基於上述的三種感知，

而發展共同的願景，以作為未來發展的依據。六、倡導者（advocate）：（一）關

注能獲取資源以支持個別成員或整體學校課程決定的作為。（二）尋求各種資源，

倡導並設定各種優先順序，並能作有效的溝通。七、標準設定者（standard 

setter）：（一）能進行課程品質的演示（model）或監控。（二）能遵守法令的規

定，例如整個機構評量、課程之評核或評價的標準。（三）能爭取時間讓成員全

心全意投入，而心無旁騖。 

綜合上述對校長和領導者在課程領導方面的角色分析可知，校長的角色是多

重的，並且隨著學校的情境不同，角色必須不斷的重組變化。歐用生（2000a）

和黃旭鈞（2003）都強調，校長的課程領導必須重新定位自己的領導角色、建立

學校社區、發揮轉型領導、善用社區資源。課程領導涉及許多人的問題，適當的

結集眾人的專業，發展設計課程，非得同時扮演好技術、人際、教育、象徵、文

化等層面的領導者不可（Sergiovanni，1995），校長扮演課程領導者的角色，如

同交響樂團的指揮帶領全校教職員工，進行溝通協調（Glatthorn，2000）。 

參、校長課程領導的內涵 

校長在學校的課程發展情境中有許多應為、能為的事，這些與課程事務有關

的領導作為就是校長課程領導的內涵。然而，於校長課程領導內涵向度與行為的

探討眾說紛紜，或談校長課程領導的內涵、或談校長課程領導之行為、或談領導

任務、或論領導策略，於此研究者將各家之論加以整理，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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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radley（1985）從事課程領導長達 17 年，以其實務經驗結合課程領導理

論，完成「課程領導及發展手冊」（Curriculum Leadership and Development 

Handbook）一書，提供課程領導者在學校中可應用的原則及技巧。該書以

深入淺出的筆觸詳列各項工作單、圖表及表格，鉅細靡遺地檢視課程領導

應注意及完成的工作事項，值得有志於成為有效能的課程領導者之參考。 

Bradley（1985）在該書中提出課程領導的任務包括下列五項： 

（一）專家知識（expertise） 

1.成為創意的思考者：良好的課程領導者需要大量閱讀相關文獻，而產生

切實可行的想法。 

2.與書商及銷售員會談：課程領導者可藉此機會獲得關於課程領域最新出

版物的消息。 

3.成為學校的資源供應者：課程領導者應適時發揮課程專家的功能，協助

學校成員尋找對他們有幫助的課程資料。 

（二）角色功能（role function） 

1.回覆信件：課程領導者及擔任教育行政者每日必做的工作之一。 

2.與學校教師會談：成功秘訣在於盡可能全程參與會談、維持教師較高的

動機、營造舒適的溝通環境以及掌握適當的會議時間。 

3.安排在大學進修機會：此舉將可改善學校的課程發展，同時，這也是一

種鼓勵教師參與學校課程發展的方式。 

4.在暑假期間發展課程：在舉行工作坊之前，先給教師二週的調適期以準

備發展課程。 

5.發展預算提案：課程領導者必須事先預作準備，對於課程發展的經費開

支都要有所瞭解，並能具體解釋每一項經費的合理使用。 

6.長期的規劃：一位表現稱職的課程領導者必須具有五年的規劃期，規劃

內容包括學校各項目標、目的、活動的預定（開始和完成）日期。 

7.帶領工作坊及講習會：大部分教師經歷的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即工作坊及

講習會。 

8.使教師各守其本分：課程領導者是教育領導者，應和學校成員針對學校

教育計畫的哲學、目標及目的詳加溝通。 

9.與實習教師面談：課程領導者可借與實習教師會談的機會，瞭解其在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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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班級常規、與家長、學生溝通等方面是否擅長。 

10.選擇課程發展的教師：學校在選擇課程發展的教師上，應尋找具有課

程知識、溝通及寫作三種技巧的教師。此外，意願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三）溝通（communication） 

1.調查教師意見：課程領導者需瞭解處於教學現場的教師心理面的真正想

法。教師是課程的實踐者，他們的意見應該被校長尊重。 

2.蒐集並總結回饋：一份包括教師回饋的書面報告也是另一種溝通的方

式，並可讓教師獲悉他們的意見被重視。 

3.談論課程及教學的主題：課程領導者談論課程及教學的主題時，切忌使

用教育術語，例如輸出、回饋、效標參照…等，也不要把課程視為最重

要的主題而誇大課程的重要性。適時發揮幽默感的人性關懷，簡短的演

說更能引起共鳴。 

4.運用研究發現：課程領導者應結合理論與實務，把最新的研究發現告知

教師，並鼓勵他們研讀。但是這並不意味著課程領導者有權決定教師需

要研讀的內容為何。有效能的課程領導者懂得協助教師找尋對他們有用

的訊息並提供建議，透過最新的研究發現並使教師活用於實務上。 

5.記下備忘錄：課程領導著在備忘錄上針對每天發生的事件，加以歸類。

如此一來，方便檢核事情的完成，同時也可節省時間。記錄時盡量簡短，

並保持客觀原則。 

6.籌畫議程：議程有提供會議的方向以及幫助參加會議者預作準備兩項目

的。因此，對於課程領導者來說，籌畫議程要比開會更具優先性。 

（四）視導（supervision） 

上級行政機關的課程領導者常被指派視導學校課程的任務。由於視導對象多

位於學校內，並且觸及校長的管轄權，因此與校長維持良好的溝通是必要的。但

是盡量不要侵犯到校長評鑑的事項。 

（五）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 

課程領導者必須留意當前的課程趨勢及研究。以下五點提供參考： 

1.閱讀目前的文獻。 

2.參加專業的會議。 

3.拜訪其他的課程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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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傾聽的技巧。 

5.與當地大學保持密切聯繫。 

由以上五項課程領導的任務觀之，可看出身為課程領導者的責任重大，其任

務十分瑣碎繁雜，因此，必須配合有效策略的運用，將上述任務化繁為簡，才能

使課程領導的實施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Bailey（1990）提出成為有效課程領導者的十二項策略如下： 

（一）課程領導者的研究行動必須遵循課程的模式。 

（二）課程領導者運用課程管理檔案，以界定與釐清課程視導過程中所有課

程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定位、角色及責任。 

（三）課程領導者創造和運用與學區指引檔案符合的課程與教材。 

（四）課程領導者能實際瞭解課程建構與課程視導間之異同並能有效地運用

領導技能。 

（五）課程領導者瞭解課程發展是一個持續性的歷程。 

（六）課程領導者在課程建構與課程視導過程中授權其他成員。 

（七）課程領導者瞭解課程視導與全體成員的發展二者間是相互聯繫的。 

（八）課程領導者是受過訓練的，而非天生即有的。 

（九）課程領導者接受決策制定過程研究的指引。 

（十）課程領導者顯露於學區內所有課程利害關係人層級中。 

（十一）課程領導者自我改善、全體成員發展與視導是課程改良的工具。 

（十二）課程領導者是促進者，並尋求全體一致性的共識重於承諾。 

三、Krug（1992）認為校長的課程領導表現在五方面： 

（一）確定任務：確實與師生及家長溝通學校目標。 

（二）管理課程與教學：協助教師設計規劃課程與支持課程發展。 

（三）教學視導：時常評鑑教師教學表現並重視同儕發展。 

（四）檢視學生學習過程：關心學生各方面發展並予以評鑑。 

（五）提升教學氣氛：鼓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精神。 

四、Glatthorn（1994）提出在發展學校課程時，學校領導者首先需確認學校

層級的領導任務： 

（一）發展學校課程目標與願景。 

（二）培養支持課程任務的文化與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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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學校全體成員必要的支持，例如： 

1.給予教師適當的鼓勵。 

2.允許教師擁有額外的時間發展教材。 

3.確保學習材料可以隨時取得。 

4.提供學校成員專業發展的機會。 

5.促進教師在實施新課程時所需的技術性支持。 

（四）實施課程評鑑。 

Glatthorn（1997）並指出校長實施課程領導的具體作為計有以下五點： 

（一）鼓勵與促進成員之間的溝通。 

（二）建立積極而開放的學校氣氛。 

（三）和教師同仁們共同合作建立學校課程的願景。 

（四）以專業發展來帶動教師的成長。 

（五）以身作則，做為教師同仁在課程領導方面的典範。 

五、Horenstein & Ornstein（1999）指出一個有效能的校長之課程領導行為

有下列五項： 

（一）塑造一種對於實際課程內容過程之瞭解。 

（二）協助教師修正課程之意涵。 

（三）鼓勵教師取得以實際課程內容為知識基礎的實務與技能。 

（四）鼓勵教師能批判檢視自己的教學與行為間之一致性。 

（五）提升對鉅觀課程之瞭解。 

六、徐超聖（1999）提出校長課程與教學領導的策略如下： 

（一）校長本身加強課程與教學的領導知能。 

（二）溝通推動新課程綱要的相關理念。 

（三）研擬相關的執行要點。 

（四）成立相關的課程委員會或小組。 

（五）規劃課程綱要的宣導與研習：使教師對課程綱要的深層結構，有較深

刻而正確的認識。 

七、林明地（2000）則指出從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校長課程領導的策略主要

包括： 

（一）身先士卒、帶頭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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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塑造與闡述共享願景。 

（三）邀請家長與社區參與。 

（四）推動持續性的專業發展。 

（五）建立適當的組織並使其運作良好。 

（六）促進成員課程領導。 

（七）推動課程試驗實施。 

（八）鼓勵課程與教學專業分享。 

（九）持續地進行課程與教學之回饋與校正，進行課程聯結。 

（十）展現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成果。 

八、王宵燕（2001）以一位九年一貫試辦學校校長為對象，探究個案課程領導

作為之現況可分為七個向度： 

（一）規劃教師專業發展 

（二）領導學校成員分析情境 

（三）領導學校成員勾勒學校願景 

（四）領導學校成員擬定課程目標 

（五）提供設計課程方案的相關資源 

（六）促進課程的執行與實施 

（七）規劃成果的展現 

九、吳清山、林天祐（2001）則將課程領導的主要內涵歸納為下列六方面： 

（一）設定課程目標與計畫。 

（二）管理與發展學校教育方案。 

（三）視察和輔導教學改進。 

（四）發展教師專業能力。 

（五）評量學生學習結果。 

（六）塑造課程發展文化。 

十、潘慧貞（2001）將校長課程領導歸納為七個向度： 

（一）學校組織與文化再造。 

（二）課程願景與目標的形塑。 

（三）課程任務與方案的發展。 

（四）教學視導與革新的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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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資源的提供與分配。 

（六）專業成長的促進與提昇。 

（七）社區伙伴的合作與營造。 

黃旭鈞（2003）就相關文獻之內容進行探討歸納出十二項校長課程領導的重

要任務，列舉如下：（一）學校環境脈絡的掌握與瞭解；（二）校長課程領導角色

的界定與覺知；（三）學校任務與願景的建立與設定；（四）學校、地方、國家課

程的連結；（五）學校課程的管理與發展；（六）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與倡導；（七）

學生進步的評估與監控；（八）學校課程專業文化的塑造與變革；（九）學校組織

結構的再造與重組；（十）資源的爭取與支持；（十一）社區參與和公共關係的發

展；（十二）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評鑑與改進。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身為課程領導者的責任重大，其任務十分瑣碎繁雜，因

此，必須配合有效策略的運用，將上述任務化繁為簡，才能使課程領導的實施能

收事半功倍之效。 

肆、校長課程領導策略的探討 

面對九年一貫課程實施的相關問題，陳木金（2002，2004）指出，學校領導

者應思考如何以學校行政系統理論，配合學習型組織的理念進行學校組織變革，

以「系統思考」為核心，運用「共創願景」、「團隊學習」的策略，來達成「改善

心智模式」及「自我超越」，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務。 

校長作為課程領導者，在特定的學校情境脈絡之下，必須扮演適合的課程領

導角色，執行合宜的課程領導的任務。我們試著從 Senge 在 1990 年發表的《第

五項修練—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郭進隆譯，1994）一書中所提的學習型

組織五項修練的角度：（一）自我超越；（二）改善心智模式；（三）共創願景；（四）

團隊學習；（五）系統思考，來分析校長課程領導的策略。茲說明如下： 

一、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 

「自我超越」是藉由持續的自我精進及主動學習的過程，學習如何產生和延

續創造性張力，並不斷創造及超越自我，逐步實現內心深處的願望，以追求自我

成長與自我實現。 

Senge 指出，自我超越的修練要點有：（一）建立個人願景：自我超越是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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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真正心之所向的「願景」，不斷重新聚焦、不斷自我增強的過程。（二）保持

創造性張力：願景與現況的差距是創造力的來源，這個差距叫做創造性張力。創

造性張力是實現願景的動能。（三）看清結構性衝突：它是一個各方面力量相互

衝突的結構，同時把我們拉向和拉離所想要達到的目標。當我們尋求一個願景

時，如果有無力感或不夠格的想法產生，則結構性衝突的力量就會開始作用，阻

礙我們邁向成功。（四）誠實的面對真相：看清狀況的障礙，並不斷對於自己心

中隱含的假設加以挑戰。（五）運用潛意識：透過心靈描繪的景象（imagery）與

視覺化呈現（visualization），將焦點對準心中真正在意的結果，在不斷地對焦

和反應中，體認生命存在的意義。 

課程領導之任務「校長課程領導角色的界定與覺知」、「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

與倡導」即是為達成「自我超越」所採行之措施。 

校長在課程領導方面所應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通常被視為是居於課程領導

的中樞與第一線地位（Doll，1996）。所以，校長必須能知覺自己為一位課程領

導者的角色，提供相關的領導作為，並且願意投入時間參與學校的課程事務

（Ornstein & Hunkins，1998）。如果校長能覺知其在課程領導方面所應扮演的

角色，進一步就必須充實校長在課程領導方面的知識或技能。學者建議課程領導

者必須具備以下的知識：（一）擁有良好的通識教育；（二）同時擁有一般及個別

課程的完備知識；（三）充分了解各種課程發展的資源；（四）熟悉研究並能充分

而恰當地定位各種研究；（五）了解學生、社區及社會的各種需求；（六）具有哲

學家、社會學家和心理學家的特質；（七）了解並賞識同仁的個人特質。同時，

也必須具備以下的團體過程的技能：（一）改革的過程：領導者必須充分了解影

響改革的過程；（二）人際關係：領導者必須充分了解團體動力學，並能展現高

度的人際關係技能；（三）領導技能：領導者必須展現組織技能和管理過程的能

力；（四）溝通技能：領導者必須有效地溝通並能領導團體成員有效地溝通（Oliva, 

1997）。綜合上述的分析可知，現今校長在課程領導時，對其自身的角色界定與

角色知覺都必須重新定位，認清自己在學校課程發展方面的職責，扮演適當的課

程領導角色，充實其課程領導方面的知識與技能，並培養課程領導者所應具備的

特質，如此才能有效提升學校課程與教學的品質。 

教師專業發展是校長有效課程領導的重要關鍵，所謂沒有教師專業發展就沒

有課程發展（黃光雄、蔡清田，1999；歐用生，2000a）。陳木金（2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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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歸納分析教學創新九年一貫課程教育改革政策中最值得注意的焦點是教師

課程發展與教學專業能力的提昇，因為在教育的過程中，教師一向扮演著人才培

育開發的工程師角色，教師教學專業成熟度的高低與教育革新目標的達成有很大

關係。綜合上述可知，校長課程領導時規劃倡導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以符合教師專

業上的需求是相當重要的一項課題。 

從構成學校組織的每一個個體而言，「校長課程領導角色的界定與覺知」、「教

師專業發展的規劃與倡導」兩項任務就是學校組織每一個個體自我超越的體現。

每一位成員，在面對新的課程挑戰時，均要進入學習的狀態。學校組織基於實現

目標之需求，除了校長本身課程領導角色的界定與覺知外，必然亦需促進成員自

我超越，鼓勵教師隨時進修充實必要之專業知能，俾使學校組織具有完成共同願

景的能力，並達成學校組織整體之自我超越，以符合家長、社會之期待。 

二、改善心智模式（imoroving mental models） 

「心智模式」是一種根深蒂固於心中的思維方式，影響我們如何去觀看世界

和了解這個世界，也影響我們採取何種行動來面對世界。改善心智模式旨在使個

人以開放的心胸，發掘內心世界的圖像，而改善僵化的、刻板的、錯誤的認知方

式，並積極付諸行動予以改善（張慶勳，2001）。 

Senge 指出，改善心智模式的修練有：（一）辦認「跳躍式的推論」：檢視自

己的思維如何直接從觀察轉移到概括性的論斷。如何使跳躍式的推論現形？首

先，問自己對周遭的事物基本上抱持什麼的看法或信念。其次，再問自己這個看

法是否不夠精確或有誤導作用。（二）練習「左手欄」：練習「左手欄」經常可以

成功的將隱藏的假設攤出來，以及自己是如何被這些假設所障礙。（三）兼顧「探

詢」與「辯護」：所謂相互探詢是指每個人都把自己的思考明白說出來，接受公

開檢驗。而辯護則目標是贏得爭辯。兼顧「探詢」與「辯護」就是願意承認自己

思考上的缺陷，有知錯必改的意願。（四）「擁護的理論」vs「使用的理論」：「擁

護的理論」是我們所說的理論；而「使用的理論」則是在我們行為背後的理論。

除非看清並承認心中擁護的理論與現在行為之間的差距，否則無法學習。 

要發揮課程領導的功能，除了必須提供教師實施新課程所需要之各方面的支

持外，更重要的精神則在於集合各個組織成員一隅之見，去除習慣性的自我防衛

機轉，開放心胸，接納別人。課程領導之任務「資源的爭取與支持」、「社區參與

和公共關係的發展」即是為達成「改善心智模式」所採行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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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的發展與課程的發展有密切的關聯，課程發展則需要決策者在時間與經

費方面充分支援（Ervay & Roach，1996）。因此，課程領導者必須提供教師實施

新課程所需要之物質的、環境的、心理的、社會的支持。 

Hargreaves & Fullan(1998)主張學校必須整合社區的力量或資源，從以往

的「與外界築起圍牆」，現在必須打破圍牆，建立與社區連結的橋樑。與校外建

立積極正向的關係需要兩方面的努力，一方面需要教育人員能抓得住校外的個人

及團體之承諾與想像，一同支持教育的目的與熱誠；另一方面，必須開放心胸並

對這些外部團體有寬容的精神。校長想要發揮課程領導的功能，須集合主任、教

師、學生、家長及社會人士的力量與資源，也必須爭取社區資源，讓學校和社區

資源共享，並邀請家長與社區人士參與、配合與支援，也可結合家長和社區人士，

共同來設計、發展、實施和評鑑課程方案蒐集各種相關意見，作為改進學校之參

考。因此，校長必須建立有意義的學校—社區對話之方式，讓所有課程利害關係

人間慎重而高雅的對話（Henderson，1999），促成社區與學校間相互的了解與尊

重。由此可知校長必須具備良好的人際關係技能與溝通技能（Oliva，1997），能

領導學校與校外社區之間發展良好的公共關係，爭取必要的資源，整合各種勢

力，促進課程活動間的持續互動，共同為改進學校課程品質而努力。 

三、建立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 

共同願景最簡單的說法是「我們想要創造什麼？」，共同願景也是組織中人

們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創造出眾人是一體的感覺，並遍佈到組織全面的

活動，而使各種不同的活動融匯起來。共同願景是團隊中成員都真心追求的願

景，它反映出個人的願景；共同願景會喚起人們希望，使組織跳出庸俗、產生火

花；共同願景會改變成員與組織的關係。共同願景會自然而然的激發出勇氣，在

追求願景的過程中，人們自然而然會產生勇氣，去做任何為實現願景所必須做的

事。 

Senge 指出，建立共同願景的修練如下：（一）鼓勵個人願景：真正的願景必

須根植於個人的價值觀、關切與熱望中。有意建立共同願景的組織，必須持續不

斷的鼓勵成員發展自己的個人願景。（二）塑造整體圖像：當一群人都能分享組

織的某個願景時，每個人都有一個最完整的組織圖像，每個人都對整體分擔責

任，不僅只對自己那一小部分負責。當有更多人分享共同願景時，願景本身雖不

會發生根本的改變，但是願景變得更加生動、更加真實，因而人們能夠真正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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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想像願景逐漸實現的景象。（三）絕非官方說法：由管理當局撰寫願景宣言有

下列缺失：第一、這樣的願景通常是治標而非治本的；第二、這種願景並非是從

個人願景中建立起來的。因此無法使人們了解與感到共同擁有這個願景，無從孕

育出能量與真誠的投入。（四）不是單一問題的解答：願景不是問題的解答，如

果它僅是被當成問題的解答，一旦士氣低落或策略方向模糊不清的問題解決以

後，願景背後的動力也會跟著消逝。領導者必須把建立共同願景當成日常工作的

中心要素，是持續進行、永無止境的工作。同時，意圖建立共同願景的領導者，

必須樂於不斷把自己的個人願景與他人分享。（五）學習聆聽：共同願景是由個

人願景互動成長而形成的。願景若要能夠真正共有，需要經過不斷的交談，如此

個人不僅能自由自在表達他們的夢想，並學習如何聆聽其他人的夢想，在聆聽之

間逐漸融匯出更好的構想。 

課程領導之任務「學校任務與願景的建立與設定」、「學生進步的評估與監控」

即是為達成「建立共同願景」所採行之措施。 

校長作為一位課程領導者必須先澄清自己的立場，如辦學理念與課程哲學，

以建立學校共同任務聲明（mission statement）或願景，並據以建立學校教育

和課程的目標（林明地，2000；黃旭鈞，2001）。Doll(1996)也指出，作為課程

領導者，一位有效能的校長應有以下的作為：（一）對於學校的未來擁有願景；（二）

可以將這些願景轉化為目標和期望；（三）建立主動幫忙的（helpful）學校氣氛；

（四）監控教育的進展；（五）必要的話，他們會介入以支持並做適度的矯正。

綜合上述可知，校長必須先基於自身的哲學觀與其對課程的觀念、定義與了解，

形成其課程的立場、方向與目標，並進而能邀集相關人員共同建立學校的課程任

務與願景，以做為學校課程發展與努力的指引與方向，依據學校的課程任務與願

景建構出學校整體的課程架構與目標，以作為進一步發展課程方案的依據。 

課程領導之主要目的在於發展、設計優質課程，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

監控與評量學生的表現與進步情形，可以提供相關訊息改進課程與教學，豐富課

程內容，滿足學生的需求，矯正學生學習，提升學習成效（Bailey，1990）。因

此，校長在課程領導時，應建立評鑑與評量進步情形的結構，並使之成為一項不

斷循環的任務（Wiles & Bondi,1993）。 

四、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隊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能力的過程。團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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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不必想法一致，但是透過規律的練習，他們可以學會如何更有效率地一起行動。 

Senge 指出，團隊學習的修練必須精於運用「深度匯談」（dialogue）與「討

論」。深度匯談是自由和有創造性的探究複雜而重要的議題，先暫停個人的主觀

思維，彼此用心聆聽。討論則是提出不同的看法，並加以辯護。有效的深度匯談

有三項必要的基本條件：（一）懸掛（suspend）假設：將假設懸在自己面前，以

便不斷接受詢問與觀察，如此才能就這些想法來思考。（二）視彼此為工作伙伴：

建立一種成員彼此關係良好的氣氛，消除深度匯談時由於階級差距所帶來的障

礙。（三）掌握深度匯談精義與架構的輔導者：輔導者必須做好一個「過程顧問」

的許多基本工作，包括幫助成員了解他們自己才是過程與結果的主人—對深度匯

談結果負成敗責任；輔導者的另一項功能是透過參與去影響深度匯談發展的動

向。 

課程領導的任務「學校課程專業文化的塑造與變革」、「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評

鑑與改進」即是達成「團隊學習」所採行的措施，從團體動力學的角度，發展組

織每一份子的同步成長。 

    學校組織與文化是使新課程落實的土壤和養分，決定課程改革與領導的成敗

（歐用生，2000a，2000b）。由於學校穩定的特性，欲使課程與教學能不斷地改

進，校長在領導時，塑造與維持合作、分享、關懷、對話、反省、批判、創新學

校文化，學校成員之間共同形成學習社群，關懷的專業社群，促進每位成員間的

專業成長與對話，同樣是校長課程領導時所必須正視的課題。 

    課程領導者必須實施校內課程評鑑，以了解課程實施的困難與問題，確認實

施績效及改進方向，規劃改進方案（林明地，2000；黃政傑，1999）。課程領導

對於課程評鑑的工作必須兼顧課程設計與實施的評鑑，評鑑的主要目的包括，了

解課程設計需要改良之處；了解課程實施的確實程度；了解課程實施的困難與問

題；進而了解課程實施的效果。課程領導者必須基於上述課程評鑑的目的，就課

程設計的成品、學校本身發展的課程成品、教師的課程設計與實施、學生的學習

成果，進行持續的評鑑工作（黃政傑，1999）。 

五、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 

    系統思考係指在面對複雜問題或事件時，應摒除僵化、片段的思考方式，並

以整體性的視野，觀察事件發生的環狀因果的互動關係，以及一連串的變化過

程，而不是線段式的、片段的個別事件，避免為立即解決問題，而忽略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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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黃富順，1999；張明輝，1999）。 

    建立系統思考的修練如下：（一）以簡馭繁的智慧—活用系統基模

（archetype）：系統基模是學習如何看見個人與組織生活中結構的關鍵所在。運

用系統基模可以發現，各類管理問題有其共通性。藉由「增強的回饋」、「調節的

回饋」和「時間滯延」三個構成系統語言的基本元件，可以構成各種系統基模。

認識基模是精通系統思考的起點，使用基模使我們看到許多圍繞著我們日常活動

的因果關係環路，日久自然導致更整體性的思考與行動。（二）綜觀全局掌握重

點—找到最佳的槓桿點：系統思考的關鍵在於看出「槓桿點」，亦即可引起結構

重要而持久改善的點。一旦找到最佳的槓桿點，便能以小而專注的行動，創造最

大的力量。（三）見樹又見林的藝術—尋找有效的高槓桿解：系統思考最大的好

處，在於幫助我們在複雜的情況下，於各種可行的方法中，尋找有效的高槓桿解。

系統思考的藝術在於看穿複雜背後引發變化的結構。系統思考絕非忽視複雜性，

而是要把許多雜亂的片段結合成為前後一貫的「故事」，明白指出問題的癥結，

以及找出較持續有效的對策。 

課程領導的任務「學校環境脈絡的掌握與瞭解」、「學校、地方、國家課程的

連結」、「學校課程的管理與發展」、「學校組織結構的再造與重組」即是達成此項

目的所採行的措施。 

校長在課程領導前必須掌握並了解學校所處的情境脈絡。影響學校的情境脈

絡因素包括：環境趨勢的改變；學校的組織、制度結構、規模大小；學校的課程

結構或學科的性質；教師本身的特質及教師間的互動和學校文化等（林明地，

2000；高新建，2001）。校長必須針對這些情境脈絡因素做適度的評估，並充分

加以掌握與了解，以利加強各種不同情境脈絡因素間的連結，能採取最適當的課

程領導作為。 

校長在課程領導中角色是承上啟下的，必須讓課程的實施可以忠於原先的設

計，同時又能做適度的調適，符合學校自身的特色和需求，使課程能在學校中落

實（黃政傑，民 2000a）。有意義的改革基本上還是發生在學校層級，所以，課程

工作必須統整不同層級的課程功能，校長在進行課程領導時必須重視各個不同層

級間課程的連結，以使學校的課程發展可以兼顧國家和地方課程標準或方案的要

求，又可顧及學校本身的需求與特色。 

Glatthorn（2000）指出，優質的課程對於達成教育卓越而言很重要，此一



   28

假定獲得許多研究的支持。有鑑於課程發展過程是課程領導的核心，所以，課程

領導者必須具備課程發展過程中課程設計、實施與評鑑等方面的專門知識

（Bradley，1985）。是故，校長作為課程領導者，應能有效發展並管理學校的課

程，在學校的課程方案設計方面，首先，必須能具備紮實的課程專業知識與理論

基礎；其次，必須健全學校課程發展組織；最後，能不斷對課程方案進行評鑑與

反省，批判與修正，使學校課程的發展與管理能持續不斷改進，提升學校課程方

案的品質（林明地，2000；高新建，2001；歐用生，民 2000b）。 

課程領導若在傳統的學校組織結構中運作，必定會因為缺乏彈性而處處掣

肘。學校中的權力關係必須由控制轉為共享（歐用生，民 2000b），因此，學校的

組織結構必須朝向 Macpherson et al.(1996)所主張的幾個方向來加以改造，分

別是：（一）分權式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結構；（二）行政支持創新；（三）公開透

明的課程決定過程；（四）擁有課程探究與爭辯的機會；（五）可以協助移除種種

限制；（六）成員有參與課程決定的機會；（七）開放的溝通網絡等。進而重新創

造可以鼓勵與支持新文化、新社群意識的組織結構（Henderson & Hawthorne，

2000）。 

第二節  學校組織文化塑造之研究分析 

根據學者的研究（邱馨儀，1995；張明輝，1999），顯示學校組織文化對學

校具有深遠且重大的影響。因此，如何塑造優質的學校組織文化就成為教育改革

的重要課題。關於組織文化塑造的觀念起源於當代有關組織管理的思維，例如

Ouchi（1981）提出「Z管理」理論的基本原理、Smircich（1983）提出組織成員

共享組織文化的觀念、Ott（1989）更指出每一個組織都有其獨特的組織文化、

Schein（1992）則提出領導與組織文化的研究、Robbins（1998）提出組織文化

會使學校成員形成一套共享的價值觀。由 T.Deal & A. Kennedy（1982）所合著

的暢銷書—『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s）（黃宏義譯，1985）的結語寫著：

「我們確信，只有強力文化的公司才有美好的遠景」。另一方面，管理學大師 Peter 

M. Senge 在『第五項修練』（郭進隆譯，1994）一書更指出了學習型組織的觀念

可以建立社會成為學習型社區，強調以系統思考，將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

願景、團隊學習等四項核心修練貫注其中，以破解現今社會中片段思考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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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個人成為全神貫注的學習者，聚合組織成為無限能量的學習型組織。 

雖然學校組織與企業組織的內涵與目標並不相同，但是根據學者的研究結果

顯示（吳清山，1997；張明輝，1999；秦夢群，2000 等），仍獲得正面的肯定。

因此，向企業學習以塑造優質學校組織文化是重要的教育改革方向之一。 

欲瞭解學校組織文化，必須對組織文化的基本概念進行探討，因此以下就分

別從組織文化的意義與內涵、特性與功能、組織文化的形成、學校組織文化的相

關研究等方面進行討論分析，以建立本研究的理論基礎。 

壹、學校組織文化的意義與內涵 

    以下分別就組織文化的意義、組織文化的層次與學校組織文化的內涵三方

面，分別闡述如下： 

一、組織文化的意義 

文化一詞源於人類學的文獻中，從人類學的立場來看，文化是人類因生活所

需所創造出來的所有東西，生活所需的東西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個體生活所必

須，有些是群體營生所不可或缺的，更有些是心理調適所必須。此外，從人類學

的觀點可將文化分成兩大不同的意義（Sathe，1985；引自張新基，2002）： 

（一）適應學派：文化是可直接從社會成員上觀察到的事物，例如社會成員

的行為類型、使用器具、語言等。 

（二）觀念學派：文化是社會成員所共有的心智精神狀態，也就是信念、價

值、觀念和想法。 

但文化可以說是社會科學中最具爭議的概念之一，人類學家 A.L.Kroeber & 

C.K.Kluckhohn 指出文化有 164 種定義之多（Alvesson，1994）。而組織文化的定

義也面臨相同的困擾，Ott(1989)曾探討 58 篇有關組織文化的文獻，發現描述組

織文化的名詞達 73 個之多，由此可見，組織文化定義之分歧與複雜。茲列舉數

位學者的定義，分別說明之： 

Pettigrew（1979）認為組織文化是由行為、行動以及價值所組成，組織中

的個人被期待隨著這些行為、行動與價值來做事。 

Ouchi（1981）認為組織文化就是一套象徵物、儀式和傳說，藉著這一套象

徵物、儀式和傳說，組織將基本價值和信仰傳輸給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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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 & Waterman（1982）指出組織文化是一套支配性且連貫性的共享價

值。這一套共享價值藉著故事、傳說、傳奇、口號、軼聞和神仙故事等象徵性手

段傳給成員。 

Schein（1985；1992）將組織文化定義為：一個既有團體在學習處理外在適

應與內在統整問題時，創造、發現或發展出來的基本假定型態。其運作被視為有

效，並被教導給新成員，作為知覺、思考、感覺相關問題的正確方式（陳慧芬，

1997）。 

Owens & Steinhoff（1989）認為組織文化是解決組織內外問題的產物，它

存在群體之中不斷地運作，因此傳遞給新成員，作為知覺、思考和感受相關問題

的正確方式，這種解決的產物，最後成為實體本質、真理、時間、空間、人性、

人類活動和人際關係的假設，待假設形成，經過一段時間，被視為理所當然，將

無法察覺。 

Hoy & Miskel（2001）認為組織文化是一種深度、也較為抽象的概念，可分

為三個層次，最深層的是默許的假設（tacit assumptions），包含對人性、對人

群關係、對真理及對環境的關係；其次是價值，包含對開放、信任、合作、團隊

工作等概念，最淺層的則是行為常模。 

Robbins（1998）認為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所共同擁有的意義體系。 

Lunenburg & Ornstein（2000）則認為，組織文化是一組信念、情感、行為

與象徵。它是一種共享的哲學、意識型態、信念、感情、假設、期望、態度、規

範與價值。 

吳焰修（1987）對組織文化的定義是：組織文化是一個組織因應外在環境變

化及維持內在系統穩定所長期累積下來的產物（如典章制度、法令規章、行為習

慣、信念、價值等等），並經由其成員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學習後，以一種自然而

然的行為方式表現出來，而形成每個組織的獨特現象。 

吳璧如（1990）對組織文化提出以下的定義：組織文化是組織在與外界互動

及本身內部運作中，所形成的產物，經日積月累的結果，逐漸成為每一組織所特

有的現象。 

吳清山（1992）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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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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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的方式表現於日常生活中，形成組織獨特的現象。 

張德銳（1994）將組織文化定義為：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所共享的一套基本

假設前提和價值，以及由這套價值衍生而來的行為規範和行為期望；組織的價值

不但可能被組織成員視為當然的，而且具有指導成員行為的作用。藉著故事、傳

說、儀式、典禮等象徵性手段，組織將其價值傳輸給成員。 

陳慧芬（1997）認為組織文化乃成員共同持有的基本假設、價值及人造器物，

其提供組織外在適應與內在統整所需之穩定動力，並藉生活經驗的潛移默化，成

為組織成員不自覺所行、所思、所感的準繩。 

蔡進雄（2000）將組織文化定義為：組織文化是組織與內外在環境長期互動

後的產物，此產物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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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學校組織文化定義為：學校組織文化是指學校組織成員

與內外在環境長期互動，經過長期的累積所共有共享的一套用於解決問題與適應

環境的基本運作模式，此一運作模式包涵：基本假定、共同價值觀、共同行為模

式、象徵性活動等，組織成員在平日學習之後，自然而然地表現出來，而形成學

校獨特的現象。 

二、組織文化的層次 

要瞭解組織文化意義的另一個途徑是從各種不同層次分析組織文化。

Tierney（1988）指出組織文化常藉著儀式（rituals）或符號（symbols）來加

以表現（秦夢群，2000）。Schein(1985、1992；陳千玉譯，2003)在其研究中，

更詳細的分析組織文化顯示的階層。他以可見度之高低將之分為三級，如圖 2-1

所示。 

最高一級是人為飾物（artifacts）的層次，包括了我們初入一個新群體，

面對一個不熟悉的文化時，所看見、聽見與感受到的一切現象。意指該群體可見

的成品，例如：物理環境的建造、所使用的語言、技術與產品、人文方面的創造、

在服裝上表現的格調、談吐應對的態度、情緒的表達、有關於組織的神話和故事、

列示價值觀的標語、可觀察到的儀式和典禮等等。人為飾物是研究組織文化中最

具體且可資觀察的層面。組織文化的研究者雖無法直接觀察到組織的基本假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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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價值，但他可以從組織可見的、可觀察得到的人造物品(人為飾物)加以判讀

和推測（黃素惠，1997）。Schein(1992)也指出人為飾物雖然容易觀察，卻很難

解讀。特別是以人造物品(人為飾物)來推論深層假定時，個人的詮釋必然是其自

身情感與反應的投射。假如觀察者在團體中生活夠久，人造物品(人為飾物)的意

義將逐漸清楚顯現，因此如能進一步分析信奉價值、規範、法則，可能就較易理

解人造物品(人為飾物)的意義。 

 

 

                可見的組織架構及過程（難以此解讀）  

 

 

                策略、目標及哲學觀（外顯的判準） 

 

 

                潛意識的、視為理所當然的（價值與行動的終極來源） 

 

圖 2-1 文化的層次 

資料來源：陳千玉譯（2003），組織文化與領導，p18 

 

組織文化的第二層級為價值理念（values），也就是團體成員對於處理事情

的基本看法。其可見度較人為飾物要低一些，有的很難察覺，有的卻可以驗證。

所以「價值」常指組織成員用來判斷情境、活動、目的及人物評估的基礎，具有

規範的意味，所以可提供組織成員行為的準繩，這些價值不一定有書面文字，但

卻在成員腦海中，成為一種價值觀，能夠約束成員的行為（吳清山，1992）。價

值理念階層的可見度雖為中等，部分也可加以觀察，但若要瞭解組織文化的本

質，則必須回歸到基本假定層級。 

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s）為最下之層，其可見度幾乎趨近於零。它

外顯價值觀 

基本假定 

人為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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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組織文化的本質，是成員與組織交會後，所產生對時空、人性、環境等議題的

信念。基本假定是一種潛意識的運作，原本只是根據預感或價值所支持的假設，

經過一再重複使用，以解決問題時，該假設逐漸地被視為一種事實。依

Schein(1992；陳千玉譯，2003)之見，基本假定是已經被視為理所當然，因此在

一個文化單位內很少有變化。事實上，假如一個群體持有某個堅定的基本假定，

則成員的行為就不可能為其它前提所影響。例如，有個群體的基本假定是個人權

力至上，則成員就很難相信，個人如果讓群體蒙羞，便要為此自殺或自我犧牲的

情形。又如，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無法想像人們會開一家總是虧本的公司，或是

竟然生產無用的產品。基本假定是一隻看不見的手在實際操縱著行為，告訴群體

成員如何去知覺、思考，以及感覺事情。因此，Schein 強調組織文化的本質乃是

基本假定，價值觀及人為飾物僅是組織文化的衍生物而已。而組織文化力量之所

以強大，乃是成員堅持有相同的假定，並藉由假定彼此增強（吳清山，1995；秦

夢群，1997；謝文全，2004）。 

三、學校組織文化的內涵 

    歸納前述組織文化學者 Schein（1992）對組織文化內涵的觀點，可從以下三

方面來發揮學校組織文化的功能：(1)學校象徵性的活動：包括人造物、創制物—

史蹟、英雄人物、語言、手勢、表達工具、典禮儀式、具體管理型態等；(2)學

校共同行為模式：包括成文的規定及非正式的行為準則；(3)學校的基本假定：

包括信念、哲學、意識、假定或態度等。因此，學校組織文化塑造依此內涵，可

以包括以下六種由學校環境塑造的學校組織文化來進行分析（陳木金，2004）： 

（一）校園裡的教師文化 

    在學校的校園裡，教師長於研究與教學，探索真理，對學問知識的興趣大於

對學生學習的關注，重視教學，瞭解學生特質，形成具有特色的教師文化。 

    （二）校園裡的學生文化 

    在學校的校園裡，學生文化和社會的流行趨勢與脈動有密切的關係，學校組

織文化的塑造應從對學校的認同和對知識的追求雙層面的角度來切入；學生文化

依不同類型的學生，在學習態度、價值觀念、服飾穿著、語言形式、社團參與、

人際關係和未來展望等方面各有不同的表現，形成具有特色的學生文化。 

    （三）校園裡的行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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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的校園裡，行政人員包括兼任行政職務的教師、專任的人事及會計人

員，以及學校教務、學務、總務、健康中心、圖書館的職員、工友等。由於教育

背景的差異，工作任務的不同，人際互動或溝通的模式有別，因此價值觀和行為

表現各不相同。不同行政人員、次級團體的合作與競爭關係，和諧或衝突地交互

影響，本位或寬容的協調過程等問題，對整體的學校組織文化塑造均存在明顯的

影響，形成具有特色的行政文化。 

    （四）校園裡的社區文化 

學校所在的社區有其獨特的文化，對於學校組織文化亦有明顯的影響。社區

的大小、都會型態或鄉村型態、工商社區或文教社區、富庶繁榮的社區或是衰微

凋敝的社區、封閉保守的社區或是開放進步的社區等，對於學校教育的目標、課

程內容、教師的教學、對學生的價值觀念、抱負水準和學業成就等，都有密切關

係。某些社區所在的學校，中途輟學的比例偏高，或者校園暴力與青少年犯罪的

情形格外嚴重，均要從社區特質影響校園文化的觀點探討，注意社區文化因素對

校園文化的影響，形成具有特色的社區文化。 

（五）校園裡的物質文化 

校地大小、綠化、美化情形、校園建築和硬體設備及庭園規劃與空間設計等，

均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教室布置優美，文化走廊設計精緻，各種的標語圖

畫、衛生設備、運動場所規劃良好與否，對政治銅像或鏡框如何擺設，對創校先

賢或傑出教師、校友的事蹟介紹或保留整理方式等，都是校園裡物質文化的重要

成分。其他諸如藏書的質量、照明情形、視聽器材、學生制服、名牌或書包的形

式等，亦都是校園裡物質文化的表現，形成具有特色的物質文化。 

（六）校園的精神文化 

學校的校園裡，除了有形的物質文化之外，更應講究精神文化的塑造。學校

的傳統習尚，儀式典禮、校規辦法和種種的制度設計等，都是精神層面的文化規

範或模式。例如軍事院校的學長制、大專院校的迎新送舊活動、紀念活動、讀書

風氣、學術研究風氣、社團組織與活動類型，對校譽、升旗、週會或畢業典禮的

期望及參與表現等，都是構成校園精神文化的重要成分，形成具有特色的精神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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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組織文化的特性與功能 

一、學校組織文化的特性 

學校為一種教育性組織，必須形成一種積極性的學校文化，才有利於教育目

標之達成。其次，學校又是一種專業的組織，欲發揮其專業的功能，必須重視其

文化環境的安排，才有利於其專業目的之實現。林清江（1986）根據華勒（W. 

Waller）的觀點，進一步將學校組織文化的性質歸納為下列五項：(1)學校組織

文化是一種次級文化：學校組織文化一方面反映大社會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有其

獨特性；(2)學校組織文化是一種綜合性文化：它一方面包括世代（兩代）之間

的文化，另一方面則又包括校內、校外的文化；(3)學校組織文化是一種對立與

統整互見的文化：師生之間的價值與行為，可能並不一致，在交互作用中，乃經

常出現對立與統整的現象；(4)學校組織文化是一種兼具積極與消極功能的文

化：它兼具積極與消極功能，教師主要職責乃在盡力抑制消極功能，促進積極功

能；(5)學校組織文化是一種可予以有意安排或引導發展方向的文化：學校文化

有些是自然天成，有些是人為安排的，兩者不一定完全符合教育的需要，無論學

校的物質文化、制度文化或心理文化，都可改變或引導其發展方向。 

學校組織只是在表面上擁有韋伯科層理論的特性，實質上卻非如此（秦夢

群，1997；謝文全，2004）。因學校的成員彼此之間保有相當的自主性，與理論

中的科層結構有所不同。Weick 針對於此，提出學校乃一「鬆散結合系統」（loosely 

coupled systems）的理論，在此系統中，各成員之間彼此相關，但卻保持自己

一定的身分與獨立性。然而到了八０年代中期，研究結果發現單以「鬆散結合」

這個特徵來描述學校並不夠。基本上，學校在教學系統與學生組織上具有鬆散結

合的特性，但在非教學的行政事物上卻是高度結構化的。其中研究又以 Meyer 與

Rowan（1983）的調查研究最為著名。總結 Meyer 與 Rowan 的研究，學校組織中

實同時存在兩種不同的結構：教學部門呈現鬆散結合的型式，非教學部門則為緊

密結合的情況。教學部門就理論而言，不應該過份的被行政者控制，而失去應享

的創造力與自由（取自群夢群，2000）。國內的學者秦夢群（1997）與謝文全（2004）

也認為學校組織的特性是呈現較多的教育專業功能之科層組織，同時也孕育綜合

性文化，一方面包括世代之間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包含了校內與校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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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勳（1996）認為學校組織文化特性之一，是一種對立與統整互見的文化，

師生之間的價值與行為，可能並不一致，在交互作用當中，經常出現對立與統整

的現象。吳清山（1995）也認為：學校組織文化是一種兼具積極與消極功能的文

化，一方面反應社會的實際面，另一方面又有其獨特性；也就是說教師的主要職

責在盡力抑制學生的消極功能行為，另一方面促進學生的積極功能行為。其實，

不管學校的組織文化是一種可予有意安排或是引導發展方向的文化，畢竟有些學

校的組織文化是自然天成的，有些是刻意安排的，兩者不一定都能符合教育上的

需要，無論是學校的物質文化、制度文化或是心理文化，其實都可以改變或引導

學校組織文化的發展方向。 

組織文化的特性既然是蘊含著學校成員的共同價值觀、信念與行為規範，會

深深影響組織的運作方式與成員的工作表現，可說是一股指引成員努力方向的隱

形力量，假使校長或是行政人員，能以漸進的方式營造有利的組織文化，將會使

得整個學校充滿著革新的活力。學校若能形塑出持續學習的組織文化，才能避免

學校的運轉機制遲滯、學校體質老化而形成煮蛙效應（the parable of the boiled 

frog），才能在瞬息萬變的競爭的環境之中，得以永續發展。茲將組織文化的特

性，歸納各家看法，闡明如下（吳清山，1992；陳慧芬，1997；黃素惠，1997；

蔡進雄，2000）： 

（一）普遍性 

 組織文化是因應組織求生存的需要而產生的，每一個組織都存在有某種程

度的文化，因此組織文化具有普遍性。 

（二）獨特性 

每個團體基於不同的歷史傳統、組織成員、內外在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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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組織文化中所表現的信

念、價值和語言必定和其他組織有所不同，但也因為組織文化的獨特性，組織才

能展現特色，使研究者可以對組織的運作方式及結果加以預測與評估。 

（三）持久性 

組織文化的形成是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孕育培養才能產生的，而後才逐漸內

化至組織成員的心裡，進而自然而然表現某種行為規範，因此組織文化具有持久

性。 

（四）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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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是一套約定俗成的基本假設、價值與信念，因此這套基本假設、價

值及信念是否為組織成員所共同享有、接受及利用，就成為組織文化是否形成或

存在的關鍵。組織文化必須經過各種方式的傳播、擴散，至組織成員多數接受為

止，才成為組織文化，故組織文化所顯現的是組織成員具有高度的同質性和共享

性。 

（五）動態性 

組織文化的形成是組織成員與外部互動和內部統整時，所發展出組織獨特的

價值、信念與行為，組織文化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果，並不是在靜態的狀況產生，

因此具有動態的性質。 

（六）規範性 

學校組織文化可以提供、協助組織成員順利瞭解學校組織的目標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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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影響不至於產生偏頗乖離的結果。 

（七）發展性 

學校組織文化會不斷的發生變革與成長，會隨著組織發展生生不息，引導或

塑造成員的新行為，故具有發展性。 

（八）主觀性 

組織文化是成員互動後，主觀認定及判斷後的產物，其最初的起源，乃是組

織的重要領導者或創辦人的價值觀與臆測而來，因此組織文化具有主觀性。 

（九）穩定性 

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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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沈持久的穩定力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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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組織文化的基本假設有

的被轉化為人的潛意識，有的被組織成員內化，成為自然的反應，所以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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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混合性 

雖然各種組織文化類型各有其獨立性與特徵，但大部分的組織都同時具有數

種不同的文化類型，只是有的組織在某種文化類型上較具有支配性，較適用於某

一獨特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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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組織文化的功能 

    許多學者（Ouchi，1981；Martin & Siehl，1983）指出，組織文化有

其正面與負面功能，分別說明如下： 

（一）組織文化的正面功能 

Hellrigal, Slocum & Woodman（1989）認為組織文化具有以下四種功能（陳

木金，民 93）：(1)使組織成員能瞭解組織的歷史、傳統與現況；(2)使組織成員

由認同組織的經營哲學與信念，進而願意奉獻心力；(3)使組織成員接受組織規

範，發揮組織規範的機制作用；(4)提升組織效能及組織生產力。 

Siehl & Martin（1987）也指出組織文化具有下列六項功能，引述如下（張

德銳，1994）：(1)組織文化提供成員一種對組織過去事件，合理的解釋，因此便

利了成員瞭解他們在未來類似事件中應有的表現；(2)當成員能夠認同組織的價

值信仰和管理哲學時，他們會認為他們為組織所做的努力是有意義的、有價值

的；(3)組織文化使成員產生一種社區意識（a sense of community），而成員所

共享的價值觀念則成為社會化新進成員的利器；(4)組織文化劃定了組織的界

線，成員會以文化特質的有無劃分內團體（in-groups）成員和外團體

（out-groups）成員，成員對內團體成員的行為期望自然有別於對外團體成員的

期望；(5)組織文化具有控制成員行為，尤其是禁制成員不當行為的機制作用；

(6)一個尊重人性的強勢組織文化，確能提升組織的生產力和獲利能力。 

Kotter & Heskett（1992）認為強勢文化具有下列三種效果（任金剛，1996）：

(1)目標的一致性（goal alignment），使得成員的步伐一致；(2)由於有著共同

的價值觀，會對員工產生內在激勵；(3)不需依賴正式的科層結構，就能提供組

織所需的結構與控制。 

陳木金（2004）也指出：組織文化提供合法性的基礎，裨益成員為組織奉獻

心力，預防疏離感，是提升組織效能的利器。組織文化更可以培養成員一種「同

質效果」（homogenizing effect）和「心理次級系統」（psychological 

subsystem），以提高組織中的多元價值趨向同一目標的可能性。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組織文化的正面功能是在於能影響組織成員、引導組織

成長，進而提升組織效能。 

（二）組織文化的負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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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組織文化可以發揮上述所提的正面功能，但組織文化對組織或成員，並

不全然都是有利的，組織文化也有負面的功能存在，茲分述如下（張德銳，1994；

陳慧芬，1997；蔡進雄，2000）： 

1.阻礙組織的變革：誠如 Shein（1985）所言，認為組織既有的文化傳統，

往往根深蒂固，要改變組織文化傳統，常需極大的努力。組織文化促使

組織的穩定與安全，但面臨外在環境更張時，組織文化可能形成一種安

於現狀的慣性或惰性，無法立即順應環境的變遷，及時扭轉劣勢或創造

先機。 

2.誤導組織走向：如果組織文化與組織目標方向互逆，則反而妨害組織的

發展與目標的達成，文化的強度越大，組織受害越多。 

3.造成組織整合困難：每個組織中都會有許多的次級文化存在，一旦整體

性的組織文化與次級文化產生衝突，則造成組織整合的困難及組織效能

的減低。要減少組織整合的困難，唯有將整體性的組織文化內化至成員

心中，才能避免次級文化凌駕整體文化的危機（黃素惠，1997）。 

4.減少革新與發展的機會：組織文化對角色界限的劃定，對成員行為的規

範與控制，雖發揮維護組織、鞏固地位及確保同質性的作用，但也可能

降低新觀念、新特質的刺激和交流，減少組織進步革新與發展突破的機

會。 

陳木金（2004）也指出：組織文化會增強抗拒變遷的力量，滋生各種次級文

化，甚至產生「反制文化」（counter culture）加劇衝突，助長本位主義的提升，

導致效率及效能不彰。 

參、學校組織文化的形成 

    組織行為係產生於個人變項與環境變項的交互作用。當成員加入組織時，一

方面必須適應所處環境，一方面卻仍保有其獨特的人格特質。在運作上，組織必

須聆聽個人的需求，以盡量創造一個符合成員人格特質的環境；在另一方面，個

人卻必須經由「社會化」的過程，使自己的行為符合組織的常模，也就是所謂的

組織文化（秦夢群，1997）。Schein（1985）將組織文化的形成過程，歸納成領

導理論（leadership theory），社會動態理論（socialdynamic theory）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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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learning theory）等三種理論，分析如下： 

一、領導理論 

    領導是領導者在團體情境裡，藉著影響力來引導成員的努力方向，使其同心

協力齊赴共同目標的歷程（謝文全，1991）。吳清山（1992）認為領導與組織文

化的形成息息相關，領導者可透過其理念來改變組織文化，或加速組織文化的更

新。 

    Kets de Vries & Miller（1986）歸納分析提出下列四項假設，藉此可瞭解

領導階層人格特質對組織與文化的影響：(1)組織愈集權化、高階主管的權力愈

大，則主管的人格愈可能影響組織的文化、策略與結構。(2)高階主管的人格越

相近，文化與組織的型態也越單純。(3) 高階主管的人格愈單純、明顯，愈會反

映於文化、結構與策略中。(4)健康的組織是多種正向功能人格的結合。 

    此外，創立者對於世界、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對人性、真理的假設，均會由

不同的方式傳達於組織文化之中，這些方式包括（丁虹，1987；引自黃素惠，

1997）： 

(1)組織哲學的正式陳述、章程等。 

(2)實體空間、外表建築的設計。 

(3)建立角色模式、領導者的教導及訓練。 

(4)獎懲及地位系統、晉升的標準。 

(5)有關重要人物及事件之故事、傳說神話及寓言。 

(6)領導者注意的、衡量的及控制的為何。 

(7)領導者對於重要事件及組織危機的反應。 

(8)組織的結構是如何設計的。 

(9)組織的系統及程序。 

(10)增員、選任、晉升、退休等標準。 

二、社會動態理論 

    社會動態理論又稱為團體動態理論（group dynamics theory），它從訓練團

體（training group）、治療團體（therapy group）和工作團體（working group）

中了解到人際和情緒的歷程，可用來解釋「一群人共享一個問題的共通觀點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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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個共享的解決之道」的意義（引自蔡進雄，民 89）。而 Schein 提出在組織文

化的意義中，最應強調的是「共享」，組織由一群需求、認知及人格特質不同的

人員組成，經由不斷的互動，才能產生共享的信念、價值和基本假設，而社會動

態理論正可以解釋其中的過程（引自黃素惠，1997）。 

綜合來說，學校組織文化從社會動態理論的觀點認為，是由一群需求認知與

人格特質不同的學校成員經由不斷互動產生的信念、價值與基本假設。Schein 認

為，由於個人的需求、人格特質與認知型態並不一致，因此在互動過程中難免會

有衝突產生。組織成長的過程中，各階段主要的衝突如下： 

（一）階段一：依賴與權威的衝突問題 

當組織成立之初，必須處理的問題是誰該來領導、誰有多少的權威、力量與

影響力、誰依賴誰等，組織為了要解決外部問題，以及創造一個內部舒適的環境，

必須先解決此問題。 

（二）階段二：親密、角色分化、同儕關係間的衝突問題 

當組織成功處理權威問題，則成員可能對於組織存有假設，例如對組織的評

價、成員關係的假設等。為了克服成員不切實際的假設，必須發展一個真正的組

織成員關係（如誰喜歡誰、誰能接受誰、誰能代表組織的評價方式），這是一項

艱鉅的工作，所以能有效處理同儕關係的問題，將是組織文化形成的重要條件。 

（三）階段三：創造力與穩定性的衝突問題 

當組織學會處理問題，達成其任務，並建立一個安全舒適的內在系統，則必

須開始面對制度化和科層化的問題。創造力和革新在初步努力階段是有價值的，

但一旦增加時，創造力可能變為焦慮與破壞力的來源。矛盾的是組織要成功，必

須透過不斷的創造與革新，可是這兩者都會帶來不穩定，此階段為兩難的困境，

如何在沒有太大的內在壓力下維持其適應能力是此階段的重點。 

（四）階段四：生存與成長的衝突問題 

組織一旦成熟，而且不斷的與外在環境發生互動關係，不久之後將發現文化

本身能對新的問題提供解決之道，在此階段所產生的問題是組織能提供重要的功

能，則可以生存下去，反之則將逐漸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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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in，1985；吳清山，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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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理論 

    文化是學習的產物，當組織發展一套價值、信念、或基本假設時，必須傳授

給組織成員。因此，組織成員必須不斷地學習組織所發展的各種產物，然後再形

成另一種組織文化。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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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惠，1997；蔡進雄，2000）。 

    一般心理學家對「學習」（learning）一詞所下的界說是：學習是個體經由

練習或經驗使其行為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歷程。至於學習的基本歷程，綜合心理

學家們的不同理論，可以歸納為下列兩種解釋（張春興、林清山，1987）： 

    1.聯結學習：將學習時的行為改變視為刺激與反應聯結的歷程。其中，刺激

代替性的學習歷程，稱為古典制約學習；個體在多個反應中，嘗試錯誤選一保留

的學習歷程，則稱為工具制約學習。 

    2.認知學習：源於二十世紀初的完形心理學。個體面對一個學習情境時，能

否產生學習，端賴以下兩個條件：(1)新情境與舊經驗符合的程度；(2)新舊經驗

的結合並重組。認知學習論以皮亞傑的認知學習論及布魯納的表徵系統論為代

表。 

    Schein（1985）曾以兩種學習機制來說明學習理論與組織文化的關係，敘述

如下（黃素惠，民 86）： 

    1.正向的問題解決 

    正向的問題解決是 Skinner 所謂的「正增強」，由於增強物的出現，而使組

織某種反應持續下去。 

    2.痛苦和焦慮的減低 

    痛苦和焦慮的減低是 Skinner 所謂的「負增強」，由於移去令組織產生痛苦

或焦慮的事物或刺激，因此增加了組織採取某種方式的機率。 

    從組織文化形成的理論基礎來看學校組織文化的塑造可以瞭解，學校組織文

化的塑造應是透過領導、社會互動與學習三方面而成。而學校組織文化對組織成

員的潛移默化有多種形式，陳木金（2004）認為學校組織文化的塑造中，增進學

校行政領導效能最有力的方式是透過下列四種方法：(1)故事：故事經常是流傳

於許多組織的內部，即使有些故事不具豐富戲劇性，但這些故事通常跟組織的創

始人、規定的打破、由無到有的成功、員工的縮減、員工的重要、過去錯誤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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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及組織的掙扎調整等有關，不但使組織的「現在」能與「過去」連接，而且也

說明了目前實務的來龍去脈，使學校之「基本假定」、「共同價值觀」、「共同行為

模式」、「象徵性活動」產生豐富的生命力，塑造學校組織文化。(2)儀式：儀式

經常是指一種重複出現的活動，而該活動是為了表彰組織最為重視的價值觀、最

重要的目標、最出色的員工及最值得慶祝與投注的事物，使學校之「基本假定」、

「共同價值觀」、「共同行為模式」、「象徵性活動」產生豐富的生命力，塑造學校

組織文化。(3)實質象徵：實質象徵之目的在於傳遞訊息給成員，使之瞭解學校

發展的特色與重點方向，例如學校建築、學校設備、提供給成員的福利、辦公室

的大小與擺設、裝潢的設計、主管的態度及服飾的穿著等，使學校之「基本假定」、

「共同價值觀」、「共同行為模式」、「象徵性活動」產生豐富的生命力，塑造學校

組織文化。(4)語言：許多組織與部門單位，都使用「語言」作為指認某人是否

為文化一份子的方法，藉著學會著種語言，組織成員表達出他們對文化的接受，

如此也有助於組織文化的保存，使學校之「基本假定」、「共同價值觀」、「共同行

為模式」、「象徵性活動」產生豐富的生命力，塑造學校組織文化。 

    本節綜合學者（T.Deal & A.Kennedy，1982；Schein，1992；吳清山，1992；

邱馨儀，1995；張慶勳，1996；陳慧芬，1997；黃素惠，1997；徐莉惠，1999；

張明輝，1999；蔡進雄，2000；陳木金，2001；秦夢群，2000；林木城，2004；

宋德發，2004；鄭詩釧，2005 等）的看法，學校組織文化塑造係指學校行政人員

如何透過一些方法或策略，依據學校組織文化的指標作為全校教職員工共同遵循

的一定準則，藉以適當而有效地處理與推動學校中的人、事、物等各項事務，進

而能夠維持一個有效率的行政系統，營造良好的教學環境與師生關係，並促進有

效教學與成功學習的實現。塑造良好的學校組織文化，有助於學校的正常運作與

發展，使得學校的各項活動能依教育的原理正常運作，以提昇學校效能。 

第三節  校長課程領導與學校組織文化之相關研究分析 

    本節以分析校長課程領導策略與組織文化塑造相關的研究，作為本研究進一

步探討校長課程領導策略與學校組織文化塑造之間的關係之基礎。 

    本研究相關文獻來源主要係從國立政治大學圖書館的線上資料庫系統中的

「教育資料與訊息中心光碟」（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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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北美碩博士論文摘要光碟」（Dissertation Abstracts Ondisk，DAO）、

「PROQUEST」資料庫以及政大社會科學資料中心的「博碩士論文區」等資料庫，

透過電腦檢索蒐集有關於「校長課程領導」、「學習型組織」及「學校組織文化」

國內外相關之博碩士論文，分別整理如下： 

壹、校長課程領導的相關研究 

    有關校長課程領導的研究，國外學者已有一番討論，在國內方面則方興未

艾。茲整理國內外有關校長課程領導的重要研究如下： 

一、國內的相關研究： 

陳慕賢（2002）以「國民小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以台北縣

為例」為主題，研究發現： 

（一）校長與教師均肯定校長課程領導。 

（二）校長實施課程領導確實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三）在校長課程領導各層面中，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對於整體教師教學效

能的預測力最高。  

林文展（2003）以「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行為之調查研究」為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一）國中校長課程領導行為之整體實踐情形尚稱良好，其中以「組織學校課程

相關團隊」及「提供支持性的工作環境」實踐程度最高，惟在「評鑑學校

課程」及「推動或要求學校課程實施」兩方面應再加強。 

（二）國中校長課程領導遭遇困難問題，以教師因素、家長與社區因素兩大向度

因素遭遇到最大困難，而校長本身因素較不感到困難。 

（三）校長對新課程改革、校長課程領導的看法與想法，歸納為「主管機關應瞭

解時代脈動與需求」、「加速課程鬆綁」、「重視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儘

速建立教師績效及評鑑機制」、「做好課程配套與資源整合」等五大項。 

何泰昇（2003）以「校長課程領導之個案研究—以桃園縣一所國中為例」為

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校長的領導作為，包括：「形塑學校願景」、「健全課程發展組織」、「引導

與協助課程實施」、「鼓勵教師專業進修」、「提供教育設備資源」、「提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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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文化，重視溝通與獎勵措施」。 

（二）校長課程領導遭遇的困難：「課程領導的專業知能尚嫌不足，從事課程領

導的時間也不夠充分」、「經費、資源不足」、「教育政策搖擺不定、升學考

試的壓力以及家長難以參與課程」。 

鄭添壽（2005）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文化關係之研究」

為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大都肯定校長課程領導的實施成效。 

（二）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大都肯定學校教師文化的表現。 

（三）校長實施課程領導確實有助於提升教師文化的表現。 

（四）在校長課程領導各層面中，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對於整體教師文化的

預測力最高。 

邱珮華（2005）以「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課程領導及學校組織氣氛之調查研

究」為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小教師對校長課程領導有高度知覺。 

（二）國小教師知覺到較投入的學校組織氣氛。 

（三）校長課程領導愈發揮，教師所知覺的學校組織氣氛愈投入。 

（四）校長的課程管理及資源運用愈彰顯，教師愈能感受到投入型的學校組織氣

氛。 

（五）校長在教師進修上愈努力經營，教師愈能感受到較投入的學校組織氣氛。 

（六）在校長課程領導中，以「校長能促進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有效運作」、「校長

能帶領成員規劃學校課程」、「校長會協助教師解決教學上的問題」、「校長

能整合人力資源支援課程」及「校長能健全行政運作支持教學」影響教師

對校長課程領導的知覺甚鉅。 

（七）在學校組織氣氛上，尤以「教師瞭解彼此的教學狀況」、「教師對學校事情

漠不關心」、「教師對學校事務缺乏共識」、「教師面對學校事務時常互推責

任」影響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情形。 

劉秋珍（2005）以「國小校長課程領導、組織創新氣氛與教師效能關係之研

究」為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小教師感受到校長課程領導屬中上程度。 

（二）國小教師感受到組織創新氣氛屬良好程度。 



   46

（三）校長課程領導愈佳，教師效能愈高。 

（四）組織創新氣氛愈佳，教師效能愈高。 

（五）校長課程領導與組織創新氣氛彼此高度相關。 

謝百亮（2006）以「後現代脈絡下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關

係之研究」為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後現代脈絡下國中校長課程領導的現況，在校長與教師的知覺整體上均尚

佳。而各層面校長以「關懷與倫理」層面、教師以「人際關係」層面為最

高，而兩者均以「課程知能」為最低。 

（二）校長課程領導作為主要表現在「提升行政管理績效」、「建立課程組織及運

作」、「運用領導溝通，關懷同仁凝聚共識」、「營造良好人際關係」、「引導

課程規劃、實施與評鑑」及「建構學校文化，形塑專業團隊」等方面。 

（三）國民中學校長與教師對該校校長課程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知覺有顯著差

異。 

（四）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對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尤其是「組織與制

度」及「學校文化」層面最具預測力。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教師對校長課程領導有高度知覺（陳慕賢，2002；林文展，2003；鄭添壽，

2005；邱珮華，2005；劉秋珍，2005；謝百亮，2006）。    

（二）校長課程領導與組織創新氣氛彼此高度相關（邱珮華，2005；劉秋珍，

2005）。 

（三）校長實施課程領導確實有助於提升教師文化的表現（鄭添壽，2005）。 

（四）在校長課程領導各層面中，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對於整體教師文化的

預測力最高（鄭添壽，2005）。 

二、國外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以「curriculum leadership」為關鍵字，透過「ERIC」及「PROQUEST」

檢索，更進一步閱覽其摘要後，選擇與本研究相關的 5筆研究資料，分述如下： 

（一）Pick.K（1980）的研究 

本研究是以波士頓公立學校系統第七學區的小學為研究對象，對其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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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檢視。 

研究目的包括：覺知本學區小學校長實際扮演教學領導角色與教育專業文獻

理論所描述的角色落差程度；探討理想與實際角色落差的可能解釋原因；對降低

理想與實際的落差提出建議。 

主要研究結論： 

1.校長與教師都認為目前學校課程實施有需要改進。其中在「新進教師導

向」、「在職進修」、「課程目標的設定」三方面，教師們認為現實與理想有

顯著的落差，但校長們卻不認為。這個矛盾的現象顯示教師與校長間缺乏

溝通。 

2.中央政府並未給予校長關於課程實施的明確工作事項，也未給予校長在

「新進教師導向」、「在職進修」、「評鑑」等方面足夠的支持服務。 

3.中央政府檢視校長課程領導角色的優先順序及實務上需要做適度改變。校

長遴選、校長工作事項與校長表現目標所需要的規準，和課程領導的目標

是一致的。 

（二）Trengove（1983）的研究 

本研究旨在了解教師對校長課程領導的理想與實際的覺知情況與校長分配

在課程領導的時間比率之關係。 

研究對象是六個公立學校系統的小學與高中教師及校長。針對教師進行「領

導行為描述問卷（LBDQ）」測量，調查教師對校長課程領導的理想與實際的覺知

情況；針對教師及校長進行「校長時間分配形式」調查，了解教師及校長對於校

長分配在課程領導時間的覺知情況。 

主要研究結論： 

1.教師對於校長課程領導行為的理想是倡導多於關懷；但實際的覺知是比較

多的時間表現關懷行為。 

2.高中校長課程領導的時間比小學校長多。 

3.研究結果並未證實教師對於校長課程領導的期待與實際的覺知會影響校

長分配在課程領導上的時間。 

（三）Romberger（1988）的研究 

校長是學校最主要的領導者。校長應該要該善學校的課程並進而促進學校的

進步。然而，校長遭遇到角色不明確的困難。同時，校長不具備改善課程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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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力。為使校長具備改善課程的能力，必須提供校長專業發展方案。本實驗研

究便設計實施一套專業發展方案來幫助校長獲得課程發展的能力。 

    為了蒐集小學校長課程發展角色的看法，本研究寄發一份列有 54 項活動的

問卷給費城 88 位校長填寫。分析回收的 77 份問卷後發現，在課程領導的中，校

長最重要的角色是評鑑班級的教學。 

透過文獻分析決定專業發展方案的 8項前提。在 8項前提下建構 8個課程共

24 項能力指標。17 位校長完成一項需求評估及前測來決定他們已經具備的能力

和需要發展的能力。校長們參加工作坊來改進他們的缺點，之後並完成後測來決

定他們是否獲得所必要的能力，以及專業發展方案中哪些面向是最有幫助的。後

測資料分析顯示，專業發展方案幫助校長們獲得 21 項能力指標。有 2 項指標未

完成，因此建議修訂發展方案課程。有 1項指標則是所有校長在參加課程活動前

就已經具備的，此項指標將經由其他校長評估是否刪除或保留。 

專業發展方案有助於被選定參加的校長獲得課程發展的能力。鄭重推薦未來

可以實施較大樣本規模的專業發展方案實驗，來決定此方案是否能顯著且持續地

幫助校長獲得關鍵的課程發展能力。 

主要研究結論： 

1.校長應該要改善學校的課程並進而促進學校的進步。然而，校長遭遇到角

色不明確的困難，同時，校長缺乏改善課程所必要的能力。 

2.本研究之專業發展方案有助於被選定參加的校長獲得課程發展的能力。 

（四）Hayes（1989）的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在調查目前奧克拉荷瑪州（Oklahoma State）公立學校課程領

導者的現況、探究未來的需求、導引出該以何種訓練方式方能確保負責教學視導

或是課程發展的人員能夠成為促進未來進步的有效觸媒。 

研究者以奧克拉荷瑪州 k-12 之公立學校學區隨機取樣當研究之抽樣母群

體。測驗工具的發展、修改及實地測試都在奧克拉荷瑪州使用隨機取樣的方式，

選取不同大小的學區來進行。最後完成的測驗針對奧克拉荷瑪州學區負責課程領

導的個案樣本進行隨機取樣測驗。 

主要研究結論： 

1.僅有少數的課程領導者（或是負課程領導責任的個人）具備強有力的課程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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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顯示未來課程領導者直接提供課程與專業發展服務的需求將大大的

提升，而不是只負責訂定契約而已。 

3.全奧克拉荷瑪州許多小學區是沒有人專責提供課程服務的。 

（五）Hall（1996）的研究 

    本研究在比較校長與教師對於校長擔任課程領導者的觀點。研究也同時關注

這些校長們對於實施課程領導實務的準備度是如何的。 

    本研究共分六個向度，分別是：課程歷史觀、課程哲學觀、課程設計、課程

發展、課程評量／評鑑及課程的一般議題。在六大向度下共發展 40 個課程領導

實務的題目。資料的蒐集採用兩種測量工具，分別郵寄給北達科塔州的 326 位校

長，及這些校長所屬學校的每校兩位老師（共 652 位）。結果校長樣本回收率為

56%、教師樣本為 43%，均低於調查研究者設定之適當合格回收率 60%，這將使本

研究受到限制。 

主要研究結論： 

1.課程並沒有廣泛被接受的定義，這或許也說明了為什麼在北達科塔州的小

學校長並不認為他們在課程領導的工作上已經準備好了。 

2.校長重視課程領導的程度高於教師。 

3.40 項課程領導實務裡有 11 項在性別上有顯著差異，女性校長高於男性。 

4.教育程度愈高強調課程領導的層次也愈高。 

5.校長年資與強調課程領導實務並無顯著差異。 

6.給進一步研究或相關團體的建議：校長需要有課程方面的補充教育。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校長重視課程領導的程度高於教師。 

（二）校長應該要改善學校的課程並進而促進學校的進步。 

（三）校長需要有課程方面的補充教育。 

貳、學校組織文化的相關研究 

    茲整理國內外有關學校組織文化的相關研究如下： 

一、國內的相關研究： 

邱馨儀（1995）以「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之研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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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教師組織承諾得分為中上程度。 

（二）學校組織文化得分愈高，教師組織承諾愈高。 

（三）不同的學校組織文化，其教師組織承諾亦有差異。 

（四）學校組織文化與教師組織承諾有因果關係。 

陳慧芬（1997）以「國民小學組織文化之研究—一所台中市國民小學的個案

分析」為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研究學校與學區特性、校園物理特徵、符號象徵、共同語言、人物故事、

典禮儀式等人造器物，可反映學校精神與價值。 

（二）教師任用法規、高流動性、新成員價值觀，會衝擊學校團體界限與組織文

化。 

（三）學校與外在環境保持和諧互惠的關係，學校成員看待周遭環境的假定是趨

向重視和諧共存的存在發展取向。 

（四）學校整體氣氛具人情味，學校次級團體是成員親密友誼與情感支持的主要

來源，成員角色關係傾向情感託付與擴散關係取向。 

（五）就價值而言，學校成員認為彼此應多溝通協調；行政人員與教師在角色界

定與工作歸屬的假定有差距。 

蔡進雄（2000）以「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為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轉型領導與互易領導在我國學校組織上有其價值性及適用性。經由因素分

析、實徵研究及訪談，證實轉型領導及互易領導可以運用在學校組織上，

並有其價值性及適用性。 

（二）目前國中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及學校效能之現況良好。 

（三）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學校效能上，大部

分具有顯著差異。 

（四）國中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與學校效能間均有密切相關。 

（五）國中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 

林木城（2004）以「台北縣國民小學學校願景管理與組織文化之關係研究」

為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台北縣國民小學在學校願景管理整體表現與各向度之得分方面，皆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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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至良好程度。 

（二）台北縣國民小學在學校組織文化整體表現與各向度之得分方面，絕大部分

能達到中上至良好程度。 

（三）台北縣國民小學在「學校願景管理」與「學校組織文化」間呈現顯著正相

關；「學校願景管理」各向度與「學校組織文化」間亦呈現顯著正相關。 

（四）學校願景管理之提昇對於組織文化具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學校願景管理得

分較高的學校成員，則其學校組織文化表現也較好。因此，提供國民小學

學校成員優質的「學校願景管理」理念，使其建立願景管理價值觀並能實

踐學校願景管理，可以創造優質學校組織文化。 

宋德發（2004）以「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塑造學校組織文化策略之研究」為

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台北市立國民小學的學校組織文化整體表現良好。 

（二）理想的學校組織文化包括四個向度（基本假定、共同價值觀、共同行為規

範、象徵性活動）、六個層面（表現專業才能、鼓舞學習意願、培養人性

關懷、發揮倫理道德、展現社會正義、鼓勵創新發明）。 

（三）台北市立國小校長採用塑造學校組織文化的策略不因性別、年齡、服務年

資、校長年資、學校歷史的不同而有差異，而僅在學校規模不同時有差異。 

鄭詩釧（2005）以「國民中小學組織文化與教師專業發展關係之研究」為研

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民中小學組織文化表現、教師專業發展情形大致良好。而且，國民小學

組織文化表現、教師專業發展情形優於國民中學。 

（二）學校組織文化表現與教師專業發展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 

（三）國民中小學校長係塑造組織文化的關鍵人物；校長的領導作為對於教師專

業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 

（四）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的人際關係與專業互動情形並不理想，造成教師之間

嚴重缺乏協同合作的氣氛。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學校組織文化得分愈高，教師組織承諾愈高。 

（二）就價值而言，學校成員認為彼此應多溝通協調；行政人員與教師在角色界

定與工作歸屬的假定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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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學校文化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 

（四）國民小學在「學校願景管理」與「學校組織文化」間呈現顯著正相關；「學

校願景管理」各向度與「學校組織文化」間亦呈現顯著正相關。 

（五）理想的學校組織文化包括四個向度（基本假定、共同價值觀、共同行為規

範、象徵性活動）、六個層面（表現專業才能、鼓舞學習意願、培養人性

關懷、發揮倫理道德、展現社會正義、鼓勵創新發明）。 

（六）學校組織文化表現與教師專業發展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 

（七）國民中小學校長係塑造組織文化的關鍵人物；校長的領導作為對於教師專

業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 

二、國外的相關研究： 

Fyans & Martin（1990）以「學校文化、學生種族和學生動機之研究」為研

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學校文化與學生的動機及成就有高度相關。 

（二）心理環境對不同種族背景學生的學習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Anderman and others（1991）以「教師承諾和工作滿足之學校文化的角色

和校長領導」為研究主題，研究發現： 

（一）強調成就、認可和結盟的學校，與教師的滿意度及承諾較有相關。 

（二）不同的領導行為導致不同的學校文化。 

（三）不同的領導行為對教師的滿意度和承諾有影響，而其中的成因在於教師對

學校文化成為中介變項。 

（四）研究結果證實了理論的推測：校長的領導行為創造了不同的學校文化，而

學校文化能預測教師的工作滿意和承諾。 

Gaziel（1997）以「學校文化對文化不力中學生的影響」為研究主題，研究

發現： 

（一）學校在文化層次上各有不同，而這些差異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所影響。 

（二）教師承諾對學校持續改革、強調學術成就、團隊工作這些因素有助於學校

成為有效能的學校。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學校文化與學生的動機及成就有高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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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的領導行為創造了不同的學校文化，而學校文化能預測教師的工作滿

意和承諾。 

參、相關研究的啟示 

    國內外關於校長課程領導、學校組織文化之研究頗豐，累積許多成果，也提

供日後的研究相當豐富的啟示。本研究將從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即研究結論三方

面，整理相關研究的成果： 

一、研究方法： 

（一）在校長課程領導方面： 

    國內外對於校長課程領導的相關研究大多採調查研究法或個案研究法。調查

研究法採用問卷、訪問或觀察等方式，從研究母群體成員中蒐集所需的資料，以

探究母群體課程領導的現況或解釋其態度以及行為。個案研究法則是為了決定導

致個人、學校之狀態或行為的因素，或諸因素之間的關係，而針對研究對象做深

入探究。 

（二）在學校組織文化方面： 

目前國內外對於學校組織文化的相關研究大多採調查研究法，從量化的角度

探討普遍現況。 

二、研究對象： 

    （一）在校長課程領導方面： 

    國內外對於課程領導的研究對象普遍集中在國民中小學階段。國內的研究對

象以國中小學校長為主，在 82 筆研究資料中，國小校長 43 筆、國中校長 12 筆、

其他研究對象包括教務主任、教師、領域召集人、課程督學等，至於非以國中小

學為研究對象者僅 3 筆資料，其中有 2 筆的研究對象是幼稚園、1 筆是高職。顯

見國內課程領導之所以受到重視，是由於推動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所引起。 

（二）在學校組織文化方面： 

    校長係塑造學校組織文化的關鍵人物，是主要的研究對象。 

三、研究結論： 

    （一）在校長課程領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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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針對校長課程領導的研究普遍有下列相同的結論：1.校長是學校中主

要的課程領導者；2.校長與教師對校長課程領導的知覺有顯著差異；3. 校長的領

導焦點仍以行政領導為主，尚無法有效實施課程領導。對於課程概念認識不清以

及缺乏課程知識是重要的因素。 

（二）在學校組織文化方面： 

國內外針對學校組織文化的研究有下列相同的結論：1.校長係塑造組織文化

的關鍵人物；2.學校組織文化特性與學校組織效能關係密切；3.學校在文化層次

上各有不同，而這些差異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所影響。 

四、對本研究的啟示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以整個基隆市國民中學為範圍，問卷調查的對

象包括校長及教師，從不同的角度探討校長課程領導策略與學校組織文化塑造的

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