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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說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

方法與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實施程序，

第五節資料處理與分析，第六節研究倫理。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係採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法，藉由半結構深度訪談及各

類文件，蒐集研究對象學校創新經營的辦學理念與實際校務經營與

經驗的回顧，進而分析校長學校創新經營的辦學歷程與策略，以及

在行政管理革新、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多元展能、校園環境美化、

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等五個層面的卓越辦學績效。 

 

壹、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是一種不經由統計程序或其他量化的手續而產生

研究結果的方法。本研究所採用的個案研究法是一種非常完整

（ all-encompassing method）的研究方法，其中包含了設計的邏輯，

以及特定的資料蒐集與分析的方法，是一種周延而完整的研究策略。 

本研究以三位榮獲教育部與中華創意發展協會Inno School全國

學校經營創新獎的校長為個案研究對象，仔細分析個案的資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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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深度訪談、文件分析，務期從中得知校長在學校創新經營的辦學

歷程，以及在行政管理革新、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多元展能、校

園環境美化、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方面的辦學績效，以達成個案研

究探索、描述、解釋和評鑑校長學校創新經營的經驗，作為校長辦

學時的重要參考。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兼採用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

文件分析（Document analysis）進行研究。資料取自三位個案研究對

象，主題是探索被研究者領導學校創新經營的改革歷程與辦學績

效。因此，有一部份校長學校創新經營的文件資料，由受訪校長提

供或該校網頁擷取。其餘大部分資料來自深度訪談，將原始資料加

以整理、分類、編碼、分析，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深度訪談 

 

本研究的訪談採用半結構、開放的方式進行，研究者擬定訪談

大綱，受訪者提出自己的觀點和想法。訪談的形式屬於焦點型

（focused type），聚焦於研究者預先已訂定之問題，藉被研究者坦

率表達自己的看法，呈現其領導理念與做法獲致的辦學績效，並以

現場錄音轉謄逐字稿，利用winmax質性研究電腦輔助軟體整理、編

碼、分析訪談的資料。 

研究方法主要採用個案研究法，透過質性分析訪談內容輔以現

場筆記，希望透過受訪者個人的感受、生活與辦學經驗的陳述，瞭

解並詮釋受訪者如何依據學校組織的特性，展現學校經營的創新管

理思維及具體做法，進而提升學校創新管理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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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件分析 

 

本研究蒐集三位研究對象的學校創新經營檔案文件、剪報資

料、得獎記錄等進行閱讀和分析。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得資料，從資料分析與交叉比較，加以歸

納結論與建議。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 

 

 

圖3-1 學校創新經營質性研究架構圖 

學校創新經營 
                          

                       

                      家長                      

           教師   
               
 

  文獻探討 

  文件分析 
深度訪談 綜合分析 

        

 
 

教師 

家長 

行政 

校長

 
行政管理革新 
課程與教學領導 
學生多元展能      
校園環境美化 
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 



 58

依據教育部與中華創意發展協會Inno School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獎評選及獎勵要點訂定的辦學績效評選向度指標，進行文獻探討與

文件分析，選擇在行政管理革新、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多元展能、

校園環境美化、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方面表現優異的得獎學校，編

製「校長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訪談大綱」，進行深度訪談以蒐集資

料，再分析得獎學校校長的辦學理念，在行政管理革新、課程與教

學領導、學生多元展能、校園環境美化、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方面

的領導策略與實際作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困境與解決方法，及校長

在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性。             

本研究對得獎受訪學校的校長暨主任或教師代表進行深度訪

談，整理謄寫深度訪談逐字稿，進行資料整理、編碼、分析。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研究對象的選取 

 

依據研究架構，本研究訪談對象的選取敘述如下。 

 

一、訪談對象 

     

本研究以教育部與中華創意發展協會「Inno School全國學校經營

創新獎」為主要參考依據，從獲獎校長名錄中，分析各校特色與獲

獎紀錄後，以立意取樣，選取三位在學校創新經營五個層面獲得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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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不同項目獎項的校長，作為個案研究的研究對象，分別化名為希

望國中P1校長，微笑國中P2校長，喜樂國中P3校長，進行深度訪談。 

 

貳、訪談對象背景資料 

 

本研究訪談對象為榮獲教育部與中華創意發展協會Inno School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的校長，計三位，分別以P1、P2、P3 代號稱之，

其背景資料簡介如下，由受訪校長填寫後整理而得。 

表3-1  研究對象背景資料彙整 

校長 P1校長 P2校長 P3校長 

現任 希望國中校長 微笑國中校長 喜樂國中退休校長 

性別 男 男 女 

年齡 58 58 56 

年資 11 12 8 

學歷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系、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所40學分班  

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 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台灣

師範大學地球科學40學分班 

經歷 曾任臺北市福福國中

校長、教務、訓導、總

務、輔導主任 

曾任竹竹國中校長、石石高中籌

備校長、教務、訓導主任 
曾任喜樂國中校長、教務、

訓導主任 

獲獎

事蹟 
2005GreaTeach全國創

意教學獎本國語文組

特優、綜合活動組甲等 
2006Inno School全國

學校經營創新獎學生

多元展能特優及甲

等、課程與教學領導優

等及甲等 
2008GreaTeach全國創

意教學獎本國語文組

特優 
 

教育部第一屆校長領導卓越獎國

中組2003Inno School全國學校經

營創新獎社會環境資源應用優等

2004Inno School全國學校經營創

新獎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特優 
2005Inno School全國學校經營創

新獎課程與教學領導甲等、學生

多元展能甲等 
2006Inno School全國學校經營創

新獎學生多元展能特優 
2006GreaTeach全國創意教學獎

本國語文組及數學組優等 

2004教育部標竿一百績優學

校團體獎 
2005世界青少年發明展特優 
2005教育部標竿一百自然教

師團體獎 
2006教育部教學卓越金質獎 
2007環保署環境保護有功學

校特優 
2008Inno School全國學校經

營創新獎學生多元展能特優 

班級 50 45 35 

學生 1567 1527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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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分為二項，一為研究者，二為訪談大綱，分

述如下： 

 

 

 

壹、研究者 

 

研究者曾任國民中學導師、教學組長、教務主任，以及訓導主

任等行政經歷，於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學校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時期，即對「校長如何領導學校創新經營」的專題，有極大的

興趣，並想藉理論的探討與實務的驗證，為現任校長或有志於擔任

校長職務者，能於教育現場的實際辦學中，提供可以學習的典範，

並藉由典範學習、移轉、創新，並擴大影響，成就更多校長在學校

經營方面的創新，以期提昇辦學績效，讓教育品質更加優質，嘉惠

眾多莘莘學子。 

在學校兼任行政工作，研究者深感教育行政知能的不足，冀望

於政大教育行政在職班進修時，能經由教授們對學理的闡釋蓄積專

業知識，更期盼透過課堂上的互相分享增進個人的實務經驗。修習

教育研究法課程時，張奕華老師對於質性研究法之理論基礎與特

徵、研究步驟等都有極詳盡的介紹，實際操作winmax的質性研究電

腦輔助軟體，讓研究者更瞭解透過長期觀察、深入訪談或廣泛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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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經整理、分析、歸納後，可以更清楚瞭解受試者的內心世

界、價值觀、行為舉止，從中體驗社會現象和汲取珍貴的實際經驗。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探討，研究者深感質性研究能力不足，於

是在政治大學學校行政碩士專班進行本研究期間；不時和指導教

授、同學討論精進，解決研究中所遭遇的難題突破瓶頸，增加研究

者的信心與毅力；而研究資料的掌握與蒐集及進一步的分析與討

論，對研究者更有莫大的助益。 

研究者以教育為志業，期許不斷充實自我，思考校長學校創新

經營策略，將所學所思應用於教育現場，相信能帶給研究者未來繼

續投入教育工作的更大能量。 

 

貳、訪談大綱 

 

本研究是與榮獲中華創意發展協會學校經營創新獎之得獎學校

校長進行訪談。依據研究者所蒐集的資料，擬定訪談大綱初稿請指

導教授指導、討論、修正後確定初步訪談大綱，作為深度訪談的工

具，同時掌握訪談方向與資料蒐集。茲將訪談大綱分為：校長的辦

學理念、學校創新經營的領導策略、學校創新經營的實際作為、學

校創新經營的困境與解決方法，以瞭解校長在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的

重要性。 

針對訪談的內容，研究者歸納學校創新經營的策略及做法，並

就行政管理革新、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多元展能、校園環境美化、

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五個層面探究學校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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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如下： 

 一、校長在學校經營的辦學理念？ 

 二、校長在學校創新經營的領導策略？ 

  （一）在行政管理革新方面有哪些領導策略？ 

（二）在課程與教學領導方面有哪些領導策略？ 

（三）在學生多元展能方面有哪些領導策略？ 

（四）在校園環境美化方面有哪些領導策略？  

（五）在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方面有哪些領導策略？  

 三、校長在學校創新經營有哪些實際的作為？ 

（一）在行政管理革新方面有哪些實際的作為？ 

（二）在課程與教學領導方面有哪些實際的作為？ 

（三）在推展學生多元展能方面有哪些實際的作為？ 

（四）在美化校園環境方面有哪些實際的作為？ 

（五）在應用社會與環境資源方面有哪些實際的作為？ 

 四、校長在學校創新經營遭遇的困境和解決方法? 

（一）在行政管理革新方面遭遇的困境和解決方法? 

（二）在課程與教學領導方面遭遇的困境和解決方法? 

（三）在推展學生多元展能方面遭遇的困境和解決方法? 

（四）在美化校園環境方面遭遇的困境和解決方法? 

（五）在應用社會與環境資源方面遭遇的困境和解決方法? 

 五、您認為近年來學校創新經營成功的促成因素是哪些？ 

 六、校長在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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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有興趣研究題目資料 

確定研究主題 

收集文獻資料 

擬定深度訪談大綱 撰寫研究計畫 

論文計畫審查 

深度訪談 

資料整理、分析 

撰寫研究論文 

論文口試 

完成論文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研究流程（圖3-2）及實施程序，敘述如下： 

壹、研究流程圖 

                    圖3-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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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程序 

 

 一、確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閱讀教育刊物內容及關心教育時事蒐集有興趣之研究題

目，至國家圖書館全球資訊網搜尋相關的研究資料，經過與指導教

授多次討論，訂立研究計畫之進度與程序。 

     

 二、收集文獻資料 

 

透過國家圖書館全球資訊網搜尋全國碩博士論文資訊網及各類

期刊；可從政大圖書館資料庫和社會科學資料中心廣泛收集相關之

文獻，進行閱讀與探究，確定研究方向，建立本研究之架構。 

 

 三、擬定訪談大綱 

 

為了能掌握訪談方向與資料蒐集，研究者不時與指導教授討

論，確定學校創新經營的訪談目的與問題，擬定訪談大綱後，作為

榮獲Inno School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的學校校長或主任、老師之訪談

工具。 

 

 四、論文計畫審查 

 

確定研究主題與收集文獻資料，開始撰寫研究論文前兩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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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與指導教授討論研究設計與實施方式，完成論文第三章，進行論

文計畫口試。 

 

 五、實施訪談 

 

依據相關文獻分析及檔案文件資料，歸納學校創新經營的研究

向度，本研究擬在行政管理革新、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多元展能、

校園環境美化、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等五個層面，作為訪談的向度。  

聯絡願意接受訪談的校長，將訪談大綱e-mail給校長參考，排定 

時間進行訪談。 

 

 六、資料整理與分析 

 

所有訪談均經過受訪者同意錄音，於訪談後利用豆子謄稿軟體

繕打成逐字稿，以winmax質性研究軟體編碼，進行訪談資料的分析

整理，閱讀訪談內容及文件資料，確立論文寫作綱要。 

 

 七、撰寫論文 

 

將文獻分析、訪談、文件資料歸納分析，分別論述於相關章節，

再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進行研究結果的綜合分析與結論，並於

第五章提出結論與建議，將研究歷程的所見所聞撰寫研究者省思，

文成論文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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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論文口試 

 

完成論文初稿裝訂成冊，準備論文口試簡報，提出學位論文口

試申請，進行第二次論文口試。 

 

 九、完成論文 

 

根據口試委員之意見進行論文內容的增刪修正，經指導教授的

費心審閱，核可後完成論文。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壹、質性研究資料處理 

 

本研究的訪談資料處理，先就個別訪談內容加以錄音及整理逐

字稿，將文字稿送請受訪者檢核是否與其表達的看法相同，最後，

將訪談的資料進行編碼：第一碼代表受訪者，第二碼代表行數，再

進行歸納分析。 

 

 一、資料處理 

 

將個別訪談的資料整理成逐字稿，註明訪談基本資訊、觀察、

文件資料、文件名稱及觀察重點；並將訪談的觀察紀錄整理成文件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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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閱讀與筆記 

 

反覆仔細閱讀訪談的逐字稿，配合觀察筆記及文件資料，將呼

應本研究之每一主題、概念、解釋類型記錄，以形成初步編碼類型，

在隨著資料蒐集的增加，再加以歸納整併，將類別分別編號。 

 

 三、編碼分類 

 

將訪談內容按「資料單位」加以分類，配合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將資料加以編碼，與類別加以配合，直到編碼類別穩定為止，最後

彙整相同類別（編碼）資料進行分析歸納。編碼示例及符號代表意

義如下： 

   1.P120： 

（1）P1：代表受訪者為P1校長。 

（2）20：代表該次訪談的第20行對話。 

   2.M115： 

（1）M1：代表受訪者為M1主任。 

（2）15：代表該次訪談的第15行對話。 

   3.T112~15： 

（1）T1：代表受訪者為T1老師。 

（2）12：代表該次訪談的第12至15行對話。 

   4.D10513： 

（1）D105：代表文件1（documents）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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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代表該頁次的第13行。 

   5. S20104~07 

  （1）S201：代表特刊2（a special edition）第1頁。 

（2）04~07：代表該頁次的第04至07行。 

 

 四、分析 

 

根據逐字稿及文件分析等，為校長學校創新經營紀實，並將其

辦學理念及經營策略加以分析，探究學校創新經營實際作法及遭遇

過的困境及解決方法。 

 

 五、詮釋 

  

根據以上步驟，歸納學校創新經營的各項相關因素，解釋分析

其經營歷程、運用策略，並歸納學校創新經營差異。 

 

貳、提高研究信度 

 

 ㄧ、三角測定法 

 

研究相同的問題時，利用不同的資料來源，不同的被訪談者，

多種觀點的取向詮釋資料，並以多種研究方法交叉比對分析的研究

方式，以提昇研究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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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訪談者的回饋 

 

在訪談中及訪談後，藉由研究者主動向受訪者進一步求證或請

教，或受訪者主動的回饋，提高研究可信度。 

 

第六節 研究倫理 

 

壹、訪談 

 

本質性研究確實遵循研究倫理，重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

互動，不僅使研究者受到尊重，同時也有助於研究品質的提升，茲

分述如下： 

 

 一、確實遵守「知情同意原則」 

 

在電話聯繫訪談之初即清楚告知受訪者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內

容、方式，並詳細說明受訪者權益之保障與尊重，在徵求同意後才

安排時間進行訪談，使彼此間建立良好互動關係，成為研究的合作

者。研究參與同意書如附件六。 

 

 二、遵守保密原則 

 

為顧及個人權益及隱私，本研究中凡涉及受訪者身份的訪談資

料，學校、老師、學生及家長皆匿名使用代稱，避免與個人身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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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的線索。逐字稿由研究者親自謄錄，待研究結束後，則將錄音

內容由研究者刪除。 

    

 三、秉持忠實客觀的精神 

 

研究者基於支持、認同學校創新經營的理念，在研究結果的撰

寫上會秉持中立與客觀的立場，呈現受訪者的意見與資料，以忠實

的態度分析、歸納建議並予以回饋，避免批判性的、個人主觀價值

判斷的文字和言論。 

 

 四、公正合理原則 

 

在完成訪談逐字稿記錄後，請受訪者檢視訪談記錄之內容與其

個人所表達之意見是否一致，以符合公正合理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