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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文獻，經蒐集

彙整並加以分析歸納，以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本章分為三節，第

一節探討學校創新之意涵分析；第二節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理

論；第三節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研究。茲將各節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節 學校創新經營之意涵分析 

 

本節旨在說明組織創新的定義、內涵和組織創新的理論模式；

再論述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構面、規準及學校創新經營的影響因

素和具體做法。  

 

壹、組織創新 

 

 一、組織創新的定義 

 

創新是變革的一種，它是一種新的觀念應用在增進產品、過程

或服務效果上（吳清山、林天祐，2003）。企業的成功，30%靠策略，

40%靠執行力，30%靠運氣，因此，組織創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不只是在make a difference，更重要的是make it happen，

也就是創意的具體執行（湯明哲，2003）。創新應包含以下幾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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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一)創新必須來自於創意，來自於個人或組織的創意，或是沿用

他人的發明，都是創新的基礎。(二)創新是落實創意的一種過程、行

動和結果。(三)創新的目的是在能夠提昇個人或組織的績效。(四)創

新的項目包括技術創新(產品、過程及設備等)與管理創新(系統、政

策、方案及服務等) （張新基，2008）。所以，創新是經過轉化的具

體改變，但不是所有的改變都會用到新的觀念或產生顯著不同的改

進效果。 

組織創新的定義因研究觀點的差異而有不同的結果，蔡啟通

(1997)提出四種不同觀點的「組織創新」意義。茲就四種觀點整理相

關的研究分別說明如下：  

   (一)產品觀點：強調組織產生或設計出新的產品，以結果論斷組

織創新。 

Burgess（1989）認為組織創新是指組織生產或設計產品，進而

使該產品可以獲獎或成功上市。 

「創新」係指將創意形成具體的成果或產品，能為顧客帶來新

的價值且得到公眾認可者。（吳思華，2002） 

   (二)過程觀點：依據創新的過程來界定組織創新。 

Kimberly（1986）認為組織創新是指創新過程中，組織採用的新

活動。 

Knater（1998）認為組織創新是新的構想、程序、產品或服務的

產生、接受與執行，包含產生創意、結盟創意、實現創意與遷移創

意四個過程。 

「組織創新」可界定為：「組織經由知識系統，系統化地採用其

認為新的觀念或行為，以局部或全面的方式，影響技術與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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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提升組織績效的過程。」（張明輝，2006）。 

   (三)產品及過程雙重觀點：同時採用產品及過程雙重觀點來定義

組織創新。 

Lumpkin和Dess（1996）認為組織創新應反應組織對新概念、新

奇性、實驗性、創造方式的經營及支持，而其結果將創造新產品、

新服務、新科技。 

Tushman 和Nadler（1986）認為組織創新對事業單位而言是新

的產品或程序的創造。 

   (四)多元觀點：採技術創新（包括產品及過程、設備）與管理創

新（包括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來界定組織創新。 

Robbins（1996）認為組織創新同時包括產品創新、生產過程技

術創新、組織結構與管理系統、創新計畫與管理方案創新等。 

Knight（1967）將組織創新分為四種類型：產品或服務創新，生

產製程創新，組織結構創新，人員創新。 

蔡啟通（1997）認為組織創新是指組織在近三年內，組織由內

在生產或外部購得的技術產品或管理措施之創新廣度及深度。創新

廣度包括設備、過程、系統、政策、方案、產品、服務等；創新深

度包括各項創新對企業經營之重要性、影響程度、或長期潛在獲利

性等。 

賴姿蓉（2000）認為組織創新是組織由內部產生或組織由外部

取得的技術產品與管理措施之革新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設備、技術、

產品等技術創新及系統、策略、方案、文化、意念、服務等管理創

新。 

陳今珍（2004）認為創新經營係指一個組織在產品、過程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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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方面，力求突破，改變現狀，發展特色，以提升組織績效的策

略。 

莊立民（2001）採用組織創新的多元觀點指出，組織創新為採

用新的概念或行為，其中包括產品、服務、技術或新的管理實務。 

Robbins（1996）指出創新係一種新的意念，可應用在啟動或增

進某種產品、過程或服務上。而組織創新則同時包括產品創新、新

的生產過程技術、新的結構及管理系統、新的計畫及管理方案等。 

吳思華（2005）則認為組織創新係關於組織管理要素或影響組

織的社會系統的創新作為，包括組織架構、作業流程、管理作為、

激勵方式與產權規劃等，使得在營運上得到很大效力。 

「組織創新」若僅以產品、過程或任何單一指標觀點來界定，

都難免失之偏頗，無法窺得全貌。而應以多元觀點定義「組織創新」，

兼而重視「技術創新」與「管理創新」層面，前者在企業界較受重

視，後者則為教育界較重視者（張新基，2008）。 

綜合上述，組織創新是組織領導者，藉由產品及過程、設備的

技術創新，引發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的管理創新，進而型塑適

合而新穎的文化，使組織得以永續經營。本研究以支持多元觀點的

組織創新，涵蓋了產品、過程、及設備的「技術創新」與包括規劃、

組織、用人、領導、控制、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的「管理創新」

兩大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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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創新的內涵 

 

Tushman 和Nadler（1986）依創新的變化或創造性程度，將產

品創新分成微變型、綜合型與蛙跳型三種，微變型創新都是基於顧

客的要求，而提昇產品的競爭優勢。綜合型的創新是以創造性的方

式結合現有的意念或技術，而創造出具特色的新產品。蛙跳型創新

則是運用創意或發展新技術，以開發出新產品。Holt（1988）認為創

新是一種運用知識或關鍵資訊而創造或引入有用的東西，並依照變

化的新奇程度，將產品創新歸為原創型創新、採用型創新與產品改

良型創新等三種。 

Sage（2000）指出全球化的趨勢、電子商務的興起、產品新功

能的增加、供應鍊價值的降低和全球網際網路的開發的五大主要發

展趨勢引發組織繼續創新的需求。依組織改變與創新的程度關係可

分為四個主要向度：1.「蛙進式跳躍」之創新;2.「功能增強」之創新;3.

「結構」之創新;4.「產品核心內容」之創新。 

綜合上述，微變性的創新是漸進式的創新，不斷地進行產品的

技術改良與功能的應用擴展所形成的改變，其發生頻率較為頻繁；

綜合型的創新是系統性創新，在產品元件及核心設計並未改變的狀

況下，整合技術、概念或知識將產品架構重新調整，產生新功能或

用途，通常需要較長的時間與付出較昂貴的代價才能夠完成；蛙跳

型的創新是突破性創新，是指透過新技術利用，或是創意的激發來

開發出具革命性的新產品，改變整個產業活動型態，甚至能夠創造

出新的產業，但發生頻率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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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創新需要整合個人創造力、知識和技術，對組織產品、結

構、內容創新產生極大影響的整體過程。因此，組織在制定創新策

略時，必須要同時考慮到本身所處的外部環境、內部組織資源能力

以及競爭策略的定位上是否能夠相互配合。 

  

 三、組織創新的理論模式 

 

組織創新的理論模式可分為機械組織及有機組織（mechanistic 

and organic organization），Damanpour（1991）組織創新的四種理論

模式，茲分述如下。 

 

  （一）機械組織及有機組織     

Burns和Stalker（1961）的研究指出，有機式組織比機械式組織

較少嚴格的規則與威權力量，使得內外在的溝通良好，組織成員的

垂直差異性低；較容易以有效的模式實踐急遽的變革，促進組織的

創新。有些學者嘗試找出介於兩者之間的中間形式，而將組織區分

為持續創新（continually innovative）的有機式組織、持續無創新

（continually noninnovative）的機械式組織、以及間歇式創新

（intermittently innovative）的中介性組織。這三種組織都各有其特

性，有機組織是採取持續不斷的創新，機械組織是採取持續的不創

新，中介性組織是介於兩者中間的創新，其特性是具有高度的適應

性以及高度績效性，這也是眾人心目中的理想形式

（Damanpour,1991）。 

蔡啟通（1997）認為有機組織比機械式組織有比較高的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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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低的形式化及集權化；比較高的內外在溝通及比較低的垂直分

化，上述特性即是組織創新的重要構成要素，對組織創新具有正面

的影響。 

       

  （二）Damanpour（1991）組織創新的四種理論模式：  

   1.雙核心模式（dual-core model）  

 Damanpour（1991）提出雙核心模式（Dual-Core Model），將

「組織創新」分為「管理創新」及「技術創新」，根據雙核心模式，

機械式結構是適合於「管理創新」，而有機式結構則是有助於「技

術創新」；強調組織成員的專業性會等同影響「管理創新」及「技

術創新」（Daft, 1997）。 

   2.雙邊俱利模式（ambidextrous model） 

Rogers（1995）依據 Damanpour（1991）的觀念，將創新過程

歸納為初始（initiation）與執行（implementation）兩個階段。初始階

段包含有問題的知覺、資訊的蒐集、態度的形成與評估、資源取得

以致於導致組織採用創新的所有活動之組成；執行階段則包含有創

新與組織的修正、初步運用和持續的使用而變成組織的一種例行

（routine）特性的事件與行為。值得注意的是，不論是初始或者執行

階段，都必須要建立在顧客需求及創造顧客價值的基礎上，如此創

新的基本內涵才會更具意義。 

雙邊俱利模式（Ambidextrous Model）是建立在創新採用的起始

（Initiation）階段及執行（Implementation）階段之區分。此模式主

張有機式組織有助於創新的執行，但是正式化及集權化程度越高，

越會抑制創新的執行。Damanpour（1991）認為專家主義之組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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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符合此模式之預測，集權化與創新的起始及執行均存在負相

關，專精化及功能分化則是與創新起始的關係低於創新執行。 

   3.雙核心與雙邊俱利模式（dual and ambidextrous model） 

Damanpour（1991）認為此模型建立在區分「技術創新」的起始

階段及「管理創新」的執行階段。有機式組織促進「技術創新」的

起始階段和執行，較不利於「管理創新」的起始；機械式組織有助

於「管理創新」的執行階段（Damanpour,1988）。 

   4.激進式模式(radicalness model) 

這個模式是由Hage（1980）所發展出來的。他假設如果組織中

「優勢結盟（dominant coalition）」能夠對於改變持有正面態度

的話，再結合專家的全心投入，那麼就能促進「躍進式的創新」。

Damanpour（1991）也認為組織若能使「主控組織領域的結盟者之正

向改變態度」及「集合專精主義者」共同發揮作用將會促進激進式

創新。但他指出「管理者面對改變的態度」與激進式創新的正向關

係低於漸進式的創新，因此，部門成員的溝通與領導對於漸進式創

新及躍進式創新具有影響。 

 

貳、學校創新經營 

 

 一、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 

 

學校受到國際新管理思潮如開放理論、組織學習論、渾沌理論、

知識管理理論等影響，在行政與領導、課程與教學、與外部關係的

處理上必須進行調整，尤其在外部環境，教育改革浪潮的襲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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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教育權意識的高漲，高科技的日新求新，迫使學校之經營方式也

必須不斷創新（濮世緯，2003)。今日的教育逐步導向市場化，學校

經營者必須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以嶄新的作為開發學校的特色，

形塑學校的品牌價值，才能在教育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組織創新

是指學校組織會應用新穎、有用的方式處理或改變學校的實務工作

（李瑞娥，2004）。學校組織創新就是運用適合學校的方式落實創

意構想，發揮學校特色（吳素菁，2004）。吳清山（2004）將學校

創新經營界定為「在學校環境場域中，採用創意點子，將其轉化到

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的過程，以發展學校特色，提升學校

效能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吳清山（2004）和洪榮昭（2001）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乃是創新

與經營的結合體，以「創新」為體，以「經營」為用，發揮學校教

育功能。就場域而言，在學校環境下進行；就方法而言：它必須是

採用創意的點子，而且是轉化到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的過

程，是學校從理念引導到行動實踐的過程；就目標而言：它是有其

價值性的目的，主要在於發展學校特色，提升學校效能和達成學校

教育目標，換言之，學校創新經營是建立在教育價值的基礎上，發

展出學校經營特有的創新策略。 

湯志民（2006）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在本質上是依循敎育理念，

突破傳統觀念，學校全體成員運用學習型組織的團體動能，轉化行

政、課程、敎學和環境的劣勢，在行政管理與教學事務上追求創新，

以達到創造獨特風格和組織文化、發展學校特色為目標，整體校務

運作的歷程。 

張新基（2008）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是學校為提升教育績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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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利於成員創造力發展的組織文化環境，鼓勵且引導成員參與創

新活動，並藉由知識系統的管理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略，使

創意得以成形，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動態發展歷程。 

由上述可知，學校創新經營是學校全體成員在教育價值的基礎

上，追求行政管理與教學事務上創新，以達到發展學校經營特色的

創新策略，是整體校務運作永續經營之動態發展歷程。 

 

 二、學校創新經營的構面 

  

林新發（2003）認為將企業經營創新的理念做為學校經營之借

鏡，進而發展出學校經營特有的創新策略，即為學校經營創新。學

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包括學校行政創新和學校教學創新。 

林啟鵬（2003）也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是指學校組織由內在產生

或外部購得的技術產品或管理措施之革新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教學

設備、教學方法、教學成品、教學媒體等技術創新，以及學校行政、

學校策略、學校文化、教育理念與服務等管理創新。 

濮世緯（2003）指出學校創新經營為滿足學生與家長課程需求、

維持內部競爭力並提升教育品質，而在組織內部和外部之經營作法

上進行改變與創新的策略，創新的層面包括學校行政管理、課程與

教學、知識分享、外部關係以及資訊科技。 

李瑞娥（2004）認為學校組織創新是指學校能採用新概念或新

行為來影響學校效能的過程，包括教學行為創新、設備資源創新、

行政運作創新、組織氣氛創新等四個層面。 

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容包括觀念創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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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流程創新、活動創新、環境創新、特

色創新等八個構面。 

林筱瑩（2005）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具有多面向，學校創新經

營的內涵包括：行政管理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

教學專業發展創新、社會資源整合創新及校園環境營造等六項。此

六項創新內涵，涵蓋了組織創新的管理創新與技術創新二大層面。 

顏秀如（2006）從創新的內涵，包括創新的焦點、發展及型態

等三個層面來做進一步的分析，就創新的焦點而言，可分為觀念創

新、組織運作的創新以及環境創新等三個構面，加上知能創新、教

學創新、組織文化創新、行政管理創新、學校活動創新、環境設備

創新、資源運用創新等七個項目。 

 張新基（2008）將學校組織創新經營的定義為：學校能採用新

觀念或新行為， 來增進學校的組織效能與服務品質；包括「管理創

新」、「課程教學創新」「資源運用創新」、及「特色創新」等四

個層面作為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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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校創新經營層面彙整   

    層面 

 

研究者 

行政管

理創新 

課程教

學創新

資源應

用創新

學生活

動創新

校園環

境創新

特色 

創新 

知識分

享創新

其他

吳清山、

林天祐

(2003) 

流程 
創新 

 

技術 
創新 

 

服務 
創新 

 

活動 
創新 

 

 特色 
創新 

 

 產品

創新

林新發

(2003) 
學校行

政創新 
學校教

學創新

      

濮世緯 
（2003） 

學校行

政管理 
課程與

教學 
外部 
關係  

  知識 
分享 

 

資訊

科技

張明輝

（2003） 
學校行

政管理

創新 

教師創

意教學

策略 

創新社

會資源

運用 

學生創

意活動

展能 

校園規

畫及校

園美化

 建構知

識管理

系統

 

吳清山 
（2004） 

觀念創 
新、流

程創新 

技術 
創新 

 

服務 
創新 

 

活動 
創新 

 

環境 
創新 

 

特色 
創新 

 產品

創新

林虹妙

（2004） 
行政管 
理創新 

教學能

力創新

對外活

動創

新、開

源方式

創新 

活動展

能創新

校園規

劃創新

  教學

設備

創新

李瑞娥

（2004） 
行政運 
作創新 

教學行

為創新

設備資

源創新

    組織

氣氛

創新

林筱瑩

（2005） 
行政 
管理 

課程與

教學 
社會資

源統整

學生活

動 
校園環

境營造

 教師專

業發展

 
 

湯志民 
（2005） 

行政創 
新、觀 
念創新 

課程創

新、敎

學創新

 文化創

新、活

動創新

環境創

新 
特色 
創新 

  

黃哲彬、 
洪湘婷 
（2005） 

 
 

 

學校行 
政創新 
、學校 
理念創

新 
 

學校課

程教學

創新 

     學校

績效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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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校創新經營層面彙整（續） 

鄭福妹 
(2005) 

行政 
管理 

課程與

教學 
外部 
關係 

   知識 
分享 

資訊

科技

中華創意

發展協會

(2006) 

行政管

理創新

課程與

教學領

導創新 

社會與

環境資

源應用

創新 

學生多

元展能

創新 

校園環

境美化

創新

   

楊文達

（2006） 
行政管

理創新

課程教

學創新 
資源應

用創新

學生活

動創新

校園環

境創新

   

劉春芳

（2006） 
行政運

作創新

教學行

為創新 
設備資

源創新

    組織

氣氛

創新

張新基

（2008） 
管理 
創新 

課程教

學創

新」 

資源運

用創新

  特色 
創新 

  

  
15 

 
15 

 
12 

 
8 

 
7 

 
4 

 
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從上表可以得知，學校創新經營的研究採用最多的構面為行政

管理創新，課程教學創新次之，依序為資源應用創新、學生活動創

新、校園環境創新等構面。本研究以教育部鼓勵國中、小學校經營

團隊結合資訊與網路科技，推展創新與多元，指導中華創意發展協

會主辦的「學校經營創新獎」獲獎學校為研究對象，甄選的「獎項

類組」包括有：行政管理革新組、課程與教學領導組、學生多元展

能組、校園環境美化組、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組等組別（中華創意

發展協會，2008），這五個層面符應許多研究統計的學校經營創新

構面，以此評估各校創新經營現況與創新具體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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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校創新經營的規準 

 

創新的目標與準則，其目的不在標新立異，旨在臻於精緻完善。

學校經營創新必須符合獨特性、卓越性、教育性、公平性與績效性

之規準（林新發，2003)。 

林筱瑩（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不是為創新而創新，除了必

須充分掌握學校經營的整體運作之外，更要在行政管理和教學上，

符合獨特、卓越、教育、公平、績效的創新規準。 

綜合上述，學校創新經營必須符合獨特、卓越、教育、公平、

績效的創新規準，以教育目標為基礎，發展學校特色，使其具有高

度的行政效率和教學效能，追求優質、美好、精緻的理想。 

    

 四、學校創新經營的影響因素 

 

張明輝（1999）認為學校組織具備了科層體制、鬆散結合、雙

層系統及非正式組織等特性。秦夢群（2006）在檢視東亞諸國的教

育體系後，發現教育組織有以下特徵：1.極度的中央集權；2.研究發

展能力闕無；3.組織發展趨於靜態；4.組織型態趨於鬆散。學校創新

共識不易建立，為學校組織創新最大的困難；學校組織創新經費不

足，推動學校組織創新較為不易。學校創新經營的阻力為學校教育

經費不足與教師教學工作繁重無力負荷、心態保守等慣性思維等（李

芳真，2006）。 

林新發（2003）指出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因素包括如家長會、

學生背景、家長社經背景、學校規模、學校歷史、教師出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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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領導、教師團隊運作等內部因素，以及教育政策行政措施、社

區文化背景、教育生態、社區資源、自然資源、地方經濟活動等外

部因素。學校整體組織創新的相關因素有組織特性、領導風格、組

織學習、團隊運作、創造能力、極權化程度、正式化程度、資源提

供等（林啟鵬，2003)。此外，組織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教師效能

也有相當的影響（李瑞娥，2004；黃麗美，2004；劉秋珍，2005）。  

由上述可知，學校領導者進行學校創新經營時，必須考慮學校

的內部與外部因素，才能兼顧學校創新與效能，營造出和諧互助的

校園氣氛，形成積極投入合作分享的學習團隊。影響學校創新經營

的內部因素有：學校規模、學校歷史、學校教育經費、校長領導、

組織創新氣氛、學校創新共識、校園民主程度、教師出身背景、教

師團隊運作、學生背景、家長會、家長社經背景等；外部因素有：

教育政策行政措施、教育生態、社區文化背景、社區資源、地方經

濟活動、自然資源等。 

 

 五、學校創新經營的具體做法 

 

依據學校組織的特性並綜合創新管理的有關理論與策略，析論

學校經營應有的創新管理思維及具體做法是型塑學校創新經營的願

景、推動突破性的創新作為、調整能因應創新變革的組織、營造能

激發創意的工作環境、培育具有突破性創新能力的主管、加速學校

創新管理的流程、強化創新知識的管理、確保學校創新管理的永續

發展（張明輝，2006）。  

蕭錫錡（2003）則依據 Porter 的組織競爭優勢之分類，認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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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創新經營策略，可採用成本領導策略（cost leadership）在有限資

源的情況下，提高運作的效率、運用科技的創新等方法，提高教育

績效；採用差異策略（differentiation）建立學校特色，化缺點為優勢，

使學校教育品質提昇，使學校具有高品質、特別的教育服務、創新

的教學、行政設計及特殊形象等；採用重點（或集中）策略，使學

校自主經營色彩更為鮮明，以增加學校的績效。 

吳清山（2004）提出學校創新經營策略為校長積極倡導創新，

鼓勵成員勇於創新；形塑學校為學習型組織，塑造學習文化；建立

學校人才庫，善用學校人力資源；鼓勵成員提出創意，作為校務推

動參考；提供各項充分資源，以利創新經營推動；觀摩標竿學校校

務經營，激發革新動力。 

張新基（2008）將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策略，統整為建構創新

機制，培養成員創新能力型塑學校為學習型組織，學校領導運用轉

化領導，著重理念層次的溝通，透過人格感化及精神感召的影響力，

來領導組織成員。運用重點策略，兼採成本領導策略：學校在有限

資源的情況下，提高運作的效率；兼採差異策略：運用科技的創新

等方法，提高教育績效，建立學校特色，化缺點為優勢，使學校教

育品質提昇。 

綜合上述，學校創新經營的具體作法，須從校長積極倡導創新

做起，提供資源和辦理進修教育活動，培養學校成員知識管理和資

訊運用的創新能力，型塑學校為學習型組織，使成員願意學習、嘗

試與改變，提出創新的想法，並且兼採用成本領導策略和差異策略，

不斷檢討改進行政和教學的各項作為，提高組織運作的效率、建立

學校特色，達到學校創新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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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理論 
 

本節旨在說明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理論，先論述學習型組織的

定義、學習型組織與組織學習、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練策略、營造

學習型學校的發展策略；再論述知識的定義、知識管理的定義、知

識管理的目的、學校知識管理的範疇；接著論述組織創造力理論的

定義、組織創造力理論的作用；論述組織發展理論的意涵、組織發

展理論的作用；最後論述開放系統模式的意涵、開放系統模式的特

點、開放系統與封閉系統之比較。  

 

壹、學習型組織理論 

 

 一、學習型組織的定義 

 

 1978年美國Senge進行一項研究，發展出最新的管理理論--學

習型組織。他指出學習型組織是指組織中的成員能不斷學習如何共

同學習，以擴展能力，創造真正的滿意結果；並培育新的且具延展

性的思考模式，使共同願景得以實現的組織（Senge，1990）。 

學習型組織是具有創造、獲取及轉換知識之能力，且能藉此修

正其行為以反應新知識及洞察力的組織（Garvin, 1993）。Watkins 和 

Marsick（1993）認為學習型組織是一種不斷學習與轉化的組織，而

學習是一種策略性的且與工作相結合的過程。其學習則發生在個人

及集體的層次上；學習結果會改變知識、信念及行為，並可強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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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創新與成長的能力。DuFour（1997）強調學習型組織中，全體成

員得以不斷突破自己的能力上限，創造真心嚮往的結果，培養全新

前瞻而開闊的思考方式，全力實現自己的抱負以及不斷學習如何共

同學習。人人都能確認組織問題，主動解決問題，促使組織不斷實

驗、改變、增進，成員的專業不斷成長、學習，並達成組織與成員

的共同目標（Daft，1997)。 

吳清山（1997）認為學習型組織係指一個組織能持續不斷的學

習，以及運用系統性思考從事各種不同的實驗與問題解決，進而增

強個人知識與經驗和改變整個組織行為，以強化組織變革和創新能

力。秦夢群（1999）以系統性思考的觀點認為學習型組織的重點是

追求新知，以因應變革；重視團隊工作的方式；重視系統性思考，

以觀照整體解決組織問題。 

從學習型組織實踐的層面而言，組織使個人、團隊、社群不斷

的學習，並運用策略使學習與生活、工作各層面相結合，發展成員

的潛能，改變成員的知識、信念及行為，培養成員創新、前瞻、開

闊的思考方式、及共同學習的習慣，持續強化組織的創新與成長能

力，創造出真心嚮往的成果。從心靈轉換觀點，學習型組織是藉由

心靈的轉換及不斷的學習，以團隊學習的方式來觀照整體，由個人、

團隊到組織的整體學習，創造組織永續的學習（林貝絲，2000；楊

國德，1999）。 

綜合上述，學習型組織是在個人、團隊、組織、社群中持續不

斷進行學習，透過組織成員心智模式的改變，追求新知改變信念及

行為，重視團隊合作的方式，發揮整合的力量，強化組織創新與成

長的能力，運用系統性思考共同解決組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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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習型組織與組織學習 

 

組織係由個人所組成，故個人學習（individual learning）為組織

學習的必要條件（朱楠賢，1999）。當組織實際成果與預期結果有

差距時，組織會對失誤進行集體探究、主動偵察與矯正，此過程即

是組織學習（許顏輝，2004）。組織學習的過程是「發現存在的差

距、發展解決方案、實施方案行動、並將所得之經驗內化到組織規

範」等四階段（Argyris & Schon,1978）。Garvin(1993)認為組織學習

是組織進行創造、獲得與轉移知識並進而修正其行為以反應新的知

識與看法的過程。組織學習不是工具或技能，而是一種過程、一種

概念、更是一種改變的能量。 

組織學習傾向於目標導向，以促使員工獲取新知及達成目標為

主，是被動性的因應變革。學習型組織強調轉化知識、改變心智模

式，最終目的在反省與創發新方法，有自發性能力去發現問題和解

答問題（蔡培村，2000）。組織學習是來自個人、團隊到組織整體

的學習過程，以個人為學習的開端，若無法推展到集體的學習，則

充其量僅停留於個人學習或團隊學習，稱不上是組織學習（周芸薇，

2000）。學習型組織必須進行組織學習的過程，但組織學習並不保

證即為學習型組織；因為組織學習是過程，而過程不能保證其結果

如何（鍾燕宜，1996）。 

綜合上述，組織學習只是學習型組織的一個層面，是組織透過

適應和革新的學習修正行為的過程，學習型組織必須將學習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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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為組織行為，改變組織成員的心智模式。 

 

 三、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練策略 

 

1990年Senge在「第五項修練」一書中指出，有效學習型領導能

夠激發組織成員加強學習，延伸這種學習型領導將激發學校組織成

員之間的相互學習，產生校長、老師與學生彼此良性溝通機制，而

形成整個學校的學習氣氛與文化，稱之為學習型組織。它包括了以

下五個向度：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建立共同願

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s）、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郭昭佑、

陳美如，1995；黃乃熒，1995；Senge，1990）。  

系統思考是以整體性、全方位的視野，觀察事件發生的環狀因

素、互動關係以及變化過程，得以立即性解決問題；自我超越係指

培養組織成員自我挑戰的強烈意願，不斷實現個人內心深處最想實

現的願望；改善心智模式是透過反觀、自省、探詢的技巧，覺察原

先觀點的成見、圖像、印象，以探求新觀點與新角度；建立共同願

景是藉由溝通、分享、聆聽，及深度會談，逐步發展出共同想要實

現的遠景，凝聚共識，激發對組織的承諾與熱望，同心協力為發展

組織願景而努力；團隊學習是藉深度會談與腦力激盪，從對話及討

論、思考中包容意見，歸納出共同的立場和共識（郭進隆譯，1994；

Seng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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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營造「學習型學校」的發展策略 

 

歸納吳清山等（吳清山，1997；張明輝，1999；詹志禹，1997；

鄭端容，1999）的研究，學校要成為「學習型學校」的作法： 

 

  （一）組織運作方面： 

   1.鼓勵學校成員練習系統性的思考，把思考的焦點從個人層面轉

移到整體觀照，經深度的交談凝聚學校全體成員的共識，塑造學校

發展的共同願景。 

2.採用腦力激盪、小組會議或意見箱等方式，鼓勵成員提出新想

法，暢通溝通管道，透過問卷調查、深度訪談，網路溝通、內部評

鑑、外部評鑑、企業診斷等方式獲取訊息，做為更新發展的參考指

標。  

3.安排各項專業學習活動與成長機會，藉由獎勵團隊學習形成學

習型組織，增進個人與組織解決問題的能力；並經由學習目標的內

化，促進知識與能力的轉移。 

4.學校必須鼓勵創新、容許犯錯，從錯誤中產生智慧和動力。肯

定成員的工作表現，使其得到工作成就感與滿足感；配合公開、公

正和公平的升遷考核制度，以及適當的分工激勵成員。 

 

  （二）個人修練方面： 

1.校長和行政主管必須具備自我改造和營造集體學習的意識和

能力，成為終身學習的帶領者與示範者。 

2.學校中的每一個成員必須練習系統性的思考，不斷練習團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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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及行動反思，在學習中不斷的思考才能迸出智慧的火花。 

3.每位成員都必須練習自我超越，釐清個人的價值、信念，肯定

教育工作的神聖，追求持續的專業成長，從各種管道積極進修研究，

開發個人潛在的能力。 

4.學校的成員要不斷改善心智模式，避免讓自己的心智僵化，妨

礙人際關係溝通，阻絕資訊的獲得，有較佳的問題解決能力，才能

助長學校組織的變革與創新。 

 
 

貳、知識管理理論 
 

 一、知識的定義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在1996年發表「知識經濟報告」，認

為以知識為本位的經濟即將改變全球經濟發展型態；知識已成為生

產力提昇與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力，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高

度應用，世界各國產出、就業及投資將明顯轉向知識密集型產業。 

韋氏大辭典對知識的定義是由經驗或聯想而熟習的事實或狀

況，而熟習（knowing something with familiarity）乃是憑著直覺和判

斷。新英英辭典提出知識是從經驗或資訊得來的瞭解，能被人們理

解或學習的事實總合，是一種知道（knowing）或理解（understanding）

的行動或狀態。知識起源於智者的思想，在組織中，不僅存在文件

與儲存系統中，也蘊含在日常例行工作、過程、執行與規範當中

（Davenport & Prusak,1998）。「實證論」（positivist）視知識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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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產品（object），所以是人為的、靜態的、形式的與永恒的物品，

其價值不會隨時間而改變，因此知識就成了可以傳遞與共享的經驗

或資訊；「建構論」（constructivist）則視知識為一個過程（process），

是有機的（organic）、流動的、動態的、改變與演化的持續狀態，

這意謂著知識的創造包含了社會的互動、回答問題或參與問題解決

（吳清山、林天祐，2000）。「知識經濟」的知識，並不侷限於理

性主義、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所探討的學術性知識，而是包含各類

組織的專業人員之實踐知識在內（黃光雄，2000）。知識是結構化

的經驗、價值、相關資訊和專家洞察力的融合，它提供了評價和產

生新經驗，以及資訊的框架（吳政達，2001）。凡是可以為組織創

造競爭利益及價值，並可經由組織發掘、保持、應用及再創造的資

訊、經驗、智慧財產，即是知識（孫本初，2001）。知識是一種有

價值的智慧結晶，可以資訊、經驗心得、抽象的觀念、標準作業程

序、系統化的文件、具體的技術等方式呈現，知識呈現的型式雖然

有很多種，但在本質上都必須具備創造附加價值的效果（謝傳崇，

2002）。 

綜合上述，知識是一種知曉、瞭解的動態心智狀態，是個人與

外在的環境互動，不斷結合、累積與改變學習與經驗的過程，也是

一種流動性質的綜合體，其中包括結構化的資訊以及未結構化的經

驗、價值，以及專家獨特的見解，新經驗的評估和整合等。事實上，

知識的構成極為複雜，是指導人們行為思考、問題解決與制定決策

的準則，會受個人信念和主觀意識、感官經驗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影

響，包括直覺、價值觀、判斷、經驗、學習、信仰等。所以，知識

是心智建構過程的產物，也是感官經驗歸納而來，更是二者交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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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結果。 

 

 二、知識管理的定義 

 

自1990年代開始，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的概念

便在學術界與企業界興起風潮，組織為了因應外在環境的變遷，充

分利用個人與團體的智慧，不斷進行自我改造，以系統化方式從事

資訊蒐集、整合、決定和行動，增加組織適應力及創新能力，以提

昇組織內創造性知識的質與量。知識管理係指有效管理與整合組織

內的資訊和人員，透過組織成員知識的共享、擴散與轉化等方式，

成為制度化的知識，促進知識的創新與累積，達到擴增組織的財富

與創造組織的智慧（吳清山、林天祐，2000）。在組織中將知識視

同資產，妥善的運用資訊技術與學習型組織，配合領導與策略、組

織文化、績效評量等特性和活動，進行智慧資本的管理，透過系統

化的流程進行知識的蒐集、儲存、應用、流通、擴散與創新，將知

識儲存於組織，讓組織成員能分享和共用知識，達成組織發展的目

標與提高競爭力（金玉芝，2002；張順發，2003；黃旭廷，2002；

鄭曜忠，2001；鍾欣男，2001）。 

美國勤業管理顧問公司提出一個知識管理（KM）的公式，意指

知識管理必須透過資訊科技將人與知識充分結合，而在分享的組織

文化下達到乘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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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知識管理重要元素架構圖 
   資料來源：知識管理的第一本書（39），劉京偉譯，Arther    

      Anderson Business Consulting 原著，2000，台北市：商周。 
 

KM（Knowledge Management）代表是「知識管理架構」，亦即

知識價值創造加倍效果。P（People）代表是「人員」，亦即知識運

載者。+（Technology）代表是「資訊科技」，亦即資訊處理能力。

K（Knowledge）代表是「知識」，亦即資料、資訊、知識、智慧。S

（Share）代表是「分享」，亦即產生附加價值。 

知識管理必須先確認擷取知識的內容並加以分類，透過建置虛

擬的溝通環境，以群組學習達到累積專業知能、增進組織與個人間

知識的瞭解及分享，進而提昇競爭力。換言之，要使組織中無形的

智慧資產發揮最大的效益與回饋，必須透過有系統地擷取、建立、

儲存、創造、應用有益的知識，經由蒐集、分析、組織、整合、和

分享組織的知識，使知識、經驗與技術能夠得到利用，並採取有效

的行動鼓勵組織成員創新及提高顧客的價值，以達成組織的目標。

（Beckman,1997；Bennett & Gabriel,1999；Sveiby,1997；Wiig,1997

彙整自林朝枝，2005）  

KM=(P+K)
s
 

People：人 

Technology：資訊科技

Knowledge：知識 

Share：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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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朝枝（2005）以廖春文（2002）的知識管理構面為參照，加

以修飾為知識的評估與取得、知識的清查與儲存、知識的流通與應

用、知識的整合與分享、知識的保護與創新等五個步驟，做為知識

管理的主要層面及變項，強調此五個層面不是直線進展的，而是螺

旋式、滾動式、修正式，彼此回饋。 

 

 

圖2-2 知識管理概念示意圖  
資料來源：臺北縣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 

   學校效能之研究，林朝枝，2005，34。 

 

知識從生產、蒐集、整理、儲存、組織、傳遞、利用、分享、

創新或再利用的一連串知識活動，每一環節涉及的工具與管理方式

都有差異。雖然每一階段都需加以妥善有效管理，但不同性質的工

知識的評

估與取得

知識的整

合與分享

知識的流 

通與應用 
知識的清 

查與儲存 

知識的保 

護與創新 

知識 

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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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知識管理的流程也有所不同，比如說圖書資訊常偏重在知識的

搜集、儲存、組織的階段，而企業知識管理者則重視知識在生產、

傳遞、利用、分享與創新的階段。吳明烈（2004）指出，美國生產

力與品質中心(American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Center,APQC)近年

來積極致力於知識管理的理論研究與實務發展，曾明確指出知識管

理是一種有意的策略，以促使合適的人適時的獲得適當的知識，並

協助人們分享資訊以及展開行動增進組織效能。知識管理是個複雜

的循環過程，而非單純的由起始到終點的直線過程(參見圖2-3)，通

常涉及蒐集知識、組織知識、分享知識、調適知識、使用知識、創

造知識以及確認知識等步驟，過程中必須具備有力的促動要素，這

些要素包括領導與策略、組織文化、績效考評，這些要素亦為組織

環境與基礎結構(O’Dell & Grays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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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APQC的知識管理架構 
資料來源：“Identifying and Transferring Internal Best Practices” 

by C. O’Dell& C. J. Grayson, 2000, APQC. 
 

綜合上述，知識管理係指將知識視為重要的資產，透過系統化

的有效策略取得、蓄積、管理、流通、創造與擴散知識等過程，並

將運用資訊科技蒐集的正確知識，加以儲存、傳播、分享、創新、

應用到組織的硬體、軟體、人員、文化各層面，進而創造知識效益

與附加價值，開發個人的知識能力與潛能，提升組織整體績效與競

爭力，作出最佳的決策，採取有效行動，以提昇組織的效能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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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維持組織競爭的優勢，達成組織永續發展的目標。 

 

 三、知識管理的目的 
 

知識會隨著人員的離職流失；資訊的氾濫更顯出管理、組織、

傳遞知識的重要性。在緊縮的勞動市場中，一個組織必須善用知識

管理來發展及維持現在的勞工水準（Roberts，2000）。 

劉常勇（2002）認為知識管理的目的有：1.增加組織整體知識的

存量與價值。2.應用知識以提昇技術、產品、與服務創新的績效以及

組織整體對外的競爭力。3.促進組織內部的知識流通，提昇成員獲取

知識的效率。4.指導組織知識創新的方向。5.協助組織發展核心技術

能力。6.有效發揮組織內個體成員的知識能力與開發潛能。7.提昇組

織個體與整體的知識學習能力。8.形成有利於知識創新的企業文化與

價值觀。 

吳清山（2001）認為知識管理目標主要有四：(1)促進個人知識

成長；(2)建構知識共享機制；(3)協助做好有效決策；(4)擴增組織知

識資產。 

知識管理的目的在促進個人知識成長，建構組織內部的知識共

享機制，增加個人與組織的知識學習能力及知識資產，形成有利知

識創新的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的競爭力（劉春芳，2006）。 

綜合上述，知識管理的目的有五：1.促進個人與團體的知識成長

和管理能力；2.建構組織的知識共享機制；3.增加組織的知識存量與

智慧資本的價值；4.形成有利知識創新的組織氣氛；5.提升組織的績

效與競爭能力，實現組織的整體目標與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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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校知識管理的範疇 

 

學校是教育機構，可以被視為是知識密集的領域，應該扮演提

供知識經濟的動力來源，建立並管理本身的獨特智慧資本。教育領

域的主要功能在於學生的理解、技能的培養及知識的傳遞，但是教

育人員專業知識的生產和管理，卻往往受到忽視，而這種專業知識

卻可能具有豐富並改進教學的潛能，對班級實務的實用深具影響力。 

企業界在知識管理定位上，強調資訊管理的層面，認為組織內

部提升資訊技術就可以推動知識的傳遞與分享，能夠做好知識流

通、創新的工作，員工的效能將大幅提升，也會帶動組織競爭力的

提升。教育界在知識管理的定位上，強調人員的管理，除了資訊的

搜集與分享外，更重視成員之間的觀摩學習，以增進組織效能。 

在推動學習型學校方面，學校知識管理是將學校內散佈於個

人、各行政部門及各教學單位的知識加以管理，也就是將學校內的

經驗、技術及智慧加以有系統之蒐集、匯整，並提供組織內的人員

可任意擷取或運用，以提升組織效能（陳昇樺，2007）。王瑞壎 （2003）

指出行政應支援知識管理資料的蒐集，並培訓以知識管理為導向之

行政；資訊與通訊科技應融入於學校知識管理，倡導教師應用數位

化能力於知識管理；校長應擔負起知識長與促進者之責任；建構完

善的學校知識管理制度，並落實學校的知識管理評鑑；教師應將知

識管理落實於教學過程；兼重行政運作過程與教師教學過程的知識

管理；輔助建構學校知識庫並能將之妥善應用。 

綜合上述，在此知識經濟時代，想要提升組織創新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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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必須利用資訊科技推動有效的知識管理，這樣才有助於教師與

學生在教與學的潛能開發，也有助於學校決策的品質，創新學校的

經營。而學校的組織成員透過獲取知識、分享知識、經驗傳承、技

術移轉等過程，助長了自己與他人更有效的學習，也創造了個人、

團隊與組織三贏的局面。 

因此，學校全體人員都應具備知識管理的觀念和能力，領導者

者要支持學校知識管理，致力於推動知識學習與分享創造的組織文

化，強化所有部門的資訊科技應用能力，使每一個人都能夠快速精

確搜尋到正確實用的資訊和知識。學校也必須設有專業人員與部門

負責學校知識管理的建置，進行推動知識管理的評核。 

  

參、組織創造力理論 
     

 一、組織創造力理論的定義 

 

創造力是一種個人特質、是一種能力、是一種思考歷程。創造

力必須包含「原創性（originality）」和「有用性（usefulness）」兩

個要素，缺一不可。創造力通常作用在個人或團隊，而非組織（轉

引自戴志聰，2007；Hussey,1997）。Amabile（1998）更明確指出，

創造力是在任何領域中產生有用的創意，但創新則是在組織中成功

的執行創意。創造力（creativity）是一種新的觀念或想法的產生，而

創新是將創造性的觀念加以具體化且去解決實際的問題（顏秀如，

2006；吳思華等譯，1990），換言之，創造力是創新的知識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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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創造力的具體實踐，「創造力」與「創新」為一體之兩面，

相輔相成（教育部，2002）。 

組織創造力的意涵：包含個人自我的創造力以及組織管理的方

式與原則。Amabile（1988）認為組織創新就是將具有創造性的想法

在組織中成功的實行。組織的管理階層必須主動鼓勵創新，並且提

供發展與實行創新時所需的資源。組織創造力是組織追求變革，創

發新事物的能力。它是由具有創造潛力的個人，運用創造性思維，

在組織系統的支持與激勵之下不斷地從事創造行為，產生創新的成

果而得，以期能夠因應環境挑戰，維持競爭優勢，繼而駕馭變局，

成為具有前瞻力的組織（魏秋宜，1998）。毛連塭（2000）認為組

織創造力乃是透過組織的運作所展現出來的創造力，所以組織創造

力乃是組織為達到目標，透過功能的運作，發揮其創造力，包括組

織創造的過程和成果。蘇冠華（2002）認為組織創造力是一過程，

由組織中的個人或一起工作的團體創造出有價值、有用的新產品、

服務、想法、過程或流程。 

組織創造力的意義：組織創造力是組織的一種能力，即組織成

員個人或團體創新事物的能力。組織創造力是組織創發的過程，即

組織透過目標建立以及系統運作，激發成員創造力的過程。組織創

造力是組織整合並發揮個人創造力的結果。 

 

 二、組織創造力理論的作用 

 
 

影響組織創造力的發展因素：有三個層面：個人層面：包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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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格特質、認知與情感等因素。組織層面：包括組織領導者、

組織管理策略、組織文化等因素。社會環境層面：包括社會風氣、

歷史文化等因素。三個層面並非獨立，而是彼此互相影響的（顏秀

如，2006）。 

組織有了創造力，可使組織有新的主意和想法，應用到實際的

工作上，促進組織不斷的發展。吳清山（2005）認為組織創造力是

組織創新的必備條件，有下列五項作用：1.發現創發性組織。2.提升

組織效能。3.發現問題、解決問題。4.提高組織產值。5.促進成長改

善生活。 

綜合上述，組織有了創造力，可以有創新的想法，付諸行動有

創新的做法，能促使組織不斷發展，因應環境的挑戰，維持競爭優

勢，變成積極改革具有效能的組織。因此，學校領導者必須重視並

積極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營造適於創造力發展的環境，提供從事創

新經營的誘因與方法，使學校組織結構與經營策略需更加彈性化，

善用團隊型態來推動學校的創新經營。 

 

肆、組織發展理論 

 

 一、組織發展理論的意涵 

 

French 與Bell 於1995 年提出，組織發展(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是一種增進組織解決問題與革新程序的長期性的努

力，特別是以更有效的及更協同一致的管理改進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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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culture)，著重於正式工作團隊的文化方式，藉由變革

推動者或觸媒(change agent or catalyst)的協助，採取應用行為科學的

理論與技術，包括行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在內的理論與技術(引自

魏名彥，2002)。廖春文(1994)認為組織發展係一種運用行為科學的

介入技術，一種變革過程的規範性再教育策略，俾使組織透過解凍、

變革及復凍之改造程序，以達團隊建立、價值共享及發揮組織效能

目標，進而因應未來錯綜複雜與競爭激烈的社會環境挑戰。所以，

組織發展是為了因應校內外環境變化所採取的計劃性、整體性的變

更歷程，透過學校成員持續地參與，以增進學校自我更新與成長發

展的能力進而提高學校效能，促進學校目標的達成(鄭淑惠，1998)。 

秦夢群(2006)認為組織發展的特點是(一) 不唱高調，以實務運作

上的問題為內容；(二) 藉由組織各成員互相交流的型式，討論其不

滿、溝通障礙與角色衝突等以往不敢觸及的課題；(三) 以達成各成

員能全盤了解環境，並自我設計興革為目的。易丕修(2000)提出學校

組織發展的特性有：(一)重視校長的領導；(二) 要成員的共同參與；

(三) 以教育目標為遠景；(四)強調計畫性；(五)是持續性的歷程；(六)

是運用多種統整介入方法。所以，學校組織發展是具有計畫性、整

體性、持續性、參與性，創新性的團體歷程。 

綜合上述，組織發展係指組織為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在領導

者的領導下，鼓勵學校成員實際且持續地參與，透過組織溝通與決

策，運用多元統整的方法，解決組織實際的問題，提升組織創新文

化，有計劃地促進組織不斷自我改革的團體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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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織發展理論的作用 
   
    

學校是個有機體，它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不斷的調整與改變，

以促進整個組織的發展，組織發展理論與策略，正可協助學校有效

創新其教學與行政工作，這也是組織發展理論成為學校創新經營理

論基礎所在（吳清山，2005）。 

顏秀如（2006）認為組織發展理論可以計畫性地規劃學校創新

經營的發展，學校創新經營須結合行為科學知識與實務之運用，更

需要組織成員的共同參與。自我革新的意願與動力為學校創新經營

的動力來源，才能藉由變革策動者協助推動學校創新經營。  

綜合上述，在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學校應該鼓勵成員願意隨

著環境的變化嘗試調整與改變，不斷自我超越和進行團隊學習，以

利新知識的產生，活化學校的生命力和創造力，使學校具備科技創

新、策略與結構創新、人員與文化創新等，才能有助於組織持續創

新發展，使創新經營產生績效。 

 

伍、開放系統理論 

 

 一、開放系統模式的意涵 

 

《韋氏新國際字典》(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對

系統的定義是規律化的交互作用或相互依存之事物的結合，此結合

是為達成共同目的的整體。所以，系統是有組織的統一體，由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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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兩個以上相互依存的個體、構成體或次級系統構成，與外在環境

之間具有明確的邊界。一九六0年代以後，開放系統理論在教育行政

領域日趨活躍，生物學家Ludwig Von Bertalanffy所發展的一般系統理

論中，認為任何一個組織或系統皆為開放系統，具有彼此相互依存、

相輔相成的次級系統（濮世緯， 2003）。其主要理論特徵為： 1.

系統和系統間具有相對自主性，互相影響； 2.系統本身具有反饋作

用及自我調適的能力（鄭志隆，2008）。「開放系統」會受外在環

境影響，透過內部的轉化，達到進化(evolution)的目標（秦夢群，

2006）。開放系統中，環境因素無時無刻對組織產生各種不同的影

響，組織為了維持生存，需對外在環境開放，維持適當的關係。換

言之，組織與環境之間經常發生交易行為和交互影響，於是，組織

會透過投入、內部轉換、產出和反饋性互動來維持本身的形式與生

活（林鍾沂，2001）。在開放系統中，影響系統的事件將不再只限

於內部因素，會受到外在一般環境以及特殊環境的影響，諸如：社

會因素、系統的背景、將來可能發生的情況，甚至可能發生的偶發

事件……等等。因此，組織與外在環境是一種互動的關係而彼此影

響。  

除了環境的客觀性質影響著組織，組織內部成員的認知也是同

樣地重要，特別是扮演決策角色的管理階層。外部的資訊必須穿透

認知與思考的過程，致使決策本身也會影響組織的內部性質。組織

會從事多種活動，以試圖獲得關於環境的正確資訊 (林宗毅，2002) 。 

   

  

 



 45

 二、開放系統模式的特點 

 

秦夢群（2006）認為開放系統模式有下列特點：1.開放系統模式

注重環境的限制與「可以」完成的任務，與封閉系統注重團體的目

標與「應該」完成的任務有所不同；2.組織的特徵是內部各次級系統

間的互動，與外部體系之間的折衷，並不是層層向下的官僚體制與

各有所司的職位；3.開放系統模式的各種行動導向應由環境的需求來

決定，不死訂標準；4.有一種以上的方式來達到滿意度與效能，而非

只有一種最佳方式；5.開放系統模式是動態的關係；6.主管因應環境

變數的限制，不能責任一肩挑，並不是有絕對的責任；7.團體藉由「輸

入-輸出」的過程來與環境交會，並取得平衡，並不是只在團體的封

閉系統中執行運作，溝通的管道不但存於各次系統中，也存在於內

部與外部環境之間。 

 

 三、開放系統與封閉系統之比較 

 

根據Katz與Kahn（1966）看法，封閉系統理論注重的是組織「應

該」如何運作；然而事實上在運作的過程中，很少能完全照著既定

目標與步驟進行的，中間必有所轉變。開放系統理論注重團體「實

際上的運作」（actually function），從輸入開始到轉換，乃至產生輸

出，再經回饋過程開始另一循環，彼此相延不斷（秦夢群，2006）。 

秦夢群(2006）認為封閉系統強調組織運作必須藉著官僚體系與

個人毫無保留的執行業務，只有按照經由理性所制定的最佳策略才

能成功，開放系統模式則注重外在環境與學校各次級系統交會的關

係，必須視情況制定適當政策，化危機成轉機，學校不再被認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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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系統，其運作必須在內外多方角力的力量中尋求平衡點。 

綜合上述可知，學校的運作是活動且多變的，時空的改變會產

生不同的風格。事實上，學校很少能完全達成表面所設定的目標，

所以應該關心的是學校「實際」如何做的層面，不是「應該」怎麼

做的問題。同樣的，學校應該審慎思考辦學的績效要求，必須配合

與因應外界環境的需求，跳脫封閉系統模式，與外界環境產生更多

的互動和協調，才能為組織帶來創意與創新，以提升競爭力。 

綜合本節組織創新理論的探討，組織創新有不同的理論模式，

會成為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與影響組織創新的型態。學校組織創新

是個相當複雜多元的過程，可藉由學習型組織理論、知識管理理論、

組織創造力理論、開放系統模式理論等，改變組織創新經營的模式，

建立學校開明創新的文化特色。這四種理論交互影響學校組織創新

的行政運作、教學行為、設備資源、組織氣氛、組織學習、學生多

元展能等層面的創新，也影響著組織的文化與價值觀。學校組織若

為開放系統，內外部的環境因素互動交流頻繁，人力、物力、財力

資源的投入就能使行政領導、教師教學、學生活動等有更多新意，

減少法令的規定、家長的期待、社會的潮流等限制學校運作的自由

程度。學校若具有組織創造力，在行政、教學、設備、資源、氣氛

等方面，就有創新能力，在學生知識的獲得、行為的改變、技能的

培養、品格的陶冶都能產出創意的作為，得到社會公眾的肯定。學

校若成為學習型組織，將促使個人不斷地學習成長，並促進組織共

同創新成長，以開放態度迎接新觀念，實現共同遠景，達成學校成

功的目標。學校若落實有效的知識管理，建立知識分享與合作的機

制，將促使組織不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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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研究 
     

國內創新經營議題相關的研究，從企業界有關產品和管理創新

的研究開始，再逐步推展至學校組織中，並且成為研究學校創新經

營的重要議題。早期的研究重點在學生創造力的發展與影響因素的

分析，之後研究學校組織創新者逐年增加。 

面臨知識經濟時代，在全球化、本土化、資訊化、科技化的衝

擊，學校為滿足整體社會期待與維持系統間和諧的運作，在整體校

務的經營上，運用自行開發或引用外部的創新策略，以追求自身的

優勢發展（林筱瑩，2005）。尤其在外部環境，教育改革浪潮襲擊，

家長教育權意識高漲，高科技日新求新，迫使學校經營方式也必須

不斷創新（濮世緯，2003）。同時學校的創新經營不像企業界，較

重視技術的創新，而應是技術的創新與管理的創新及文化的創新都

要重視（張新基，2008）。學校領導者在銳意興革、求新求變的歷

程中，如何運用有效的策略以達成創新經營的目標，將是新世紀學

校教育的發展重點。 

 

壹、學校創新經營的現況 

 

學校創新經營的現況以臺北市、臺北縣國民中學（林筱瑩，

2005；劉春芳，2006）及台北縣國小（楊文達，2006）實施成效良

好。以地域而言，學校創新經營獲獎學校大多數集中於南北部都市

地區（台北縣市、桃園、台南縣市、高雄市），有心追求創新與多

元經營策略的學校永遠走在教育改革的前端，故步自封的傳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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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堅持不變，對於教改趨勢抱持著觀望的態度，學校間的行政效率

與教學成效之差距愈來愈大（黃靜羣，2006）。 

歷年來中部地區的國中僅有台中市東山國中以「櫻花樹下的科

技對話」和彰化縣原斗國中以「『有品』的少年家---原中榮譽生活

家」獲獎，其餘學校對於創新經營或有辛苦推動卻未能獲得肯定，

或有學校仍自外於新世紀的教育潮流，以舊有的思惟教育未來的公

民；顯然可見中部地區學校校長和經營團隊未能深切感受學校創新

經營的迫切性，未能具備學校創新經營的理念，積極推展學校創新

經營的具體作法。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若能使中部地區的

學校領導者從學校創新經營成功的校長現身說法得到分享學習，應

可以提升學校創新的競爭力。 

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多面向，在範圍、內容、過程、對象具有

普遍性；不論是創新的內容，或是創新運作的過程，都要重視教育

性；各校的環境、資源、限制不一，必須在各自獨特的基礎上發展

不同的學校經營特色（林筱瑩，2005）。台灣地區國小以「課程與

教學」、「資訊科技」與「行政管理」創新經營層面表現最好；台

北縣市學生展能創新表現最佳；高高屏地區的國小在學校創新經營

「特色創新」的層面上表現出色，需要加強的是「資源運用」層面

（張新基，2008；陳瑜沂，2006；濮世緯，2003）。 

綜合上述，學校經營應該因地制宜，依各校不同的條件創新經

營，以教育的本質建立各校的特色，形塑優質組織文化，進而有效

提升學校效能。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在推出「精緻教育」、「優質學

校」等創新教育政策時，辦理校長研習，共同研討，發展具體實踐

策略的措施，對於改變校長的教育理念以及營造同儕分享學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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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向的引導作用，使台北市在學校創新經營上開風氣之先蓬勃發

展，進而影響鄰近的台北縣學校，甚至擴及全國的學校，激發學校

勇於進行創新作為，帶動教育整體績效的提升。 

 

貳、學校創新經營的研究方法 

 

學校創新經營的研究方法，張玉台（2005）的研究採單一個案

質性研究，以實地觀察及深入訪談進行探討、詮釋及思索一所國民

中學創新之歷程、策略及促成因素。吳素菁（2003）選定臺北市四

所國民小學為觀察對象，並針對此四校校長進行訪談，以瞭解學校

組織創新的現況，以及其所面臨到的問題、解決途徑。鄭福妹（2005）

和林筱瑩（2005）的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輔以半結構訪談法，其餘

的研究多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質性研究為研究者走入社會情

境裡研究，由情境的當事人詮釋社會現象，藉以了解社會現象。因

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以深入訪談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的具體實

施策略，以供學校欲進行創新經營之參考。 

 

参、學校創新經營面向 

 

學校如何發展創新經營，在分析汪宗明等（汪宗明，2005；李

芳真，2006；林筱瑩，2005；姚欣宜，2004；張新基，2008；濮世

緯，2003）相關的研究，發現學校創新經營分兩個面向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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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行政機關方面 

  （一）教育行政機關辦理校長培育與專業發展課程，應增進校長

對學校創新經營的正確觀念及有效策略執行的專業知能，才能塑造

良性文化與提昇學校創新績效。 

  （二）教育行政機關可以編列經費定期訪視與考核學校的創新成

效，鼓勵積極創新之經營團隊，以催化學校創新之動力。 

  （三）教育行政機關應鼓勵各區域內不同學校建立夥伴關係，彼

此合作交流，營造具知識分享文化之創新社群。 

 

 二、學校方面 

  （一）校長應積極在職進修，充實學校創新經營的理念與知能，

以提昇專業智能；展現變革的態度以及對於行政的支持，以提高學

校創新經營績效。 

  （二）校長應活化學校組織氣氛，激發成員創意與參與意願，以

建構校園知識分享文化、改善心智模式；促進教師與行政團隊之間

的交流溝通與對話，增進學校行政與教學部門的合作。 

  （三）校長應發展教師教學生涯各階段之人力資源策略，關心協

助個人成長與發展，讓每位成員有自我實現的機會；宜多花些時間

個別關懷年紀較輕、年資較淺，以及未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主動

瞭解其需求；善用退休教師之人力資源，傳承寶貴的經驗。 

  （四）學校外部關係創新經營層面，應增進學校動態能耐。創新

經營策略強調邀請社區參與、與外界建立良好關係；運用走出去請

進來策略、進行校際交流活動；運用多元溝通管道，善用媒體採訪

報導；引進社區老師、進行社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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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教育政策的鬆綁，教育行政機關方面應積極辦理校長學校

創新經營觀念與專業知能研習，編列經費定期訪視與考核學校的創

新成效，鼓勵創新經營團隊，鼓勵學校建立夥伴關係，建置合作交

流的平臺；學校方面校長必須積極進修充實專業知能，活化學校組

織氣氛，激勵組織成員積極創新，建構校園知識分享文化，重視分

享與學習，善用各階段人力資源，關懷教師的個別需求，學校外部

關係創新經營方面，需要人力、物力、經費與設備的有效支援，必

須校際交流、整合家長與社區資源，提昇學校教育的品質。 

 

肆、校長對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性 

 

西諺云：「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As is the principal, 

so is the school.）（康自立、張瑞村、陳怡君，2001；黃振球，1992）。

學校創新的影響因素很多，其中影響力最大的是校長。（林筱瑩，

2005）我們檢視校園各項成果高低的同時，總會將此結果歸結到校

長實際領導行為的良窳（林來利，2005）。林明地（2002）更指出

學校領導功能的發揮，是學校維持正常運作，達成高度效能，追求

卓越表現，以及創造持續改善革新文化的關鍵。學校改革除了制度

及結構上的改變，校長領導行為與人際互動上影響力的發揮，對學

校經營的成敗有非常密切的關係，足以改變整個學校環境。 

有效能的校長除了可以讓學校的所有成員如沐春風，讓校園氣

氛煥然一新，進而使學校有效的運作與發展之外，更可以帶領學校

進行有效的改革（Hausman , Crow & Sperry, 2000）。張新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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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指出校長感受學校創新的氣氛最高，在管理創新、課程教學、

資源運用、特色創新層面知覺程度高於科任教師、級任導師、教師

兼主任或組長。劉春芳（2006）的研究發現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影

響很大，「教學行為創新」會提升「教師專業品質」；「行政運作

創新」可以影響「學生成就表現」、「行政服務表現」及「家長社

區支持」。可見「行政運作創新」深具影響力，校長能否具有創新

經營的理念，培育優秀的行政創新人才，對學校組織創新影響甚大。

子曰：「子率以正，孰敢不正」，校長能以創新經營的理念領航，

才有創新經營的學校；學校要有與眾不同的組織文化與教學成果，

必須仰賴有效能的校長推動校務，這樣學校才有提升發展的可能。 

鄭志隆（2008）研究校長人格特質發現親和性、勤正審慎性、

外向性、及經驗開放性，和學校創新經營的行政管理創新、課程教

學創新、校園環境規劃創新、資源運用創新、及知識管理創新五個

面向有正相關，是有利學校創新經營的；神經質越高對學校創新經

營越不利。校長轉型領導行為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具有影響力，其中

以激勵鼓舞及知能啟發二者對學校創新經營的影響力最大，尤其以

激勵鼓舞最具有影響力（林文勝，2005；黃懿嬌，2007；濮世緯；

2003）。 

綜合上述，要了解學校創新經營的實際作法、遇到的困難和解

決的方法，必須以校長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希望從訪談中了解校

長創新經營的領導策略，如何善用學校人力、物力資源，身先士卒

帶領行政及教師改變心智模式願意投入創新改革的行列，展現學校

創新經營的企圖心和效能，贏得社區人士及家長的認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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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研究者彙整自2003至2008年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論文，詳如附

錄二，學校創新經營無論在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文化、學校效能、

知識管理、學校創新氣氛、專業成長等面向都有密切的關係。學校

創新經營乃是學校為滿足學生、家長與社會大眾之需求及達成學校

教育目標，運用創意以提昇辦學品質與績效的方法或策略。隨著後

現代主義思潮及教育政策的改變，多元開放的校園生態已儼然成

形。學校正面臨快速社會變遷及高度競爭的經營環境，學校領導者

為了學校的永續發展，可朝創意環境的營造，改變學校成員心智模

式，集體參與學校的創新改革，以及學校創新文化的形塑及持續不

斷的檢討改善方向思考。校長必須全力推動學校行政管理創新，發

展教師專業成長，使教師參與知識管理推動教學創新，建構學校創

新的組織文化，加強設備環境的創新與資源應用的創新，以維繫及

提昇學校創新經營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