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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國民小學校長�
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

呂俊宏/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研究所博士生 

陳成宏/國立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本研究以調查研究法為主，以改編之「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究調查問卷」為工具，調查花蓮縣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學

校效能現況與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的差異，並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分

布式領導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力。調查研究總共抽取370名國小教師，回收可

用331位，回收可用率為89.45％。調查所得之資料以IBM SPSS Statistics 19.0 中

文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多元逐步迴歸統

計方式處理，獲得結論如下： 

一、花蓮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及各層面中，以「增進領

導能量」認知最高；最低的為「營造信任文化」。 

二、花蓮縣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學校效能及各層面中，以「行政管理績

效」層面最高；最低的為「學生學習成就」。 

三、花蓮縣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有正相關。 

四、分布式領導對於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其中又以尋找分散時機的層

面最高。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導師及未來

研究者之參考。 

關鍵字：分布式領導、學校效能、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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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in Hualien County’s Elementary Schools 

Chun-Hung Lu; Cheng-Hung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d to compreh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as perceived by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Hualien County . The “Questionnaires of Rela-
tionships between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Education” designed by the author was adopted to collect the 
empirical data. A total of 370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to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Hualien County and 331 were returned with an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89.45%.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by vir-
tue of SPSS19.0 version of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were 
shown as follows: 

1. Teachers’ highest perceived level of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
ership was “ increase the leadership momentum,” while the lowest was 
“cultivate trust culture.” 

2. Teachers’ highest perceived level of school effectiveness was 
“accounta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while the lowest was 
“achievement of student learning.” 

3.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4.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on on 
school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eachers, principals,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vided. 

Key word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school effectiveness,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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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變革是人類進化中永遠存在的面向之一，自1980年代中期，環繞於世界周遭

之變革的範疇與步伐已經急遽加快。民主動盪、潮流轉向校長領導取向也轉向民

主與分散，因此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對國內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的現況進行更多的

瞭解，實為本研究動機一。

既然校長領導分布化，教師知覺其領導風格是否會因性別、年齡、學歷、年

資、學校地區、學校規模等的不同，產生不同的感受，於是研究者更想探討不同

背景變項下之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的差異，此為本研究動機二。

此外台灣社會近十多年來，不斷的進行教育改革，以三年一小改，五年一

大改的幅度催生出現在的教育生態環境；教師透過研習進修促進專業成長，增能

賦權，萌發出草根性較強的專業學習社群，這樣的成長團體儼然成為一股新興勢

力，無論是領域教學或是教師社群成為校園權力重組後的另類領導者，此舉除了

承載教師更多的責任，抑或帶來教育行政產生更高的績效，更是研究者關注校長

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之間關係的第三焦點，此為本研究動機三。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

之現況與二者之間的關係為何，並進一步探討分布式領導對學校效能的預測力。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分析，本研究希望達到以下目的：

1. 瞭解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現況。

2. 瞭解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學校效能的現況。

3. 分析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分布式領導知覺的差異情形。

4. 分析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效能知覺的差異情形。

5. 探討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之間的關係。

6. 探討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分散式領導對學校效能的預測力。

（二）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如何？

2.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之現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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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是否有差異？

4.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是否有差異？

5.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情形為何？

6.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力為何？

三、名詞釋義

（一）分布式領導

本研究中對於「分布式領導」的定義如下：在一個組織中領導活動散佈於各

個成員，每個成員在其負責領域和「信任與合作」氛圍下，參與領導實務運作，

擔任領導角色承擔領導責任，以利達成組織任務及提升組織效能。

操作型定義為：受試教師在研究者編製的「校長分布式領導問卷」中，在「

分享領導權力」、「增進領導能量」、「營造信任文化」、「強調績效責任」、

「尋找分散時機」等五個層面的得分情形。

（二）學校效能

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是指學校在教育目標達成的程度，他包

括：行政溝通、環境規劃、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學生行為表現、家長

與學校關係等方面的表現與達成程度（蔡進雄，2000）。

本研究所稱之學校效能係經由受試教師在研究者改編的「學校效能問卷」

中，「行政管理績效」、「校園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

成就」、「家長認同參與」等五個層面，填答所得的總分並計算其平均分數，若

平均分數越高，代表其學校效能越佳。茲分就「行政管理績效」、「校園環境規

劃」、「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就」、「家長認同參與」等五面向。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調查研究法為主，以改編自李麗珍（2011）之「分散式領導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究調查問卷」為工具，調查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效能現

況與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的差異，並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及分布式領導對於

學校效能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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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分布式領導之起源與意涵

分布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以論文的方式呈現，可追溯自1991年

Barry的「管理沒有首長的部隊：分布式領導的課題」（Managing the Bossless 

Team: Lessons in Distributed Leadership）書中探究（self-managed teams, SMTs）

團隊自我領導的運作模式，此為分布式領導一詞首度出現論文之中。

Groon將分布式領導分成兩類（引自Harris ,  2008）（一）外加式分散

（additive）：外加式分散指將領導功能分割，許多人都有擔任部分但不多的領

導角色；（二）整體式分散（holistic）：整體式分散，是指像是交響樂團般協

調合作。Coldren、Diamond、Sherer 與Spillane（2005）界定下列三種分布式領

導的類型：（一）合作式分布（collaborated distribution）：領導實踐透過多人

合作，執行相同的領導例行公事，例如籃球隊；（二）共同式分布（collective 

distributed）：領導工作是分別進行的，但相互依賴，類似於籃球隊；（三）協

調式分布（coordinated distributed）：領導是以特定順序來進行，如接力賽。

分布式領導的意義而言，Bennett、Harvey、Wise 與Woods（2003a, 2003b）

認為分布式領導：（一）將領導視為人際關係動態的結果，而不只是個人行動；

（二）信任與開放是人際關係的基礎；（三）擴展領導的範疇，不只是教學社

群，包含其他社群，以創造團隊文化；（四）認為專門知識為領導角色的基礎，

而不是職位；（五）將領導視為流動性（fluid），而不是位處特定的職位或角

色，而是將領導者和追隨者的角色區分模糊（引自賴志峰，2008a）。Purkey 與

Smith（1983）認為有效能學校的特徵為：在組織結構的特徵方面有：（一）教

學的視導。（二）環境的管理。（三）人事的安定。（四）課程的組織及聯繫。

（五）教育人員的進修和發展。（六）全校要求課業的成功。（七）學習時間

儘量拉長。（八）學區的支持。（九）家長參與的支持。另外在歷程的特徵方面

有：（一）團結一致的感覺。（二）明確的目標與高度期望。（三）良好的同儕

合作關係。（四）有秩序及紀律的維護。

研究者發現，Jameson（2006）在其提出領導的第五個歷史模式「分散與

分享領導」，不同於前四個歷史模式都以「theory」為稱謂，「分散與分享

領導」缺乏「理論」（theories）一詞。Harris （2005a）, Timperley（2005）, 

Hartley（2007）也同樣的在文章中，指出分布式領導尚未有統一定義。歸整上述

各家說法，本篇所提分布式領導包括五個因素；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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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享領導權力

分享領導權力是指校長樂意去做出貢獻，不特別注意自己的地位，藉由授權

給他人，以建立影響力，領導不能只落在校長身上，它是一種分享的、民主的和

群體的，為了授權給老師，校長必須以身作則、建立相互信任的環境、調整學校

結構、允許協同合作，以增進學校效能。

（二）增進領導能量

增進領導能量指在分布式領導的氛圍下，領導者應開發成員的領導能量，增

進成員的能力與技巧，領導的基本能力包括主持會議、評估表現、提供回饋、方

案管理等，使成員知道要做什麼，不至於令成員對於承擔責任感到緊張，而將授

權的美意，看作是懲罰。學校領導並不只是校長個人所為，而是一組人貢獻其主

動開創、專門知識給學校的整體效果，更多人參與領導活動（賴志峰，2008a）

，因此，增進教師領導能量，使教師擁有領導知能，讓每位成員均有機會成為領

導者，貢獻其所能。

（三）營造信任文化

分布式領導強調的是付出（given）而不是爭取（taken）；它是一種分享影

響，允許隨時隨地做決定的一種機制。營造信任文化係指分布式領導是一種在自

由的環境中，大家都能發展和分享的想法。分布式領導是與合作和信任有關，校

長將權力分布給成員，成員彼此信　任，且能發揮眾人的智慧，共同達成組織目

標。

（四）強調績效責任

彰權益能給所有人，使其工作更有效能、效率和意義，就是指績效責任的重

要，強調績效責任是指分布式領導強調流動的和廣泛的成員參與，成員知道如何

善盡自己的責任，因此，組織需具有明確的遠景及權責分明的組織結構，確保各

項行政運作順利流暢。

（五）尋找分散時機

尋找分散時機係指學校透過不同階段演化，或是在不同時間作不同取向的

案例，透過必要性、特定性工作的機會，尋找適當變革的時機，結合天時、地利

及人和之優勢，分派領導責任給有能力的成員，有能力的成員願意展現其領導能

力，運用適當的方法，讓手中的工作有效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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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效能理論及相關研究

本研究歸納國內學者針對背景變項之分析統計。如表2-1-1

表2-1-1 國內學者針對背景變項之分析統計表

研究者
（年代）

性別 年齡
項目

擔任 
職務

服務 
年資

教育 
程度

學校 
地區

學校 
規模

學校 
歷史

吳明雄（2001） ✓ ✓ ✓ ✓ ✓ ✓ ✓

黃明哲（2003）
楊有財（2003）

✓

✓

✓ ✓

✓

✓ ✓

✓

✓

✓

✓

黃杏花（2005） ✓ ✓ ✓

毛泰元（2009） ✓ ✓ ✓ ✓ ✓ ✓

吳幸珍（2009） ✓ ✓ ✓ ✓ ✓ ✓ ✓

陳昭蓉（2011） ✓ ✓ ✓ ✓ ✓ ✓ ✓

王雅芳（2011） ✓ ✓ ✓ ✓ ✓ ✓ ✓

次數統計 9 6 7 8 7 8 9 1
資料來源： 修改自李麗珍（2011）。國小校長分散式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屏東。

研究者針對以上八項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所選取的變項，依照相目總計次數

高低依序為學校規模、性別、擔任職務、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地區、年齡

及學校歷史。

從上述相關研究得知繼續探究以上有關學校效能研究後，針對其類別分述如

下：

（一）研究對象：大多以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有些會加上校長、學校行政

人員。

（二）研究方法與工具：國內學者大多以問卷調查法進行，部分佐以訪談調

查法。

（三）背景變項：國內學者之研究資料，有關學校效能之背景變項，主要著

重在學校規模、性別、職務、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地區等六項，其餘則較

少關注。

根據上述的分析，本研究以前六項次數最多者之學校規模、性別、擔任職

務、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地區做為本研究學校效能背景變項之項目。

三、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一）國內有關分布式領導的博士論文分述如下：

張祝芬（2008）之質性研究發現北台灣兩所公立高中課程領導係各層級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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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集體參與的團體過程，各層級課程領導的內涵不同，另外高中課程領導兼具集

體性和分散性，效能欠佳。

張素花（2012）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教師情緒勞務與教師教

學效能三者，兩兩間均存在正相關。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教師情緒勞務與

教師教學效能的結構關係模式獲得支持。

蔡玲玲（2013）研究私立高中職學校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健康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究，發現私立高中職學校教師覺知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健康

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屬中高程度。私立高中職學校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健康

對學校效能均具有正向預測力。

許聰顯（2013）研究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公平與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之關係，顯示目前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公平與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良好。透過該研究也顯示校長分布式領導透過學校組織公

平的中介效果，正向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此三篇論文研究場域不同，一為高中另二為國小，一為質性研究，另二為量

化研究，但未直接探討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的實徵研究。

另外國外相關實徵研究如下：

Mascall 等人（2008）認為證據有限使得分布式領導對學校與學生效果仍不

清楚。

（二）量化的限制

Robinson（2008）歸納了相關學者之研究，說明影響力可能以外顯或內隱方

式進行作用，量化研究往往測出的是外顯的追隨力，但是人的自主性與差異性卻

很難有統一性，透過自省思考為何接受領導，或有些教師即使向他人尋求諮詢，

卻不見得接受他人建議，更不受其影響。

（三）國內學者對於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

本研究蒐集國內學者針對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的資料與分析，如

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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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摘錄）
趙興中
（2003）

問卷調查
法

研究團隊領導
對於團隊效能
之影響

針對桃園縣消防局30 個消防分隊之團隊領導者
（分隊長）進行研究，取得團隊成員（隊員）328 
份有效問卷分析結果如下：團隊內互動之溝通品
質、協調合作對於團隊績效具有正相關；團隊內
互動之溝通品質、協調合作對於團
隊承諾具有正相關；團隊內互動之溝通品質、
協調合作對於團隊滿意度具有正相關。

黃哲彬
（2004）

問卷調查
法

國民小學校長
賦權增能行為
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大多數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校長運用賦權增能行
為，各層面知覺偏高；大多數國民小學教育人員
普遍知覺到學校效能概況，其中知覺較高是「教
師教學表現」;對「學校組織氣氛」知覺則較低；
男性、年齡較長、擔任行政工作、服務年資較
深、學校規模小的教育人員對校長賦權增能行為
知覺較高；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校長賦權增
能行為與學校效能具有正相關，校長運用賦權增
能行為愈多，則學校效能愈佳。

陳佩英、
焦傳金 
（2009） 

個案研究 分散式領導與
專業學習社群
之建構：一所
高中教學創新
計畫個案研究

研究發現，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與分散式領導的
實踐系統之設計密切相關，涉及各發展階段，分
散式領導的溝通約定內涵。

李麗珍 問卷調查探討國小校長 以高雄市東區508位國民小學教師為調查研究
（2011） 為主要的分散式領導與

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校長運用分散式領導，
則其學校效能亦相對提高。另分散式領導之「強
調績效責任」較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陳國清
（2011）

問卷調查宜蘭縣國民小
學校長分布式
領導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問卷調查宜蘭縣75所公立國民小學449名國民小學
教育人員（含校長），研究發現宜蘭縣國民
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於整體具有高度
正相關。宜蘭縣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
效能與各層面具有正向的預測力，並以「分享責
任」最具預測力。

黃秀玲
（2012）

問卷調查
法

國民中學校長
分布式領導、
教師人格特質
與學校創新經
營效能關係之
研究：以桃園
縣為例

一、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呈現高度正相關，但校長分布式領導與
教師人格特質呈現低度正相關，教師人格特質與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效 能 呈 現 中 度 正 相 關 。 
二、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教師人格
特 質 對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效 能 具 有 預 測 力 。 
三、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具有因果關係，但教師人格特質對校長
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的中介效果不明。四、桃
園縣各鄉鎮市國民中學在校長分布式領導、教師
人格特質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及教師人格特質
各分層面都分別具有群聚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了解現狀以質性研究、個案及問卷調查法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因此，

以量化觀點來看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的關係，有其研究價值與挑戰，更多本土

樣本探討實為分布式領導研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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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內容包括：一、背景變項；二、分布式領導；三、學校效能：

本研究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以及相關文

獻探討分析後，作為本研究藍圖，擬定出本研究之架構，如圖3-1-1所示：

圖3-1-1研究架構圖 

A 

B 

D C 

分布式領導： 
1.分享領導權力 
2.增進領導能量 
3.營造信任文化 
4.強調績效責任 
5.尋找分散時機 

教師背景變項：
1.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2)教育程度 
(3)服務年資 
(4)擔任職務 
2.學校背景變項 
(1)學校規模 
(2)學校所在地區 

學校效能：
1.行政管理績效 
2.校園環境規劃 
3.教師教學品質 
4.學生學習成就 
5.家長認同參與 

圖3-1-1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一）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上有顯著差

異。

1-1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1-2 不同教育程度之國小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1-3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1-4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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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1-6 不同學校地區之國小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2-1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2-2 不同教育程度之國小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2-3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2-4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2-5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2-6 不同學校地區之國小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三）國小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

（四）國小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效能有顯著預測力。

三、研究樣本

表3-3-1 預試問卷抽樣分配表

項目
小型學校
12班以下

中型學校13-24班 大型學校25班以上 小計

學校數 88 10 5 103
抽樣校數（取20%） 18 2 1 21
每校抽樣人數 5 10 15 ※
小計樣本數 90 20 15 12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表示不加總

表3-3-2 正式問卷抽樣分配表

項目
小型學校
12班以下

中型學校13-24班 大型學校25班以上 小計

學校數 88 10 5 103
抽樣校數（取40%） 36 4 2 42
每校抽樣人數 7 18 23 ※
小計樣本數 252 72 46 37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表示不加總

由上表統計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總數為1436位，本研究預計發放370份

問卷。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驗證研究假設，解決待答問題，以達成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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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目的，立意分層便利抽樣花蓮縣不同規模學校之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五、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探討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之關係，經分析文獻後，預計修訂李麗

珍（2011）「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調查問卷」作為調查工具，問卷

內容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分布式領導」及「學校效能」等三部分。問卷初定

稿後，復請專家、學者並請就問卷內容提出修正意見，以建立專家內容效度，修

訂完成後進行預試資料處理與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之信度與效度，最後依預試

結果，專家意見，修訂完成正式問卷。

六、資料處理方式

本研究採取量化方法進行資料分析，自編之「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調查問卷」回收建檔後，運用IBM SPSS Statistics 19.0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行

統計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一）資料處理

1. 本研究資料回收之後，旋即進行編碼，將回收樣本「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

能關係

之研究調查問卷」加註學校碼，便於以學校為單位之統計分析。

2. 問卷編碼後，將所得資料輸入電腦，使用統計軟體中的次數分配統計方

法，檢查所得資料的正確性性。

（二）信度分析

以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分析，檢驗整體問卷與問卷構面間之信

度，其中α 值越大表示內部一致性越高，信度亦越高。α 值大於.6 即為可接受

的最小信度值，可進行整體模型路徑分析。此外不適合的題項也將透過信度分析

進行刪除。

（三）項目分析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工具進行項目分析，檢驗各量表個別題項優劣情形，包括

極端組比較，得到決斷值，瞭解題項是否高低分組有達顯著差異，並整理各題項

與總分相關、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效度檢測，並刪除轉軸後負荷量未達到.4的

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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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探討自編的分布式量表與學校教育成效量表是否在合適，檢視量表

初步適配指標，並針對各題項是否達 t 值顯著、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和 r 平方等

進行篩選。

（五）平均數、標準差

以平均數、標準差瞭解受試在「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調查問

卷」各層面及整體現況的差異情形以解答研究假設（一）及研究假設（二）。

（六）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教育成效整體平均數為依變項，進行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F值達顯著，則利用雪費法（Scheffé），進行事後比較，

以瞭解本研究之研究假設（一）與研究假設（二）。

（七）皮爾遜積差相關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計算各類變數之相

關情形，呈現相關係數矩陣，初步瞭解各變項的關係，並可解答研究假設（三）。

（八）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分別探討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對

學校效能各層面之預測力，以解答研究假設（四）。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 花蓮縣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表現之現

況分析

（一）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分析與討論

1. 資料分析

表4-1-1發現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在整體的校長分布式領導（

平均數為3.87），或在分層面的分享領導權力（平均數為3.87）、增進領導能量

（平均數為4.05）、營造信任文化（平均數為3.75）、強調績效責任（平均數為

3.86）、尋找分散時機（平均數為3.83），具高度之發展；表示目前花蓮縣公立

國小之校長分布式領導運作十分良好。



14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表4-1-1 教師對分布式領導量表各層面及題項填答平均與標準差摘要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一、分享領導權力 3.87 .788
二、增進領導能量 4.05 .822
三、營造信任文化 3.75 .793
四、強調績效責任 3.86 .823
五、尋找分散時機 3.83 .911
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 3.87 .827

2. 綜合討論

花蓮縣國小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平均數皆高於3.75，該縣國小教

師對於校長分布式領導感知度屬中上程度，與許聰顯（2013）研究相契合，表示

教師多能感受到校長的分布式領導。

（二）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分析與討論

1. 資料分析

國小教師對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會受到教師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所影響，詳

如表4-1-2所示。

表4-1-2  教師對學校效能量表各層面及題項填答平均與標準差摘要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一 行政管理績效 4.04 .732
二 校園環境規劃 4.03 .649
三 教師教學品質 4.00 .646
四 學生學習成就 3.52 .723
五 家長認同參與 3.86 .661
學校效能整體 3.89 .682

由表4-1-2發現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現況，不論是在整體

的學校效能（平均數為3.89），或在分層面的行政管理績效（平均數為4.04）、

校園環境規劃（平均數為4.03）、教師教學品質（平均數為4.00）、學生學習成

就（平均數為3.65）、以及家長認同參與（平均數為3.86）都具高度之發展；此

表示目前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狀況良好。以下從學校效能調

查問卷各題項的得分分布上做分析。

2. 綜合討論

花蓮縣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平均數皆高於3.65，該縣國小教師對於

學校效能感知度屬中上程度，與周淑婷（2013）研究相契合。表示教師多能感受

學校效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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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教師與校長分布式領導差異情形

國小教師對所知覺的學校分布式領導，會受到教師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所影

響，詳如表4-2-1所示，分別探討如下。

表 4-2-1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分布式領導差異分析之事後比較摘要

背景變項
分享領
導權力

增進領
導能量

營造信
任文化

強調績
效責任

尋找分
散時機

整體分
布式領導

性
別

a.男
b.女 a>b a>b n.s a>b a>b a>b

教
育
程
度

a.一般大學畢業
（含師資班）
b.師範院校畢業
（含師大、師院、師專）
c.研究所畢（結）業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

n.s b>c n.s n.s n.s n.s

服
務
年
資

a.10年（含）以下
b.11-20年
c.21年（含）以上

n.s n.s n.s n.s n.s n.s

擔
任
職
務

a.教師兼主任
b.教師兼組長
c.一般級任教師
d.一般科任教師

n.s a>c n.s n.s n.s n.s

學
校 

規
模

a.6班（含）以下
b.7-18班
c.19班（含）以上

n.s n.s a>c
b>c n.s n.s n.s

學
校
地
區

a.花蓮原鄉
b.花蓮北區 
c.花蓮中區
d.花蓮偏鄉

b>c n.s a>b n.s a>b a>b

N=331

（一）教師性別

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所知覺整體學校分布式領導及各分層面得分，除了「

營造信任文化」層面外，均具有顯著差異，且有顯著差異男性教師所知覺整體學

校分布式領導與各分層面的得分均高於女性教師，這與黃哲彬（2004）的研究是

相同的。但不同於廖英昭（2004）的研究，女性教師的領導行為高於男性。由表

4-2-1可知，男性教師對於整體學校分布式領導及各分層面的知覺高於女性教師，

且有明顯差異，但在「營造信任文化」層面上則無任何差異。

（二）教師教育程度

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教師在「增進領導能量」層面上，學歷為師範院校的

國小教師明顯高於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的國小教師外，其餘在「分享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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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營造信任文化」、「強調績效責任」、「尋找分散時機」層面與整體

的分布式領導並無顯著差異。這與黃哲彬（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但廖英昭

（2004）等人的研究結果不同。由表4-2-1可知，學歷為師範院校的國小教師對於

增進領導能量層面是高於研究所（含十學分班）的國小教師，而在整體學校分布

式領導、分享領導權力、營造信任文化、強調績效責任、尋找分散時機層面則無

顯著差異。

（三）教師服務年資

不同服務年資的國小教師在所知覺的整體學校分布式領導及其各層面的得

分，均無顯著差異。此與其他研究如許聰顯（2013）調查北北基國小教師知覺校

長分布式領導在性別、年齡、服務年資等背景變項，具有顯著差異，可能原因來

自於城鄉差別，偏鄉地區教師不因教師年資不同而對於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存

有差異。

（四）教師擔任職務

不同職務的國小教師除了在「增進領導能量」分層面上是有顯著差異的，其

餘在整體分布式領導與其他分層面並無顯著差異，表示無論擔任任何職務，對於

校長的分布式領導，除在「增進領導能量」分層面上，教師兼主任高於一般級任

教師外，整體及其他分層面則無分職務種類，只要是校長交派或是學校事項，教

師都會戮力達成。本篇與王環鈴、王文科、王智弘（2011）調查台中市國民小學

教師不同職務校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有部分不謀而合，都發現擔任主任職務者

對於校長分布式領導程度較高。

（五）學校規模大小

不同學校規模的國小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分布式領導有無顯著差異，但在

「營造信任文化」分層面上，6班（含）以下以及7-18班的學校相對於19班以上

的大型學校，則有顯著差異。本研究與張奕華、陳怡卉（2009）研究發現學校規

模13-24班及25-48班這種中型學校，校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分數都顯著低於12

班以下的班級的結論不謀而合。意即規模較小的學校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程

度較規模大的學校為高，6班學校教職員工人數少，彼此互動多認識深，較比較

人數較多的學校互動頻繁，因此，容易建立信任感與信任氛圍。

（六）學校所在地區

不同地區學校的國小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分布式領導是有明顯差異，這與

何建霖（2009）的看法是不同的，可能原因是該學者研究學校地區為中彰投三縣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17

專 
 

論

市的大型學校為對象，與本研究對象針對花蓮地區的研究不同，但校長的領導行

為應該要能顯現在學校中，而不應該在各地區上有所差異。

（七）討論

1. 整體方面

由表4-2-1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

知覺整體校長分布式領導無顯著差異；不同性別及不同學校地區國小教師知覺整

體國小校長分布式領導則有顯著性差異。表示整體層面而言男性對於校長分布式

領導知覺程度較高，可能原因是男性校師擔任行政或式主任職務者為多所造成。

另外小規模學校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程度為高，顯現學校教職員工人數少，

校長對於教職員工的影響力較高。

2. 各分層面

由表4-2-1顯示，國小男性教師較女性教師在「分享領導權力」、「增進領導

能量」、「強調績效責任」以及「尋找分散時機」更有知覺；教育程度為師範院

校畢業國小（含師大、師院、師專）教師比研究所畢（結）業以上（含四十學分

班)在「增進領導能量」上更有知覺；擔任教師兼主任之國小教師較一般級任教

師更能知覺「增進領導能量」；學校規模為6班（含）以下國小教師較學校規模

為19班（含）以上國小教師，以及學校規模為7-18班國小教師較學校規模為19班

（含）以上國小教師更能知覺「營造信任文化」；學校地區為花蓮原鄉國小教師

較花蓮北區國小教師更能知覺「營造信任文化」，花蓮原鄉國小教師較花蓮北區

國小教師更能知覺「尋找分散時機」。

綜觀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教師在校長分

布式領導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部分獲得支持。

三、不同背景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情形分析

本段主要在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所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情形，透過

IBM SPSS Statistics 19.0 中文版統計軟體的分析，以平均數、標準差、t考驗檢定

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進行考驗分析，當各組之間有顯著差異，再以scheff’e法進

行事後比較，最後則加以歸納綜合討論。

不同背景變項國小教師影響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探討如下，詳如表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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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差異分析之事後比較摘要

背景變項
行政管
理績效

校園環
境規劃

教師教
學品質

學生學
習成就

家長認
同參與

整體學
校效能

性
別

a. 男
b. 女 a>b n.s a>b a>b a>b

教
育
程
度

a. 一般大學畢業（含師資班）
b. 師範院校畢業
（含師大、師院、師專）
c. 研究所畢（結）業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

n.s n.s n.s n.s n.s n.s

服
務
年
資

a. 10年（含）以下
b. 11-20年
c. 21年（含）以上

n.s n.s n.s n.s n.s n.s

擔
任
職
務

a. 教師兼主任
b. 教師兼組長
c. 一般級任教師
d. 一般科任教師

a>c n.s n.s n.s n.s

學
校 

規
模

a. 6班（含）以下
b. 7-18班
c. 19班（含）以上

n.s a>b
a>c a>c a>b a>b

c>b a>b

學
校
地
區

a. 花蓮原鄉
b. 花蓮北區
c. 花蓮中區
d. 花蓮偏鄉

n.s a>b n.s c>d n.s n.s

N=331

（一）教師性別

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所知覺整體學校效能及行政管理績效、學生學習成

就、家長認同參與三個分層面的得分，均具有顯著差異，且男性教師所知覺整體

學校學校效能與各分層面的得分均高於女性教師。由表4-3-1可知，男性教師對於

整行政管理績效、學生學習成就、家長認同參與的知覺高於女性教師，但在教師

教學品質層面則無差異。

（二）教師教育程度

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教師無論在學校效能整體或是分層面當中皆無顯著差

異，亦即學校教師不分教育程度，對於學校效能的認知無顯著差別。

（三）教師服務年資

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教師無論在學校效能整體或是分層面當中皆無顯著差

異，亦即學校教師不分教育程度，對於學校效能的認知無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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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擔任職務

不同職務的國小教師在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及行政管理績效分層面的得

分，均具有顯著差異。且職務為教師兼主任在行政管理績效層面，明顯高於一般

級任教師，可能的原因是擔任主任的教師，本身負起學校行政業務的重擔，因此

對於行政管理績效，較為敏感。

（五）學校規模

不同學校規模的國小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無顯著差異，但對於校園環

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家長認同參與則有顯著差異。而且無論是在校園環境規

劃、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就、家長認同參與，6班（含）以下的小型學校

教師的知覺，都比7-18班或19班（含）以上來的高。顯現小型學校的學校規模對

於學校效能無論在校園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就、家長認同參與

層面上，都比較大型學校的知覺學校效能來的高。

（六）學校所在地區

本研究不同學校所在地區的國小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分層面並

未有顯著差異，亦即學校效能無論在行政管理績效、校園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

質、學生學習成就、家長認同參與層面中的教師認知無顯著差異。

（七）討論

由表4-3-1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服務年資、學校地區之國小教師知覺整體學

校效能式領導無顯著差異。對於不同性別、擔任職務及不同學校規模國小教師知

覺整體學校效能則有顯著性差異。深究發現男性教師較女性教師知覺學校效能程

度為高；擔任主任職務之教師比科任或級任教師知覺學校校能程度為高；學校規

模12班以下較49班以上教師知覺學校效能程度為高，此三點與李金蓮（2011）研

究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結果相同。

四、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相關分析

（一）學校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相關分析

1. 結果分析

由表4-4-1的皮爾遜相關分析結果可知，在整體校長分布式領導與整體學

校效能各分層面的相關係數均達顯著水著方面，顯示這兩者之間在有正相關，

相關係數為（r=.779, p<.05）。與各分層面的正相關情形依序為尋找分散時機

（r=.714,p<.05）、強調績效責任（r=.679, p<.05）、分享領導權力（r=.64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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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領導能量（r=.628, p<.05）、營造信任文化（r=.556, p<.05）。也就是

說，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則學校效能亦會趨向越高。

表4-4-1 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相關分析摘要

層面
分享領導

權力
增進領
導能量

營造信
任文化

強調績
效責任

尋找分
散時機

整體分布
式領導

行政管理績效 .780* .723* .523* .629* .851* .859*
校園環境規劃 .456* .508* .437* .484* .577* .592*
教師教學品質 .308* .416* .477* .508* .428* .499*
學生學習成就 .365* .271* .370* .465* .332* .430*
家長認同參與 .401* .368* .304* .453* .398* .467*
整體學校效能 .649* .628* .556* .679* .714* .779*

*p<.05

（一）學校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相關分析

由表4-4-1得知國小校長分布式領導之各層面與整體層面具有中度以上顯著正

相關， 國小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層面與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體層面之相

關皆達.05顯著水準，顯示國小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層面與學校效能各層

面與整體層面都有中度至非常高度相關程度（相關係數介於.271~.859）。國小校

長分布式領導整體與學校效能整體相關係數為.779，顯示兩者有密切關系。故國

小校長分布式領導知覺情形越好，其學校效能表現越佳；學校效能表現越突出，

則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情況就越高。此與陳國清（2011）研究宜蘭縣國民小學

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結果相同。由上述分析結果得知，本研究

假設三「國小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獲得支持。

（二）學校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之預測分析

綜上所述，表4-4-1得知，在分布式領導的五個層面中，有四個層面達.05顯

著水準，其優先順序為「尋找分布時機」、「強調績效責任」、「分享領導權

力」、「增進領導能量」，表示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越高，則學校

效能的展現也就越高。究其原因：分布式領導係指一個組織中領導活動散佈於各

個成員，每個成員在其負責領域和「信任與合作」氛圍下，參與領導實務運作，

擔任領導角色承擔領導責任，以利達成組織任務及提升組織效能。每位教師以其

專業的智能擔任領導者，投入組織的運作，在其領導的領域情境中，發揮組織最

大功能，亦即提升學校效能。此與陳國清（2011）研究宜蘭縣國民小學校長分布

式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結果相同由上述分析結果得知，本研究假設四「國

小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效能有顯著預測力」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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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和學校效能之知覺

1.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為中高程度，以「增進領

導能量」層面最高，而各分層面平均數依高低依序為增進領導能量、分享領導權

力、強調績效責任、尋找分散時機、營造信任文化，五個層面彼此間亦存在著顯

著差異，故花蓮縣國小教師大多可知覺此五層面的要素。

2.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為中高程度，以「營造信任

文化」層面最低。

（二）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之現況

1.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學校效能為中高程度，以「行政管理績

效」層面最高。國小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依高低依序為行政管理績效、校

園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家長認同參與、學生學習成就，五個層面彼此間亦

存在著顯著差異，故花蓮縣國小教師大多可知覺此五層面的要素。

2.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學校效能為中高程度，以「學生學習成

就」層面最低。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差異情形

1. 不同性別國小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現況上男性較女性教師為

高。國小教師擔任行政人員以男性居多，對男性教師大多委倚重任，因此對於校

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較高。

2. 不同教育程度國小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

但在「增進領導能量」分層面上，師範院校畢業國小教師高於研究所畢業國小教

師，即師範院校畢業國小教師對於自己專業成長需求程度高於研究所畢業國小教

師。

3. 不同服務年資國小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表

示無論年資多寡，皆可以感知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現況。

4. 不同職務國小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但在「

增進領導能量」分層面上，教師兼主任的國小教師高於一般級任教師。主要原因

是主任擔負起校長的幕僚長兼執行長，對於校長分布式領導有直接感受，而面對

學生第一線的一般級任導師，大部分則透過間接方式感受校長分布式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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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規模國小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但在「

營造信任文化」分層面上，6班（含）以下大於19班（含）以上國小教師，7-18

班大於19班（含）以上國小教師。主要原因是6班（含）以下學校及7-18班學校

直接面對校長領導的機會較19班（含）以上學校國小教師，因此感受也較深。

6. 不同地區國小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但在「

營造信任文化」分層面上，花蓮原鄉國小教師高於花蓮北區教師，主要因素是花

蓮原鄉大多為6班小校，能在現場或第一線上感受到校長的領導與信任，其感受

叫北區大學校深；另外，在「尋找分散時機」分層面上，花蓮原鄉國小教師高於

花蓮北區國小教師，主要原因也是在當場或第一線就會面臨校長分派工作，因此

感受較北區大學校為深。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差異情形

1. 不同性別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整體現況上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主

要原因為男性教師大都擔任行政人員，長期委倚重任，感受學校效能較女性教師

為深。

2. 不同教育程度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

3. 不同服務年資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

4. 不同職務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但在「行政管

理績效」分層面上，教師兼主任高於一般級任教師。主要原因為男性教師大都擔

任行政人員，長期委倚重任，感受學校效能較女性教師為深。

5. 不同規模學校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整體現況上6班（含）以下大於

7-18班國小教師。6班（含）以下國小教師人數少，同儕接觸頻繁，較7-18班國小

教師能感受到學校效能的現況。

6. 不同地區國小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整體現況上無顯著差異，但在「校園

環境規劃」分層面上，花蓮原鄉高於花蓮北區國小教師，主要因素在於原鄉班級

數大多為6班小校，教職員工人數較少，教師能夠直接建議校長或與校長討論校

園環境規劃事宜，因此較北區大校在校園環境規劃感受較深。另在「學生學習成

就」分層面上，花蓮中區有追上北區及不得輸南區的隱形壓力，感受較深。因

此，花蓮中區國小教師高於花蓮偏鄉國小教師。

（五）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效能有正相關。

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學校效能亦趨向越高。校長分布式領導

分層面中以「尋找分散時機」的相關最高，代表校長在分派工作時候，必須在重

大場合公開說明，對於學校效能有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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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力為

62.5%。因此可透過校長分布式領導的強度，預測學校效能。

二、研究建議

（一）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1. 訂定獎勵辦法、提供多元進修管道激勵教師參與分布式領導研習活動

校長分布式領導能預測學校效能。表示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效能有正向

的幫助，站在行政支援教學的立場，教育行政機關應辦理相關研習與教師進修活

動，使學校內的教師對於分布式領導的理論與應用運作能更一致，熟悉分布式領

導的運作，以促進教師引領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業成就。

2. 適時適當整併小班小校，透過同儕競爭提升學習成就

研究中發現6班（含）以下規模學校教師對於學校整體效能知覺很高，對於

學生學習成就也相當重視，但可能礙於班級學生同儕太少，無法激勵學生向上

學習，班上同質性太高，無法提升課業表現，因此，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適

時、適切整併小班小校，使班級人數增加，同時提升孩子的競爭力。

（二）對國民小學行政人員的建議

1. 鼓勵鼓勵女性擔任行政職務，強化分布式領導知覺

國小教師場域裡面，女性教師比例仍較男性為高，但男性教師知覺分布式領

導卻比女性教師高，且實際擔任行政工作教師以男性為多，且本研究發現男性教

師較女性教師對於學校效能的知覺為佳，可能的因素男性教師兼任行政業務的機

會較多，直接感受學校效能的高低，建議學校多採用或鼓勵女性教師兼任行政業

務，發揮女性溫柔、溫和的處事特質，強化行政管理績效。

2. 培育學校規模為7-18班型學校的組長領導知能

本研究發現學校規模為6班（含）以下小型學校較7-18班型學校知覺學校效

能為佳，建議培育學校規模7-18班型學校兼任組長的教師，延伸學校行政能量，

以提升學校整體效能。

3. 學校行政輪流擔任，強化行政管理績效

由本研究得知，教師兼主任在行政管理績效層面高於一般級任教師，當前行

政人員大環境欠佳，老師紛紛想要擔任導師的工作，建議行政人員採取輪流擔任

的方式，使學校行政工作勞逸平均，提高對學校認同程度，進而培養領導人才。

4. 行政安排週三講座所有成員輪流擔任講師，專業對話，提升教學效能

透過週三進修方式，提供老師擔任講師的機會，培養小組領導人，與教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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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相互觀摩教學技巧，互動教育理念，以提升教學成效。

（三）對教師的建議

1. 強化同儕合作，提升教師專業

本研究發現，學校規模為6班（含）以下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有高度知

覺，且該規模學校教師重視教學品質，因此建議申請教師專業發展計畫，擴大合

作內容與方式，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2. 增進教師的專業互享，促進教學合作行為

本研究發現，在學校效能的層面中，教師對於教學合作層面的知覺較少，可

見教師對於共同合作的教學乃有待加強。教師們亦應多多分享彼此的教學心得，

與同儕合作，促進彼此間的教學合作行為，教師同僚也應不吝提供本身專長與能

力，來改善其他同僚的專業能力，藉以獲得相互的學習與溝通協助。

3. 成立專業社群、讀書會

透過行政人員申請專業社群或讀書會，提供老師專業對話成長契機，利用

週三下午進行專業對話與成長，透過網路社群發表成果、交換意見，提升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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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析責任領導，藉由責任領導的探析，一方面瞭解責任領導的

概念，一方面將其概念，作為校長領導的參考。本文首先探析責任領導的發

展背景，其發展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環境、生態環境與道德環境中，因此校長

領導必須將相關利害人納入。接著，本文探析責任領導概念，其主要的概念乃

是強調利害關係人、建立核心價值、善用倫理領導及著重永續發展。因此，校

長在領導上必須扮演願景者、管理者、服務者與公民者的角色。在領導上必須

認知責任角色、建立社會關係、進行道德領導、兼顧社會責任以及著重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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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e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the Implication on Principal Leadership

Chih-Hao Hu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analyze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the implication on Principal Leadership. First, we investigate Responsi-
ble Leadership background. The reason why the Responsible Leadership 
will develop is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takeholders. Second, we review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We discover that the policy focus on 
stakeholder, core-value, ethical leadership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sum up, principal has to play the Visionary, Steward, Servant, Citizen 
role and focus on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ethical leadership, social respon-
si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Stakeholder, Princip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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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領導者置於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環境、生態環境與道德環境中，使其領

導非只在於組織本身。亦即，領導者必須著重於社會生態網絡，其發展需兼顧社

會責任。因此，責任領導概念便逐漸產生。

責任領導（Responsible Leadership）是多層次（multilevel）的領導（Edward 

＆ Ellen, 2011；Maak ＆ Pless, 2006；Stone, 2014；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08）。亦

即，責任領導所重視的不僅是組織本身，而包含利害關係人。除對組織發展負責

外，更需對社會負責。是以，在利害關係人的社會脈絡中，責任領導人需要兼顧

利害關係人利益。

今日，在教育系統中，與教育相關的部份以不限於學校校長。更甚者，其是

擴及家長與社區等利害關係人（Stone, 2014）。當前，校長在領導學校時，為了

讓學校永續發展，必須與在地作結合，共同發展適合學校的課程。此外，學校所

培育的人才與當地社區有關，因此，家長及社區民眾對教育有相當的重視，故，

會不斷提出建議，若學校不予支持，家長與社區民眾不但不予支持，更甚者，進

行對學校政策之反對，或將學生轉學，使學校政策難以推展，甚至，學校人數不

斷降低（Stone, 2014）。因此，教育領導者所為之決策需兼顧社會責任，亦即將

利害關係人納入考量。將家長或社區民眾的意見納入考量，使學校發展能最適於

當地文化，培育當地合適人才，如此才能使學校永續發展。

基於社會網絡或利害關係人存在於教育系統內，且其影響著學校的發展。

因此，教育領導者需要為其負責。因而在教育領導中便需將利害關係人納入學校

發展環境中，施行責任領導。為使責任領導能落實於教育領導中，以協助教育發

展，本文將進行責任領導探析。然，責任領導多用於商業中，運用於教育領導鮮

少矣，故本文藉由閱讀相關文獻，探析責任領導的概念，進而提出適合於教育體

系的責任領導，並提出其對校長領導的啟示。希冀教育領導者能善用責任領導，

以協助教育永續發展。

貳、責任領導（Responsible Leadership）背景與概念

一、責任領導背景

責任領導存乎於四個環境中，即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環境、生態環境與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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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Alan, 2013；David, 2011；Stone, 2014；Maritz et al, 2011；Philip, Derick & 

Brad, 2010）。亦即，責任領導的概念係在此四個環境下發展而成：

（一）經濟環境

責任領導係置於經濟環境下，亦即，需要追求利益以讓組織成功。在經濟環

境中，領導者需要對組織成功負責（Alan, 2013；David, 2011）。因而，領導者

需要追求價值創造，藉由價值創造以追求組織利益，進而創造組織成功。

然於當代社會中，領導者除追求本身價值創造外，更需著重整體健康創造。

亦即，於追求組織利益中，亦須考量社會利益。當代的經濟環境，非是單一環境

而是多元環境，在多元環境中，其利益的著重不能僅係在於組織本身，更要考量

「他者（others）」利益（interest）。

質言之，於當代經濟環境中，利益追求是領導者的核心概念。領導者需追尋

本身組織利益，以讓組織成功。然除本身組織利益追尋外，於當代經濟環境下，

他者的利益亦須有所考量，亦及兼顧他者利益。兼顧他者利益在經濟環境中係指

組織在不損及他人利益下進而追尋自我發展。故，領導者在經濟環境中，必須對

本身與他者利益負責。

（二）社會政治環境

當今領導者置於社會政治環境中。領導者必須對社會負責。在社會政治環

境中，浮現的議題是與社會網絡的溝通與協調（Alan, 2013；David, 2011；Stone, 

2014）。因此，領導者必須著重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觀點，亦及對利害關

係人負責。

組織不再是單一發展，其與社會脈絡相結合。因而，需與利害關係人建立夥

伴關係。將利害關係人觀點整合進組織發展中。如此，組織在行動時，便能兼顧

利害關係人利益。

換言之，當代領導者置於社會政治環境下，利害關係人跟組織發展有所相

關，因而組織在發展時，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將其觀點納入，並與其協調

溝通。如此，組織發展便能兼顧社會脈絡，進而獲取支持，最終達到永續發展目

標。

（三）生態環境

領導者當今係置於生態環中。所謂生態環境係指其經營必須朝向永

續發展觀點。因此，在生態環境中，領導者所強調的是組織發展的永續性

（sustainability）（Alan, 2013；David, 2011；Maritz et al, 2011）。亦即，在生態

環境中，領導者需要為組織長期永續發展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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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領導者在領導組織時，須採行長期觀點並將視野擴大，讓組織能適應

未來變動社會而存活。然長期觀點的視野必須涵括所有人的利益，故，在生態環

境中，利害關係人對於組織有相當影響性。因為組織決策中，一旦利害關係人的

利益遭受嚴重損害，則位於生態環境中的組織，將無法永續發展。

質言之，領導者位於生態環境中。其組織成功與否視組織是否與環境共榮共

存而定。若組織可以採行長期觀點，其發展與利害關係人利益能相互平衡，則組

織政策將能符應未來變動社會，進而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四）道德環境

領導者於當今所面臨的環境為道德環境。在道德環境中，領導者與組織成

員所為皆需合乎道德或倫理（ethics）規範。組織成長除經濟環境下追求的利益

外，為使組織永續發展，組織行動必須合乎倫理規範（Alan, 2013；David, 2011

；Maritz et al, 2011）。

因此，在道德領導中，領導者必須信守道德倫理信則。強調作為的倫理性。

故，領導者需要為行動中的倫理守則負責。領導者除本身要成為一位道德人

外，更需將倫理信則傳遞給組織成員，形塑倫理組織文化。進而使組織在合乎倫

理道德的規範下發展。

簡言之，領導者當前所面臨的環境為道德環境。因此，其行事作為必須遵守

倫理道德規範。進而在追尋組織發展的過程中，亦能兼顧社會倫理道德，進而在

兼顧社會生態環境下，讓組織能永續發展。

責任領導的背景以表1示之：

綜合言之，責任領導乃置於經濟、社會政治、生態以及道德環境中，因此領

導者除強調與利害關係人關係建立外，更須強調社會責任重視以及倫理規範。使

其最終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二、責任領導概念

責任領導（Responsible Leadership）的概念由兩個部份組成。即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及領導（leadership）。在社會責任方面，強調與相關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合作與連結。在領導方面，則強調建立核心價值

（core-value），利用道德或倫理領導（Ethical leadership），引導組織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David, 2011；Jonathan& Stephen, 2005；Edward 

＆ Ellen, 2011；Maak & Pless, 2006；Stone, 2014；Maritz et al, 2011；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08）。因此，責任領導有四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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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調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當代社會是一個變動的社會，領導者不能只是為組織外部成功負責。在複雜

的社會系統中，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因素，即是「多方關係（multirelationship）

」。Maak與Pless（2006）認為責任領導是一種關係與倫理的現象，該現象會發

生互動的社會過程中。該互動包含領導下的影響者與被影響者、目的中的利害

關係以及領導關係的願景」。Alan（2013）也認為責任領導是一種多層次現象

（multilevel phenomenon）。該現象包含個人、群體以及組織。該領導強調領導

效能、倫理行為、尊重利害關係人並在經濟、社會與環境中持續實踐。

因此責任領導人必須從中心（center）領導，從內部的領導觀點轉換為廣泛

的領導視野，將自己視為一位編織者（weaver），著重於關係建立而非個人權

利。審視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將其需求納入決策評斷中。如此，所為之決策在消

極面而言，可以消除對立者。積極面而言，可以得到利害關係人支持，進而促進

政策推行，讓政策順利推展。

在教育中，其利害關係人層面甚廣。在學校內部而言，其利害關係人包含

學生、員工、教師及校長等。就學校外部而言，家長、社區民眾、社工師、民眾

與官員等都是與教育有關的利害關係人。在教育上，若能與此關係人建立良好關

係，了解利害關係人觀點與需求，其教育政策不會再囿於一面，進而發展最合適

的教育政策，讓學生能有所發展。

（二）建立核心價值（core-value）

Edward與Ellen（2011）指出核心價值是責任領導的核心概念。責任領導

中，有三個核心價值，即責任（responsibility）與永續（sustainability）。

在責任價值中，有兩方面，一為對於個人的價值（individual value），一為

對於社會的價值（social value）。對於個人價值方面，領導者需要以倫理領導

（Ethical leadership）或道德領導（Moral leadership）方式，在領導過程中遵守

道德原則，引領組織成員作出合乎倫理規範行為。對於社會價值方面，領導者必

須考量利害關係人需求。亦即，領導者必須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瞭解利害關

係人需求，進而與利害關係人作良善回應。

在永續價值中，領導者必須建立永續發展的願景，讓成員依循願景讓組織

永續發展。於此價值中，領導者必須著重於開放系統，將內部因素、外部因素以

及與環境因素納入領導或政策決定思維。使組織適應變動的社會，進而能永續發

展。

在教育中，責任領導中對於個人的責任價值在於領導者或個人能在道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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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事。教育為非營利組織，因此，教育活動或政策推行必須合乎倫理準則，若

能信守責任價值，便能合乎「教育（education）」概念，進而使教育政策或活動

能在學生學習上發揮成效。另外，在對於社會的價值中，教育必須與利害關係人

建立關係，進而瞭解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以便在政策決定中能有效回應利害關係

人需求。此外，教育是長期發展的活動，因此，領導者需要信守永續價值。在所

有活動或政策制定上，必須多面向考量，進而使其活動或政策能真正達到學生適

應社會變動的成效。

（三）善用倫理領導（Ethical leadership）

Treviño等（2000）指出責任領導最終存在於兩個關鍵處：一個是領導者成

為道德人的願景；另一個則為成為道德領導人的願景。領導者首先須要讓自己先

成為一具備道德行為的人，因此，在責任領導中，領導者必須先提升自我層次，

讓自己成為道德人。接著，以本身道德人為出發，引領組織成長。亦及，成為一

位道德領導者，利用道德方式領導組織成長。

有了道德聲望，除了成員有更高的意願為組織犧牲外，更可以提升整個組織

中道德行為。因此，領導者必須著重組織內對於倫理與價值的注意。由於倫理與

價值可以指引組織成員行動方向，因而組織在運作時，必須仰賴倫理與價值的上

位概念。然組織成員並非都可以依循倫理價值做事，因此，領導者需要引起組織

對於倫理與價值的注意，並引導成員依循倫理價值做事，以提升組織成效。

在教育中，領導者在領導過程中需依循倫理準則。許多教育活動或政策的焦

點乃在於「人（human being）」，因此教育上，領導者需要引導組織成員，遵

循倫理或道德規準，以讓其教育決定或政策更能符應教育目的。然而，身為一位

倫理領導者前，領導者本身需具備倫理或道德準則，提升自我層次。如此，在組

織與成員上會產生效果。在成員中，成員對於組織會有所承諾，進而願意為組織

犧牲。對於組織而言，領導者可以藉由倫理價值引導，引領組織依循倫理價值從

事教育行動，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教育成效。

（四）著重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鑒於當代領導的開放系統，領導者不只是著重於內部組織。領導者在開放系

統中，必須兼顧外部環境，讓組織運作可以適應當代社會，以長期發展（Kevin 

＆ Michael, 2011）。因此，在責任領導中，領導者在開放系統下，所追尋的不只

是短期利益，更是長期的成效。

領導者為讓組織永續發展，需要著重二大面向。即願景目標與方法手段。

在願景目標上，領導者必須引導組織成員共同發展組織願景（share vision）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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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讓領導者與組織成員依循組織願景或目標行事。然在發展願景目標時，必須

有兩項要點需要注意。即依循倫理準則與採取廣泛且長遠的視野。如此所發展之

願景才具適當性。此外，在方法上，必須以公平（fair）、誠實（honest）以及合

作（Corporation）的方式為之。亦即，要讓組織永續發展，領導者必須與利害關

係人建立關係，以公平與誠實態度，與利害關係人合作。如此一來，所推行之策

略就可以協助組織適應變動社會，進而促進組織永續發展。

在教育中，永續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領導者必須與其成員共同發展

教育願景，讓成員能依循教育願景行事。然願景必須要以倫理準則為基礎，讓所

有成員在倫理準則基礎下行事。此外，領導者或成員必須以廣泛且長遠的視野擬

定願景，才能讓教育長久發展。因此，在領導方法下，一位教育領導者必須與學

校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關係。此良好關係是以公平與誠實為基礎，讓利害

關係人願意與學校合作，進而共同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戮力。

其責任領導的概念可以圖1示之：

圖 1：責任領導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1：責任領導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述及圖1可知，所謂的責任領導是領導者藉由核心價值建立、倫理領導

以及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促使組織在開放系統下能永續發展。因此，責任領

導與傳統領導的不同處在於責任領導者必須將自己置於社會的開放系統中，著重

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建立，並採行長期觀點，讓組織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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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責任領導（Responsible Leadership）角色與實踐

一、責任領導下的領導角色

責任領導的領導者必須扮演四種角色，即願景者（Visionary）、管理者

（Steward）、服務者（Servant）與公民者（Citizen）（ Maak ＆ Pless, 2006

；Stone, 2014）。

（一）願景者（Visionary）

責任領導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想像所需未來，即要確認未來所要達成目標。組

織成員與組織需要有願景作為行事指引。因此，在責任領導中，領導者扮演著願

景者（Visionary）角色。藉由願景發展，引領組織成員與組織方向。

責任領導所發展願景與一般傳統領導願景發展有所不同。責任領導的領導

置於利害關係人網絡中，因此，該願景乃係植基於組織成功與社會網絡平衡。

亦即，願景的發展所強調的不再是單一的組織成功或社會福利。責任領導下的願

景必須著重組織成功與社會福利間的平衡（balanced）。兼顧組織成功與社會福

利，使其不因追求組織成功，進而傷害社會福利。因此，在發展願景時，必須兼

顧社會網絡，將利害關係人納入。如此，可以參酌利害關係人的建議，進而在追

求組織成功時，亦能兼顧社會性。Maak與Pless（2006）指出，領導者為促進願

景過程負責，而非出賣（selling）預定（pre-defined）的願景。願景必須是在與

利害關係人共同討論中發展而出。

領導者在身為願景者的角色中，領導者必須同時身為一位說故事者

（storyteller）與賦予意義（meaning enabler）者。亦即，領導者必須藉由說故事

的方式，與成員溝通組織願景，並讓願景對於組織有其意義。如此，與利害關係

人所共同發展的願景，在願景意義化及領導者的溝通下，成員會願意共同致力於

組織的願景發展。簡言之，有意義的願景在領導者透過面對面（vis-a-vis）說故

事的方式，能有效傳達給組織成員，讓組織成員願意為組織發展戮力。

（二）管理者（Steward）

基於社會的複雜性、不確定性、改變與價值衝突，領導者必須用全面的視野

面對此項挑戰。領導者必須有能力處理利害關係人期望與道德兩難間的衝突。基

於此，領導者所需採行的策略便是成為價值與資源的管理者（Steward），維護

組織所信守的價值。因而，領導者成為是保護個人與專業健全的堡壘。質言之，

領導者必須成為管理者的角色，維護所信任的價值的管理工作（Stew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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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價值的管理外，在責任領導中強調的乃是社會網絡，因此責任領導者必

須了解自己是社會、道德及環境價值與資源的管理者。領導者需了解自己所管理

的價值與資源乃包含社會價值、道德價值以及環境價值。因此，其價值管理非只

囿於組織價值，更需考量利害關係人社會價值。然除有聲的利害關係人外，領導

者需考量無聲（voiceless）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即環境與下一代（Maak & Pless,  

2006）。環境與下一代不會發聲，因此，責任領導者需將其價值納入考量。

此外，由於社會的複雜性，領導者必須面對變動的社會，因此，管理工作的

社會特質為變動社會中的責任領導提供基礎。首先，該社會特質在改變中，提供

領導者協助，如評估哪類的改變是必需的。如此，變動社會下的管理工作便有所

適從。第二，管理工作的社會特質，在變動的社會網絡中協助領導者處理利害關

係人價值、需求與利益衝突。讓利害關係人的價值與組織成功能相互平衡。

質言之，責任領導的領導者，扮演價值與資源管理者（Steward）的角色，

維護並保存價值。在策略上必須整合多元背景的價值，協助利害關係人發展關係

特質，進而在多元價值與組織成功中有所平衡。如此，領導者才能維護並有效保

存價值。

（三）服務者（Servant）

Maak與Pless（2006）指出領導並不是與領導者本身有關，而是與他所

服務的部份有關。因此在責任領導中，領導者必須施行僕人式領導（Servant 

Leadership）。以服務的理念，重視精神層面，引導組織成長。

因此，在責任領導中，領導者所秉持的理念乃是「服務（Service）」。然

服務的對象不限於內部利害關係人，更包含其他的利害關係人。領導者需以關注

（attentiveness）與謙遜（humility）的態度，富含意願去關懷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與需求。因此，身為一位服務者（Servant），領導者重視的是整個社群或社會網

絡而非明星化的個人，故領導者的功績不明顯。

質言之，在責任領導中，領導者以服務的精神，引導組織發展。領導者著重

的是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兼顧，即社群的發展。因此，在責任領導中，領導者的

功績不顯著，顯著的是相關利害關係人或組織成員的發展成果。

（四）公民者（Citizen）

Maak與Pless（2006）指出調和組織成功發展與社會健康的方式乃在於公民

行為的推行。因此，在開放系統下，領導者必須兼顧組織發展與社會網絡。領導

者需成為一位公民者（Citizen）角色，將社會網絡健康納入組織發展中。

身為一位公民者，領導者不能將利害關係人視為「外人（alien）」而是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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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人是為「聯盟（alignment）」。領導者須將利害關係人整合進系統中，以

兼顧社會網絡健全發展。只是領導者不是一昧聽取利害關係人需求，而是將其需

求納入組織發展的考量。最終目的不是偏向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或組織成功，而是

「平衡」兩者。如此，組織可以在社會健康的網絡下邁向成功。

質言之，責任領導領導者需要成為一位公民者（Citizen）。兼顧組織成功發

展與社會網絡健康。因此，領導者需將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整合進系統中。參酌利

害關係人需求，在社會網絡健康的基礎下，引領組織邁向成功。

責任領導角色可以圖2示之：

 

圖 2：責任領導角色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Stone(2014) 
 

責任領導角色內涵可以表 1示之： 

 

表 1:責任領導角色內涵表 

角色 內涵

願景者

(Visionary)
1.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發展願景

2.將願景以面對面溝通方式傳達給成員

管理者

(Steward) 
1.維護與保存所信任價值

2.維護與重視利害關係人社會價值

服務者

(Servant) 
1.施行僕人式領導

2.服務利害關係人

公民者

(Ctizen) 
1.重視利害關係人與社會網絡

2.平衡組織發展與社會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圖 2 與表 2 可知，責任領導下，領導者的角色首先要成為一位願景者

(Visionary)，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發展願景後，接著需要扮演管理者角色(Steward)，
維護組織價值與社會價值。在策略上，則必須扮演服務者(Servant)與公民者角色

(Ctizen)，以僕人領導的方式，服務內外部利害關係人，並將組織發展納入社會網

10 

圖2：責任領導角色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Stone (2014)

責任領導角色內涵可以表1示之：

表1 責任領導角色內涵表
角色 內涵
願景者

（Visionary）
1. 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發展願景
2. 將願景以面對面溝通方式傳達給成員

管理者
（Steward）

1. 維護與保存所信任價值
2. 維護與重視利害關係人社會價值

服務者
（Servant）

1. 施行僕人式領導
2. 服務利害關係人

公民者
（Citizen）

1. 重視利害關係人與社會網絡
2. 平衡組織發展與社會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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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2與表2可知，責任領導下，領導者的角色首先要成為一位願景者

（Vi s i o n a r y），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發展願景後，接著需要扮演管理者角色

（S t e w a r d），維護組織價值與社會價值。在策略上，則必須扮演服務者

（Servant）與公民者角色（Citizen），以僕人領導的方式，服務內外部利害關係

人，並將組織發展納入社會網絡中，使組織發展與社會網絡健康有所平衡。質言

之，無論扮演何種角色，責任領導中的領導者必須著重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與價值。

二、責任領導實踐

責任領導的實踐須由領導者認知並肯認社會責任概念，知道其在責任領導中

的角色後進而發展合作願景、經營社會責任、追尋績效表現、溝通社會責任、賦

予成員權力、跨越組織邊界以及進行倫理行動（Philip, Derick＆Brad, 2010）。亦

即，領導者在責任領導實際實踐中有八項行動：

（一）認知責任角色

領導者首先要認知其責任角色。亦即該對誰負責。在責任領導中，領導者不

僅是對組織成功而負責。更甚者，需要對利害關係人負責。因此，領導者需要將

自己至於社會網絡中。在追求組織成功時，必須要與利害關係人的利益相平衡。

使其發展不戕害利害關係人利益。

因而，一位教育領導者需認知自身乃至於社會網絡中。於決策時必須考量教

職員、家長或社區民眾的利益。亦即，所要負責的是平衡學校成功與利害關係人

利益。讓兩者可以平衡發展。

（二）發展合作願景

領導者在認知其在責任領導中的角色，即平衡組織成功與利害關係人利益。

領導者必須發展合作願景。亦即，與利害關係人合作，以此為基礎，進而發展策

略及政策。然其合作願景並非完全聽從利害關係人，而是以平衡兩者利益的發展

下進行合作。

因而，教育領導者必須與利害關係人共同發展合作願景。藉由參與式領導，

知悉利害關係人觀點，進而促進學校發展。而其利害關係人不僅指家長或社區民

眾等外部關係者，其教師或行政人員等內部關係者亦包含在內。在與利害關係人

合作後，在平衡的基礎下，學校才能永續發展。

（三）經營社會責任

在與利害關係人發展合作願景後，領導者必須經營社會責任。所謂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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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是指其組織發展必須兼顧社會發展，不違背倫理道德。因此，領導者必須與利

害關係人建立良好關係，其所平衡的利益在於不戕害利害關係人或不違背社會規

範。簡言之，領導者需與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關係，進而在組織發展中，兼顧社

會發展。

因而，教育領導者於發展教育政策時，需經營社會責任。亦即，教育領導者

需與教師、家長及社區民眾等建立良好關係。進而在發展教育政策時，能考量此

些利害關係人觀點，使其政策能兼顧社會倫理規範。

（四）追尋績效表現

領導者在責任領導仍須追求績效表現。然績效表現必須以社會責任關係為基

礎發展。領導者在社會責任的基礎下，以「回饋（feeback）」的觀點追求績效責

任。組織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因此，藉由回饋的歷程，組織可以了解

哪些須要調整或修正，進而精進組織本身。最終組織得以永續發展。

因而，教育領導者必須在社會責任的基礎下，以回饋的觀點，追尋績效表

現。教育領導者的教育政策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藉由家長、教師或社區民眾的

回饋，教育領導者可以知道教育政策的問題點，進而作調整。如此，教育才能真

正協助學生成長。

（五）溝通社會責任

領導者除認知本身置於社會網絡外，亦須讓組織成員了解，其組織不是獨立

個體，而是與社會的結合體。因此，領導者可以藉由三個方法，將其社會責任觀

點傳遞給組織成員了解。首先，領導者可以藉正向溝通方式讓組織成員了解，如

告知組織成員當前組織是置於社會網絡，若可與社會平衡發展，則其組織在社會

網絡支持下，更能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接著，領導者可以於平常的組織目標中融

入社會責任觀點，讓組織成員了解，每項行動在社會網絡中都相當重要。最後，

領導者可以將其社會責任與組織成員利益相結合，讓組織成員了解，社會責任與

組織成員本身的利益是緊密結合的。

因而，教育領導者必須讓教師或行政員工等了解教育是置於社會網絡的脈

絡中。故教育領導者可以藉正向溝通，讓教師或行政員工了解，當前教育發展必

須在社會脈絡下進行。當社會網絡中的家長或社區民眾開始支持教育政策後，學

校便能去除反對力量進而永續發展。接著，教育領導者可以將社會責任觀點融入

教育目標中，使其教師或行政員工認知到要達到教育目標，必須與社會網絡所平

衡。最後，讓教師或行政員工了解，社會責任與其本身利益乃相結合。藉由家長

或社區力量的支持，教師或行政員工在學校中可以展現教育專業，而不會有所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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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賦予成員權力

領導者在責任領導中需賦予成員權力，藉由增權賦能（empowerment）讓成

員可以參與領導決策並提供組織發展觀點。然賦予成員權力的前提必須要不斷發

展成員能力。亦即需要讓成員不斷學習成長，讓成員有能力去參與組織決策。若

組織成員未進行學習，而賦予其權力，則會讓組織困於成員的窠臼中。

因而，教育領導者在賦予成員權力前，必須讓成員有專業成長。因此，教育

領導者需要舉辦知能研習，讓成員在教育知能中不斷精進。如此，賦予成員權力

後，成員便有能力整合教育知能與社會變革，讓組織決策發展合於社會發展，進

而永續發展。

（七）跨越組織邊界

領導者在責任領導中需要跨越組織邊界。該組織邊界係指傳統的那道牆

（Philip, Derick＆Brad, 2010）。當社會脈絡已對組織有所影響時，領導者必須成

為領頭羊，帶領組織成員跨越組織邊界，即傳統的那道牆。因此，領導者在組織

發展的策略中，必須重視「特殊計畫（special project）」。亦即，領導者必須將

許多因素考量在內，包含社會網絡。

因而，教育領導者必須跨越傳統教育的牆。重視特殊計畫，將影響教育政策

的許多因素，包含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因素考量於內。如此，該政策才能合乎社

會規範，進而獲取利害關係人的認同及支持。其教育政策便能永續發展。

（八）進行倫理行動

最終，領導者與其成員必須進行倫理行動。亦即，其行動必須合於倫理規

範。領導者不在只是為個人或組織負責。取而代之的是，領導者須為社會負責，

因而行動時才需要合乎倫理規範。而所謂倫理規範係指領導者所為之行動必須與

社會生態利益相平衡。使其社會生態不會遭受破壞。

因而，教育領導者所採行的教育行動必須合乎倫理規範。在進行教育行動前

須檢視其行動是否與社會生態相平衡。亦即，其教育行動，除對學校有利外，是

否對學生、家長或其他社會關係人有利，且不戕害其利益。如此，教育行動才真

正達到教育目標，亦即協助學生成長並促進社會發展。

簡言之，責任領導者在責任領導的實踐中，必須先認知本身是置於社會脈絡

下的角色。因此，必須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經營其社會責任關係並與其發展

合作願景。而在組織中，必須讓組織成員了解其係置於社會網絡中。讓成員以社

會脈絡為基礎，賦予成員權力，讓成員可以參與決策。然其於賦予權力前必須協

助成員專業成長。最後與領導者以倫理行動、組織跨越觀點以及績效責任追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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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織發展的基礎。

肆、責任領導在教育上實務――以Grange中學為例

在教育實務中，Stone（2014）針對責任領導在學校實施成效進行實務上的

研究，因此藉由Grange中學責任領導的實施，說明責任領導在教育領導中的實際

成效：

一、背景

Grange中學於1968年成立於英國西北部的奧耳丹（oldham）。該中學目前

有超過90%的學生為亞裔，而有三分之二的學生須受午餐免費補助。Grange中學

原本是奧耳丹的旗艦學校。其為一所傳統學校，因而學生組成是白人。然在1970

年代晚期與1980年代早期，由於人口移轉以及移民，導致學校開始經歷衰敗。

1996年時，Grange中學幾乎未能達到英國教育標準局（Ofsted）的滿意度

檢驗。當時，只有15%的學生在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CSE）考試中達到C級以上程度。

有鑑於學生多為亞裔與弱勢學生，以及在達到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中

達到C級以上程度的學生只有15%，因此，他們形成一個新的團隊，目的在於藉

由責任領導以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二、Grange中學中的責任領導實施

Grange中學的校長主張領導是團隊的一部份，因此在願景決定上讓所有教職

員工共同參與。目的在於讓每個人都有權力表達自己的觀點與利益。因此，該校

長在願景上的領導非為獨立，其為整合的概念。藉由教職員的參與，讓教職員的

利益傳遞給校長了解，並將其整合，發展為學校願景。也因此，Stone（2014）

訪問教師的結果顯示，大部分教師表示，由於學校願景他們的利益有相關性，因

此教師願意戮力於學校願景發展。

願景建立後，Grange中學的校長發展以信任與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其維護

方式是藉由與教職員溝通時，將此核心價值除傳遞給教職員，讓教職員支持並加

以實行。故，Stone（2014）訪問教師的結果顯示，大部分教職員工願意信任學

校，並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責任，進而讓學校永續發展。

Grange中學的校長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因而針對家長與學生調查學生

學習興趣。並依照其興趣作課程改變。原先線性的課程規劃改變為模組化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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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Stone（2014）訪問教師的結果顯示，學生與家長相當滿意模組化課程，且

學生的學習成效確實有所提升。

Grange中學的校長除本身調整課程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外，亦引進外部資

源，協助學生學習成效。亦即，該校長將教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結合。藉由

家長或社區與教職員知識的交流，增進教職員專業知識及學生學習觀點，進而能

針對Grange中學的學生進行學習成效的提升。而Stone（2014）訪問教師的結果

顯示，藉由與社區的交流，教職員知道學生學習低落的具體原因，因此可以針對

此原因，設計相關策略，以真正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也可以讓Grange中學的學生

在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中，達到C級以上程度的學生可以有所增加。

三、Grange中學中的責任領導實施成效

由於Grange中學的校長在1997年開始施行責任領導，1997至2008年此十年

間，學生在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中有顯著提升。達到C級以上程度的學生

從原本的15%提升至71%。此外，Grange中學在2002年被指定為視覺藝術學校，

而在2004年時獲得地區美術獎，並在2005年成為視覺藝術學校中表現最好的學

校。

質言之，原本Grange中學學生的學習成效低落，因而，新的Grange中學校長

採行責任領導，藉由對利害關係人負責的觀點，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因此，該

校長在內部關係人方面，以共同發展學校方式建立願景與策略，並與外部關係人

結合，以讓教職員能直接了解學生學習低落原因，以便有效針對其原因施行提升

策略。因此，Grange中學改變學習課程模組，此項改變不僅提升學生在英國普通

中等教育證書考試中的表現。其亦讓Grange中學成為視覺藝術學校中表現最好的

學校。

伍、責任領導在校長領導上的啟示

一、校長領導規劃

（一）兼顧社會責任

校長在學校發展下，必須兼顧社會責任。學校與營利組織不同，學校發展

除追尋本身利益外，亦需兼顧社會責任。亦即，校長在尋求校務發展時，必須與

社會網絡結合，即考量社會責任，不破壞社會生態，需與社會相輔相成。如，學

校若想推動服務學習，可與社區做結合，進行社區清掃活動，以教師帶隊方式進

行。而只指定學生要找一家做社區清掃，以此指定方式，將造成社區困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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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服務學習可配合教師帶隊做社區清掃，與社會網絡結合。其學校服務學習策

略便容易推展。

（二）著重永續發展

學校發展具長期性非短期性。因此，校長在學校發展中應強調永續發展。校

長在責任領導中強調重視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等利害關係人及社會責任。其最終

目的在於使學校發展的視野擴大，而不囿於一角。如此學校發展在兼顧社會責任

下，社會網絡會給予學校更多支持與支援。如，學校課程發展需要參酌教職員、

學生、家長及社區的觀點。使其課程發展具多元性，以服應多元變動社會，進而

讓學校發展能持續下去。質言之，校長在學校發展中，需要以更寬廣的視野來發

展學校，因此，社會責任性或利害關係人利益必須有所兼顧。

二、校長領導角色

（一）認知責任角色

校長首先需認知責任角色。校長在領導學校前，需要先知道其位於社會網絡

中，因此，校長在學校的領導需要對利害相關人負責。因而，校長要先扮演願景

者角色，藉由參與式領導，與教職員共同發展願景。接著，校長需扮演管理者角

色，需維護與保存學校核心價值。此外，在社會網絡中，校長需要扮演服務者與

公民者角色。校長除為學生及教職員服務外，針對外部利害關係人，即家長與社

區，亦需要提供服務。因此，校長在做決策時，必須考量利害關係人利益，使其

學校政策發展與社會利害關係人利益相平衡，進而獲得利害關係人支持，而協助

學校永續發展。

 （二）扮演道德典範

校長為兼顧社會責任，因而校長在領導時必須施行道德領導。首先，校長要

先成為一位道德人，作為模範以領導學校。接著，便引領學校成員在符合道德規

範下行事。如，學校校慶有經費需求時，非利用不合適管道進行解決。相反地，

校長需引領成員，確實列出學校校慶尚有哪些需要補助，進而尋求方式解決。其

方法可以請局內補助或是請議員協助捐款。簡言之，責任領導中，校長必須引領

成員在行事中能符合倫理規範，使其行事具合適及合法性。

三、校長領導作為

（一）建立社會關係

利害關係人對學校發展相當重要。因此，校長應該要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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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亦即，校長需要與家長及社區建立關係並維持關係，進而在兼顧家長或社區

的利益下，作為學校發展的基礎。然其所謂的建立關係的目的乃在於兼顧社會責

任。故，校長在學校發展中，要著重家長與社區的關係建立，進而讓家長與社區

支持學校發展，且其最終乃是兼顧社會正義與責任，使學校發展能兼顧家長或社

區的利益。

（二）發展合作願景

校長與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後，便可與其共同發展合作願景，將利害關係

人的意見共同納入學校願景發展，進而使未來學校計畫推動能獲得利害關係人

支持，進而使計畫順利推行。然此合作願景之發展不是完全聽取利害關係人之意

見，而是以學校學生發展為首要考量，進而共同討論出讓學校永續發展的願景與

計畫。

簡言之，在責任領導的領導規劃中，校長必須要考量社會責任與學校永續發

展的觀點，以此為基礎，在角色上認知本身領導角色並扮演道德引導的角色。最

終在作為上能藉由建立社會關係及合作願景之發展，參酌利害關係人之建議，發

展是合學校之願景。

伍、結論

責任領導的興起主要基於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環境、生態環境與道德環境。

環境中，領導者必須對社會負責，即重視社會責任。因此，領導者必須了解組織

本身係置於社會脈絡下，所有決策都必須與社會相輔相成。

因此，責任領導者與其他領導者不同處在於其必須扮演公民者角色。須重視

社會網絡與利害關係人。更甚者其發展需與利害關係人的利益相平衡。接著，領

導者本身需要藉由道德或倫理領導協助成員以倫理規範為基礎而行動。如此，其

組織才能達永續發展目標。

責任領導雖多為業界所為，然Stone（2014）針對教育上的責任領導進行實

證研究。在其研究的Grange中學責任領導實施成效可知，當領導者能著重社會

網絡，強調社會責任與利害關係人，則其社會生態會協助Grange中學學生學習成

長。簡言之，由Stone（2014）的研究中可以知道，責任領導不僅適合於教育領

導，更能確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因而，校長在學校發展時，可以施行責任領導，藉由責任角色認知、社會關

係建立、道德領導進行及永續發展著重，學校可以在兼顧社會責任下獲得利害關

係人支持，進而能適應變動社會而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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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遷臺後，對戰後臺灣地區而言，是百廢待舉，無論是政治上或是經

濟上，都力求社會安定與恢復各項生產力。在教育上，也不例外，其一是提高

國民教育的普及，以增進農工職業教育，其二則是加速培植高級專業人才與

各階段的師資。故本研究以政府遷臺後高等教育擴展的內涵與特徵為範圍，

採用文獻分析、文件分析等方法，目的以瞭解1950年代高等教育擴充的情形

與影響及評述，藉以探討此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性質與意義，及進一步研究的

參考。故本研究有幾點心得與之分享： 

1、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培養社會人力資源。

2、發揚民族精神，提高國民道德。

3、訓練公民自治及四權的行使。

4、普及科技智能，提升國防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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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nd Commentary on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in 1950s after the R.O.C. 

Government Ruled Taiwan: 1950-1959

Fwu-Der Pan

Abstract

As far as the R.O.C. government was concerned, the postwar Tai-
wan had many things waiting to be done, for instance both its politics 
and economy were striving for stability and production. What education 
asked for was to firstly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of national education as 
well as expand 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
ondly cultivate advanced professionals and teachers qualified for differ-
ent phases. In light of that, this study probed into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ent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after the R.O.C.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This study chose to ana-
lyze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higher education was expanded in 1950s and its influences. The final part 
of this study is the commentary serving as a witness of how significant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then could be, and also as references for fu-
ture studies.The experiences of this study were shared as following:

1.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to match up 
with the social demand on manpower.

2. To enhance national spirit and morality.
3. To train citizens to be self-governes and to exercise the four rights.
4. To universaliz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on national 

defnse.

Key words: Education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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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國民政府1949年播臺後，當時的情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世界列強

勢力重整；其次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峽兩岸因而形

成對峙局面。當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退出臺灣殖民統治，於是我政府展開接收

與全面重建工作。因此，1950年代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建設臺灣成為復興中華

的基地，以對抗中共大陸共產政權，俾延續國家民族的命脈及立足於世界，其歷

史責任是艱困的（李亦園，1984）。而國家的生存發展首重教育，教育在造就人

才，人才以中興為本。1950年代的中華民國處於存亡之秋，一則要讓人民生息，

一則要培養人才，以加速國家建設，是當時重大生存競爭與挑戰的時代。

教育是建國的基礎，必須與時俱進發展，以提升國人素質與社會的需求，讓

大家能滿足求知與生活。觀我政府遷臺各級教育推展，發現高等教育擴張的幅度

最大，由於每個社會對於本身的教育，都會做一些基本的選擇，然教育擴張政策

必須考量：誰將獲得教育機會？學校的任務是什麼？教育系統如何銜接與貫通？

教育經費如何籌措與運用？這些在在與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有密切關係，

因而論及政府遷臺初期高等教育的政策，仍應是價值的權威性分派，其中牽涉很

多的因素（張鈿富，1996），主要是因應經濟發展的不同的需要，擬訂有效的策

略，以促進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中國教育學會，1990）。

教育同時是國家文化的更新及傳遞遺產，教育與文化的關係密切，因此它

是存在於一個的動態環境中，無法自外於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脈絡（田培

林，1973 ）。因此，瞭解政府遷臺初期高等教育政策就要分析此五大因素對高等

教育的關係，此期的高等教育，包含大學院校與專科學校的教育。本研究採取文

獻分析﹑文件分析等方法，其研究目的在瞭解政府遷臺時高等教育發展為何？而

影響高等教育的環境因素是什麼？及從不同的角度去評析高等教育發展的事實現

象？所以本文論述主要分為：一、政府遷臺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情形；二、影響

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的因素是什麼；三、對本時期高等教育擴張的詮釋；四、

對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發展的評述。期藉探討此時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性質意

義，及作為爾後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貳、政府遷臺初期教育的發軔與高教的擴充

自1950年起，在往後十年之間，政府面臨戡亂建國，面對各級教育陸續在臺

灣地區實施，有相當顯著的效果，不僅鞏固了臺灣復興基地，並且為「建設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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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奠下良好的基礎。政府遷臺的教育政策是促進各級學校教

育發展與高等教育的擴充，從量的方面，由下列各表可以得知。 

表一 各級學校校數統計表

年
總
計

幼
稚
園

國
小

初
中

高
中

師
範

職
校

專
科

學
院

大
學

特
殊
學
校

初
中
補
校

高
中
職

進
修
學
校

1950 計
私立

1504
25

28
-

1231
-

66
6

62
13

8
-

77
5

3
1

3
-

1
-

2
-

5
-

18
-

1959 計
私立

2795
455

620
297

1757
52

91
10

135
41

10
-

109
22

8
3

7
5

7
1

2
-

15
10

34
14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表二 各級學校班級數統計表

年
總
計

幼
稚
園

國
小

初
中

高
中

師
範

職
校

專
科

學
院

大
學

特
殊
學
校

初
中
補
校

高
中
職

進
修
學
校

1950 計
私立

20,381
239

397
-

16,856
-

1,322
124

428
52

137
-

876
63

-
-

-
-

225
-

24
-

30
-

86
-

1959 計

私立

43,519

2,947

1,733

1,072

33,586

704

3,650

323

1,172

207

163

-

1,803

309

155

34

-

-

708
碩士

62
-

75

-

86
50

286
107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表三、各級學校學生人數統計表

年
總
計

幼
稚
園

國
小

初
中

高
中

師
範

職
校

專
科

大
學
學
士

大
學
碩
博

特
殊
學
校

初
中
補
校

高
中
職

進
修
學
校

1950計

私立

1054927

11560

17111

-

906950

-

61082

5910

18866

2502

5651
-

23211 初
11226高
1913初
861高

1286

374

5374

-

5碩
-博

-

384

-

1122

-

2659

-

1959 計

私立

2212588

132638

73235

40661

1777118

34783

177842

17531

54314

10438

7244

-

37205初
40595高
6524初
9820高

5624

1469

23709

5486

427碩
10博

-

1246

-

3754

2010

10265

3916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在學校校數方面，1950年各級學校總數為1,504所，至1959年的各級學校

總數增為2,795所（如表一）；在學校班級數方面，1950年各級學校總班級數為

20,381班，至1959年各級學校總班級數為43,519（如表二）；在學生人數方面，

1950年各級學生總人數為1,054,927人，至1959年各級學生總人數為2,212,5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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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三）。十年間，學校總數、學校班級總數、學生人數與專任教師人數均有

大幅的成長。此外，在教育經費支出方面，1950會計年度的教育經費支出總額為

156,316,000元，占政府歲出8.57%；至1959-1960會計年度的教育經費支出總額為

1,394,382,000元，占政府歲出13.31%（教育部，2014）。由以上所舉各種數據，

可見政府在致力教育極深，推動教育政策促進各級學校教育擴張之成果亦相當明

顯。

分析表一、表二、表三中的數字發現，在1950至1959的十年間，初等教育擴

張學校數1.39倍，班級數1.93倍，學生人數1.73倍；中等教育擴張學校數1.76倍，

班級數2.75倍，學生數2.93倍；職業教育擴張學校數1.41倍，班級數2.05倍，學生

數2.27倍；師範教育擴張學校數1.25倍，班級數1.18倍，學生數1.28倍。

在高等教育方面，1950年，臺灣僅有3所專科學校，學生1,286人；3所獨立

學院，1所大學，學生5,379人（其中5人為碩士生），班級數為225班，仍從光復

初期停滯至遷臺後的大幅增加，是大學與專科並進期（陳舜芬，1993）。當年

度的大學教育支出為23,651,000元，占教育總支出15.14%。至1959年，專科學校

增為8所，學生為增至5,624人；獨立學院7所，大學7所，學生增至24,146人（其

中427人為碩士生，10人為博士生），班級數為925班。當年度的高等教育支出

是178,509,000元，占教育總支出12.80%，高等教育的質量與經費成長是相當大

的。1950年代十年之間，高等教育的擴張情形是：學校數增加3.14倍，班級數增

加4.11倍，人數增加4.47倍，在各級學校教育發展中，高等教育擴張的幅度最大

（如表四）。

表四  1950年代台灣各級學校教育擴張比率統計表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職業教育 師範教育 高等教育

1950年

－

1959年

校數 班數 人數 校數 班數 人數 校數 班數 人數 校數 班數 人數 校數 班數 人數

1.39 1.93 1.73 1.76 2.75 2.93 1.41 2.05 2.27 1.25 1.18 1.28 3.14 4.11 4.47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發展情形，郭為藩（1981）認為：1.從制度的建立到

全面的計畫；2.從目標訂定到立法的革新；3.從設校的構想到組織的健全；4.從師

資的遴用到資格的提高；5.從學生的選擇到培育更多人才的學府；6.從科目的訂

頒到課程的革新；7.從大學部的教育提升至研究所。以上措施在在為1950年代臺

灣地區的高等教育奠下良好的基礎，更為國家在職業群業培育了領導與研發各項

人才。

從以上的瞭解，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呈現擴張的現象，必有其影響因素存

在，以下就分析其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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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府遷臺後影響高教發展的重要因素

教育政策存在於歷史的脈絡之中，當以教育計畫解決當下教育問題及開創

國家未來前景，而學校的經營與擴張則需要配合社會的需求。因此，1950年代，

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政策受到光復前日本統治時期之高等教育政策與教育現實有

關，也受到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影響，當然更受到當時國內外

情勢的牽制（林茂生，2000）。兹就1950年代影響臺灣高等教育擴張的主要因

素，依時間次序所發生重大事件（楊碧川，1996）及其關係，陳述如下：

一、政治情勢及社會的動盪

1950年代臺灣內部與外部的政治及社會情勢，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

降起，1945年10月25日臺灣省行政公署在臺北市受降，臺灣回歸中華民國，日

人開始被遣送回日本，由政府與民間接收日本在臺灣的一切產業，展開建設工

作。1947年2月28日發生二二八事件，傷亡相當慘重，其後還陸續發生一些武力

抗爭行動。

1949年1月21日蔣中正下野，為防止共產黨滲透與共產思想傳播臺灣， 1949

年5月20政府於臺灣頒布戒嚴令，臺灣人民失去一些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5

月24日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條例」。8月5日美國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聲

明不再介入中國內戰，停止援助。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2日蘇

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3日美國聲明支持中華民國，對我國的局勢有相當

大的穩定作用，旋即在11月29日美特使又下令第七艦隊停止援蔣，國家真是困厄

重重。12月7日國民政府中央宣布遷都臺北，大陸失守，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

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復職為總統。3月8日陳誠任行政院長。同時日本人軍

事顧問團在臺北開始活動。5月13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揭發中共地下組

織八十多單位。6月25日韓戰爆發，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臺灣中立化宣

言」，恢復援助國民政府。8月8日美國經濟合作總署宣布恢復援助。隨政府輾轉

至臺灣的大陸人士約有一百萬人，對臺灣來說，僅以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來

承擔對抗共產黨、維護中華民國命脈的重責大任，負擔沉重角色，是史上所未見

（許雪姬、劉妮玲，2001）。

1952年1月1日蔣介石號召推行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四大改造。4月28

日，日華合約簽訂（臺北）。10月19日舉行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蔣經國

升任中央委員。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1953年11月14日蔣介石發表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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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列出所發生的政治與社會歷史大事件，說明的是政府遷臺初期臺

灣地區的政治是極端動盪不安的。然而政府與人民勵精圖治，在政治與社會方面

積極改革，以實施三民主義的民主憲政，建立制度和法治觀念，1950年即著手推

行地方自治與四權行使，擴大參與基礎，使得臺灣地區的政治與社會逐漸朝向現

代化邁進，更因為工商業的建設發展，社會型態亦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

二、強化軍事與鞏固基地

1947年「二二八事件」，3月5日謝雪紅在臺中組織「二七部隊」，進行武力

鬥爭；同時中共臺灣工作委員會軍事負責人張志忠展開嘉義機場的包圍作戰；3

月8日國民政府的支援部隊登陸基隆，展開鎮壓作戰。日本親華戰爭失敗投降

後，大陸方面於1946年7月國共全面內戰爆發，政府於1947年7月發布動員戡亂命

令，共軍攻勢愈來愈凌厲，1948年秋至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軍隊發動遼瀋、淮

海、平津三大戰役，國軍傷亡慘烈，至1949年國民政府軍隊在大陸全面潰敗，中

央政府於12月7日遷都臺北。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6月27日美國第七艦隊協

防臺灣，因而成為美國的同盟，軍事與政治的危急得以緩和；1953年7月27日韓

戰簽訂休戰協定；1954年9月3日中共發動金門砲戰，12月2日簽訂「美華共同防

禦條約」（華盛頓）；1958年8月23日中共又再次於金門發動激烈砲戰，並一直

延續至同年10月24日。

由上述可知，在國內外發生的軍事戰役，臺灣在1950年代幾乎無日不處在危

難當中，任何軍事狀況都有可能使臺灣陷入可怕的戰爭。所幸，金門外島的國軍

勇敢奮戰，而韓戰期間，政府亦能爭取美國協防臺灣，度過鋒火戰亂。

三、民生發展與經濟建設計畫

1949年政府遷臺時，臺灣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中復原，不僅重建所需

的各種物資缺乏，連維持最低生活的必需品亦極為不足。經濟建設尚未開展，人

民生活相當艱苦（鄭世興，1981）。1950年代開始積極建設臺灣，重視民生主義

的經濟建設。首先整頓財政，穩定金融；致力農業生產，進行土地改革，其重要

措施有：1949年4月12日「三七五減租」（農地改革第一階段）開始。1951年6月

29日實施「公地放領」（農地改革第二階段）。1953年1月26日實施「耕者有其

田政策」（農地改革最後階段）。

實施土地改革的政策使農民生活改善，農業生產增加。於是自1953年1月1日

起，以四年為一期的「經濟建設計畫」，讓臺灣的經濟能依據規劃藍圖，逐次改

善。此外，又採取反通貨膨脹措施、運用美援、引進外資，如：1954年7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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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投資條例」；10月15日成立公營事業移轉民營輔導委員會。1955年11月

19日制定實施「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改革外匯，以及發展「輸入替代」產品等

策略。1958年度GNP達31.9億元，國民所得每人2,900元。1957年至1959年間政府

大力發展交通與工業，民間企業亦增設公司與增建工廠，經濟的發展逐漸展開。

由上所述，此時期臺灣的經濟已漸達穩定，各類所培養的人才甚殷，以配合

社會、經濟發展所需，使我國邁向工業化的升級。

肆、遷臺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詮釋分析

1950年代政府由大陸撤退至臺灣，幾乎遭逢絕境，政府的任務是要如何維

繫國家生存發展，其首重的是人才培育。因而，教育政策必須著眼於為國育才，

遵照國家社會需求擴張學校功能。過去在大陸上，因為幅員遼闊，再加上戰禍連

連，人民能獲得教育的機會並不多，至於高等教育僅能滿足極少數人的需求，政

府遷臺後，臺灣高等教育兼顧量的擴充與質的提升。以下從擴張之政策制定、政

策執行與回應國家、社會與人民需求三層面來詮釋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擴張之

分析。

一、以三民主義為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

教育是具有延續性的，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皆依1929

年訂定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與1947年公布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日本統

治臺灣50年的教育政策與大陸淪陷等因素對高等教育的直接影響。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是：「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

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

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並列出八項實施方針（教育部，1971），

是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最重要的依據。

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及第十三章「基本國策」（教育部，1971）

，關於文化教育均列有專門條款；其中第一五八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

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建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規定教育文化

的基本原則，屬於教育宗旨的性質；自一五九條至一六七條則均關於教育的基本

政策（伍振鷟，1996）。憲法中有關教育文化條款所揭示的理念可綜合為：1.發

揚三民主義精神；2.注重教育機會的均等；3.明定國家教育的權責；4.保障教育

經費；5.教育質量並重。這些理念是政府在臺灣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所要呼應的。

其次，由於日本在臺灣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極明顯的有四種不平：1.歧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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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制度；2.皇民化的教育內容；3.對臺灣民間興學之壓迫；4.配合南洋政策

之教育措施。在高等教育方面，臺灣人中僅少之又少的青年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

機會，高等教育政策是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時便是以臺

灣、華南及南洋為研究重心（臺灣省文獻會，1983），高等教育內容特別注重熱

帶醫學、商業、農業、資源及語言之研究（汪知亭，1962）。同時，日本在臺灣

的高等教育政策長期限制臺灣青年升學普通中學及大學，造成教育機會不平等，

更因而減少了政治、法律、經濟、外交等方面的人才培育。

再者，中國大陸淪陷於共產黨政權，國民政府檢討其主要原因，在於政治

上，守舊的國民黨元老反對共產黨分享權力，阻撓國共組織聯合政府；同時，政

府主政者又被共產黨「和平民主統一戰線」策略所蒙蔽，因和談而延誤對作亂共

軍的攻擊，喪失制敵的先機，讓共產黨坐大而侵吞了大陸江山（張鼎昌，1987

）。在社會經濟方面，抗戰勝利後政府派至淪陷區接收的官員貪污自肥，幣值

混亂、通貨膨脹、財經措施錯誤，國家財政幾乎崩潰。當然，誠如蔣總統中正

（1984）認為大陸失守係因為教育工作者未能貫徹中國國民黨的教育政策，更沒

有樹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因而遭逢國破家亡的劇變（張其昀，1958）。

日本統治臺灣50年的歧視奴化教育讓臺灣人民失去民族自尊與自信，以及

過去大陸政治、經濟、軍事與教育失敗的主因在於未能徹底實行三民主義教育的

慘痛經驗，讓1950年代臺灣教育建構出來最重要的核心問題即是「掃除日本統治

的餘毒」、「重整三民主義教育」與「完成反共復國大任」，當時臺灣的高等教

育政策針對此三大核心問題而制定，三民主義救國的高等教育政策的目標。蔣中

正指出，三民主義的救國教育包括：民族主義教育，注重發揚固有道德，恢復民

族自信，實施文武合一的教育；民權主義教育，注重培養法治精神，改造社會風

氣；民生主義教育，注重提倡科學研究，實施生產訓練，注重生活教育。

二、擴大宣導全面推動教育實施方案

1950年代教育政策確定後，政府透過各種管道，如報紙、雜誌、教育刊物、

廣播、會議、學校集會、軍隊訓練、民眾聚會等，強勢宣導，要求務必貫徹三民

主義救國建國的教育政策。

其後，教育部陸續訂頒各種教育實施方案，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方案分別

為：1952年4月頒布的「戡亂時期高中以上學生精神軍事體格及技能訓練實施綱

要」；1953年3月公佈的「總動員期間社會教育實施綱要」；1956年1月公佈的

「加強各級學校學生體能訓練實施綱要」；1957年11月公佈的「加強專科以上學

校勞動服務實施綱要」；1959年10月公佈的「專科以上學校三民主義教學改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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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都是依據三民主義救國及戡亂建國教育政策所訂定的具體實施辦法，各專

科學校、學院與大學立即全面積極推動。學者黃俊傑（1995）曾論及1950年代的

高等教育情形：

「在政策的強勢主導之下，戰後臺灣的高等教育是經濟與國防建設的基礎。

各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執行國家政治及經濟政策的工具。各大學系所的

增設、資源的分配，乃至教育內容的決定，莫不深深地受到政府意志的滲透。

」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政策執行中，大專學校扮演的角色是「工具角色」與「

商業角色」，是相當具實用性的。

三、改造教育培養高等人才回應社會需要

1950年代，黨政是一體的，權力是「集中化」的。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先將

教育方針確定，教育部再遵照中央常會決議的教育方針訂定教育政策。蔣中正總

統（1951）指出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他強調：要復國建國就必須改造教育，

改造教育的重要做法包括恢復師道、樹立師表、以「民主」「科學」「救國」為

口號、確立教育制度、端正教育風氣、恢復固有道德、發揚傳統精神，確實實現

三民主義的救國教育。依據反共抗俄的最高施政決策，以復國建國為中心任務，

教育部於1950年6月訂頒「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教育部，1971），做為反

共復國時期制定其他所有教育政策的準繩。「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共計九

條二十六款，且依照1.加強三民主義教育；2.輔導失學青年；3.修訂各級學校課

程；4.獎進學術研究；5.轉移社會風氣；6.增進國際教育文化合作；7.延致專門人

才；8.推進敵後教育工作；9.準備收復區教育重建等九方面，訂定工作要項，重

點都在於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生產勞動教育與文武合一教育。

1950年至1954年間擔任教育部長的程天放（1952）亦指出：改造教育為當

務之急，其五項重要目標是：1.完成健全的國民；2.養成生產份子；3.培植良

好師資；4.培植專門人才；5.配合反共抗俄國策。為達成以上五大教育改造目

標，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必須培植出專門人才，特別是為反攻大陸國策培養未

來的領導人才與建設人才。

傅斯年（1950）強調必須使教育成為有良好結果的教育，其建議為：1.每

所學校都自身有一目的；2.將游民教育改為能力教育；3.將資格教育改為求學教

育；4.將階級教育改為機會均等教育；5.將幻想教育改為改為現實教育。詮釋他

的主張，在高等教育方面，專科、學院與大學就應該要有特別的教育目的，並且

培養出學生的厚實能力，真正地學有所長，並且讓有能力的青年獲得接受高等教

育的均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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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蔣總統中正與歷任教育部長程天放（1950-1954）、張其昀

（1954-1958）梅貽琦（1958-1961）等三位教育掌舵者，均指示高等教育學校教

育必須務實，以培養出社會可用之人才。同時，高等教育必須達成建設復興基地

與完成反攻大陸收復失土的最高國策目標。在社會經濟逐漸穩定，國家積極發展

建設的1950年代，農、工、商各界均需要大量的建設人才，促使高等教育必須大

量擴張。在1950年代的十年之間，高等教育的擴張政策使其學校數增加3.14倍，

班級數增加4.11倍，人數增加4.47倍。根據統計，可以很清楚地確定，1950年代

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為回應了國家社會建設與人民積極學習的需要。

伍、政府遷臺初期高等教育擴展的評述

對於1950年代政府遷臺初期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的性質與評價，從政策選擇

及判斷、教育政策理念、教育人力資源與促進經濟發展等四者，分述如下。

一、從教育發展與限制的功能而言

根據張明貴（1998）的看法：「決策制定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而且各有其

特定的判斷標準。首先是制定規則與規定，及其如何影響人民的『權利』（the 

rights）。

其次是政府對人群事務的管理與導向，應至何範圍。這就產生了『自由』

（freedom）問題。第三個問題是在個人競爭的需要與欲求間資源的分配。對

此，必須論及『公正』（equity）與『公平』（fairness），『平等』（equality）

與『公道』（justice）。」

若由以上三個問題以選擇與判斷而論來檢視1950年代的臺灣高等教育政策，

首先就「權利與規定」標準言之，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大幅度的擴張，較之

過去，提供了青年們接受更充足的高等教育機會，並且在專科以上學校就讀的學

生可以根據其個人的潛能、性向、興趣及家庭社會需要，通過考試制度，選讀他

們自己想要修習的科系與領域，不再被歧視、被壓制，以「權利與規定」的標準

檢視，當時的高等教育擴張政策是正確而有效的。其次從「自由與限制」標準而

論，1950年代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戒嚴令之中，的確讓高等教育的利害關係人受

到不小的限制，而失去了一些自由，就如林玉体（2003）對那個年代的教育政策

是：「學校教育與報紙，都大力貫徹『反台灣』及『反教育』政策。所謂『反臺

灣』就是看輕台灣文化，禁說台灣母語，消滅台灣意識，不重用臺灣人。所謂『

反教育』，則在『智育』上厲行思想灌輸，主義洗腦，領袖偶像崇拜，造成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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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抑與萎縮，觀念陳舊保守封閉，人才變成奴才；加上仇匪恨匪，仇日恨日，

仇臺恨臺的教育及報導，『德育』更受到傷害。」

論及大專的軍訓教育制度，一方面積極引導學生加入國民黨成為忠貞黨員，

；一方面也監控學生的思想，嚴禁大專學生發表反政府的批判言論。然研究者與

同時代的大多數民眾認為：政府雖然限制了人民的一些自由（如言論、集會、結

社等），但是在中共一心想要消滅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國家情勢危急下，人民仍

能受到保護與照顧，有更多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畢業後能充分就業、貢獻所

學，生活有改善，未來持有希望，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擴張的政策與教育內容

仍是相當穩健與可取性。三從「公道與分配」的標準，1950年代國家失去了大陸

國土的統治權，臺灣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蹂躪，生產能力不足，財政收入極少。

但是，政府仍相當重視高等教育，在1959-1960會計年度，高等教育總經費為

178,509,000元，佔當年度總教育經費的12.80%（教育部，2014）。由本文第二節

1950年代臺灣高等教育擴張概述中，可知政府的高等教育擴張政策，積極地為青

年培育吸收更多師資、提供青年更多教育機會，為社會造就了更多的人才。1950

年代的青年與成年人只要願意接受教育，就能公平地經由入學考試，爭取到接受

高等教育的機會。1950年代的高等教育政策重視大專院校擴張，供青年們社會階

層流動的機會，在「公道與分配」的標準下，政府所制定的高等教育擴張政策是

被認同的。

二、從推動國家教育政策而言

政府遷臺初期所採的政策，必受三民主義的規範與指引（吳家瑩，1990），

蔣中正總統（1984）特別指出，三民主義教育中民生主義教育的方針為1.教育的

內容為四育與六藝；2.教育的使命在促進社會進步與民族復興；3.教育的任務在

充實學生生活的內容。學校教育政策要擴充教育的容量，讓每個國民能獲得其所

需求的教育內容，並且更要提升學校教育的素質，讓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在生理

與心理的健康、擁有倫理與道德的生活；規劃家庭、職業與公民的生活且擁有表

達與進修學術之能力。

三、從教育上提供人力資源貢獻而言

1950年代高等教育擴張政策奠定了臺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1990

年代與現今世紀高等教育基礎。1950年代高等教育擴張政策，促使升格、新設

與復校的專科、學院與大學逐年增加，政府積極鼓勵大學提升學術研究水準，培

養專業人才。那個年代在臺灣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如許水德、孫震、連戰、江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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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王金平、張忠謀、康寧祥、丁肇中、李遠哲、宋楚瑜、張俊宏、呂秀蓮、郭

為藩、李鍾桂、劉兆玄、黃大洲、漢寶德等人才，無論在政治、經濟、科學、教

育、文化等各領域，對社會國家均有重要表現（楊碧川，1996）。1950年代高等

教育擴張政策在臺灣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確有重大意義與貢獻。

四、從促進社會經濟建設與發展而言

二次大戰後，在政治上是繼續看戡亂，在經濟上是力求穩定，加強農公部門

建設。由1953年起至1964年為第一至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實施期間，是我國經濟

安定成長的關鍵，臺灣的國民生產毛額（GNP）、經濟成長率、貨幣供給額增加

與金融機關存款快速增大（如表五）。而使高等教育量的擴增與質的改進，在培

養出來的人才庫，貢獻其生產力是豐富的，也匯聚成渡過國家1950年代政治、軍

事的艱困，使國家屹立不搖（陳伯璋，2005）。

表五 國民生產毛額（GNP）、經濟成長率、貨幣供給額增加率與金融機關存款增

加率統計表

年
國民生產毛額

（GNP）
經濟成長率

貨幣供給額 
平均增加率

金融機關存款 
平均增加率

1951 12,321,000,000 （無統計數字） 21.7 % （無統計數字）
1952 17,247,000,000 12.50 % 21.7 % （無統計數字）
1953 22,951,000,000 9.32 % 21.7 % 41.56 %
1954 24,076,000,000 9.57 % 21.7 % 28.18 %
1955 32,191,000,000 8.09 % 21.7 % 28.18 %
1956 37,261,000,000 5.50 % 21.7 % 19.20 %
1957 42,452,000,000 7.29 % 21.7 % 28.18 %
1958 48,231,000,000 6.57 % 37.4 % 28.18 %
1959 57,079,000,000 7.74 % 10.67 % 28.18 %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陸、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首先探討政府遷臺初期，也就是1950年代以後十年間高等教

育的現況與量擴充的情形；其次是論及當時高教擴展的主要影響因素；繼之討論

了它對高等教育質與量提升的詮釋分析，就高等教育的制定、執行及回應社會需

求，說明了高教政策是國家及經濟重要發展基礎，此時期高教的發展帶給整個社

會建設的目標。

1950年代正值國家內外情勢多變，存在政治、社會、軍事、經濟與文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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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與結構中（Braudel，1982/1988），觀察臺灣的高等教育政策促使高等教育的

「質」與「量」均有相當的成長，讓有志青年獲得更多機會接受較優質的大專教

育，教育投資投入高等教育，其產出的成果是可見的。

二、啟示

本研究對政府遷臺後十年中的高等教育發展，根據經濟的重建要求，並迅速

提升教育安定成長期，政策規劃目標，係針對時間性與空間性所形成的問題，尋

求具體可行的解決的方案。此期高等教育政策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計畫，以開發人

力資源為主要任務。從以上的論述，歸納有二點啟示：

（一）從高教政策的主觀方面

國民政府本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立中華民國為最高指導原則，其處

理教育制度的發展課題，採用的政策，在主觀上是受到三民主義的規範與指導，

實質上是以威權政治。因而教育實踐的「民族精神教育」更能適時地凝聚青年的

共識，培養出積極進取精神、養成刻苦耐勞習慣，成為社會的楷模，引導全國學

生與民眾團結奮鬥，奠定了以後的「臺灣奇蹟」、「經濟奇蹟」（徐南號，2002

）。因而使政府遷臺初期高等教育的擴展，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成效。

（二）從高教政策的客觀性質方面

教育政策為國家公共政策的一環，政策的良窳關係教育的發展，教育政策制

定的目的，在建立一種策略，以解決或發展教育，從政治系統論而言，它也是受

到教育系統內民主的客觀的教育理念，在推動政策中，規劃教育如何進行。臺灣

自光復至國民政府遷臺，處於內憂與外患，高等教育政策儘量配合國家情勢的變

化，以適合國家生存發展，所以面對教育界所關心的教育議題，必須做適切的回

應（吳家瑩，1990）。如前述1950年代高等教育擴張，促使升格、新設與復校的

專科、學院與大學逐年增加，政府積極鼓勵大學提升學術研究水準，同時培養專

業人才，以為社會與經濟發展。其他如軍事、政治、文化等面相，相繼轉化成具

體的制度加以落實，此點也尊重自由教育的精神，以落實此期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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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literature review）瞭解分布式領導的定義、理論、

發展歷程以及相關研究，並深入探討臺灣幼兒園執行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困境

與展望，以利未來相關研究參考。而臺灣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可從學術研

究（定義、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幼兒園實施園長分布式領導現況（園長角

色、組織架構、教師角色）加以探究之。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結果，提出以下

建議：（一）著手研擬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內涵；（二）激發幼兒園園長

實踐分布式領導之信念；（三）增進學前教育人員參與園務計畫之意願。

關鍵字：分布式領導、幼兒園、園長、教保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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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s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for  

Preschool Directors in Taiwan

Yi-Yi Liu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literature review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theory,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levant studies of distributed leader-
ship.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by preschool directors in Taiwan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 can 
b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Specifically, the distributed leadership of 
the preschool directors was understood by reviewing the academic stud-
ies (including term definition, research scope, 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investigating the directors’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distributed leader-
ship in preschools (involving the role of preschool directors, organiza-
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role of teachers).     

Therefore, below are the proposals made by this study to develop 
distribute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for preschool directors:

I. Work on the sketch of the meaning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 
preschool.

II. Excite the concept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 preschool.
III. Enhance inten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eschool’s adminis-

tr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ors.

Key word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preschool, preschool director, 
preschool edu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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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分布式領導已成為領導顯學之一，並且逐漸改變學校決策模式，從原本的權

力集中化日益趨向於分權化，換言之，學校領導職權將重新被建構，權力責任也

將分散至各個組織成員中（Gronn, 2000；Leech & Fulton, 2008）。乃因學校教育

在永續經營的推波助瀾下，而有了展新的突破，學校領導者有必要共創一個分享

決策的情境，以便將職權下放至全體學校教育人員，進而激發教師潛能，促使專

業發展，再透過職責相符以及接受監督考核為首要前提下進行校務決策，達到組

織成員共同實踐願景目標之效（林志成、林仁煥，2008）。是故，以往聚焦於校

長英雄式的領導關注，逐漸成為重視職權下放的分布式領導，也代表著學校領導

權力的重組與再分配（張本文，2011）。因此，領導將成為眾人之事，傳統式的

英雄領導將不再成為領導主流（賴志峰，2011）。學校領導者必須捨棄由上而下

的領導形式，轉而與學校成員通力合作（秦夢群，2010）。因此，新興領導理念

的崛起，亦帶動學校組織變革動力，從過去的單一領導者，轉變至強調分布式領

導的多元領導者（賴志峰，2008）。分布式領導即強調多人擔任領導角色，形成

集體互動的合作領導形式，藉以整合學校各部門成為建設性關係，促使領導職責

賦權增能於具備專門知能的組織成員身上（王環鈴、王文科、王智弘，2011；謝

傳崇、王瓊滿，2011）。而分布式領導係指組織各層面之領導者，在其規定範圍

內交互作用，各自發揮職能與完成任務，以達組織目標之歷程，並透過組織內部

多層領導資源，指導不同規模、程度及範圍的任務 （王鳳雄、洪子鑫，2010）。

因此，Lindahl（2008）認為，教師在學習分布式領導的歷程中，開始嘗試各項校

務討論，分享自我價值觀以及教育信念，實有助於消弭過往教師參與校務時的消

極態度，而這樣的轉變，促使這些教師成為教師領導者（teacher leader），擁有

職權進行決策外，亦是奠定分布式領導的重要根基。

近年來，臺灣博碩士論文亦開始探討分布式領導相關議題，當中包涵學

校組織效能（黃敏榮，2012；陳俞余；2013；趙廣林，2011；蔡玲玲，2013）

、學校組織公平（許聰穎，2013）、學校組織文化（趙廣林，2011）、學校組

織健康（蔡玲玲，2013）、學校創新經營校能（李重毅，2013；黃玉貞，2012

；黃敏榮，2012）、教師組織承諾（黃玉貞，2012）、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許

聰穎，2013）、教師社群運作（李重毅，2013）、教師領導（趙廣林，2011）

、教學效能（張素花，2012）。從上述研究成果可見，分布式領導在臺灣日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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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視，而在學前教育的部份，近期雖有相關研究產出（如：劉乙儀、張瑞

村，2014a，2014b），但研究成果與國民中小學數量懸殊外，探討層面也較為侷

限，對於分布式領導紮根於臺灣學前教育之願景目標仍有待努力，但上述學前教

育相關的研究成果，實為奠定臺灣發展園長分布式之基石，故本研究蒐集目前有

關幼兒園分布式領導相關文獻予以分析，進而建構臺灣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之

前景，以期帶動臺灣學前教育變革與成長之機。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探討分布式領導之意義、發展歷程與基本概念。

（二）分析幼兒園分布式領導學術研究之困境與前景。

（三）探討臺灣幼兒園實踐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困境與展望。

三、名詞釋義

（一）分布式領導

分布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是種以團體形式展現領導的歷程，藉由

領導者與追隨者彼此合作與信任的組織氣氛下，透過授權賦能的動態領導角色轉

換，提升成員擔任領導者之意願，使之共同承擔領導職責，鼓勵彼此發揮專業知

能，以達組織革新之願景目標。

貳、分布式領導基本概念與發展歷程

一、分布式領導的意義

分布式領導屬於後英雄式領導思維，即訴求團隊合作，並強調責任分散、建

立團隊工作與集體責任（張奕華、顏弘欽，2012）。然目前分布式領導常被賦予

龐大的概念，但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正在興起的概念（Spillane, 2006）。是故，

要探究分布式領導的意義，可從以下三個層面加以探討：（一）結合正式領導與

非正式領導；（二）並非反對科層領導或是擁有正式領導職位；（三）強調如何

將領導職責分布於組織中，換言之，分布式領導是一種態度甚於管理技巧的概念

（吳清山、林天祐，2010）。然而，各專家學者針對分布式領導的定義論述，呈

現分歧狀態，甚至有專家學者直接表明，分布式領導定義目前仍尚未獲得整合（

徐吉春，2014）。因此，實有必要對「分布式領導」一詞加以釐清與闡述，劉乙

儀與張瑞村（2014a）的研究亦發現，臺灣專家學者對於分布式領導的詮釋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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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見解，於是擷取專家學者對分布式領導之定義予以彙整、重組，試圖對分

布式領導一詞加以釐清與界定，最後將分布式領導定義為：「是種以團體形式展

現領導的歷程，藉由領導者與追隨者彼此合作與信任的組織氣氛下，透過授權賦

能的動態領導角色轉換，提升成員擔任領導者之意願，使之共同承擔領導職責，

鼓勵彼此發揮專業知能，以達組織革新之願景目標。」換言之，分布式領導強調

以群體形式展現領導的歷程，即透過領導者與追隨者相互合作與建立互信的組織

氣氛下，以授權增能的方式產生動態性領導角色更替，進而提升組織成員擔任領

導職務之意願，以利帶動教師專業發展，最終促使全體教育同仁共同承擔領導職

責以及決策結果，並朝向組織革新之願景目標邁進。因此，分布式領導仍強調領

導者在組織中的重要性，但領導者的功能是在於整合整個教育組織，使各單位成

為建設性關係，進而達到組織人力最大化之效（賴志峰，2008）。

二、分布式領導的發展歷程

根據戴國良（2012）所註：「領導者（leader）一詞最早約在1300年出

現；而領導（leadership）直至1834年方才產生，其意義係指領導者的領導能力

（ability to lead）。」爾後，領導在文獻上即有數百個記錄，究其原因，乃在於

「領導」取自於口語，在沒有精確審核之下，便融入科學學門的學術語言，因

此，領導除了具備多元性，亦可顯示其複雜性，是故，領導可謂世間常見卻難

以深入理解的一種現象（Burns, 1978；Dubrin, 2007；Pierce & Newstrom, 2006

；Yukl, 2006）。質言之，新的領導定義、理論或是模式探索，其關注焦點在於

加入新思維與新見解，使領導理論得以統整與精緻化，並非一味推翻或否定，分

布式領導便是在這樣的情境脈絡中於焉而生（賴志峰，2008）。換言之，國外教

育領導正逐漸有系統地針對分布式領導進行探究，而國內有關分布式領導議題仍

屬於萌芽階段（李重毅，2013）。故本研究將分布式領導發展脈絡統整成表1所

示。

表1 分布式領導發展歷程
年代 發展歷程概述

1951

賴志峰（2008）指出，分布式領導一詞，Gibb撰寫的《參與式團體的動
態》一書可謂首見，而G i b b亦加以介定領導環境包含：獨裁式
（autocratic）、家長式（paternalistic）、個人式（individualistic）、參與
式（participative）。

1960 分佈式領導的基本概念，開始以各種形式存在於組織理論與教育行政理論
當中（賴志峰，2008）。

1970 分布式領導概念持續出現，此時國外的學者Harris提出組織互動論，即領導
模式依個人與情境之間的互動而進行轉變（引自李重毅，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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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諸如英、美等國，嘗試將教育行政機關權力，開始釋放給學校人員、家長
以及社區人士，使之共同參與決策（秦夢群，2010）。

2000 分布式領導開始有大量的文獻出現，如Gronn所提，分布式領導的時代己來
臨（何建霖，2009）。

2008
賴志峰於2008年所發表的「分佈式領導理論之探究：學校領導者、追隨者
和情境的交互作用」一文，可視為臺灣研究分布式領導之開端（何建霖，
2009）。

2014 分布式領導研究領域從國民中小學延伸至幼兒園，相關研究如：「幼兒園
園長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關係之探究」一文。

綜上所述，Gibb撰寫的《參與式團體的動態》一書可謂開啟分布式領導的序

曲，不但在英美等國家已有初步的研究架構，也可見分布式領導強調授權之必要

性，因此，相較於國外，臺灣有關分布式領導相關研究起步較晚，實有待於更多

專家學者投入分布式領導之探討。

三、分布式領導的相關概念

分布式領導的定義與概念至今仍未有明確的定論，但有部分專家學者認為授

權領導、分享式領導、合作式領導、民主式領導、教師領導與分布式領導的概念

有多處重疊（李重毅，2013）。Spillane（2006）亦指出，分布式領導與合作式

領導、分享式領導、共同領導、民主式領導、團隊領導、情境領導等概念相互交

疊。Lucia（2004）則根據相關文獻，統整出分布式領導與共同領導、轉型領導、

建構領導、永續領導、分享式領導、合作式領導、民主式領導、教師領導有許多

相似的概念。因此，本研究統整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分布式領導理論之見解，

發現分布式領導基礎理論可從「分享式領導」、「協作領導」、「民主式領導」

、「教師領導」、「共同領導」等五項理論或概念建構而成，茲簡要說明如下：

（一）分享式領導（shared leadership）

分享式領導係指校長讓學校成員共同參與決策，以團體合作的方式、經過溝

通協調來形塑學校願景，並使成員能夠參與決策的歷程（盧柏安，2010）。分享

式領導是從過去的領導模式中獨立而出，並非新興理論，而該領導模式強調團隊

成員共同分享領導職務時的互動情形，因此領導者角色並非單一不變（Nathan, 

2002）。質言之，學校教師得以影響甚至參與全校性決策的歷程（Louis, Dretzke 

& Wahlstrom, 2009）。

（二）協作式領導（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協作領導係指領導者能夠型塑同心協力和相互合作的環境，運用有效的溝

通與說服技巧，激勵所屬成員進行個人及團體學習，透過不同群體的權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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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共享願景而努力（吳清山、王令宜，2011）。而協作領導的內涵，可從合作

環境、激勵學習、溝通機制、權力分享以及共享願景等五大層面加以探討（吳清

山、林天祐，2011）。

（三）民主式領導（democratic leadership）

此類型的領導者鼓勵組織成員參與決策與溝通討論，進而引導部屬表達個

人內在想法（引自陳書梅，2008）。換言之，在自主管理的訴求中，組織成員都

必須擁有相同的參與機會，並享有同等的地位，不因其職位高低而加以分級，是

故，決策民主化，將有助於激勵教師貢獻所長，產生較為密切的合作關係，進而

影響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學校整體績效（陳正專，2010）。

（四）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

教師領導乃是教師以正式或非正式領導職位，以個人或集體形式發揮專業能

力，在學校、同仁、家長、社區與學生等教室外層面發揮領導影響力，引領組織

成員相互合作與學習，透過社群參與激發教師專業發展與組織目標的追求，最終

達成共享教育之願景，而在學前教育階段可從「新手教師的引航者」、「園務經

驗的分享者」、「課程教學的領導人」、「專業社群的召集人」、「親職教育的

輔導者」等層面加以探討（劉乙儀、魏宗明、張瑞村，2013）。

（五）共同領導（joint leadership）

共同領導係指由二人或多人分擔執行長職責，就廣義而言，則指授權給所有

層級的成員共同肩負領導責任，是故，採行共同領導的組織，其成員的領導期望

將明顯提升外，個體也能夠成為自己的領導者，進而領導正式或非正式的團體（

李芳齡，2003）。因此，共同領導反應出領導的分布性，換言之，共同領導與分

布式領導可謂密不可分（賴志峰，2008）。

綜上所述，分布式領導與其他理論或概念有密切關聯，當中包括「分享式領

導」、「協作領導」、「民主式領導」、「教師領導」、「共同領導」等，足以

顯示分布式領導所牽涉的理論範圍相當廣闊。然而，分布式領導的理論體系之建

構，目前尚處於嬰兒期（infancy），仍有待臺灣學術社群共同投入開發，尤其可

從不同背景脈絡中加以審視，進而發展出具有當地特性的分布式領導理論，以利

反應出國內學校領導的運作現況，以達改進之效（賴志峰，2008）。

參、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相關之研究

目前有關分布式領導研究多集中在中小學階段，學前教育相關文獻較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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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劉乙儀、張瑞村，2014a）。換言之，園長分布式領導是學校領導之新興議

題，相關實證研究缺乏外，研究組織類型也過度集中在國民中小學階段，因此，

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尚待發展。然李淑惠（2005）、楊于萱與周淑惠（2010）

的研究皆指出幼兒園園長領導風格，已朝向參與式、合作式及民主式領導，使教

師享有部分職權參與園務行政策劃，此外，園長亦重視組織溝通與關係之建立。

上述園長的領導風格，便是園長實踐分布式領導之具體實例，顯見幼兒園園長具

備分布式領導之能力，已是不爭的事實，故茲引述國內專家學者針對園長分布式

領導相關之研究，整理成表2。

表2 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相關之研究

專家學者 年代
研究
對象

有效
樣本數

成果

Heikka與 
Hujalaa 2013

歐洲經濟
委員會領
導人、中
心主任、
教師

164

芬蘭有關分布式領導的概念正逐漸發展中，歐洲經
委會指出教學領導是園長和教師提供優質服務的關
鍵，若能將領導職責做更好的分配與制定，將有助
於持續改進與提升教育，因此，領導者必須與成員
建立積極的互動關係與分擔領導職責，進而激發教
師領導之潛能。

Lin與Lee 2013 專家與幼
兒園業者

15

學前課程領導最重要的執行指標包括（一）具備分
析幼兒園背景與特點之能力，以利作為課程願景之
根基；（二）與園所整體成員共同建構課程；
（三）召集園內教師，成立

Lin與Lee 2013 專家與幼
兒園業者

15

課程發展團隊；（四）進行內外部資源整合，提供
教師在課程與教學之需，而這些指標是強調組織合
作之必要性，此概念與西方分布式領導概念不謀而
合。

劉乙儀與
張瑞村

2014a 文獻分析

幼兒園具發展園長分布式領導及教師專業發展之可
行性，惟欠缺完整的書面計畫，但在課程與教學實
務上，早已實踐園長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之
信念。

劉乙儀與
張瑞村

2014b 文獻分析

具體建議為（一）建立幼兒園教師領導及園長分布
式領導之信念；（二）增進幼兒園教師參與園務行
政機會；（三）著手研擬幼兒園教師領導與園長分
布式領導之內涵。

Heikka 2014

市政委員
會、歐洲
經委會領
導人、中
心主任、
教師

244

本研究的理論源於分布式領導以及教學領導，而研
究發現（一）教學領導被認為是由歐洲經委會中具
有領導職責的人士參與，包括：中心主任，教師，
市經委員；（二）每個利益團體皆表示沒有充裕的
空間分享教學領導職責；（三）中心主任在改善教
學與教師等層面上均受到挑戰，然而，許多跡象顯
示參與者強調透過專題小組討論，對教師專業發展
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劉乙儀與張瑞村（2014a）指出，雖然臺灣在園長分布式領導相關概念仍屬

於持續建構狀態，但目前幼兒園園長領導風格確實存在發展分布式領導之有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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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故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宜定期舉辦相關領導理論與實務的研習活動，藉以增進

教保服務人員之學校領導知能。而本研究統整國內外相關文獻後發現，臺灣學前

教育在分布式領導議題起步晚於國民中小學，且相關研究成果仍略顯不足，表2

所列舉的兩篇臺灣文獻多為探究園長分布式領導與變項（教師領導、教師專業發

展）間的關係，未能深入探討園長分布式領導在學術研究的歷程中可能將面臨到

的困境與展望，國外雖有部分研究成果，但研究方法多以焦點團體討論為主，換

言之，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目前尚未擁有普遍性共識，基於臺灣幼兒園園長分

布式領導實施成效與現況發展仍處在歧異動盪狀態，故本研究針對臺灣幼兒園實

踐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困境與展望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肆、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的困境與展望

林忠仁（2010）說明分布式領導是領導者透過領導權力重新分配，賦權增

能給所有成員，領導權力得以讓團隊成員自由選任，以利提昇團隊之專業素養，

並建立起信任與合作的新關係，使領導者、追隨者及情境彼此交互作用下，促使

不同領導者整合組織成員的集體價值、目標和責任，進而實踐組織理念和共同承

諾。陳佩英與焦傳金（2009）進一步指出在文化層面，分布式領導講求同儕間

的互助合作、分享、協同行動研究以及深度參與，在組織層面則強調擴大決策參

與、自我監督、共享領導模式。是故，影響組織改變的原因可從人、事、物與環

境加以探討，而上述四大層面乃相互交織，當中脈絡更是錯綜複雜，致使改變的

力量在組織中造成一種不穩定的局勢，進而危及組織目標的完成（吳碧惠，2007

）。換言之，園長分布式領導涉及的層面甚廣，組織改變可謂其開端，故本研究

針對園長分布式領導可能將面臨的困境及展望茲統整如下所示。

一、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困境

劉乙儀與張瑞村（2014b）認為臺灣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評鑑項目尚未建

構完全，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加以重視園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和多重指標，以利

充分瞭解學前教育生態，進而建構更具效度與信度的項目內涵。換言之，園長分

布式領導在臺灣目前屬於新興領導議題，仍有部分疑慮尚待研議，故本研究整合

專家學者之見解，從「學術研究」以及「幼兒園實施園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兩

大層面加以闡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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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研究的困境

1. 定義層面

賴志峰（2008）指出分布式領導與共同領導、轉型領導、建構式領導等領導

理論雖有相異，但仍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若強行將分布式領導單獨成立為某

一領導概念，其立論依據顯得薄弱而缺乏嚴謹性，是故，未來的發展取向，較側

重於整合相關領導模式，以利進一步發展分布式領導的理論內涵。換言之，分布

式領導目前仍欠缺理論根基，也未能與其它領導概念加以區隔，因而無法獨立成

為一個領導理論，因此，在學界尚未對分布式領導達成共識之前，分布式領導只

能說是一種正在建構的領導概念。

2. 研究範圍層面

臺灣目前有關分布式領導之研究，多數集中在國民中小學，學前教育相關文

獻較為缺乏（劉乙儀、張瑞村，2014a，2014b）。本研究進一步發現，臺灣有關

分布式領導之博碩士論文，研究場域確實多聚焦於國民中小學階段，但研究所在

地已逐漸擴散至臺灣北、中、南各地區，反觀學前教育研究現況，多以文獻分析

瞭解分布式領導與各變項間的關係，除了無法有效地瞭解園長分布式領導發展歷

程與實況，亦無法深入探究不同所在地、公私立幼兒園機構、幼兒園規模等組織

背景之差異情形，換言之，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的概念仍處於萌芽狀態，仍有

待更多專家學者深入探討。

3. 研究方法層面

本研究發現，臺灣不同教育階段探究分布式領導之議題，研究方法存在著

差異性。以臺灣博碩士論文為例，研究場域若為國民中小學階段，其研究方法多

為問卷調查，在學前教育階段，本研究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關

鍵字「幼兒園與分布式領導」、「園長與分布式領導」皆顯示0筆資料（搜尋日

期：2014年11月15日）。在學術期刊層面，國民小學研究成果可謂斐然，除了透

過文獻分析以及問卷調查的方式持續深入研究，亦有相關專家學者藉由焦點團體

討論的方式進行探討，然而，本研究發現臺灣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目前多為文

獻分析，國外相關研究諸如Heikka與 Hujalaa（2013）、Heikka（2014）的研究

則以焦點團體討論為主。是故，目前臺灣國民中小學成果多偏向於量化研究，而

學前教育有關分布式領導研究則以質性居多，因此，臺灣學前教育有關分布式領

導之困境，除了研究數量不足（無法成為代表性），研究方法也較為侷限，實有

待相關專家學者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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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園實踐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困境

1. 園長角色

李文正（2004）的研究指出，園長強勢的領導風格，恐造成教師喪失專業對

話機會，以及介入教學導致授權功能不彰等問題。簡宏江（2008）亦指出，園長

往往忽略自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職責，進而產生領導失效之憾，當中包括以下三

種症狀：

（1）麻木症

園長無法感知內外在環境變化，以致於降低幼兒園教師參與變革之動力，此

外，園長亦忽略教師的需求、認知以及情緒，導致領導者的一廂情願難以喚起組

織成員的共鳴。

（2）無頭症

園長在面對問題解決（包括：理念目標的釐清、方法及評估標準、溝通與協

商⋯等）或因應措施的過程中，未能妥善規劃，因而使組織成員無所適從，進而

難以取得成員對組織的信任。

（3）缺能症

園長無法善用團體分工、欠缺溝通途徑、缺乏辦理教育訓練的管道以及降低

員工抗拒的能力。

2. 組織架構

歷年評鑑報告結果顯示，私立幼兒園多為家族式經營，公立幼兒園雖設園

長一職，但仍受制於中小學校長與行政系統（戴文青，2005）。以私立幼兒園而

言，從家族式經營轉型至將權力下放給幼兒園教師，其賦權增能的對象並非家族

之人，首先可能將面臨到家族投資者自行內部否決。陳正專（2011）更進一步指

出，將領導責任分散於學校內部組織成員，恐將存在著（1）責任分散也意味著

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2）領導者權力分散不公，造成內部鬥爭；（3）決策者

多容易導致意見紛歧；（4）學校組織之僵化結構不利內部結構權力之分布；（5

）忽略學校環境與背景的複雜，決策過程難以透明化等困境。

3. 教師角色 

簡宏江（2008）提出組織員工在面臨變革時容易產生「視而不見」、「不願

行動」、「不能完成」、「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換言之，組織在推行變

革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就是成員缺乏改革意識，對於外在環境變化或是

威脅毫無警覺，組織成員亦慣用既有的思維面對與處理問題（溫瑞芯譯，2004）

。換言之，在現今多變的教育環境中，教師若選擇故步自封，不願意選擇改變，

恐將成為溫水中的蛙，無法察覺變革之需，慘遭社會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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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的展望

劉乙儀與張瑞村（2014a）指出，雖然臺灣在園長分布式領導相關概念上仍

屬萌芽階段，但從文獻探討中可發現，目前園長領導風格確實存在發展分布式領

導之有利因素，並已朝向此目標邁進。換言之，臺灣幼兒園仍深具發展園長分布

式領導之機，故本研究整合專家學者之見解，從「學術研究」以及「幼兒園實施

園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兩大層面加以分析，如下所示：

（一）學術研究的展望

1. 定義層面

賴志峰（2008）認為，現今教育環境已產生重大改變，部分領導職責已明顯

分散於學校各個組織成員中，此舉不但順應校園民主化的潮流，亦符合分布式領

導的特性，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此外，更促使分布式領導理論與實務進一

步產生結合，換言之，分布式領導對於臺灣教育現場有一定程度的適切性，並非

全新構念。而臺灣有關分布式領導相關研究近幾年如雨後春筍般遞增，亦足以顯

示分布式領導逐漸受到專家學者重視，此趨勢將有助於奠定園長分布式領導發展

之根基，進而彙整出分布式領導之理論基礎。

2. 研究範圍層面

本研究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關鍵字「分布式領導」，共

尋得31筆資料（搜尋日期：2014年11月15日），而研究範圍皆落於國民中小學階

段，因此，學前教育與國民教育研究數量相較之下，確實較為稀少，但學前教育

近期開始有相關專家學者投入園長分布式領導的研究領域，諸如本研究所列舉的

劉乙儀與張瑞村（2014a，2014b）、Heikka與Hujalaa（2013）、Lin與Lee（2013

）、Heikka（2014）都是以學前教育人員為其研究對象，探討園長分布式領導與

幼兒園組織間的關係。是故，學前教育雖然起步稍晚，但學前教育有著讀天獨厚

的組織氣氛，與國民中小學組之生態截然不同，在這樣的先決條件下，有助於釐

清分布式領導在不同教育組織下是如何進行運作以及發展最佳效能。

3. 研究方法層面

學前教育目前有關園長分布式研究，專家學者嘗試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深入

探討，亦有相關研究成果展現，但在結論、數量及方法上皆面臨了困境，因此，

本研究將針對上述三大面向提出建議，以利往後建構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之

時，可將阻礙因素加以考量，使之後續研究得以越趨完善。

（1）結論	

雖然Heikka（2014）的研究顯示中心主任在面對改善教學與教師的層面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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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到困境，但透過專題小組進行討論，有助於改善問題與達到教學相長之效。

因此，整體而言，多數專家學者對幼兒園實踐園長分布式領導採取樂觀、正向的

態度（如：劉乙儀、張瑞村，2014a，2014b；Heikka & Hujalaa, 2013；Lin & Lee, 

2013）。本研究進一步整合上述研究成果後獲致如下結論：「臺灣幼兒園園長是

否願意將領導職責授予教師以及提供教師相關資源協助，將是推動園長分布式領

導的關鍵因素，然而幼兒園強調溝通與關懷、重視課程與教學、透過專題小組鼓

勵教師專業發展等組織氛圍，皆為奠定臺灣幼兒園發展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基石。」

（2）數量

目前臺灣學前教育有關園長分布式領導研究成果較為欠缺，關注的焦點多

集中於國民中小學階段。然李淑惠（2005）蒐集了1980年到2004年國內外共四十

三篇有關幼兒園園長相關之研究，當中發現學前教育氛圍注重「關係」之營造，

並強調溝通與賦權的重要性。從上述研究成果可約略看出，現今幼兒園園長領導

方式已有別於傳統英雄式領導，以賦權增能為其途徑的經營管理模式逐漸成為主

流，當中的領導風格更蘊含著分布式領導的理念，是故，幼兒園園長領導風格相

關之研究，可謂臺灣發展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之根基，乃因惟有建立「園長放

手，教師接手」的組織信念，園長分布式領導才有發展之可能。

（3）方法

學前教育目前已朝向多元方式探究園長分布式領導，諸如有文獻分析（劉乙

儀、張瑞村，2014a，2014b）、焦點團體討論（Heikka & Hujalaa, 2013；Heikka 

, 2014；Lin & Lee, 2013）。可謂企圖以不同的方式來釐清園長分布式領導之涵義

及相關性，雖然研究數量無法成為代表性，但仍可見園長分布式領導相關研究方

法的進步與突破。然而，臺灣早期相關研究，可能會受限於組織型態（幼稚園/

托兒所）及人員資格（具備園長資格/借牌園長）等不同背景變項之干擾，進而

難以釐清園長分布式領導到底是受幼兒園組織或是人員資格影響，直至近期幼托

整合已日漸完善，其組織規章以及人員資格都將受到政府的監督與控管，致使上

述的困境將獲得改善，因此在研究變項上更能夠加以聚焦。

（二）幼兒園實踐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展望

1. 園長角色 

雖然早期在幼教領域中，有關機構主管的領導風格、產生影響之相關研究

並不多見（簡楚瑛，2001）。但李淑惠（2005）的研究中發現，園長領導特色

包括：參與式領導、合作式領導、建立園內溫馨友善氣氛、注重園所的課程與教

學、強調教職員的在職進修與專業發展、著重溝通與賦權增能等。上述的研究成

果，可謂顯示出臺灣幼兒園具營造園長分布式領導之願景目標，以及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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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性。而國內相關研究如林靜寬（2007）、浮絲曼（2011）、楊于萱與周

淑惠（2010）、陳志民（2005）、謝玉琴（2004）等人皆指出領導者的領導風

格，將影響教師教學效能與組織發展。此外，園長鷹架新手園長課程領導、跨園

教師成長團體經驗分享、園長成長團體支持與策略運用、聘用經驗教師垂降等實

施過程，也有助於帶動組織發展及組織再造之機（劉佳蕙，2011）。換言之，幼

兒園得天獨厚的組織氣氛，若能透過正式（園務會議）與非正式（員工聚餐）的

場合，持續與幼兒園教師進行溝通與協商，進而將領導職權授予園所組織內部成

員，未來幼兒園實踐園長分布式領導將指日可待。

2. 組織架構

幼兒園缺少官僚體制，組織規模小且成扁平式組織（李淑惠，2005）。此

外，當前幼教環境呈現出女性教育人員明顯多於男性之性別事實，因此，園長

與行政主管也多由女性擔任為主（陳儒晰、邱芳晞，2010）。國外學者Hoy 與 

Miskel（2001）以女性主義觀點，提出科層體制是由男性支配的一種制度，其實

並不利於女性員工。質言之，幼兒園可謂以女性為主的教育組織，學前教育獨特

的組織氛圍，實有助於突破傳統科層體制的限制，建立開放、互信、平等的組織

關係，進而型塑園長分布式領導之願景目標。

3. 教師角色 

教師是學校數量最龐大、且不易動搖的專業人士，因此，鼓勵教師參與校務

將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楊淙富，2012；Hook, 2006；Lambert, 2003）。而幼兒

園教師個人本位主義較低，且帶班方式以協同教學（雙教師）為其大宗，是故，

幼兒園教師有許多機會擔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雙重角色，致使幼兒園園長執行

分布式領導時，可將阻礙因素降至最低。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分布式領導之涵義

1. 定義

分布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是種以團體形式展現領導的歷程，藉由

領導者與追隨者彼此合作與信任的組織氣氛下，透過授權賦能的動態領導角色轉

換，提升成員擔任領導者之意願，使之共同承擔領導職責，鼓勵彼此發揮專業知

能，以達組織革新之願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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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歷程

Gibb在1951年撰寫的《參與式團體的動態》一書，可謂開啟分布式領導之開

端，爾後，1990年英、美等先進國家不但嘗試將教育行政機關權力下放給學校人

員、家長以及社區人士，更於2000年之時產生大量的研究成果，而臺灣相較之下

起步稍晚，於2008年由賴志峰所發表的「分佈式領導理論之探究：學校領導者、

追隨者和情境的交互作用」一文，可說是臺灣分布式領導研究之先驅。

3. 基本概念

分布式領導與其他理論或概念有密切關聯，包含「分享式領導」、「協作領

導」、「民主式領導」、「教師領導」、「共同領導」等，亦可顯示出分布式領

導範圍廣闊，實有待國內外專家學者深入探討之。

（二）園長實踐分布式領導之困境

1. 學術研究

臺灣在學術研究的困境包含：（1）欠缺理論基礎；（2）相關研究場域多聚

焦在國民中小學階段；（3）多以文獻分析為主，研究方法單一；（4）研究數量

不足，無法成為代表性。

2. 實務現況

園長可能需改善：（1）強勢的領導風格，造成授權功能不彰；（2）忽略身

為領導者的角色以及職責。在幼兒園組織架構可能將面臨：（1）家族式經營，

授權不易；（2）職責歸屬問題；（3）產生內部鬥爭；（4）意見紛歧（5）組

織結構僵化；（6）決策難以透明化。而在教師則需面對：（1）缺乏改革意識；

（2）慣用既定思維面對與處理問題。

（三）園長實踐分布式領導之展望。

1. 學術研究

臺灣在學術研究的展望包含：（1）分布式領導在臺灣教育現場具有某種程

度的適切性，並非全新構念；（2）近期開始有專家學者投入園長分布式領導的

研究，此舉有助於透過不同的教育視角探討分布式領導在不同教育階層、教育機

構的實施成效；（3）大體而言，國內外專家學者對園長分布式領導多數持樂觀

態度；（4）因應幼托整合之利，未來在處理研究變項上更能夠聚焦且能免於過

多因素干擾，進而提升研究信效度。

2. 實務現況

幼兒園展望園長分布式領導之目標，可從園長、幼兒園組織機構以及教師等

三個層面探討，在園長的部分包括：（1）其領導風格已逐漸朝向參與式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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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領導邁進；（2）園長善於營造園內氣氛；（3）注重園所課程與教學；（4）

注重教職員的專業發展；（5）強調溝通與賦權。在幼兒園組織架構包含：（1）

為扁平式組織；（2）以女性為主的教育組織。在教師角色的部分則包括：（1）

個人本位主義低；（2）協同教學（雙教師）為主；（3）常擔任領導與被領導的

雙重角色。

二、建議

本研究發現臺灣幼兒園確實存在發展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契機，因此，依據研

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未來相關單位及人員之參考：

（一）著手研擬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之內涵

藉由有目的性的蒐集資料、建立指標，作為審核園長分布式領導專業知能與

專業精神之前置作業，實為臺灣教育改革當務之急，然臺灣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

導標準項目仍未建構完全，且相關研究的指標內涵與架構亦未進行整合，處於各

自持續發展中，因此，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重視幼兒園園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和

多重指標，進而充分瞭解學前教育生態，以利整合各項標準細則，使之建構出更

具有效度與信度的指標內涵。

（二）激發幼兒園園長實踐分布式領導之信念

雖然臺灣有關園長分布式領導研究與國民中小學相較之下，仍略顯不足，但

從文獻分析中可見，目期園長領導風格可能存在著發展分布式領導之基，因此，

若能舉辦相關研習活動，藉以增進幼兒園園長有關分布式領導知能，俾能帶動學

前教育改革，除了能瞭解臺灣分布式領導在不同教育組織脈絡下，其實施成效以

及發展特性，也將奠定國內學校教育領導之新契機。

（三）增進學前教育人員參與園務計畫之意願

分布式領導雖然強調園長賦權之重要性，但組織成員若不願意改變心態，其

成效仍有所限制，乃因學校組織中教育人員數量最為龐大，若能將分布式領導信

念深植於全體成員，將有助於打破幼兒園長期偏向封閉式家族經營的困境，進而

鼓勵幼兒園教師發揮所長，激發追求專業發展之企圖心，亦能增進組織向心力，

減少幼兒園教師流動率，以利穩定組織以及朝向學習型組織之願景目標邁進，因

此，幼兒園可以由某位教師擔任課程召集人，帶領園所同仁進行主題教學設計，

進而達到全體教育人員參與園務計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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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之現況與關係。

在研究方法上採用問卷調查法，並編製「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

表現調查問卷」，研究對象為臺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使用結構方程模式驗證

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

習表現現況良好，兩者之間具相關性，且獲得一個具良好適配度的影響關係模

式，證明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有顯著之直接影響效果。歸納研究結

果，建議教師實施正向領導，營造和諧班級氣氛，培養合作學習團隊，建立正

向能量社群網絡，增強學生學習動力，進而提升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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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Stud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Chuan-Chung Hsieh; Wen-Chih Hsiao; Yu-Mei Wang

Abstract

The study purpose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
er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Stud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Questionnaire survey has been used. In addition, this study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prospective data to test for model fi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positively affects 
Stud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eachers should 
implement positive leadership to accelerat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
ment. 

Key word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stud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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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指標，社會對學校教育的產出、品質及效能等賦予諸多

期待與關注，而國小基層教師處於教育的最前線，教導學生的方式，亦面臨新的

衝擊與挑戰。教師身為執行教育理想的領導者、影響者和推行者，更應尋求有效

的領導方式，來整合教師的專業知識、教育信念與教學效能，才能符合時代的需

求與取得優勢。

隨著教育情勢不斷改變與對領導所產生的新需求，近年西方學者在正向心

理學、正向組織學、正向組織行為學、肯定式探詢等理論基礎上，提出正向領導

（positive leadership）這個新的領導概念，正可為陷入困境的學校教育提供發展

曙光（謝傳崇，2011d）。林新發（2010a）指出，正向領導是組織領導者在建

立共同意義的目標下，所展現正向執行力與影響力，以營造正向氛圍與付出愛心

關懷，進而提升組織成效。謝傳崇（2011a）認為，透過正向領導，可以帶給學

校希望、改變與樂觀的信念，讓有智慧、有決心的人能以嶄新的角度看待我們所

面對的學校教育問題，並且發展出一套合宜的解決策略。因此，正向領導策略的

運用，可以幫助教師在千頭萬緒的班級經營課題中，展現教學與輔導效能，創造

與維持一個良善和諧的班級氣氛和正向積極的學習目標，促使學生主動自發，激

發潛能與優勢，追求卓越表現，以達成學生學習表現績效和謀求學校教育最大效

益。

Wu（2012）研究指出，各個學校層級均是以學生的學習為指標來檢視學校

學術成就。吳清山（2005）認為，教育的主體是學生，任何教育改革的作為，若

無法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則教育改革將徒勞無功：教育改

革的種種措施應回歸到教育的主體――學生的學習，希望能夠使學生享受學習的

樂趣，才能引發學習動機。雖然學生是學校教育中的核心角色，教師卻是班級中

最重要的領導人物，與學生關係最為密切，教師若能採行正向領導，藉以開發學

生的正向思維，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激發積極學習動機，加強培養追求真相的

熱情與好奇，必能提升學生多元能力，其中，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因素究竟有哪

些？以目前國內教育領域的研究而言，有探討學生學習表現的整合領導理論、有

討論學生學習表現的課程教材教法策略，亦有涉及學生特質、態度和家庭因素的

研究，然而，探討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關係者，尚付之闕如。

綜合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可知，現今許多研究教師領導的學者，均主張教師

領導行為是影響學習表現的主要關鍵，如張德銳（2010）、蔡進雄（2011）、賴

志峰（2009）、簡紅珠（2006）、DiMaggio（2007）、Wu（2012）等人，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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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若教師充分發揮領導的影響力，必能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另外，吳明隆（2006

）、林澤民（2012）、蔡進雄（2011）、謝傳崇（2011b）、Butler（2011）等人

亦指出，正向領導直接對學生學習表現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擬蒐集資料，瞭

解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是否相關，並驗證教師正向領導是否正向影響學

生的學習表現。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一）瞭解國民小學教師正向

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之現況。（二）驗證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

表現之關係模型。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正向領導之定義與內涵

在組織中，領導者的領導行為扮演著組織成敗的關鍵。Woods（2005）指

出，領導是一種影響力的發揮，在班級裡，教師透過影響力來影響學生學習，因

而導師的領導行為往往深深影響學生的整體表現與學習成效，且Cameron（2009

）認為，利用正向領導能使個人和組織產生生命力、成果豐碩和顯著的正向績

效，其目的更在幫助個人和組織上達到驚人的成就水準。由此，國小教師應如何

藉由正向領導的影響力，建構正向的班級和環境，進而產生正向能量，讓學生的

潛能發揮得更好，是一個值得令人關注的課題。

（一）教師正向領導的定義

「正向領導」源自於正向心理學的發展，由Hodgetts 和Luthans兩學者最先

提出「正向積極取向領導」（positive approach to leadership, PAL），而「正向

領導」是由美國密西根大學管理與組織學教授Kim Cameron於2008年提出，又稱

為積極領導，著重在超越一般水準的正向超越表現（謝傳崇譯，2011）。謝傳

崇（2011d）也再次指出，正向領導一方面因應時代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來自許

多「積極取向」的研究成果，是一個符合時代潮流、整合型的世紀領導新風格。

林新發（2010a、2010b）表示，由正向觀念衍生出的領導，即是正向領導，強調

領導者肯定部屬優勢、能力以及潛能，培養同仁具有樂觀、良好工作效能與良

善品德等正向特質。Butler（2011）研究指出，正向領導者可增加組織成員自尊

感、提高工作士氣、減少倦勤情況、促進使命的實現，提高工作成就，營造一個

更具凝聚力的工作環境。謝傳崇（2011d）指出，正向領導就教育的意義而言，

乃在成就每位學生的無限可能，透過教育的薰陶，幫助學生發揮自我潛能，追求

卓越表現。該指出與重視人類正向心理層面和超越一般成功表現的正向領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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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謀而合。本研究所討論的主題便是教師正向領導，教師是班級的領導者，教師

將正向領導的策略運用在班級環境中，即是將關注重點放在全體學生的快樂、自

信與安全感上，藉由激勵學生而提升學習動機，以維持學習熱情，並透過關懷、

尊重、同理與感恩的方式，營造班級的正向氣氛，構築班級的願景，如此將有助

於班級正向溝通氛圍的形成，以及正向關係的建立，終究能促進學生學習表現。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教師正向領導定義為：國小教師運用正向思考來帶領班

級，以關懷、同理心對待學生並進行正向溝通來協助解決問題，營造班級溫馨的

正向氣氛，與學生有正向的互動關係，激勵學生創造與想像力，提升其學習的動

機與滿足感，啟發學生追求卓越的正向願景，以達成班級正向超越表現。

（二）教師正向領導的內涵

Donaldson和Ko（2010）提出，正向領導理念是許多領導策略的核心，不同

的正向領導者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領導，然而這些領導方式均涵蓋正向領導中

的正向溝通、正向氣氛、正向關係與正向意義。而Cameron認為正向領導的內涵

為，首先要促進正向超越表現，幫助個人及組織達到驚人的成就水準；再則為積

極樂觀取向，關注與肯定人類的優勢、能力和潛能；最後須關注在美德與至善，

重點在促進最好的人際環境或培養善良。因此，Cameron 認為正向領導的策略包

括：使用肯定和支持的語言，以利正向溝通；培養同情心、同理心與寬容心，以

形塑正向氣氛；建構正向能量網，藉由成員彼此支持，塑造正向關係；提供屬下

工作的意義和目標，賦予正向意義（謝傳崇，2011d）。林新發（2010a）認為正

向領導的內涵為，正向解讀部屬的行為；尊重部屬；具有正向情緒以身作則；培

育組織的正向氛圍與部屬的良善特質。藉此產生良好卓越的組織績效。所以，林

新發（2011b）認為領導者可以透過：激勵正向情緒，營造正向氣氛；個別關懷

成員，建立正向關係；善用支持肯定，維持正向溝通；建立共同願景，賦予正向

意義等四種正向領導的策略來促進組織的發展。謝傳崇（2011d）指出校長正向

領導將關注重點放置於組織成員的快樂、自信與保障上，藉由激勵成員而提升組

織競爭生產力，因此校長的正向領導包括四個概念：正向思考發展良好情緒；正

向態度關懷成員表現；正向營造溫馨學校氛圍；正向塑造卓越共同願景。而謝傳

崇（2011c）更將校長正向領導歸納為四個內涵，分別為「正向氣氛」、「正向

關係」、「正向溝通」與「正向意義」。

本研究整理綜合以上學者對正向領導內涵的見解，發現正向領導的層面中，

以「正向氣氛」、「正向關係」「正向溝通」、「正向意義」這四個層面為多數

研究者所採用（林新發，2011a；謝傳崇，2011a；Donaldson & Ko, 2010），且

國內大部分研究者均採用謝傳崇（2011d）研究論點，因此本研究將教師正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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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之內涵分為「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善用正向溝通」、「展

現正向意義」四個層面，茲說明如下：

1、營造正向氣氛：教師能適時表達關懷與愛心，尊重學生的需求，鼓舞學

生面對並協助解決學生的困境，能同理與傾聽學生的想法，正向解讀學生行為，

鼓勵學生發揮同情心，相互關懷與支持，使班級沉浸在一個良善的正向氛圍中。

2、建立正向關係：激勵學生努力向上的動機，彼此鼓勵、支持與合作，並

建構正向能量網絡，強化學生優勢，讓具有正向能量的學生能幫助同學成為更好

的能量者，並能建立團體合作與支持的正向關係。

3、善用正向溝通：教師以肯定和支持的語言取代負向的批評，與學生交談

時充滿著關懷與活力，並具有洞悉學生情緒的敏感度，瞭解與同理學生所傳達的

訊息，從而與學生建立起和諧的情感交流與有效的溝通。

4、展現正向意義：教師能善用各種時機，將個人教育理念與學生分享，允

許學生參與達成目標和學習策略的決定，師生共築班級願景，提升學生學習表

現，促進班級經營效能，達成教育的目標。

二、學生學習表現之意義與內涵

余民寧（2006）指出，學生學習表現一直以來都是關心教育的相關人員所

探討的重大研究議題，它不僅代表一個國家的教育成就水平，更是反映出一個國

家競爭力的實質指標。其中，學習動機乃是學生學習的驅力，因此，激發學生積

極的學習動機，促使學生學習表現提升，是每位教師所努力的目標，也是學校教

育責無旁貸的責任。學校需面對與因應來自社會大眾對教育品質的重視與績效責

任的要求，教師更須清楚哪些因素會影響學生學習表現，且要運用適切之領導作

為，強化教師教學能力，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以達到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最終

目的。

（一）學生學習表現的定義

簡茂發（1983）指出，學生學習成就乃是透過學習歷程獲致較為持久的行為

結果。李安明（2009）亦提出，學校領導者除了執行學校的行政管理外，更須聚

焦於課程、教學與學生的學習。馮丰儀（2009）也認為，一切領導作為應以學生

的學習為核心，所以領導者如何帶領學校團隊，提升學習成就，尤為重要。

OECD（2007）研究提出，為了瞭解學生是否已經對未來挑戰做好準備，並

瞭解他們能否分析、思考與有效的溝通，以及瞭解他們能否持續的學習，其中閱

讀、數學科學素養及問題解決能力更被視為關鍵的領域，而此關鍵領域即為學生

學習表現。謝傳崇與王瓊滿（2011）研究所指涉的學生學習表現，是指學生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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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長時間的學習歷程之後，在課業評量方面所獲得的測驗成績，在日常生活當

中所展現出來的學習態度以及行為表現，當中包涵了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的

學習結果。謝傳崇與蕭文智（2013）研究所提的學生學習表現，是指學生在歷經

一段長時間的學習進程後，在日常生活所具體呈現出來的學習態度與行為表現，

及在學業評量方面所獲得的學習成果，當中包含了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的學

習結果。

歸納學生學習表現概念的詮釋與論述，學生學習表現的特徵如下：學生學

習表現是一段長時間的學習歷程（簡茂發，1983；謝傳崇、王瓊滿，2011；謝

傳崇、蕭文智，2013）。學生學習表現是學習成果或是行為結果（簡茂發，1983

；謝傳崇、王瓊滿，2011；謝傳崇、蕭文智，2013）。學生學習表現包涵認知、

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的教育目標（謝傳崇、蕭文智，2013）。學生學習表現是學生

在學習過程與日常生活中，所展現出來的學習態度、學習成果和行為表現（謝傳

崇、蕭文智，2013；謝傳崇、王瓊滿，2011）。

綜上所述，學生學習表現定義為：學生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學習歷程之後，在

課業評量方面所獲得的測驗成績，在日常生活當中所展現出來的學習態度以及行

為表現，當中包涵了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的學習結果。

（二）學生學習表現的內涵

吳清山（2005）認為學生表現的指標包含課業學習表現、生活行為表現以

及身心健康狀況等三項指標。林天祐（2005）指出，學生的學習是優質學校教育

的向度，而在此學生學習的向度中，包含學會認知體驗、學會悅納自己、學會尊

重別人、學會負責做事、學會生涯發展等五項指標。林明地、陳威良（2010）認

為，學生學習表現包含學業成就（認知）、學生態度（情意）與學生行為表現（

技能）等三層面。謝傳崇、李尚儒（2011）認為以學生課業表現、學生學習態度

及學生學習行為等三個內涵較能完整陳述學生學習表現。學生學習表現為學生經

由教師一連串專業的教學活動後，在課業成就、學習態度及行為方面的表現。謝

傳崇、王瓊滿（2011）採用學生課業成就表現、平常參與學校活動的學習態度以

及日常生活行為表現，作為學生學習表現的探討層面。李安明、鄭采珮、劉志昀

（2011）將學生學習成就的內涵分為認知、情意和技能三個層面。謝傳崇、蕭文

智（2013）也使用「學生學習態度表現」、「學生學習行為表現」及「學生學習

課業表現」三個面向來說明學生學習表現的層面。

綜合以上文獻之論述，均認為學生學習表現需全盤關注，不可偏廢，除智育

之外，更需養成良好自我觀及待人處世的態度與行為。更共同認為以學生學習態

度表現、學生學習行為表現及學生學習課業表現三項內涵較能完整涵蓋「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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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表現」之定義。因此各研究大都使用「學生學習態度表現」、「學生學習行為

表現」以及「學生學習課業表現」等三個面向來解釋學生學習表現的層面。

因此本研究將學生學習表現之內涵分為「學生學習態度表現」、「學生學習

行為表現」以及「學生學習課業表現」三個層面，茲說明如下：

1、學生學習態度表現：指學生之課業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及參與校內外競

賽與活動等方面的表現。

2、學生學習行為表現：指學生的日常作息情形、校園生活的適應狀況以及

校園暴力或霸凌事件發生頻率。 

3、學生學習課業表現：指學生在主要學習領域上的成績，衡量學生在學業

上的表現。

三、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關係

Fredrickson（2003）與Rath（2004）表示，正向領導者若能在組織中分享

正向情緒，便可促進更積極的情緒，提高士氣、增加工作滿意度、提高組織成

員參與感，以及提升組織績效。也就表示，教師在班級中若能促進正向情緒的

環境，營造正向氣氛與運用正向溝通，就能夠提升「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生

學習行為」層面。吳明隆（2006）指出，有效能的學校擁有正向良善的學校氣

氛、能有效促進教師同仁間的互動。此與教師正向領導行為之促進班級氣氛、同

儕關係更為密切之「建立正向關係的行為」、「營造正向氣氛的行為」意義相

通；Butler（2011）研究發現，領導者提升部屬的工作士氣、營造更具凝聚力的

工作環境、促進追隨者和領導人之間的信任，將能提高部屬的工作滿意度。當工

作滿意度提升而工作績效也會提高。據此推測教師若能採用正向領導的作為，可

以激發學生學習意願與創新表現。換言之，正向關係的建立，能提升學生適應校

園生活，營造自由與和諧的班級氣氛，並提供學生創新的空間，以利學習表現。

以此推論，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習表現有顯著之影響。

另外，蔡進雄（2011）研究顯示，肯定式探詢建立在優勢及希望之上，是

重塑教育的策略之一，人們會朝向明亮、正向能量及賞識的方向發展，透過賞析

式探詢便可達成此一目的。謝傳崇（2011c）認為透過肯定式探詢的「正向」策

略可以引導教師以正向情緒投入工作，從而激發團隊活力和熱情，促進教育績效

的持續提升，成為組織脫穎而出的推進力。這表示教師正向領導之「建立正向關

係」、「展現正向意義」與肯定式探詢策略中的「發現優勢」、「建構願景」層

面有密切關聯，是有助於學校團隊整體的運作與績效的提升。以此推論，教師運

用肯定式探詢的正向領導行為，能使學生學習表現顯著。林澤民（2012）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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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支持行為對正向的組織氣氛形成、團隊凝聚力的提升有極大的幫助。當教師

常使用支持性的話語鼓勵學生，適時給予正向的回饋、尊重學生的想法，適時提

供學生情緒及智慧上的支援與協助，必定能夠形成良善優質的班級氣氛，進而提

升學生學習效能。因此，本文推論，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有密切的正相

關。

綜合上述研究，教師正向領導的「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

、「善用正向溝通」、「展現正向意義」等層面，直接與學生學習表現相關

（吳明隆，2006；林澤民，2012；蔡進雄，2011；謝傳崇，2011c；Butler, 

2012）。實證研究顯示，正向領導可並進一步超越自我，激發學生潛能（謝傳

崇，2011c；Fredrickson, 2003; Rath, 2004）。所以，教師正向領導是班級經營發

展的利器，也是提升學生學習表現最實際的作法，故推論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行

為表現二者具相關性。

四、本研究之假設模式

由於，本研究所欲探究兩者間之關係，在國內尚無相關論文出現，綜合前列

之文獻探討發現，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間存在一定之關聯，因此，本

研究的發現將有助於擴展對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此一主題的理解；經

過上述文獻佐證，可推論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關

係，但國內外鮮少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EM）進行兩者之間的研究。因此，本研

究假設教師正向領導能正面影響學生學習表現進行研究，並建立教師正向領導與

學生學習表現關係之假設模式，如圖1。 

圖1 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關係之假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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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樣本

研究係以臺灣地區公立國民小學，102學年度各校名冊所列之現職教師為研

究之母群體，並採分層隨機取樣之方式，抽取預試樣本及正式樣本。依據教育部

（2013）教育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公立國民小學不同規模學校數及所佔比例，研

究對象總計有2618所公立小學，校數在6班以下的有932所（36%），7至24班的學

校有918所（35%），25班以上的學校有768所（29%）。

（一）預試調查對象

本研究抽取臺灣地區公立國民小學之現職教師為預試對象，共抽取全國各

縣市51 校，發出問卷306 份，回收238 份，回收率為77.8%；其中有效問卷為192

份，可用率為80.7%。

（二）正式調查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係以全國公立國民小學為母群體進行簡單隨機分層抽

樣，為掌握問卷題項的適切性，選取臺灣地區各縣市各種學校規模各數所進行

調查，總計發出問卷1,080份，回收758 份，整體回收率為70.2%；其中有效問卷

為579份，無效問卷161 份，可用率為78.8%。有效樣本基本資料分析，如表1 所

示。  

表 1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背景變項 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04 34.2%
女 393 65.8%

學歷
大學 290 48.6%

研究所以上 307 51.4%

年資
10年以下 153 25.6%
11-20年 293 49.1%

21年以上 151 25.3%

職務

校長 4 0.7%
教師兼主任 122 20.4
教師兼組長 184 30.8%
級任導師 233 39.0%
科任教師 54 9.0%

區域

北區 171 28.6%
中區 167 28.0%
南區 160 26.8%
東區 99 16.6%

規模
6班以下 252 42.2%
7-24班 186 31.2%

25班以上 159 26.6%
合計 59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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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製依據

本調查問卷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計6題，包括性別、最高學

歷、年資、職務、學校區域、學校規模。第二部分為「教師正向領導量表」，係

參考謝傳崇（2011d）之調查問卷修改而成。第三部分為「學生學習表現量表」

，係以參考謝傳崇、蕭文智（2013）之問卷修改而成。

（二）信度分析

研究者針對「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調查問卷」進行信度

分析，本研究之量表採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而兩個分量表之Cronbach’s α

整體係數分別為.906、.922，而教師正向領導的各因素層面之Cronbach’s α在 

.898~.904 之間，學生學習表現的各因素層面之Cronbach’s α在.914~.920 之間，

顯示本問卷之信度良好。

（三）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預試分析，先採取極端組比較與內部同質性檢驗，教師正向領導量

表的20個題目，其CR 值皆達到.001 顯著水準，各題目與量表總分之間，其相關

皆達.01 顯著水準。此外，各題項的Cronbach’s α值在 .898~.904 之間，未高於整

體分量表的α值（.906），從同質性考驗指標來看，顯示內部同質性一致。接著

針對所有題目進行因素分析選題，並了解全量表的因素結構。進行因素分析前，

先進行Bartlett 和KMO檢定，以決定此量表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Bartlett 和

KMO 檢定結果，Bartlett 球形檢定值為1956.045（p<.001），KMO 值為.886。因

此，教師正向領導量表可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特徵值大於1 的因素有

四個，為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善用正向溝通、展現正向意義，累積的

解釋變異量為64.407%，符合量表建構之基本要求。學生學習表現量表各題項的

Cronbach’s α值皆介於914~.920之間，未高於整體分量表的α 值（ .922 ）， 顯

示內部同質性一致。Bartlett 球形檢定值為1864.729（p<.001），KMO 值為.915

。因素分析結果，抽取出3 個因素，為學生學習態度表現、學生學習行為表現、

學生學習課業表現，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66.807%，符合量表建構之基本要求。

（四）計分方式

本研究量表部分採Likert六點量表計分，有「非常不符合」、「大部分不符

合」、「有點不符合」、「有點符合」、「大部分符合」、「非常符合」六個選

項，受試教師依真實情況進行填答，在六個選項中選取最符合自身感受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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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給予1、2、3、4、5、6分。加總後即為教師針對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

現上的知覺。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之知覺愈高；反之，得分越低表示受試者之知

覺較低。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參考吳明隆、涂金堂（2012），以問卷各題項得分之平均數作為分

析依據，採絕對標準，本研究以問卷各題項得分之平均數作為分析依據，採絕對

標準，分成低、中低、中高、高四種程度。由於本研究採用六點量表，所以將

得分最低1分到得分最高6分之間五分的差距均分為四等分，每個間隔的數值為5 

/ 4=1.25。據此，1+1.25＝2.25，故1分到2.25分為低度表現；2.25+1.25=3.50，故

2.26～3.50分之間為中低度表現；3.50+1.25=4.75，故3.51～4.75分之間為中高度

表現；最後4.76分以上則為高度表現。茲將問卷調查結果，分別以平均數、標準

差等描述性統計方法，來加以探討及說明。對於兩個變項的關係，本研究使用結

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al modeling, SEM) 以檢視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

習表現之關係。

肆、結果與討論

一、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正向領導領導的現況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覺「教師正向領導」整體平均數為5.08，標準差為0.43

，高於4.76分以上，顯示教育人員對整體教師正向領導有高度知覺。就教師正向

領導的分層面而言，「善用正向溝通」之平均得分最高，達5.14，標準差為0.49

，顯示，學校教師普遍認同激勵溝通的最佳方式是建立學生信心，能適時稱讚並

公開表揚學生的優良行為，建立學生的信心；得分次高的為「營造正向氣氛」，

其平均數為5.11，標準差為0.48；得分第三高的為「建立正向關係」，其平均數

為5.09，標準差為0.48；得分最低的為「展現正向意義」，其平均數為5.00，標準

差為0.46。結果顯示，教師知覺中之教師正向領導各層面，均呈高度發展，唯仍

有許多值得教師努力的地方。

　本研究所欲探究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兩者間之關係，雖然在國

內尚無相關論文出現，但是就教育學術研究而言，近年來國內對於「校長正向

領導」的研究逐漸增多，研究發現教師知覺中校長正向領導現況良好，顯示正

向領導行為能影響學校效能提升，故本研究結果與林新發（2010a）、謝傳崇

（2011d）之研究結果相仿。顯示國小教師普遍認為，教師可以透過正向領導行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93

專 
 

論

為來營造班級正向氣氛、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與人際關係，引領學生對教師的認

同與信賴，提振學生學習動機與激發潛能，就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超越一般成

功。

二、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生學習表現的現況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生學習表現整體平均數為4.81分，標準差為0.52，高於

4.76分以上，表示教師對整體學生學習表現具有高度知覺。其次，學生學習表現

的各層面中，「學生學習行為表現」之平均得分最高，達5.08分，標準差為0.69

；得分次高的為「學生學習態度表現」，其平均數為4.67分，標準差為0.63；得

分最低的為「學生學習課業表現」，其平均數為4.62分標準差為0.61。表示教師

所知覺之「學生學習行為表現」層面呈高度之發展；而「學生學習態度表現」與

「學生學習課業表現」這兩個層面雖為中高度表現，但與學生行為表現層面比較

起來有所落差，這也表示教師所知覺之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生課業表現，仍有許多

努力的空間，也就與謝傳崇與王瓊滿（2011）、謝傳崇與蕭文智（2013）之研究

結果相仿。這也顯示，「學生學習行為表現」層面呈高度之發展；而「學生學習

態度表現」與「學生學習課業表現」這兩層面為中高度表現，其中又以「學生學

習課業表現」最低分。這樣的結果，對於教師在從事教學行為時，學生學習動機

與學習態度的培養，應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也表示探討學生課業學習低落的原

因，提振學習動機應為首要教學工作。

三、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關係

為了檢視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關係，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

分析。首先討論整體模式的適配度情形，其次進行結構模式分析，再檢視變項間

的合理路徑，最後檢視中介作用。

（一）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

從表2中可知，在絕對適配度檢定上，χ2值為58.906（p=.000<.05）達到顯

著水準，表示理論模式與實際資料存在差異；而GFI為.971、AGFI為.939（>.90

）、RMSEA為.077（<.08）適配度佳。有關增值適配度指標方面全部指標值皆大

於.90，適配度佳。在精簡適配度指標方面，指標值皆大於.50。整體而言，各項

指標除χ2 值因大樣本的原因僅作為參考指標，及PGFI，未達理想之外，而其餘

之適配度指標皆符合模式之適配度考驗，顯示本研究之假設模式整體適配情況大

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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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整體結構模式適配度評鑑指標及結果摘要
指標名稱 適配判斷值 指標值 適配判斷

絕對適配度指標
χ2 愈小愈好，p>.05 58.906(p=.000) 尚可
GFI >.90以上 .971 佳

AGFI >.90以上 .939 佳
RMR <.05以上 .008 佳

SRMR <.05以上 .0290 佳
RMSEA <.05以上(適配良好)  

<.08(適配合理)
.077 佳

增值適配度指標
NFI >.90以上 .976 佳
RFI >.90以上 .961 佳
IFI >.90以上 .981 佳
TLI >.90以上 .970 佳
CFI >.90以上 .981 佳

簡約適配度指標
PNFI >.5以上 .604 佳
PCFI >.5以上 .607 佳
AIC 88.906 佳

ECVI .149 佳
CN >200 227 佳

（二）結構模式分析

確認問卷的適切性之後，本研究從圖2的整體結構模式標準化估計分析顯

示，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結構模式其分析結果， 結果顯示出正向氣氛、

正向關係、正向溝通與正向意義等四個層面構成了教師正向領導的要素，而所有

的標準化參數都達顯著；其中以「正向關係」（.87）最高，其次為「正向溝通」

（.84）、「正向意義」（.79）、「正向意義」（.77）較低。而「學生學習態度

表現」、「學生學習行為表現」、「學生學習課業表現」3個層面組成了學生學

習表現的要素，並且在所有的標準化參數都達顯著。其中以「學生學習態度表

現」（.84）最高，次高為「學生學習行為表現」（.81）、最低「學生學習課業

表現」（.77）。

本研究的SEM線性關係結構模式顯示（見圖2），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習

表現能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72），且彼此間的關係達到極顯著水準（p<.001）

，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解釋變異量（R2）達到水準。此結果驗證了先

前的文獻發現結果，亦即本研究假設模型（見圖1）成立，教師正向領導正面影

響學生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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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關係之結構模式

（三）結構模式之效果討論

研究發現，在結構模式中，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習表現所屬測量

變項的影響值，其中以「學生學習態度表現」之影響值為.70（0.722在結構模式

中）最能呈現主要影響效果，其次分別為「學生學習行為表現」之影響值為.65

（0.722主要影響效果）與「學生學習課業表現」之影響值為.59（0.722學習課業

表現）。因此，教師正向領導能明顯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具密切的關係，而推動教

師正向領導將有助於學生學習表現之提升；若能在學校中有效推動教師展現正向

領導行為，則將有利於大幅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因此，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

表現可謂是學校組織文化遷移過程中，互為因果之策略與效應之一，運用兩者的

相互關連性，將可使學校之發展經營績效更為卓著。

（一）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皆呈高度發展

依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整體知覺之現況良好。在

教師正向領導中以「善用正向溝通」層面之得分最高，得分最低的為「展現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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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各層面的得分，均呈高度發展。表示目前臺灣地區各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知覺教師正向領導之狀況良好，普遍認同教師的溝通方式，但在提供學生行動的

目標，傳達學習意義上，需更花心思與時間。在學生學習表現的各層面中，以「

學生學習行為表現」層面得分最高，「學生學習課業表現」最低；由資料得知，

教師重視學生之行為表現的態度顯而易見。然而，也期望教師能透過引導良善學

生學習行為的建立，來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動機與正向態度，藉以提升學生學習

課業成效。

（二）「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習表現」理論模式之合理性獲得支持

    本文以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為主要之研究構念。本研

究從文獻理論探討開始著手，建構結構模式，並以AMOS驗證本研究整體結構模

式，結果也支持本研究理論模式之合理性，故本研究結論認為，教師正向領導、

學生學習表現這二個變項間確實存在線性關係。意即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策

略，對學生學習表現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

（三）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的關係有顯著正相關與影響力

本研究透過結構方程式得出較嚴謹的線性關係，發現從教師正向領導中的「

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善用正向溝通」與「展現正向意義」著

手，去影響學生學習表現，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習表現，其影響力有.722的直

接效果。所以教師若能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有效運用教師正向領導行為，便能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研究亦發現，在結構模式中，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

學習表現所屬測量變項的影響值，其中以「學生學習態度表現」最能呈現主要影

響效果，其次分別為「學生學習行為表現」與「學生學習課業表現」。顯示教師

正向領導能影響學生學習表現。

二、建議

為積極推動教師正向領導，進而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表現，本研究之建議如

下：

（一）規劃合宜班級願景，以利展現正向意義

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正向領導行為具有高程度的知覺，表示教師

在班級的正向領導作為上是備受肯定的；即教師能以有效溝通方式與良好情緒關

懷學生，營造溫馨的班級氣氛與和諧的師生關係，並建立合宜的共同願景，進而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而在教師正向領導行為的層面中，以「展現正向意義」的得

分最低，也就顯示，學校教育人員在知覺教師展現正向意義的部分，感知程度較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97

專 
 

論

低，表示願景目標的達成有改進的空間。教師要能善用各種時機，將個人的教育

理念分享予學生，採民主方式允許學生參與有關達成目標和學習策略的決定，並

且透過利他行為之示範，與學生共同建構班級未來願景。可以在規劃設計符合學

生學習的環境與課程中，協助學生學習目標訂定，討論達成目標的途徑與方法；

還可以讓學生有自信、有活力地展現專業能力，並可深切感受到老師追求學問的

熱誠，激發學習；在制定班級願景時，教師先行將其轉化為學生容易接受與認同

的資訊，採民主方式採納學生意見於班級目標中，並取得學生的承諾與認可；在

班級成立小組合作學習與幹部自治制度，讓學生能為團體做出貢獻，也增強學生

對班級的認同感和向心力；更可利用網際網路、報章新聞以及周遭熟悉人物和教

師親身經驗的實證，讓學生瞭解現今社會的需求、國際趨勢，以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參與力；再透過提供學校社團活動，掌握與社區服務學習相關的機會，與

實務經驗結合，儘早了解未來職場狀況，加強學習意願。

（二）應用適切學習策略，促成良好課業表現

本研究發現教師知覺學生學習表現呈現高度發展，以「學生學習行為表現」

之知覺較高，顯示教育人員大都能掌握激勵策略，公開表揚學生優良行為，建立

學生的信心，使學生喜歡到校學習，遵守學校的規定與秩序，適應校園生活，所

以，無故缺席或輟學的情形，與校園暴力或霸凌事件很少發生。以「學生學習課

業表現」的分數最低，尤其學生在英文與數學領域學習的吸收、理解以及運用能

力，仍有再提升的空間，顯示教師知覺學生課業學習表現尚須加強。學校可以加

強課程發展委員會功能，透過專業對話、分組討論、經驗分享與擬定課程教學計

畫，增進課程規劃的品質；重視建立英語學習情境，佈置合宜的學習環境，引發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妥善安排多元化課程，如「電腦輔助教學」，引起學生學習

英語的興趣；透過網際網路能夠更快速的分享及傳達知識，給予學習者很大的發

展空間，指導學生學科學習的策略方法；針對學習落後的學生，給予適當的補救

教學或施以個別輔導，為起點已落後的孩子逐步建立成功的學習體驗，最後，逐

步引導學生自我學習，主動使用圖書館資源，閱讀課外讀物，充實相關知識，督

促自己達成學習目標。

（三）力行正向領導策略，改善學生學習態度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所假定之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理論模式，經

過結構方程模式進行驗證，發現「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習表現」確有相關

且直接影響學生學習表現，亦即教師透過教師正向領導行為，對學生學習表現具

有影響力，而且教師的正向領導愈佳，學生學習表現也會愈好。研究發現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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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態度表現」最能呈現主要影響效果，顯示目前教師知覺學生對其內

在動機的成就動機及學習興趣表現尚未充分發揮，為了提高學生的成就動機，教

師應深思如何活化教學策略，藉由各種多元學習的教學活動，留意學生學習動機

的情況，鼓勵並激發學生的學習期望，促使學生學習態度積極、提升學習效能。

因此，教師應避免學生缺乏學習動機而放棄學習，事前正向溝通激勵，事先預防

措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提高學生學習態度；應給學生學以致用的機會，提供

表現舞台，如成立合作小組或學習社群、公開發表討論學習成果，成立多樣化的

社團與學習活動，讓學生樂於參加；多加鼓勵學生擔任幹部參與決策會議，比如

共同擬定班級願景、參與班級常規規畫，充分授權管理班務，賦予學生自治自主

權；且應設立學生溝通平台，如臉書社群網站等，促進學生意見的分享與溝通，

利用聯絡簿與學生作雙向溝通以作為適當的情緒宣洩管道，平穩波動的情緒；而

在生活管理方面，透過維持正常生活作息、養成運動的習慣、良好的飲食習慣以

及規律的生活等，都能幫助自己身心狀態保持穩定。

（四）未來可探討相關變項，週延學習表現研究

雖本研究是在探究教師的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關係，卻仍可繼續進行

更深入研究。首先，研究對象可擴及各學制，以突顯年齡層影響認知上的差異，

並提升推論之適用性，期使研究結論更為完整、詳實；其次，影響學生學習表現

的變項尚多，改變或增加不同研究變項，可能會讓研究的解釋更為深入及周延。

再則，未來可選擇幾所具有異質性的學校做個案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進行研究

使蒐集到的資料更豐富多元。最後，在研究工具上學生學習表現部分，因採教師

知覺態度量表，無法確切反映學生課業的真實現況，如能利用標準化學習評量測

驗來界定學生學習課業表現，應更能客觀呈現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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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夏日學校方案�
對�我國推動夏日樂�
學試辦計畫之啟示

英�國夏日學校方案�
對�我國推動夏日樂�
學試辦計畫之啟示

陳盈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  要

相關研究顯示在國中小的暑假階段，由於學生會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無

法接受學校教育，所以常導致學生產生暑期失落情形；於是，各國開始嘗試在

國中小的暑假期間，推動可讓學生持續學習的政策措施，例如：英國的夏日學

校方案及我國的夏日樂學試辦計畫。從政策借用觀點，借鏡國外教育政策進

行政策學習時，必須要注意社會脈絡性的差異問題，然而，由於夏日學校政策

及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的核心精神皆強調彌平學習落差及減少暑期失落現象；

所以透過夏日學校政策評估結果，仍可對於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的規劃及執行

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思考方向。據此，本文將先說明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

並從政策執行、學校行政及課程規劃三個面向，說明英國夏日學校方案對我

國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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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 of Summer Schools Programme 
(SSP) in the UK for  promoting Summer Enjoy 

Learning Pilot Scheme (SELPS) in Taiwan

Ying-Hong Chen

Abstract

Relevant researche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usually confront sum-
mer loss because they were unable to receive school education for a long 
period during summer va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junior high 
school. Thus, various countries have been attempted to promote related 
policies, allowing students to keep learning during summer vacation. For 
instance, British Summer School Programme (SSP) and Taiwanese Sum-
mer Enjoy Learning Pilot Scheme (SELPS). In terms of policy borrow-
ing, it is sugges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contexts 
when implementing policy learning based on foreign education policy. 
Nevertheless, since both the core spirits of SSP and SELPS highlight the 
elimination of learning discrepancy and summer loss, the evaluation 
consequence of SSP is still able to provide thinking direction which has 
reference value to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of SELPS.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will firstly state the evaluation consequence of SSP followed 
by explaining the implication of SSP in the UK for promoting SELPS in 
Taiwan from three aspects: policy implication,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curriculum planning.

Key words:  Summer Schools Programmek, Summer Enjoy Learning 
Pilot Scheme, Summe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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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國內外研究文獻顯示，在國中小階段，由於學生在暑假階段，多會有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無法接受學校教育的正向影響，所以常導致學生產生暑期失

落（summer loss）情形；尤其常可發現社經背景不利的教育弱勢學生，每當經

過一個暑假階段，學習表現會明顯低於高社經背景的學生，進而深化了教育不公

平的現象（王麗雲、游錦雲，2005；林俊瑩、謝亞恆、陳成宏，2014；Slates, S. 

L., Alexander, K. L., Entwisle, D. R. & Olson, L. S., 2012; Menard, J. & Wilson, A. M., 

2014)；為解決學生的暑期失落情形，各國開始嘗試在國中小的暑假期間，推動

可讓學生持續學習的政策措施，例如：英國的夏日學校方案及我國的夏日樂學試

辦計畫（教育部，2014；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2012）

根據英國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當地的教育弱勢學生完成小學課程時，能

夠達到應有的學業成就標準比例低於58%；有鑑於此，英國在2012年於英格蘭

地區開始推動夏日學校方案（Summer schools programme），大約為期六個星

期，希望能夠幫助欲升七年級的學生（弱勢學生及一般學生）做好學前準備、適

應新的學習環境、提升學習能力及彌平學習落差；除此以外，也為教育弱勢學

生提供免費營養午餐及免費照顧（對象為無法受到親生父母照顧的學生）等服

務；並於2013年完成夏日學校方案評估報告（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2012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

基於強化本土語文學習及挹注學習弱勢或偏鄉地區學生額外教育資源之考

量，我國教育部預定於104年度推動「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茲以學生「暑

期增能、做中學習」為計畫宗旨，鼓勵國中小依據在地特色、學生需求及社區資

源，規劃二週至四週之課程，聚焦於本土語文之學習，進而促進多元族群融合及

彌平學習落差（教育部，2014）。鑑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英國於2013

年針對夏日學校方案的評估結果報告，應可作為我國實施夏日樂學試辦計畫之參

考，以增加夏日樂學試辦計畫之政策可行性。據此，本文將先說明英國夏日學校

方案的評估結果內涵，並從政策執行、學校行政及課程規劃三個面向，說明英國

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對我國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之啟示。

二、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

在2012年，英國教育部開始推動夏日學校方案，為瞭解夏日學校方案的第一

年實施成果及其影響，英國教育部特地委託國家教育研究基金會（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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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NFER）和 Ecorys（ http://www.uk.ecorys.com/

，執行公共政策評估之組織）透過調查1597間參與夏日學校方案的學校及訪談

10間參與夏日學校方案的個案學校等方式進行政策評估，主要目的在於希望能得

到夏日學校方案補助經費如何使用的證據、評估夏日學校方案的執行成效、與其

他夥伴學校分享有效夏日學校方案推動措施，以作為夏日學校方案的修正依據，

茲將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重要內容說明如表1，並提出未來政策發展建議如表2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a）：

表1 英國夏日學校方案之政策評估結果

面向 主要發現

政
策
執
行

1. 在1597間參與夏日學校方案的學校之調查結果顯示，有94%的學校受訪人員認為
他們所執行的夏日學校方案是成功的，並且有95%的學校受訪人員願意再度參與
下年度的夏日學校方案。

2. 夏日學校方案可提供弱勢學生社會支持及情感支持（例如熟悉新學校環境），
並改善學生的學習能力及獲得學習進展，例如：有44%的學校證明可彌平學生的
學習落差，且有21%學校進一步證明可促進學生學習成就。

3. 參與夏日學校方案的每名學生每週成本為185英鎊。

學
校
行
政

1. 多數夏日學校方案的參與人員是中學階段的學校人員，但有13%的夏日學校方案
執行人員則委由外部派遣人員擔任。

2. 個案學校的支出最大項目為人事成本及暑期住宿費用。. 
3. 夏日學校方案最常受到的挑戰，包括如何吸引真正有需要的弱勢學生參與、可
參與夏日學校的學生資格之決定、弱勢學生、家長及照顧者的參與及認可等。

課
程
規
劃

1. 10間接受訪談的個案學校皆設計自己的夏日學校方案，並依據方案宗旨設計自
己學校的宗旨及目標，多聚焦於入學準備、學生的社會能力及情感健康；而課
程最大的特色在於具有豐富的活動性，並與一般課程結合，且強調「有趣」的
特色。

2. 個案學校對於夏日學校的進行期程也曾有分歧意見，但目前大致同意於七年級
開始。

資料來源：修改自Department for Education（2013b, 3-4）.

表2 英國夏日學校方案之未來政策發展建議

面向 建議

政
策
執
行

1. 提早告知各校有關夏日學校方案的補助程序，以協助各校可以儘早規劃高品質的
相關活動。

2. 提供卓越的夏日學校方案典範之相關作法，讓其他學校可以參考學習，例如：關
於教育弱勢學生的身份資格之認定標準、教師彼此間交換教學資源及經驗等。

3. 確保各校執行夏日學校方案時，可以優先納入弱勢學生，並明確補助標準，以提
高弱勢學生的教育水平

4. 透過核對學生相關資料來監督夏日學校方案的成效和影響。

學
校
行
政

1. 中學宜與小學建立良好關係，並讓其參與夏日學校方案的事前規劃。
2. 學校可設計有趣的活動性課程，例如：體育和藝術結合，或在數學課程中，設計
引發學生興趣的主題。

3. 學校應明確化教育弱勢學生的相關資格，以讓夏日學校方案措施能回應教育弱勢
學生的真正需求。

4. 學校宜制訂避免學生被霸凌的相關措施，並確保學生能夠有機會熟悉中學環境及
較高年級同儕。

資料來源：修改自Department for Education（2013b,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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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對我國實施夏日樂學試
辦計畫之啟示

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報告顯示其第一年實施結果是成功的，例如：

參與的弱勢學生、家長及照顧者皆認為此方案是積極正向，可回應及滿足其相關

需求；且夏日學校方案的補助經費已經足夠支付各種活動措施，但仍更需要提高

針對弱勢學生的經費比例，以促進其學習成就及彌平學習落差（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b）。據此，茲從政策執行、學校行政及課程規劃等三個面向說明

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對我國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之啟示如下：

（一）政策執行

首先，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提出在政策規劃時，應提早告知各校有關

夏日學校方案的補助程序及相關行政作業事項，以協助各校可以儘早依據學校特

色及學生需求進行行政準備、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等相關活動（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a）。觀之我國教育部在2014年11月9日方表示預定於2015年7月實

施「夏日樂學試辦計畫」，預計大約挑選100所國中小，希望能夠在暑假推動本

土、才藝、運動、語文、數位學習等多元課程（中央社，2014；自由時報，2014

）；然而，從教育部公告計畫相關訊息至各校預定正式的實施時間，為期僅短短

8個月，加上相關行政作業千頭萬緒，例如：師資來源及培訓、課程規劃及教材

設計、暑期招生運作、政策研究及評估、經費申請及核撥等，是否能夠在有限的

時間內一次到位，將充滿挑戰及不確定性，也勢必會對各校參與夏日樂學試辦計

畫意願產生負面影響。所以，建議教育部仍應儘早告知及明確化有關夏日樂學試

辦計畫的作業程序，並規劃好支援各校的相關配套措施，以提高各校申請夏日樂

學試辦計畫之參與意願。

再者，根據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報告，依據10所個案學校的訪談

結果分析，可發現個案學校經費支出最大項目為教師人事成本及暑期住宿費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a）。觀之我國教育部預定推動的「夏日樂學試

辦計畫」，雖然對於參與各校的授課師資，並不限定只能由原學校教師擔任，且

秉持多元彈性原則，同意各校可聘請具專長之學者專家、大專志工、海外返國青

年及相關專長人員等擔任任課師資（教育部，2014）；但在政策規劃及執行時，

仍須考量師資相關成本，並進一步考慮師資質量的問題；例如：建議各校可提前

公告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的師資招募訊息，並增加師資應徵誘因（如提高鐘點費、

交通費及教材費等補助、提供住宿等），以擴充各校任課師資數量，避免師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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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足的困境；此外，尚可尋求中央輔導團與地方輔導團的支援，提早辦理各校

師資精進的相關研習活動，以凝聚教學共識及促進教師專業。

此外，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顯示參與夏日學校方案的學生（包括弱勢

和其他學生）每名學生每週成本為185英鎊（約9250元），且確實可以達到彌平

學生學習落差之效果（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a）。從財政適足性的觀點

（許添明，2003 ; Odden & Picus, 2000)，由於每間學校環境脈絡及學生需求各有

所差異，建議教育部在規劃「夏日樂學試辦計畫」時，亦應衡量達成預定計畫目

標的適足性經費額度，而非以統一補助固定經費予每所申請通過的學校，以免成

為灑錢政策。

最後，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報告強調必須透過專業機構透過多元研究

取徑核對學生相關資料來評估及確保夏日學校方案的成效和影響（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a）。所以建議我國教育部在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時，

可以尋求教育研究機構的專業協助，例如：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及評鑑中心等，透過兼重量化及質性的政策評估方式，例如：實施興趣

量表、進行學習能力測驗、透過課堂觀察紀錄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情形等，以有

效掌握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的實施成效，並可回饋給相關參與人員及作為計畫修正

參考依據，進而建立以證據為本位的教育政策發展模式。

（二）學校行政

首先，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發現參與學校的確能提供弱勢學生社會支

持及情感支持，並改善學生的學習能力及獲得學習進展，但也發現參與學校常面

對的挑戰包括：如何吸引真正有需要的弱勢學生參與、可參與夏日學校的學生資

格之決定等（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a）。觀之我國教育部欲推動的「夏

日樂學試辦計畫」，雖然強調各校會以尊重家長及學生意願為前提，並確定學生

自由參加的原則（中央社，2014）；但若要真正實踐弱勢教育理念，建議教育部

仍應明確化教育弱勢學生的資格及需求供學校參考，並鼓勵參與學校應優先納入

教育弱勢學生，以確保每個教育弱勢學生都能透過「夏日樂學試辦計畫」彌平學

習落差。

再者，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顯示94%的學校受訪人員認為他們所執行

的夏日學校方案是成功的，並且有95%的學校受訪人員願意再度參與下年度的夏

日學校方案（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b）。觀之我國教育部欲推動的「夏

日樂學試辦計畫」，雖然規定由學校視學生需求自行考量申請辦理，以尊重家長

及學生意願為前提，主要在於提供家長於暑期中規劃學生活動的另一種選擇，並

無強迫性質（教育部，2014）；但由於學校在暑期招生會面臨諸多困難，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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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另有安排暑期活動、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在暑期需要幫忙家務等，所以，建議

有意參與各校必須提早加強招生報名的宣傳作業，並努力獲得教育弱勢學生及家

長的認可，以確保教育弱勢學生皆被納入夏日樂學試辦計畫。且夏日樂學試辦計

畫的推動，無可避免會增加參與學校額外的行政工作負荷量，建議教育部仍應研

擬提供學校行政人力支援的配套措施，例如：可結合各大學之師培生，於暑期試

辦期間分派至試辦學校支援及實習。

最後，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鼓勵參與學校可尋求外部資源的協助，

以提升實施成效（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a）。觀之我國夏日樂學試辦計

畫亦鼓勵各校可針對學生需求，結合跨部會資源，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

委員會等於暑期辦理之專案計畫、營隊，以規劃更完整之學習活動（教育部，

2014a）；但除了鼓勵各校自行尋找跨部會資源的補助，或許由相關政府部門主

動進行相關補助政策的資源整合及共享，並提供完整資訊給各校參考，將會使整

體政策資源之利用更見綜效。

（三）課程規劃

首先，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肯定課程規劃應以學校為本位，並以活動

式課程為主，希望能夠彌平學習落差及提升學生學習能力，但也進一步提出學校

宜制訂避免學生被霸凌的措施，且必須關注學生的人際關係發展、情感支持、熟

悉新學校環境（含新導師、高年級學生等）（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a）

。觀之我國教育部對於夏日樂學試辦計畫之課程規劃的相關規定，係以學校特色

為基礎，並結合英語、數學、科學、閱讀、科技等主題辦理在地化活動課程，且

規定活動課程不得少於50%（中央社，2014；教育部，2014）；在此，建議教育

部尚可進一步鼓勵參與學校根據學生的生活經驗脈絡、本土語文能力及認知發展

層次進行課程及教材設計，且落實學校三級輔導機制，以讓學生獲得全人發展。

再者，在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報告中，亦指出必須遴選出夏日學

校方案的典範學校之相關作法，以讓其他學校可以見賢思齊（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觀之我國教育部在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時，亦同樣強調可

以建立典範課程架構，並逐步發展活動式課程模組，以讓各校可以進行學習；且

夏日樂學試辦計畫尚額外補助經費，以鼓勵參與學校研發優良教材教案，進而得

以將成功教學經驗進行分享及推廣（教育部，2014）；在此，建議教育部未來尚

可進一步建置參與學校的課程發展成果共同發表及交流平台，將更能提升夏日樂

學試辦計畫的政策認同度。

最後，在英國夏日學校方案評估結果報告中，提出中學宜與小學建立良好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109

新
知
脈
動

關係，並讓其參與夏日學校方案的事前規劃（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

。觀之我國教育部欲推動的「夏日樂學試辦計畫」，雖然規定由國中小視學生

需求自行考量申請辦理，提供家長於暑期中規劃學生活動的另一種選擇（教育

部，2014），但仍可鼓勵國中小各校可採取策略聯盟的政策網絡形式，共享教

育價值、共同撰寫申請計畫書、統整進行課程總體規劃及整合相關資源，透過協

力合作方式實踐夏日樂學試辦計畫，以讓學生可以獲得連續完整的有意義學習。

四、結語

從政策借用或移植觀點（陳文彥，2009；Rambla, 2014)，借鏡國外教育政策

進行政策學習時，必須要注意社會脈絡性的差異問題，也必須立基於教育在地情

境脈絡進行相關思考，然而，由於英國夏日學校政策及我國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的

核心精神皆強調實踐教育機會均等理念、彌平學習落差、減少夏季失落現象等；

所以透過英國夏日學校政策評估結果，仍可對於我國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的規劃及

執行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相關啟示。

根據本文分析，關於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的推動，在政策執行層面，建議應把

握政策時效性，儘早明確化及公告周知相關作業程序、完善師資質量配套措施、

納入適足性觀點的經費設計及建立以證據為本位的教育政策發展模式；在學校行

政層面，建議應確保每個教育弱勢學生都能彌平學習落差、研擬提供學校行政人

力支援的配套措施、建構教育資源共享平台等；在課程規劃方面，建議應以活動

式的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表揚實施成果優良的典範學校、鼓勵國中小在課程發展

可採取策略聯盟的協力合作等。

另外，若回歸我國教育情境脈絡衍生思考，由於目前教育部、各縣市教育

局（處）及國中小各校皆積極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而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的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全額補助，不免會衍生政策資源排擠的

疑問，例如：立委曾提出質疑：「因為第三學期補救教學的經費是依照你們補救

教學的作業要點⋯⋯你們現在弄一個「第三學期」，這樣是不是排擠了「補救

教學」的經費了？」（立法院公報，2014：145）。據此，建議教育部必須進一

步檢視及整合現行相關教育政策資源及措施，以避免產生教育資源排擠及浪費。

總之，夏日樂學試辦計畫對於彌平學習落差及提升學習能力的教育理念值得

肯定，但在相關實務運作，希望透過本文的相關建議，能作為夏日樂學試辦計畫

的實施參考，以增進政策可行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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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literature review）瞭解影響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之

因素，爾後輔以訪談法（interview survey）訪談中部地區某高職幼保科共10名學

生，蒐集相關資料，作為展望臺灣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之立論依據。依據文獻

分析結果發現，臺灣約6成以上的家事類科學生選擇繼續升學，而影響幼保科

學生選擇相關科系持續升學的因素包括個人興趣、經驗能力、他人期望以及

家庭收入；依據訪談結果發現，約9成以上的幼保科學生選擇持續升學，而個

人興趣是影響幼保科學生選擇相關科系繼續就讀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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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ntion of Further 
Studies for Early Childhood Care Students:  
A Case Study in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Yi-Yi Liu

Abstract

This study to investigat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intention of fur-
ther studies for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early childhood care. Litera-
ture review was firstly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influencing 
factors. Subsequently, 10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in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 central Taiwan were interviewed. The 
result of literature review showed that 60% of home economics students 
in Taiwan chose to continue their studies further. In addition,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aiwanese early childhood care students to conduct further 
studies involved personal interest, experience or competence, expecta-
tion from others, and family income. The interview result revealed that 
90% of the early childhood care students decided to continue their stud-
ies, and personal interest was the major factor influencing their decision. 

Key words:  college choice, early childhood care students, the 
enrollment willingness, vocational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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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高中職的學生在「生涯教育」目標上有明顯的差異性，高中生涯發展主要在

於鼓勵學生探索科系，雖然高中一年級將面臨到分組選擇，但仍保有彈性，可以

思考未來想要就讀的科系，而高職生在國中畢業時，就必須決定職涯方向與選擇

科系，以便面對就業挑戰，部分學業有成的高職生，雖然可以選擇持續升學作為

個人生涯規劃，但總體而言，高中生與高職生面對的生涯進路是有所不同的（張

治遙，2010）。然而，近期高中職畢業生在經歷科系萎縮與轉型的歷程中，首當

其衝就屬幼保科學生，在面對幼兒園招收人數驟減、刻板印象、自我認定未具專

業素養等因素下，導致幼保科學生不得不繼續升學，作為個人提升未來職場競爭

力的資本（傅秀媚、劉美玉，2012）。

是故，幼保科學生選擇持續升學的原因，可以從學生內在動機與外在誘因

作為區分，內在動機諸如張標堅（2004）指出影響應屆生選擇相關科系持續升

學的原因可能源於學生自認專業能力不足。亦有可能是個人對於所屬科系熱忱所

致（戴正雄，2003）。若以外在誘因來看，臺灣經濟低迷與社會結構的轉變，可

說是幼保科學生選擇持續升學的主因。乃因早期幼保科學生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

響，因此許多應屆畢業生選擇投入職場就業，而近期卻面臨少子化的衝擊，以致

幼兒園收托人數驟減，因而使幼保科學生升學人數遞增（陳怡靖、鄭燿男、鄭進

丁，2010）。然而，不論是內在動機（如：興趣、自我精進等）或是外在誘因

（依照成績填志願、課程編排等）影響應屆畢業生以升學作為個人生涯規劃的考

量，其關鍵應在於中等教育銜接至高等教育時，學生得以發展更高一層的專業知

能，並能保持終身學習之信念。

從家政群幼保類提供給幼保科學生選填志願的科系來看，可以發現幼保科學

生可就讀的科系相當廣泛。諸如幼兒保育系（嬰幼兒保育系、兒童教育暨事業經

營系）、幼兒教育學系、兒童與家庭學系（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幼兒與家

庭教育學系）、家政系（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社會工作系、護理系、老人服

務事業管理系（長期照護學系、老人福利與事業系、老人照顧系、銀髮產業管理

系）、時尚造形設計系（時尚美容應用系）、健康休閒管理系、餐旅管理、觀光

管理系、應用外語系等皆為幼保科學生選擇繼續升學的主要科系（技訊網，2014

）。換言之，社會對於家事工作服務業的需求，常常伴隨社會變遷、科技進步以

及國民生活水平而有所轉變，因此，高職職校的家事職業教育領域應隨著時代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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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改變，以達提前因應、充分發展、減少教育資源浪費之效（許美瑞、涂夢俠、

許勝雄、黃馨慧，1989）。

是以，探討高三幼保科學生的升學意願，不但有助於應屆畢業生審視自我內

在想法，引導學生在面對生涯規畫時得以做出理性的抉擇，達到十二年國教「適

性揚才」的教育目標，更能持續培育優秀的學前教育人員，提升臺灣學前教育人

才專業形象，以利帶動學前教育改革之光景。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1. 探討升學意願之意涵。

2. 探討幼保科學生升學現況。

3. 探討影響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之因素。

三、名詞釋義

（一）幼保科學生

係指就讀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以及高級中學幼保類科之學生。

（二）升學意願

係指個人嚮往更高階的知識與技術學習，因而有就讀另一更高層級教育階段

學校的欲念傾向，然而為達到該期望通常需經過測驗檢定。

貳、文獻探討

一、升學意願之涵義

Williams（1972）說明意願是指個體為達到某一目標而表現出的一種欲望傾

向，而這種傾向將成為個體未來的行動規範，引導個體朝向實踐為其最終目的。

換言之，意願乃是人類處於抉擇、決定目的以及社會行動常模的立場與所謂自由

意念的表現（柯樹青，1979）。因此，意願可視為個體欲達到某個預設目標的心

理傾向，就本研究而言，具體表現指的便是升學，茲引述各研究者針對升學意願

之名詞釋義，如下所示：

郭秋勳（1981）認為升學意願是個人經由長時間沉浸在具有影響力的參照團

下，感覺對過去與現在的學習有所心得，嚮往更深一層學術或職業技術研究，而

產生於某一階段學校學習結束後，再做深入另一更高級學校系統的決定，並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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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升學之機會，對自己的潛能做更深入的激勵與發揮。

劉修祥、朱瑞淵、洪先進（2001）指出升學意願係指個人為達到求取更高的

知識與技術，以及個人在某方面對自己期許達到成功的目標，進而謀求改進自己

之生活的一種欲念，通常都要透過考試來達到此一目的。

陳劉育（2005）說明升學意願係指個人為達到求取更高的知識與技術的一種

慾念，通常都要透過考試來達到此一目的。

王光輝（2008）提出升學意願是學生為達成其未來接受高等教育目標的一種

慾望傾向。

黃淑冠（2009）指出升學意願係指個人欲達到未來繼續升學的一種志願傾

向，經努力學習相關課程，透過學測或甄試方式，達到升學機會。

本研究擷取上述研究者針對升學意願的詮釋，抽取關鍵字，進而探討升學意

願之定義，其要點如下：

（一）求取更高的知識與技能

升學意願係指個體有感於現有知識以及技能有所缺漏，希冀透過升學的方

式，獲得更為高階或是完整的學習。

（二）是一種精進自我的慾望

升學意願是指個體蘊含著自我期許與改善的慾念，透過升學的機會，達到激

勵潛能與發揮長才之效。

（三）通常以考試作為標準

其具體方針通常是利用學測或是甄試的方式進行，換言之，升學意願必須經

過有條件的資格篩選，才能達到目的。

故本研究將升學意願定義為：「係指個人嚮往更高階的知識與技術學習，因

而有就讀另一更高層級教育階段學校的欲念傾向，然而為達到該期望通常需經過

測驗檢定。」

二、臺灣幼保科學生升學情形

林清江（1980）認為升學意願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是種日積月累、複雜

交錯的歷程。然而，臺灣有關幼保科學生升學概況資料並不多見（陳怡靖、鄭燿

男、鄭進丁，2010）。是故，在面對現今社會龐大的就業壓力，加強幼保科學生

專業知能，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已是不可忽視的面向（孫梁，2010）。因此，實

有必要針對臺灣幼保科學生升學概況做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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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學意願相關研究

鄭瑋玲（2006）認為：1.臺東縣高職應屆畢業生有繼續升學的意願，且以參

加升學考試以四技二專本科系為主，而影響其升學意願之最主要人物是自己；2.

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學校因素之各層面與升學意願均有顯著正相關；3.不同的

性別、族群、就讀類科、學業成績、家長教育程度與「升學意願」、「個人因

素」及「家庭因素」有顯著差異，其中「家庭因素」尚與家長職業有顯著差異，

而「學校因素」則與性別、就讀類科、學業成績有顯著差異。

張慧慈（2009）說明：1.幼保系學生的人格類型以社會型特質得分最高，而

傳統型特質得分最低；2.幼保系學生的職業選擇以社會認知得分較高，而自我概

念得分最低；3.幼保系學生之個人背景變項中，以不同年級、家人是否從事幼保

相關行業、父親教育程度及家庭月收入者在人格類型達顯著差異；4.幼保系學生

之個人背景變項中，以不同年級、工作或工讀經驗及家人是否從事幼保相關行

業者在職業選擇上達顯著差異；5.幼保系學生人格類型中以探究型及企業型等構

面，對職業選擇的生涯動機及自我概念等構面有重要影響性。

吳雅玲、羅希哲（2010）提出幼保系學生選擇就讀幼保系之主要歸為「個人

因素」，而其對幼保工作之整體職業認知仍不完整，而在各層面上，其對「工作

能力」與「工作倫理」部分之理解最充分。

陳怡靖、鄭燿男、鄭進丁（2010）發現約三成的高中職幼保科學生不選擇升

學幼保相關學系；如果要促進升學幼保相關學系，應重視國中升學高中職幼保科

時，選擇有興趣幼保教育的國中生，如此最能預測未來升學選擇大學幼保相關學

系；其次應改善學生認為課程規劃不佳的問題，因為課程規劃不佳促使學生不再

選擇幼保相關學系升學。

傅秀媚、劉美玉（2012）說明：1.選擇繼續升學者高達94.5%，其中有31%選

擇升學非幼保科系、學生在學期間有關實習、打工與志工經驗都以與幼保相關居

多，選科動機以喜歡小孩占多數、91.2%的父母期望子女繼續升學、69%的家庭

年收入低於國民平均收入40%；2.影響高職幼保科學生升學群組的因素以父母期

望、實習經驗為主，影響就業群組的主要因素為非幼保實習經驗，這些因素的正

確預測率達61%。

吳珍梅（2013）訪問7名大一幼保系男新生發現其困境包含：與女生互動陌

生不熟悉、男性支持系統與社交不足、被關注的焦點壓力、親友的質疑與不支

持、幼保生涯規劃與發展的不明確、高中職非本科系的學習困難、對本科系的性

別刻板印象。

從上述研究中可發現，臺灣幼保科學生選擇持續升學的比例偏高，但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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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左右的學生選擇非本科系持續升學，換言之，在高中職階段，相關課程設計

如果無法有效維持學生對於幼保科的興趣，可能是學生選擇轉換跑道的關鍵。再

者，學生性別比例差異過大、性別刻板印象，恐是導致部分高職幼保科男學生選

擇非相關科系就讀的原因。乃因吳珍梅（2013）的研究顯示學前教育人員多以女

性為主。質言之，學前教育職業性別分工現象越明顯（Moss, 2003）。因此，協

助男學生自我檢視其特質與需求，進而整合性別、專業認同，可能將成為幼保科

未來一個新方針（Cooney & Bittner, 2001）。諸如Tsigra（2010）的研究便說明

男性幼教人員有助於幼兒性別建構以及平衡多為女性為主的教育環境。因此，在

探討臺灣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時，性別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二）幼保科學生升學現況

以家事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來看，高職幼保科的設立是希冀達到培

育幼兒保育基層人才為目標（教育部，1987）。然審視臺灣有關學前教育師資培

育的標準規範，不難看出因應社會變遷、經濟結構轉變、國民教育水準提升等全

球化影響，學前教師素質被要求更為精緻專業化，從早期托兒所設置辦法、幼稚

教育法直至現今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中可見，教師學歷有逐漸提高之趨勢，茲將

臺灣學前教育師資演進整理成表1，如下所示：

表1  學前教育師資演進
職稱 法律規範

教師
1. 民國70年11月6日幼稚教育法――基本學歷高中職
2. 民國83年2月7日師資培育法――基本學歷大學
3. 民國102年5月22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基本學歷大學

教保
人員

4. 民國44年10月4日托兒所設置辦法――基本學歷高中職
5. 民國89年7月26日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基本學歷高中職
1. 民國101年5月30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基本學
歷高中職（高中/職畢業於本法施行10年內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
案乙案、丙案訓練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者，得遴用為教保人員）

2. 民國102年5月22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基本學歷專科

助理教
保人員

3. 民國44年10月4日托兒所設置辦法――基本學歷高中職
1. 民國89年7月26日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基本學歷高中職
2. 民國101年5月30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基本學
歷高中職

3. 民國102年5月22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基本學歷高中職

是故，幼保科學生若想考取薪資待遇較為優渥的幼兒園教師，以現況而

言，惟有升學而無他法，換言之，幼保科應屆畢業生選擇隨即投入職場，已不符

合社會市場所需，因此，「升學」一途恐將成為幼保科學生生涯規劃的首要考

量。再以國教署99學年度所統計的資料來看，亦可發現家事類科學生升學比率達

62.49%，顯示臺灣約6成以上的家事類科學生選擇繼續升學，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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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99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學校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
遴選方法 升學（%） 就業（%） 未升學/就業（%）

職業科（家政群） 62.89 31.32 4.29
綜合高中（家政群） 84.36 10.10 5.54

實用技能學程（家政群） 40.23 44.65 13.12
平均 62.49 28.69 7.65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5年1月5日）。調查結果統計表（全校）1-3全國高中職學校畢業生升
學就業概況-按群別【部落格文字資料】。取自http://www.k12ea.gov.tw/ap/teach_view.aspx?cate=155

而造成上述幼保科升學率的攀升，可能和推甄技優管道暢通、家長開始重視

技職院校、各職業學校競爭等原因有關（傅秀媚、劉美玉，2012）。

（三）影響幼保科學生選擇持續就讀相關科系的因素

郭靜宜（2002）的研究指出，約有七成左右的幼保科學生畢業後以升學為

主。再從國教署公布99學年度的資料來看，家政群畢業生選擇繼續就學率也高

達6成，換言之，幼保科學生持續升學的原因除了受到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的效應

外，張治遙（2010）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發現：1.青少年在生涯行動與整體生涯

發展上，高中生得分顯著高於高職生與國中生，高職生在生涯行動得分上顯著

高於國中生；2.青少年女生在生涯態度、生涯行動及整體生涯發展得分皆顯著高

於青少年男生；3.高社經地位青少年在生涯行動上得分顯著高於低社經地位青少

年。

質言之，學習階段、性別以及家庭社經地位可能是學生選擇持續升學的重要

因素，而本研究進一步統整後發現，影響臺灣幼保科學生持續就讀相關科系之因

素，可從個人興趣（陳怡靖、鄭燿男、鄭進丁，2010；蔡伶霞，2004；傅秀媚、

劉美玉，2012；）、經驗能力（陳怡靖、鄭燿男、鄭進丁，2010；劉修祥、朱瑞

淵、洪先進，2001；傅秀媚、劉美玉，2012）、他人期望（劉修祥、朱瑞淵、洪先

進，2001；傅秀媚、劉美玉，2012）、家庭收入（劉修祥、朱瑞淵、洪先進，2001

；蔡伶霞，2004；傅秀媚、劉美玉，2012）等層面探討，茲論述如下所示：

1. 個人興趣

張春興（2011）說明興趣的意涵包含個體對某人或事物做選擇時所表現的注

意的心理傾向。換言之，幼保科學生的升學選擇意向也是種具目標性的活動，因

此升學與否可能與個人興趣有關（陳怡靖、鄭燿男、鄭進丁，2010）。吳雅玲及

羅希哲（2010）亦表示個人興趣與個性是否得以勝任教保工作是幼保系學生選擇

就讀幼保系的最主要考量。因此，幼保相關知能相對於幼保科學生而言，是較為

熟悉的領域，朝夕相處下有助於培養學生對於幼保領域的興趣，也能夠提升學生

未來選填志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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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驗能力

幼保科設有專業實習課程（教保實務），包括從校內試教到校外幼兒園參

觀、見習與實習的培訓。在這樣的歷程中，確實會產生持續升學的念頭，並對未

來工作產生積極正向的想法（韓京倫，2009）。除了經驗外，許多研究成果也顯

示個人能力亦是影響升學的關鍵，如孫志麟（1994）、John與Noell（1989）的研

究皆顯示學生能力（學業成就高低）亦是造成學生升學與否的關鍵因素。

3. 他人期望

以艾瑞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會理論來看，學生正處於統合對角色混亂時

期，換言之，由於學校與社會的要求，學生只能稍略瞭解求學成敗緊繫著未來，

卻又處於徬徨無措的狀態（引自張春興，2011）。是故，張慧慈（2009）便指

出，即使到大學階段的學生，仍深受父母與社會期待的影響，質言之，父母具有

左右子女生涯發展與職業選擇的力量。此外，吳珍梅（2013）的研究亦提及許多

西方國家與臺灣幼保科系的學生，存在著性別區隔化現象，而國內探討的層面較

少關注在學生進入非傳統性別系科的學習經驗、其所面臨的挑戰困境、以及因應

之道。因此，就研究成果而言，他人期望以及性別刻板印象將成為影響幼保科學

生升學的重要因素之一。

4. 家庭收入

蔡伶霞（2004）、戴正雄（2003）的研究均顯示，學生升學意願會受到家

庭收入的影響。而吳文全（2002）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學生升學意願更會受到公

私立學校影響。乃因家庭收入的多寡，將直接影響到一個家庭的生計與規劃，而

教育費用的支出，會伴隨每個家庭的子女數及就讀公私立學校而有所差異，換言

之，一個家庭的收入可謂決定學生選擇升學與否的關鍵。隨著年紀的增長，子女

也會逐漸考量到家庭經濟狀況，以至於在求學或是選擇直接就業間進行取捨，這

也是一種身為家庭一份子的責任與成熟的表現（傅秀媚、劉美玉，2012）。

綜上所述，本研究整合專家學者之建議，將影響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之因素

從個人興趣、經驗能力、他人期望以及家庭收入等四大層面加以探討，惟上述研

究成果多以量化研究取得普及性資料為主，本研究欲深入瞭解其它可能存在的干

擾因素，故以半結構訪談的方式，訪談目前就讀幼保科共計10名學生，作為本研

究瞭解影響中部地區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之研究。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與訪談法進行研究。文獻分析所使用的資料是過去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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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與遺跡，換言之是屬於一種間接觀察，分析的結果可以解釋事件現況與預測未

來等特點（葉至誠，2000）。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可以瞭解過去有關幼保科學生

升學意願相關研究成果，作為瞭解現況以及補充訪談資料不足之處。另外本研究

採用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行資料的蒐集。乃因半結構訪談

具備合理的客觀性，並允許受訪者提出已見，可獲得較有價值的資料（王文科、

王智弘，2011）。本研究希冀獲得受訪者真實想法又能夠有效聚焦於研究問題

上，故半結構訪談較符合本研究之需。

二、研究對象選取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以受訪者出於自願為優先考量，受限時間與交通的

限制，故以中部地區某一高職幼保科學生為其研究對象，隨機抽取10位學生作為

本研究受訪者，受訪者背景資料以及訪談日期如表3所示：

表3  訪談對象背景資料（依訪談時間排列）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性別 代號
幼保科學生 2014/08/11 女 A
幼保科學生 2014/08/12 女 B
幼保科學生 2014/08/15 女 C
幼保科學生 2014/08/18 女 D
幼保科學生 2014/08/19 男 E
幼保科學生 2014/08/22 女 F
幼保科學生 2014/08/25 女 G
幼保科學生 2014/08/29 女 H
幼保科學生 2014/09/02 女 I
幼保科學生 2014/09/09 女 J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陳怡靖、鄭燿男、鄭進丁（2010）及傅秀媚、劉美玉（2012）編

製的問卷內容，作為設計訪談大綱的基礎，採數條開放綱要的形式，以利受訪者

瞭解訪談內容與梗概架構之用，如表4所示：

表4  訪談大綱內容
代號 訪談內容
（一） 請問您是否有升學意願？
（二） 請問您持續升學的理由？
（三） 請問您未來升學時想就讀的科系？
（四） 請問您未來升學時選擇該科系就讀的理由？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經過10位受訪者同意後，安排時間進行訪談並輔以錄音做成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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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將錄音資料整理成逐字稿，以利後續編碼與分析工作，編碼的過程是在錄

音資料中擷取關鍵字，並將資料進行分類與揀選，上述的過程，是企圖尋找有密

切關聯的段落成為初級概念，亦或使初級概念形成次級概念的過程。本研究為去

除研究者個人主觀導致研究偏差，在與10位受訪者進行訪談前，先與甲班導師

（2014/08/04）以及乙班導師（2014/08/05）進行學生背景資料初步蒐集，包括

學生在學成績、家庭與經濟概況、求學經歷、社交情形以及未來升學的方向。爾

後進行訪談工作（2014/08/11至2014/09/09），每次訪談所得的資料，皆在當週

內將訪談稿轉譯成文字檔後，統整後的資料，研究者先行審閱，再將轉譯後的文

稿交於10位受訪者審閱完畢後定稿，再與兩位班導師共同開會討論學生升學意願

是否與班導師提供的資料有所落差。

肆、綜合討論

一、持續升學的意願比例

從國教署99學年度所統計的資料來看，臺灣目前約有6成以上家事類科學子

選擇繼續升學，而本研究統整10位受訪者的回應，如表5所示：

表5  升學意願所佔人數
遴選方法 有 沒有 不確定

訪談者
A、B、C、D、
E、F、G、H、J I

人數 9 0 1

本研究發現，103學年度即將畢業的高職幼保科學生選擇持續升學的人數高

達9人，而處於搖擺不定者約為1人，顯示幼保科學生對於持續升學是有其意願

性，以下為部分受訪者的回饋：

「有哇！我也希望可以唸研究所，可是不知道大學會不會就玩瘋了…

哈哈哈。」（訪談D）

「有，而且現在都在考試，很煩啊…不就為了考那個大考…。」（訪

談F）

「….不太確定，因為讀大學要花很多錢，我的家不是很有錢，我現在

需要打工賺錢，大學學費很貴，所以我還不知道。」（訪談I）

從上述資料中顯示，目前幼保科學生多數願意繼續升學，而對於持續升學

處於搖擺不定的原因，本研究初步發現「經濟考量」是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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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學學費高漲，可能是降低學子升學意願或是延遲就學的因素之一。

二、持續升學的理由

傅秀媚、劉美玉（2012）的研究指出，高職幼兒保育科學生絕大多數選擇繼

續升學，但約有三成左右的學生選填非幼兒保育科系就讀。然而，先摒除學生未

來是否填選幼兒保育相關科系的疑慮，大抵可知，在現今技職升學管道暢通以及

教育潮流的趨使下，幼兒保育科畢業生持續升學的人數逐年攀升，已是不爭的事

實，以下為本研究部分受訪者的回饋：

「我爸叫我要讀大學啊，他不會養我啊！現在大家都讀大學，感覺沒

有讀大學就沒有好工作，但是那個也有人說讀到大學不見得找得到工

作，但是我覺得至少不會比別人學歷差，我自己也想要到大學看看，聽

說很好玩。」（訪談A）

「聽說大學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可以做東西，不像現在都一直考試，

考考考，煩死了！哈哈哈…我想要去大學學一些操作的東西，這樣比較

專業。」（訪談B）

「感覺高中畢業，學的東西不多，阿高中也不好找工作，錢很少，常

常聽人家說大學很好玩，可以認識不同的人，我很想體驗當大學生的感

覺。」（訪談H）

「…現在大部分的工作都要大學生啊？我想要以後有一個穩定，是喜

歡的工作，所以我覺得讀大學拿個學位對我來說比較好。」（訪談G）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發現10位受訪者的回饋中，影響升學因素可從「獲取文

憑」、「嚮往大學」、「謀求工作」、「自我精進」、「父母期望」等五個層面

加以探討，各層面內涵如下所示：

（一）獲取文憑

獲得大學畢業證書，授予學士學位資格，如訪談者G提及：「所以我覺得讀

大學拿個學位對我來說比較好。」

（二）嚮往大學

對於大學生活有所耳聞，進而產生升學的意願，如訪談者A提及：「我自己

也想要到大學看看，聽說很好玩。」

（三）謀求工作

認為獲得學士學位，可以增加工作機會或是獲得較好的工作職務，如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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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提及：「感覺高中畢業，學的東西不多，阿高中也不好找工作，錢很少。」

（四）自我精進

個體認為在高中職階段，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有所不足，希冀透過高等教育補

足其專業知能，如訪談者B提及：「我想要去大學學一些操作的東西，這樣比較

專業。」

（五）父母期望

升學動機源自於父母親的要求或是鼓勵，換言之，父母親的建議將影響個

體選擇持續升學的關鍵，如訪談者A提及：「我爸叫我要讀大學啊，他不會養我

啊！」

因此，本研究統整10位受訪者在訪談內容中，提及會以何種因素作為升學考

慮的要素（獲取文憑、嚮往大學、謀求工作、自我精進、父母期望），進而彙整

成表6：

表6  影響升學的因素與所佔人數
遴選方法 獲取文憑 嚮往大學 謀求工作 自我精進 父母期望

訪談者
A、B、G、

I、J A、G、H A、F、G、H B、C、D、
E、F、H、I A、D、I

人數 5 3 4 7 3

從表6中可見，影響幼保科學生升學最主要的因素為「自我精進」。雖然陳

怡靖、鄭燿男、鄭進丁（2010）的研究結果指出幼保科學生對於自我專業能力並

沒有太大的疑慮，但該研究亦進一步說明，學生自我專業評估不能與實際專業表

現劃上等號，因此，建議未來學校盡可能多安排現場實作或是實習活動，以便讓

學生有更多機會檢視與確認自我專業能力。

三、幼保科學生未來想就讀的科系

家政群幼保類提供給幼保科學生選填志願的科系相當的多樣，如幼兒保育

系、家政系、社會工作系、老人照護系等，本研究進行訪談時，未規定受訪者需

按照家政群幼保類提供的科系作選填依據，因此受訪者可自由地依其所愛，說出

一個或數個想要就讀的科系，以下為本研究部分受訪者的回饋：

「我想要讀那個可以到處旅遊的，就那個叫什麼的…痾…啊！！對

啦，觀光系啦！哈哈哈…因為我喜歡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所以我覺得當

導遊很好，就可以出去玩。」（訪談E）

「因為我很喜歡時尚的東西，衣服啊、化妝什麼的我都很喜歡，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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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與人相處，我覺得…就我想要讀有關時尚設計的，然後我的作品

可以被其它人喜歡，然後…嗯…就是設計出可以對生活有幫助大家都喜

歡的作品。」（訪談C）

「我已經確定了！老師，我就是要讀表演藝術系！我管它是公立還是

私立，我要讀我可以讀下去的科系，哈哈哈！我不是說幼保讀不下去

啦！就是…唉喔！我很喜歡演戲你又不是不知道，現在幼保的工作太少

了咩，一點也不保險，我怕我以後沒有工作，而且我就是比較喜歡表演

系。」（訪談J）

本研究再依照受訪者的回饋，進而彙整成表7：

表7  幼保科學生未來想選填的科系

遴選
方法

幼兒保
育/教育

系

社會
工作
系

傳播
系

老人服務事
業管理系

戲劇
系

護理
系

時尚
設計
系

觀光
系

應用
外語
系

訪談
者

B、F、
G、
H、

J

D、
G、I

A、
B、
G

G、H B、
G、J F、J C E H

人數 5 3 3 2 3 2 1 1 1

然陳怡靖、鄭燿男、鄭進丁（2010）認為幼兒保育系、幼兒教育系、嬰幼保

育系是屬於幼兒保育相關的科系，高職幼保科的學生選填上述科系，才能針對高

中職所學習的內容得以延續，如果過多的學生選填諸如社會工作系、護理系、家

政系等其它非幼兒保育相關科系，則不免令人擔憂大學幼兒保育相關科系的學生

來源與科系發展。因此，本研究延續陳怡靖、鄭燿男、鄭進丁（2010）的觀點，

將10位受訪者未來想選填的科系分為「本科」以及「相關科系」，分類如下所

示：

（一）本科

本研究係指幼兒保育系（嬰幼兒保育系、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以及幼兒

教育學系。

（二）相關科系

本研究係指社會工作系、傳播系、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戲劇系、護理系、

時尚設計系、觀光管理系、應用外語系等，即非與幼兒教育直接相關的科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選擇持續升學本科系的學生佔受訪者多數。陳怡靖、

鄭燿男、鄭進丁（2010）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因個人興趣選幼保科」對於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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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讀幼保相關科系的影響性顯著，換言之，幼保科學生以興趣選系的態度，在未

來的大學選系上仍佔有重要的影響力。

四、選填未來科系的考量因素

本研究彙整相關文獻結果得知，影響幼保科學生選擇持續就讀相關科系的因

素，可從「個人興趣」、「經驗能力」、「他人期望」以及「家庭收入」等層面

加以探討，以下為受訪者的回饋：

「我比較想要讀傳播系之類的，但是…哈哈哈，那個我還是會先讀幼

保啦，畢竟我又不是讀那個的，專業一定穩輸的啊！幼保就第二志願，

我想說大考先考幼保，到大學再看看要不要轉系，我怕跨考會考很差，

而且幼保也算是一技之長啦！」（訪談A）

「我會選擇自己喜歡或是有興趣的科系讀，雖然我對傳播系有興趣，

可是我讀了三年的幼保了…覺得那算了，所以就沒有想要轉其它系，因

為會差很多。」（訪談B）

「應該是選自己喜歡的吧…我很喜歡設計的東西，所以想要讀設計，

我覺得選自己喜歡的，還蠻重要的。」（訪談C）。

「老師，我有準備資料，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在…好，我唸給你

聽，我要當一名社工師，修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我自己想的介紹

詞，哈哈哈…因為我覺得社會很冷漠，然後我自己有去那種…類似義

工的經驗，我覺得很棒，所以我想要當社工師，幫助很多需要幫助的

人。」（訪談D）

「啊就因為喜歡跟朋友去玩，所以才想讀觀光，所以…應該是興趣

吧？老師喜歡玩是算興趣嗎？哈哈哈…我也不知道！」（訪談E）

「我從小的夢想就是想要當幼稚園老師，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很可愛，

幼保的課也很有趣，可是最近那個幼教師抗議新聞，老師你知道那個

吧？幼教老師社會都不太重視，然後薪水又不高，我媽就有跟我說到這

個，她說同樣是老師，幼稚園的老師感覺都在玩比較多啊，所以我就想

護理系或許比較好，因為現在很缺護士，薪水好像比較好，可是我如果

去考保母在家帶小孩，應該也不錯，所以我也很猶豫要哪一個。」（訪

談F）

「我很喜歡小孩，也很喜歡跟人接觸，所以我覺得讀幼保是我自己的

興趣，可是…其實我對幕前幕後的工作一直很有興趣，我之前有去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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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電視科，然後也有錄取喔！可是我的爸爸希望我讀國立的，所以我才

會讀這裡，後來班導有跟我說有戲劇課，我就很期待上課，還有，很謝

謝班導跟我講這個事情，她有跟我說你覺得幼保跟戲劇可以怎樣結合，

就有種…嗯…對啊，幼保怎麼可以跟戲劇結合，我覺得班導跟我說的，

是我可以去思考的。」（訪談G）

「老師，我其實喜歡得很廣耶，像我想讀老人照顧，是因為看到電視

上獨居老人被虐待，我覺得很可憐，我就想要去幫他們，然後我也喜歡

英文，雖然我英文沒有很好，可是我很想要去打工遊學，然後我也很喜

歡幼保，因為我很喜歡小孩，他們很可愛，所以我知道幼教很重要，可

是老師，我現在有很多喜歡的科系，可是是不是讀幼保比較好？因為我

讀了三年了，如果跨考，我覺得我會考不好，老師你覺得哩？」（訪談

H）

「小時候開始我就跟著媽媽一起工作，讓我覺得…這社會需要更多的

人、更多的幫忙，然後社工就是可以幫助比較弱的人，我以前很內向，

跟著媽媽一起工作後，就變得比較開朗，應該是接觸社會有關吧？所以

我就想讀社工系，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訪談I）

「興趣！我覺得興趣最重要，老師，不然我要面對痛苦的四年耶！四

年耶！我就是想要考表演系，我們班導有跟我說可以再考慮，啊我就跟

她講我就決定了啊，考慮個屁喔，哈哈哈！ㄟ，你不要跟她講嘿，不然

我等等會被她罵！哈哈哈…」（訪談J）

因此，本研究依照10位訪談者的訪談內容，結合專家學者之見解，受訪者在

訪談內容中，提及會以何種因素（個人興趣、經驗能力、他人期望、家庭收入）

作為選填未來科系的考量，進而彙整成表8：

表8  影響幼保科學生升學本科系意願之因素
遴選方法 個人興趣 經驗能力 他人期望 家庭收入

訪談者
A、B、C、E、

F、G、H、J
A、B、D、F、

H、I F F、G

人數 8 6 1 2

本研究發現，「個人興趣」是學生選擇升學的首要條件，本研究將班級導師

與學生訪談結果做進一步比對，以下為兩位班級導師的部分回饋：

「現在的學生和以前不同了，她們會比較在意這個是不是她們喜歡

的，如果喜歡，就會努力，不喜歡就擺爛給你看，讓人頭痛吼？可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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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面臨到一個現象，就是她們現在跟你講想讀哪些科，我跟你講，你

問她們，她們可能會跟你講很多，可是我覺得不見得是真的想讀，可能

是現在感覺新鮮，還是聽別人說就覺得還不錯，我們班的狀況是有些人

跨考，但是成績沒有很好，可是她們以前沒學過這些東西，所以考不好

是當然的，我曾跟她們講過要她們去想喜歡的和可以做到的，不過她們

現在重點在大考，所以也可能沒有真正的去想，不過我們班大部分都還

是搖擺不定，以前我們那時候都會努力拼國立，現在學生覺得離家近或

是喜歡的比較重要，很不一樣我覺得。」（訪談甲）

「我們班喔，她們都還搞不清楚吧！我們班有人跨考，可是就考很差

阿，然後上課也都懶洋洋的，她們有的人對幼保沒有興趣，然後跨考也

沒有考好，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她們，她們會想跨考的原因大部分都是說

喜歡或是有興趣，可是她們考試成績就是不理想阿，我一開始會跟她們

講喜歡跟能力都很重要，如果你想考好的學校，你跨考的都是你沒讀過

的，要她們自己讀，不太可能，兩班都一樣，學生喜歡的，不見得考的

好，可是有的人很堅持，你也不能強迫她。」（訪談乙）

從上述訪談內容可見，班導師皆指出「個人興趣」可能是多數學生升學考量

因素，而跨考成績低落是導致兩位導師對學生跨領域學習持保留態度的主因。

伍、研究發現與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謹提出如下之結論與建議，並針對研究過程進行

檢討，以利未來相關研究參考之。

一、研究發現

（一）高職幼保科學生升學意願偏高

依據訪談結果發現，高達9位確切表示有持續升學之意願，顯見幼保科學生

面對升學意願多數持正向態度。

（二）「自我精進」是影響高職幼保科學生升學的關鍵

有7位受訪者表示，在高職階段所學有限，因而希冀透過升學補足其專業知

能，換言之，幼保科學生具有追求自我成長的信念。

（三）「個人興趣」是影響高職幼保科學生選擇持續升學本科系的關鍵

有8位受訪者表示，「個人興趣」是未來選擇就讀科系的主要原因，當中有5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129

經
驗
傳
承

位受訪者認為未來會考慮持續就讀本科系，乃因幼保是自己興趣所在（喜歡和幼

兒相處、幼保課程活潑有趣、與跨考類科相比，三年的培訓下對幼保領域較有自

信），另外3位受訪者則表示會以跨考作為未來升學選擇。

二、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謹提出如下建議，並針對研究過程進行檢討：

（一）依據研究發現提出之建議

1. 對大學校院建議

本研究發現未來願意持續升學的學生高達9人，訪談的過程中更有7位受訪者

表示在高職階段所學不足，希冀透過高等教育補強，換言之，現今技職教育已從

高職畢業直接就業趨向於升學導向為主，若各大專院校可以協助高中職幼保科進

行課程改善，不但有助於提升中等學校幼保科專業素質，也有利於各大專院校招

生之便。

2. 對學校建議

學校可推動全校性或是較大型的生涯講座，邀請在職人士前來經驗分享，增

進學生對未來職場的認識，此外，課程發展委員會也應將生涯規畫老師納入團隊

當中，以利生涯規畫課程能夠真正落實與發揮成效。

3. 對教師建議

教師除了提供學生多樣的升學資訊，也應重視課程與實務的聯結，如可多安

排實務操作課程亦或參訪活動，進而提升幼保科學生未來擔任學前教育人員之意

願。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 比較公私校高職學生意願

未來相關研究除了可以探討公私立學校差異，也可以進一步分析不同地區幼

保科學生升學意願之差異情形，以便蒐集更為完整的研究資料。

2. 進行全國性抽樣調查

未來研究者進一步做相關研究時，宜以全國之幼保科學生為標的母群體，避

免推論時造成無法接受的誤差。

3. 採用多元化資料調查方法

未來相關研究可增加問卷調查法的方式，亦或增加觀察記錄等質性研究，使

資料來源更具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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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中文科教師推�
動學生自主學習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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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善揮/ 香港五育中學 中文科教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  要

近年，自主學習成為了全球教育改革的焦點，一改以往以教師為課堂主

體的教學傳統，以學生擔任主導課堂的角色，以讓學生可以自行探究學習，建

構屬於自己的知識。為了回應國際教育發展的潮流，香港中國語文科(下稱中

文科)的課程改革，亦要求中文科教師以學生為學習之主體，促進他們的自主

學習。然而，香港學術界至今仍沒有對中文科教師實施自主學習的情況進行

調查或研究。因此，筆者認為實在有必要對之進行調查及研究，以解決教師在

推行自主學習模式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利他們能夠持續推動、深化自主學習的

發展。由是觀之，本研究為質性研究，旨在透過與六名中文科教師(曾在課堂

推行自主學習)的深度訪談，探討前線中文科教師在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時的情

況；結果發現教師在(1) 教學進度、(2) 專業知識、(3) 學校支援、(4) 教師意

願、(5) 學生能力各方面均遭遇到困難，而筆者也同時發現推行教師自主學習

的模式都頗為單一、類似，這反映出教師仍然未能夠完全掌握自主學習理論的

重點，而認知度亦未算全面。筆者將在研究結果的基礎上提出因應的策略，以

供廣大的教育同工作為參考。

關鍵字：香港、自主學習、學與教、中國語文科、中文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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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by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Eric Sin-Fai Ng

Abstract

Self-regulated learning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education re-
form in recent years. Student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eachers organize more self-regulated activities to let them ex-
plore their own learning interests for the objective of constructing their 
own knowledge base by themselves. In response to the trend of the in-
ternation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has 
carried out curriculum reform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which 
require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 promot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However, research on investigating the implementa-
tion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 is yet 
to be conducted by Hong Kong academics.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uch investigation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met 
by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 facilitat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which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six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ho have introduce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to explore the difficulties they have encountered. Following 
difficult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have been found: (1) teach-
ing progress, (2) professional knowledge, (3) support of school, (4) will-
ingness of teachers, and (5) ability of students. It is noted that the ways of 
implement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re rather monotone and similar, 
revealing the teacher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The researcher has suggeste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found, for the reference of teaching fellows.

Key words:  Hong Ko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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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自主學習已經成為全球學生學習的潮流，教師不能再只以直接講授為

主要的教學策略，而需要藉着誘發學生之學習興趣，進而啟動他們的學習動機，

以讓學生可以自行探究學習，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為了回應國際教育發展的潮

流，中國語文科（下稱中文科）課程自改革以來，一直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4）指出「最有效的教學，是以學生為學習的主角，在課

堂及其他學習場合，要讓學生自己主動經歷、積極參與活動。」這就是說中文科

課程的設置取向，是以鼓勵學生進行自發性學習為首要的焦點，並希望通過「培

養（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讓他們）養成學習語文的良好態度和習慣。」事

實上，香港教育局希望教師能夠在高中階段，給予學生更多自主學習的空間，以

讓他們的學習過程變得更深刻，並從中建立出自主學習的習慣，以促進學生們的

終身學習。

雖然課程綱要要求中文科教師在課堂裡引入自主學習模式，可是大部分香

港教師都只能夠蜻蜓點水地推動自主學習，在一段短時間過後，便無以為繼。對

此，很多前線的中文科教師表示，與傳統的直接講授方式相比，自主學習需要花

費很多的時間作籌備及規劃，這對於教師的教學進度有着很大的影響，故他們不

能夠把自主學習的模式持續下去。而最重要的，就是中文科教師都認為推動學生

自主學習，不但加重了教師的負擔，而且也增加了學生的壓力；為此，筆者翻看

相關的文獻資料，發現香港學界至今仍然沒有就中文科實施自主學習的情況進行

調查，使相關文獻部分仍然停留於空白的階段。由是觀之，本研究為質性研究，

旨在透過與六名中文科教師（曾在課堂推行學生自主學習）的深度訪談，探討前

線中文科教師在班級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時的情況，並就此提出因應的策略，以供

廣大的教育界同仁作為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了解中文科教師在課堂中推行學生自主學習之經驗

及想法。以曾參與推動自主學習的中文科教師為研究對象，採取「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收集受訪者之意見，經整合篩選、綜合分析的過程後，本

研究試圖解答以下之問題：

1. 中文科教師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方法或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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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科教師在推行自主學習時遭遇到什麼困難？

3. 中文科教師如何理解自主學習之概念？

4. 學校如何協助中文科教師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貳、文獻回顧

一、香港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政策及背景

在二零零一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頒布了《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的文件，指出香港各級學校的課程都須要進行改革，以提升香港學生的學習能

力及水平，進而提升香港在地區及世界的競爭力及影響。當中指出了課程改革的

主要原則，在於：1. 課程發展的方向須協助學生學會學習，促進他們獨立學習的

能力；2. 所有學生都具有學習能力，並應享有學習經歷；3. 學習內容須以學生為

本，照顧到他們的學習需要、興趣、能力等；4. 課程發展須結合香港教育環境各

方面的優勢，照顧不同的學習差異；5. 學習內容須兼顧不同方面之目的、利益及

觀點；6. 支持學校發展校本課程；7. 不斷優化課程發展的實施，以助學生可以學

得更好；8. 參與課程改革的教師須具備積極主動的態度，欣賞每項小成就，以克

服在改革過程中遇到之挫折及困難，以使改革過程得以變得穩定，以達到逐步深

化的目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1）。簡言之，香港的課程改革焦點，在於以

學生為學習的主體，使他們學會學習，即掌握不同的學習策略及方法，並在此基

礎上，發展他們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達到促進他們終身學習的最終目的。

為了持續優化以學生為本的學習模式，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9）其後頒布

了《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未來（中四至中六）》，以指導教師於課

堂裡推行自主學習的模式；當中，自主學習的呈現方式就是探究式學習，即是透

過整班的學習互動，或是兩名學生之間分組的學習互動，讓學生建立學習群體，

透過討論的過程進行合作學習，並共同建構知識，一起獲取學習成果；同時，

教師不再是課堂裡的絕對權威，亦不再只是知識的傳導者，而是與學生俱為學習

者，透過師生之間的互動過程，共同建構學習知識，促進彼此的成長；另外，若

要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效益，教師須確保學生具有以下的特質：具有社群意識（

如：主動參與、歸屬感、協作精神、對話意願等）、對學習的承擔態度、建構知

識之責任感。由此可見，香港一直以來不斷推動自主學習的發展，而近期的深化

重點則在於改變教師一直以來傳統的直接教授模式，希望教師能夠做到以學生為

本位，為學生提供自主學習的機會，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

為了配合香港課程改革的大環境，中文科課程亦作出相關的配合。在課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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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目的方面，由於中文運用能力是建構知識的必要條件，所以中文科亦自然肩

負起培養學生基本語文運用能力的責任，使他們藉此能夠學會學習，促成他們具

備終身學習的能力；在課程設計方面，教師需要以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興趣為本，

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及教學方法，讓學生對特定之課題作出深層次的思考，

並進行相關的探究，以在此基礎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及能力；在學習目標

方面，本科強調培養學生的好學精神、積極態度、正面價值，以使他們將此等寶

貴的特質，遷移至中文科的學習之上，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2014）。由此可見，中文科課程改革的焦點同樣集中在如何調動學生的學習

動機之上，建立他們正確的學習態度，推動他們在本科的自主學習。

綜合以上所述，香港教育當局在課程文件中，一再強調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

重要性，試圖透過政策的層面推動各級學校引入自主學習模式，可是至今香港教

育當局仍然沒有檢討實際的情況及相關的施行成效，故相關的實施情況依然是一

片空白；因此，這說明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及價值。

二、自主學習的意涵

自主學習是指個體獨自進行學習的能力。自主學習的英文是「Self-directed 

learning」，當中的意思就是指學習者在後設認知、動機和行為上主動參與的程

度（Zimmerman，1998）。Schunk & Zimmerman（2003）進一步指出自主學習

是由學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並由此產生自學之行為，並且有系統地向著學習目標

逐步邁進；Bronson（2000）更認為每一個人與生俱來都擁有自主學習和自我組

織之內在機制，這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具有自主學習的能力；林心茹（2000）指出

自主學習共有四大部分，包括：自我評價與調整、目標之設置和策略之計劃、策

略之實施及監控、策略結果之監控，這不但是一個循環不息的過程，而且全部步

驟皆由學習者自行執行。因此，自主學習就是指學生開展獨立學習過程的能力，

而這一種能力是由內到外發展出來的，即由內在的興趣所帶動。

自主學習代表學生擁有學習的控制權。李雅卿（1998）指出在自主學習的過

程中，學習者是學習的主體，他們皆可以選擇調控自己的學習速度，並以最適合

自身之方法進行學習；許瑞峰（2010）認為在自主學習的實施下，學生可以根據

自身的興趣、學習的進度、以及自己的學習需要，選擇適切的學習材料，制定合

適的學習進度，並在最後檢視自己的學習策略是否有效。事實上，沒有人比學習

者自身更了解自己需要什麼，而自主學習正好能夠讓學生取回學習的主導權，讓

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需要、興趣、學習差異、現實環境而提出適切的學習計

劃，實現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目標，照顧不同之學習差異，從而使他們都能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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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自己的處境，來達至教師或班級訂立之共同學習目標。

自主學習模式能夠滿足學生不同方面的學習需要。李建麗（2014）認為創

新精神及實踐能力都不是可以由教師教導而成的，而是需要學生自主參與而生成

的；張青松（2013）指出在自主學習模式的實施下，學生們都需要在課堂上彙報

自身的學習成果，使他們得到向群體發言的機會，在經年累月的情況下，他們的

表達能力便能夠得以加強。江志宏、施月麗（2013）指出以學習共同體為主軸的

自主學習模式，能夠活化學生的思維能力，並使他們能夠在此基礎上勇於提出自

我的看法；林佳秀、張自立、辛懷梓（2013）亦指出學生在以學習共同體為主軸

的自主學習模式之下，學生變得更有自信心，並且更容易獲得成就感。簡言之，

自主學習能夠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創新精神，同時他們亦能夠透過自主學

習的活動培養說話能力，並藉此提升自信心，最終讓他們在學習方面取得更大的

成就感。

三、推動自主學習的關鍵元素

學習興趣能夠誘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行為。許德發（1999）發現學生對學科

的學習興趣與學業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謝芳蕙（2001）發現造成學生數學

學習成就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學習興趣不足或動機不高；吳善揮（2013a）認為

教師在推動自主學習的時候，宜建基於學生的學習興趣，那麼學生學習的能動性

便能夠得以提升，並使自主學習模式取得更大的效能；吳善揮（2013b）同時認

為只有誘發學生之學習興趣，教師才可以引發學生持久的自主學習行為；陳紅梅

（2014）指出只要教師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那麼他們不但能夠進行自主學

習，而且更可以由此發展出終身學習的能力。由此可見，學習興趣對於學習者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能夠推動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而且更能夠使其產生持續

的獨立學習行為，進而使他們能夠取得更高的學業成就；因此，如何透過激發學

生之學習興趣，以9引發學生的自主學習行為，的確是教師須要心思的問題。

教師的態度亦對自主學習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齊國斌（2014）認為在推行自

主學習之初期，學生很多方面都不夠成熟，故極需要教師發揮他們的引導作用，

使學生得以逐步建立自主學習的規律，那麼他們才能夠在學習方面做到真正的自

主化；楊秀珠（2008）指出教師能否就教育改革而努力提昇自身的知識與能力，

是影響教改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事實上，推行自主學習對香港教育界而言是一

種新的教學嘗試，而教師能否積極掌握相關方面的知識和技能，正是自主學習的

成敗關鍵；陳錦榮（2003）發現若教師未能檢討教學失敗之原因，便去懷疑教學

模式的成效，最後更選擇放棄，那麼課程改革便會陷入困境，同樣地，在推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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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模式之時，教師因一時之失敗而未能堅持下去，那麼自主學習定必被廢弛。

簡言之，前線教師對自主學習的信念、知識、技能等，將直接影響到學生對自主

學習的觀感，進而影響到自主學習之整體推行成效。

教育現場環境也對自主學習之成效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蔡若蓮、周健、黃顯

華（2002）發現若教育當局向學校提供額外的資源和專業支援，教師普遍有更強

大的動力參與教育改革，同樣地，若我們希望自主學習模式得到教師的支持，那

麼教育當局便須向學校提供足夠的資源，以讓他們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推動；霍秉

坤、黃顯華（2009）認為在推動新課程落實的過程中，前線教師能否配合執行、

所提供的專業培訓和發展能否協助教師面對新課程的挑戰，皆大大影響到改革的

成效，事實上，推動自主學習模式亦然，若教育當局未能向教師提供充足的專業

培訓和支援，而只徒具課程大綱的要求，那麼在欠缺專業知識之情況下，前線教

師定必未能夠成功地在課堂內實施自主學習的模式。由是觀之，自主學習對於香

港前線教師而言，是一個嶄新的學與教模式，而前線教師普遍知之不詳，而筆者

相信這無可避免地對自主學習之推動成效構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四、推行自主學習之重要性

自主學習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參與度，以使他們所建構的知識更為鞏固。

自主學習的主要精神就是希望能夠調動學生對學習的積極性，讓他們能夠主動參

與課堂裡每一個的學習活動，並能夠專心於每一個學習的環節，從而使學習的過

程可以變得更深刻（陳佳琦，2008）；同時，在這樣的自主學習訓練下，學生

所學習到的不再只是記憶、枯燥無味、沒有意義的知識，而是可以透過讓他們動

腦筋思考學習內容，培養他們的思維能力，使所獲得的學習成果更為堅實（林彥

佑，2004）；張嘉倩（2013）的研究顯示，透過實施開放式的學習札記，讓學

生可以互相回應，不但有助他們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而且更促進了他們的思維

發展。由此可見，自主學習的最重要價值，就是在於透過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過

程，使到老師的教學不再是走馬看花，也不再只是教了學生而已，而是真正能夠

做到教會學生、學生學會的最終目標。

自主學習有助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責任感，使他們把學習視為人生的使命。

所謂的自主學習，就是指讓學生成為主動的認識者，了解自己的特性、自己在不

同階段的位置，以掌握自我的命運，並且對自身負上責任（黃心佁，2005）；從

態度來看，自主學習是指一個人能夠明白自身的存在價值，並願意為自身的成長

及發展負上責任，乃至選擇合適自己的學習活動（李雅卿，2006）；一項研究顯

示，當學生的自我監控能力越高，自主學習便會更具成效，而他們的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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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績效亦會隨之而提高（任翌瑜，2011）。由此可見，自主學習的重要價值，在

於通過學生的自我了解，使到他們明白自己應有的學習責任，乃至使他們因此而

更努力學習，進而提高他們的學習效果，成就他們的終身學習，以回應現今知識

型社會的需要及競爭。

參、研究方法

為了讓本研究之焦點變得更清晰，本研究將環繞以下之問題進行討論：

一、中文科教師如何在課堂內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二、中文科教師在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時遇到什麼困難？

三、中文科教師如何理解自主學習的概念？

四、學校如何支援中文科教師於課堂裡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是次研究為質性研究，主要透過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了解受訪者的意見及看法。當中的作業方法，就是在訪談剛開始的時候，先由研

究者向接受訪談者提出一系列的開放性問題，然後研究者會按照實際的訪談情

況，不時作出調整，並提出和研究核心相關之問題（葉重新，2011）。這種訪談

法之好處，在於除了可以確保訪談過程不會脫離研究的焦點外，更可以提供一定

的空間予受訪者，使他們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對議題的看法或觀感。

本研究以方便抽樣法（convenience sampling）去邀請願意接訪問的教師作

為訪談對象；雖然這種抽樣方法未必能夠保證樣本之整體代表性，而且更可能受

到研究者主觀意志的影響（Gravetter & Lori-Ann, 2012），可是由於考慮到訪談

對象與研究者之關係，將會影響到訪談對象表述意見之意願（夏林清譯，1997）

，因此筆者採用方便取樣法，邀請與筆者相熟、具推動自主學習經驗的中學中文

科教師接受訪問，以確保訪談對象與研究者之間具有互相信任的基礎，使受訪對

象較願意向研究者表達內心最真實之看法，從而使筆者能夠獲得更真實的數據資

料；由於現時並非所有香港的中學都推動學生的自主學習，因此尋找中文科教師

接受訪談也頗具限制，惟筆者亦盡可能邀請來自不同學校的受訪者，以避免所採

集到的意見及數據呈單一化。這些作法都有助提升研究的信度。

本研究按照上述的方法，邀請了六名（四名女性、兩名男性）曾在課堂推

動學生自主學習的香港中文科教師進行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以了解

他們推行自主學習的經驗、所遇到的困難及他們如何解決這些困境。當中，他們

來自三所不同的中學，年齡介於27歲至50歲；他們所任教的學校皆把推行自主學

習納入學校發展的周年計劃；他們的教學年資由5年到25年不等；他們皆有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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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高中年級Ö的中文科；他們推行自主學習的經驗由1年到3年不等。另一方

面，基於研究道德的問題，本文將以代號「教師A至E」來代替受訪教師的真實身

分，以便筆者進行闡述；同時，筆者在邀請受訪者進行訪談之前，皆向他們提供

訪談同意書，以透過正式的文件向受訪教師表示研究者對他們的尊重及誠意，也

簡略交代了是次研究的目的，同時使他們明白到其隱私是受到保障，以讓他們可

以放心發表自己的意見。

表1 受訪教師背景

教師 學校 性別 年齡 學歷
任教 
年資

任教年級
推行自主學
習的年資

A 1 女 29 碩士 6 中一、中四 2
B 1 男 27 碩士 5 中四 3
C 1 男 50 學士 25 中五、中六 3
D 1 女 27 學士 5 中一、中六 2
E 2 女 30 碩士 7 中一、中四 1
F 3 女 31 學士 8 中一、中二、中三 2

在信賴度方面，質性研究著重於可信性、驗證性、可靠性、遷移性（胡幼

慧、姚美華，1996）；在可信度方面，為了確保筆者沒有錯誤理解受訪教師之看

法，本研究採取了錄音機為輔助工具，以記錄整個訪談之過程，在完成訪談後，

筆者先把錄音資料轉化為錄音稿，然後才從中擷取相關的資料進行分析，跟著，

筆者邀請了訪談對象檢核資料（member check），即筆者將錄音稿的資料整理成

一份摘要，請訪談對象檢視資料之正確性和完整性，並填寫所附的回饋單，確保

研究者沒有錯誤理解他們的內心看法，以達到保證研究結果真實價值之目標；在

驗證性方面，本研究邀請了具質性研究經驗的教師參與研究分析，透過討論的過

程，以確保研究不受研究者本身之主觀看法或偏見所影響；在可靠性方面，為了

確保研究結果的一致性，本研究對所有訪談進行錄音，以保存原始的資料，供日

後研究相關議題之研究者作參考之用；在遷移性方面，本研究詳述了研究過程及

分析方法，以供其他學者檢驗其進行的研究與本研究之一致性。最後，雖然受訪

教師的意見未必能夠代表全體香港教師的意見，可是對於教育界了解當前高中中

文科教師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情況，仍然具有一定之參考價值。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受訪中文科教師皆認為他們在任教班級裡推動學生自主

學習時，面對着不同的困境，雖然如此，但是他們皆不否認推動自主學習對學生

是具有一定之益處，惟亦同時指出對於全面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不抱樂觀的態度。



142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受訪中文科教師之意見將依五個方面進行探討，包括：（1）教學進度；（2）專

業知識；（3）學校支援；（4）教師意願；（5）學生能力。

一、教學進度

本研究之受訪教師皆指出在班級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時，皆面對着教學進度

落後的問題，這是因為落實自主學習之時候，學生皆需要得到教師極大程度上的

支援及協助，才能夠完成自主學習，而教師們皆需要花上一定的課堂時間進行跟

進，最終使他們未能如期完成學校學科規定的教學工作，並因此而造成他們的教

學壓力。事實上，自主學習的原意就是希望學生能夠在課堂內外，對知識進行獨

立的探究，而要達成這個目標，教師不但需要容許每一名同學都存在不同的學習

差異，而且更需要盡量透過給予學生不同的指引、提問、討論或回饋，引導他們

進行多角度的思考，以讓他們最終能夠找出正確的答案，而這個過程是需要花費

一定的時間。由此可見，自主學習需要花上很多課堂內外的時間，若校方不願意

減少原有課程的內容，而強行加派於教師及學生身上，不但會造成師生疲於奔命

的狀況，更會降低原有的學與教效能。

「我不認為學生能夠做到真正的自主學習……這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可

能做到自律，縱使你設計了很好的導學案，他們也不會去完成……最後

你還是要抽取額外的課堂時間進行跟進，這不但浪費了課堂時間，影響

到我的教學進程，而且更使自主學習變為跟進學習……」（教師A）

「自主學習真的很花時間……我要求學生們回家按照導學工作紙的指

引完成自習，可是他們真的很懶散，很多時候都未能如期完成導學工作

紙，使我需要花上很多課堂時間進行跟進……倒不如我自己直接教授，

這來得更有效率，更不會影響到我的教學進度……」（教師D）

「學校要求我們按進度表的規定，如期完成校本課程規定的教學工

作，可是由於自主學習實在太花時間了，每每都需要花上課堂的時間進

行跟進補救，造成了教學進度受到嚴重拖延，使我產生了極大的工作壓

力……」（教師F）

此外，由於高中學生將要面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即大學入學的統一考試，

因此他們需要進行額外的課後補課，並且需要完成大量的補充練習，以裝備自己

能夠跨越這個人生中至為重要的公開考試；而提升學生在公開考試取得合格成績

之機會，亦是所有受訪教師最關心的工作項目。可是，受訪教師認為由於校方全

面推行自主學習，佔去了他們訓練學生準備公開考試的部分時間，使他們因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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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擔憂。事實上，由於香港是一個公開考試至上的社會，因此普遍的家長或學

生都認為公開考試的成績對個體而言是最為重要的，因此他們一般都期望教師能

夠多善用課堂的時間，直接教授學生公開考試的相關知識及答題技巧；而學校對

於提升學生的公開考試合格率及升讀大學比率皆有一定的期望，這難免對教師造

成一定的壓力；因此，若學校強行在高中年級推行自主學習的模式，不但會造成

教師的巨大的工作壓力，而且更會惹起一眾家長及學生的反對，即會使到教師陷

於兩難的局面。

「學校曾建議把自主學習融入公開考試的教學之中，可是我並不認為

學生自己能夠進行自學，反而更會費時失事……由我直接進行講授，反

而更能確保教學成效……當然，你也可以說是我不放心把這麼重要的部

分交由他們自學……」（教師B）

「自主學習並不是一件壞事……但如果因此而佔用了學生準備公開考

試的時間，我認為是不應該的……畢竟應考公開考試是學生們當前最重

要的任務……」（教師C）

二、專業知識

本研究發現部分學校、受訪教師對自主學習的概念並不了解。受訪教師表

示學校在形式上限制了自主學習的模式，要求受訪教師以導學案形式推動自主學

習，結果導致他們誤以為製作導學案讓學生回家自學就是唯一的自主學習模式，

不明白自主學習的方式可以是多樣化的；同時，他們亦未能夠掌握導學案的重要

意涵和設計方法，誤以為導學案就是一張工作紙而已，不明白導學案之作用在於

透過精要的問題，去協助學生一步一步地達成學習目標；最後的結果，就是自主

學習並不能夠有效地改善學生的學習表現；由此可見，學校對自主學習之理解並

不足夠，只知其外在形式，而不知其內在涵意，結果在宣導的過程時，使到教師

也因而對自主學習產生錯誤的理解，在他們的專業知識不足或有誤之情況下，要

求他們推行學生自主學習，這難免影響到當中的推行成效。

「學校要求我們必須製作導學案，以讓學生回家可以進行自學，可是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導學案與工作紙之間的分別……我請教科主任，科主

任則說只要能夠讓學生回家自習就可以了，也沒有說明製作導學案的具

體要求……」（教師A）

「學校要求我們製作導學案，我也不知道應怎麼做，所以便把之前的

課業工作紙修訂一下，便視之為導學案……學校看到成品也沒有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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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給予任何的回饋，所以我便當作任務完成了……」（教師D）

「我並不認為導學案能夠協助同學進行自習……根據我的觀察，學生

的表現並不理想，而導學案不但未能協助他們一步一步地掌握所學，反

而造成他們的困擾，即是他們只把導學案看作功課般完成，並未能夠真

正誘發出他們自主學習的精神……」（教師E）

教師E認為自主學習的核心概念，在於要求學生完全不依靠老師的教導，自

己獨自完成學習的任務，所以她並不認同能力較弱的學生能進行自主學習；事實

上，這個想法是不正確的，雖然自主學習之主要目的就是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

體，可是教師的角色仍然不能因此而被取代，這是因為學生能夠進行自主學習的

其中一個前提，就是在於教師在旁引導，並適時為他們提供協助，以引領他們一

步一步地解決困難；而最重要的，就是提出自主學習之根本目的，就是希望能夠

改善能力較弱的學生之學習表現；故這反映出受訪教師對自主學習的基本概念仍

然不甚理解，乃至其對自主學習的推行抱有懷疑的態度，並由之產生極大的抗拒

感，最終其所形成的內在信念便阻礙到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真正落實。

「自主學習不就是叫老師放手讓學生獨自進行學習嗎？無可否認，聰

明的學生自然可以進行自主學習，可是那些能力較弱的學生可以在老師

完全不管的情況下，做到自主學習嗎？這實在是天方夜譚的事……」

（教師E）

從受訪教師F的回答之中，我們可以知道其並不了解自主學習與學生的學習

動機是具有密切的關係；其實，獎勵只能夠維學生短暫的學習行為，只要獎勵消

失，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便會大大減弱。事實上，只有學習興趣才能夠激起學生

持續、長久、乃至終身的自主學習動力；由是觀之，由於受訪教師對自主學習之

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誤解，所以使到自主學習的成效只是曇花一現，只要教師或

學校在未來停止推動學生自主學習，那麼學生便會放棄自主學習，回復從前的單

向接受的學習模式，這是因為教師根本未能夠由此協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常規

及習慣，即自主學習的概念未能在學生的心裡內化。

「為了讓學生能夠如期完成預習工作紙（自主學習的部分），我便跟

全班同學說，若他們能夠在課堂上展示自己已經完成的預習工作紙，我

便會獎勵他們零食……縱使預習工作紙的內容很沉悶，學生也能依期完

成……」（教師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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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支援

受訪教師大致認為推動自主學習是需要額外的資源支持，可是學校在欠缺足

夠的資源下，要求他們在課堂裡推行自主學習，不但使他們的工作量倍增，同時

亦增添了他們的工作壓力。由此可見，平常的工作量已經不輕，現在校方更要在

這個情況之下，把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重責加派在教師的身上，這難免在教師團

隊裡形成強大的實施阻力，使到教師產生「不求質素，但求完成」的心態，最終

使到教師為了推行而推行，最終對學生的學習難以產生真正的效益。

「中文科的專任教師數目有限……很多同事也須要兼教其他的科目，

並需要製作很多不同的教材予學生學習，本已忙得不開交……現在，在

人手不足的情況下，還要額外製作全年的導學案，我真的倍感吃力，壓

力真的不少……」（教師A）

「工作量本已經很多了，可是現在為了討論如何製作導學案、如何推

行自主學習，我和全級同事都要不斷開會，以讓導學案能夠符合不同學

生的需要……事實上，這是很耗用時間的，可是學校卻沒有因此而減少

我們的上課節數，以騰出更多空間讓我們開會或製作導學案，這大大加

重了我們的工作量……」（教師D）

教師C認為連作為中層管理人員的教師（例如：學科主任）也未能夠透徹理

解自主學習的真正涵意，校方便貿然全校推行以自主學習為本的課堂政策，結果

使到下層教師在遇上困難之時，也不能夠從中層管理人員之中得到適切的幫助。

由此可見，學科領導人作為學科教師的領軍人物，對自主學習的理念及實施的具

體作法皆知之不詳，那麼其在統籌自主學習的推動工作時，難免不能訂立具體的

推動目標及大方向，亦不大可能有效地監察和因應實際情況而調整自主學習的實

施；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科教師團隊在推行自主學習的時候，亦自然而然地只能

夠各自為政，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推動學生的自主學習，最終因過於混亂而使

成效大打折扣。

「在設計自主學習課堂的時候，我經常遇到不同的困難……當我向科

主任請教的時候，她也不能夠為我提供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是着我

再想一想……其實，如果連學科領導人也不具備自主學習的知識，那麼

他們又如何帶領學科團隊推動自主學習呢？」（教師C）

教師F表示學校曾邀請大學機構人員指導他們推動自主學習，可是由於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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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過於理論化，未能夠解決他們在實際上遇到的問題。簡言之，在培訓教師推

動自主學習時，校長宜強調實務性而非學術性，以讓教師可以「有法可依」，按

照別校的實踐經驗進行模仿，以讓他們覺得自主學習並不只是一項學術理論，而

是可以被具體落實的有效教學方法；那麼教師便能夠較容易做到知行合一，即較

容易在課堂裡落實自主學習的模式。

「學校曾經邀請大學的教學研究學者來到我們的學校進行自主學習的

支援，可是他們都只是說了一大堆的學術理論，卻未有具體及全面地教

導我們如何在實際之中落實自主學習……最終我們也是對如何推動自主

學習仍然是毫無頭緒。」（教師F）

四、教師意願

教師A指出其發現部分同事陽奉陰違，並沒有在課堂上跟進學生的自主學習

作業，使到學生跟隨着老師對自主學習抱持的態度，未有認真處理自主學習的學

習任務，最終影響到自主學習的推動成效。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部分教師對於推

動學校的自主學習政策抱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態度」，蓋因教師並不認同

自主學習的理念，致使他們不願意推動自主學習，因此學校如何能夠讓教師團隊

贊同自主學習的理念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我發現部分同事並沒有跟進學生在家完成的自主學習導學案，致使

學生們都產生了一個錯覺，就是老師也不著緊自主學習的部分，那麼他

們也不用那麼認真地完成了……結果就是他們完成的自主學習導學案的

素質極低……」（教師A）

教師A認為他們都是第一次接觸自主學習這個教學模式，對之根本不甚了

解，但是學校在為他們安排了兩至三次的工作坊及講座後，便以為他們能夠掌握

到自主學習的意涵，跟著隨即在學校內全面推動自主學之實施，最終使他們未能

夠具體地掌握自主學習的具體操作方式或意涵；另外，教師B指出他們任教學校

的校長為了推動全體教師落實自主學習，在教師欠缺相關的知識、學校支援不足

之情況下，便以自主學習為評鑑性觀課�的主題，這不但為其造成極大的工作壓

力，亦打擊了他進行自主學習的意願。由此可見，欠缺足夠的培訓或將之納入為

升遷評鑑，皆對教師造成極大的工作壓力，在這樣巨大的工作壓力下，教師自然

對自主學習的推動產生極大的厭惡感，更有可能加劇了教師團隊與校方之間的矛

盾；因此，如何營造有利的推動環境，以提升教師的推動意願，實在是校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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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問題。

「學校對教師的培訓根本並不足夠，可是卻要全面在校內的課堂內實

施自主學習的模式，這使我感到很大的壓迫感，害怕做得不好……久而

久之，我失去了推動自主學習的方向，現在更不想繼續推動下去……」

（教師A）

「由於校長以自主學習為評鑑性觀課的主題，這使我感到很大的壓

力……而巨大的壓力使我打從心裡不喜歡自主學習……」（教師B）

教師D認為學校規定了自主學習的推行模式，扼殺了他們的發揮空間和自由

度，使敢於創新的校內教師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也大大降低。由是觀之，在

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初期，若校方不給予教師一定的自由度進行探索，而加以大

量的行政干預，一方面，教師的研究及創新能力便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校內亦

不能夠營造百家爭鳴的局面，使到教師團隊不能夠從同事的推動經驗之中學習，

即未能夠做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學校要求我們以導學案的形式推動自主學習，扼殺了其他推動方式

的可能性……較具創意思維的教師並不同意校方為自主學習的模式設置

框架，乃至推動自主學習的熱情大大減弱……」（教師D）

教師E認為學校推行自主學習的政策過於急進，使校內的教師倍感吃力；而

最重要的，就是過急推行反而造成校內教師的反彈，結果使願意接受新事物的教

師也漸漸出現反對或拒絕推行自主學習之想法。括言之，若校方推行過急，不但

會使到自主學習的安排欠周密，而且倉促成行亦只會引起年資較大的老師反對，

最終在群而攻之的情況下，自主學習的推動只會變得事倍功半。

「自主學習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嶄新的教育概念，因此需要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推行，那麼我們才能夠逐步理解當中的意念，以及從所累積的經

驗之中進行反思，那麼自主學習推動才能夠得以逐步完善……可是校方

一下子便要求全校推行自主學習，這不但惹來較保守的老師反對，而

且年青教師也因受到反對意見的影響，而漸漸對推動自主學習變得卻

步……」（教師E）

五、學生能力

部分受訪教師認為學生的學習能力影響到自主學習的成效，這是因為能力稍

遜的學生未能夠獨自完成自主學習的任務，最終也是需要教師在課堂裡重新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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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行教授。由此觀之，若校方希望在能力稍遜的班級推動自主學習，校方便需

要考慮從課程設計方面著手，包括刪減內容、更換符合學生能力的教學材料、增

加小步子教學等，而非只派發預習單，便以為學生能夠做到，否則這對於學生的

學習是毫無助益的。

「我任教的（高中）學生能力比較弱，雖然他們不是懶惰的學生，可

是他們大多未能獨自完成我所要求的自主學習任務，比方說我發給學生

一張自習工作紙，要求他們回去自習《我看大明湖》這篇課文，可是當

我上課的時候，才發現他們連基本文意也未能夠掌握，根本沒有能力去

獨自完成自學任務……」（教師B）

「學生的能力過於薄弱，致使他們大都不能夠如期完成所附託的自主

學習任務，最終也需要由我在課堂再作教導……」（教師C）

部分受訪教師指出學生欠缺自律的能力，未能夠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獨

自進行學習活動，最終使到自主學習失去意義，而所取得成效亦有頗為有限。事

實上，沒有學生是不能夠學習的，只要教師重新思考自身在自主學習過程中的角

色，包括設置監控制度等，以保證學生能夠完成學習任務，那麼學生便可以從過

程中逐步掌握自主學習的要點，並作出內化，那麼學習的監控便會由外在遷移到

內在，使到學生能夠對學習進行自我監控。

「學生普遍欠缺自覺、自主的能力，只要老師不在身旁，他們便會因

為監管不足，而不去完成自主學習的部分……」（教師B）

「大部分的學生都不能在沒有老師監督的情況下完成自學的部分……

其實，他們也經常欠交功課，想一想，要求他們回家進行自習也可能是

一個奢望……」（教師F）

教師E認為在全年中文科的學習之中，學生只有六次的自主學習機會，而且

當中的時間安排並不規律，致使學生未能因此而建立出一套進行自主學習的常

規，最終使到自主學習的成效大打折扣。由此看來，若學校欠缺長遠的安排或計

劃，那麼學生便會對新的學習模式出現不適應的狀況，亦未能夠讓他們感受到自

主學習模式對他們是有所助益。

「由於全年自主學習的次數只有六次這麼少，再加上當中的時間安

排極為混亂，欠缺清晰，結果使到學生未能從中養成自主學習的習

慣……」（教師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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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F認為學生並不習慣自主學習的模式，乃至對之產生誤解，例如以為學

校推動自主學習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教師的好處，即是讓教師不用教書，其想

法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可是，正因為他們對自主學習的不理解，使他們並不積極

參與自主學習的過程，最終使他們未能夠從中獲得裨益。事實上，在自推動主學

習之時，學校不只需要改變教師的信念，同時也要做好學生的導引工作，否則若

學生不理解自主學習的理念及好處，他們自然而然地便會對新的學習模式產生抗

拒，進而拒絕轉變，這對自主學習的推動難免產生負面的影響。

「學生並不同意自主學習的推動，他們認為這是把老師的所有工作交

給他們去做，跟我說那麼不就是老師沒有工作做嗎？所以當我每次叮囑

他們回去完成自主學習的部分時，他們都是愛理不理，回來之後便總是

說不懂完成……要求我直接教授他們……」（教師F）

伍、綜合討論

一、調整學校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政策

教師意願對於政策的實施有著重要的影響。所謂任教意願就是指個體願意擔

當教學工作之內在動力，當中包含自身的專業價值判斷、對教學工作產生喜愛的

情感、願意為教育學生投入努力之行為傾向（陳彥玲，2000）；學校行政工作應

以提升教學品質為最大的目標，若教師擔任行政工作的意願不高、動機不強，那

麼教學品質便不能夠得以提升（林瑞馳，2014）；事實上，教育改革是否能夠成

功落實，教師有著重要的影響力（Wang，2000）。由是觀之，推動學生自主學

習當屬行政工作的一種，當中涉及繁複的工作細節，包括常規會議、製訂計劃、

預備教材、檢視成效等，教師都需要因此而花上額外的時間、精神和體力，因此

學校在推動政策實施的時候，需要因應校內教師的意願而進行適當的調整，以免

因教師意願不高而使成效大打折扣。

二、鼓勵教師進行創新教學

鼓勵教師創新才能夠成功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落實。有創造力的個體對於喜

歡嘗試新的觀念、新的思考方式，相反缺乏創造力的人，則只會願意安於現狀，

不求革新改變（毛連塭，2000）；個體之創意能力能夠在個人、家庭、學校、社

會文化等環境之支持下產生出來（林幸台、王木榮，1994）。由此可見，推動

學生自主學習對於教師而言是極為創新的事，因此學校宜容許教師「百家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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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偏離大原則的情況下，支持他們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去推動學生自主

學習，那麼教師便會有更大的意願落實相關的政策，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建立學生自我反思的態度

自主學習的關鍵，在於學生能夠就著自身的不足之處進行反思。最有效的

自主學習方法，就是給予學生大量的自主和反省機會，以讓他們可以改正自身的

不足地方（關綺雲、李安維，2012）；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

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就是說反省對於個體而言，實在是非常

重要。由此可見，學生能否成功自主學習，在於他們能否察覺自己在學習方面的

不足，並在此基礎上改善自己的問題，促進自我的成長，因此教師需要培養學生

自我反思的態度，不應忽略反思對於自發性學習行為之出現的重要影響。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1）在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方面，由於中文

科教師對自主學習的概念欠缺具體而透徹的掌握，致使他們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之

方法單一而欠靈活，即只以導學案為本，未有顧及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興趣；（2

）在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所遭遇到的困難方面，教師面對著空間不足、推行過急、

支援不足、學校限制、教學壓力、學生能力差異等困難，皆影響到中文科教師

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3）在理解自主學習概念方面，大部分教師皆以為

自主學習就是依靠學生自學，卻不明白教師在學生自主學習的過程中應該擔任引

導角色，以使他們未能夠做好自主學習的學與教設計工作；（4）在學校支援方

面，基層教師多以向學校的上層及中層管理人員請求支援為主，可是由於往往未

能夠得到適切的援助，而只能夠依靠他們的片面理解而實施，致使推動成效存在

不同的差異。

從研究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中文科課程大綱要求教師在課堂裡推動以

學生為主體的自主學習，而部分學校亦已開始推動校內教師推行學生自主學習，

可是受訪教師依然表示學生在中文科的學習表現仍然未能夠得到改善。歸根究

底，就是香港教育當局只在課程大綱列明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之要求，可是對於如

何推行，則未有具體地指引學校或中文科教師，結果在沒有方向的情況下，學校

或中文科教師只能對自主學習各自表述，最終的結果就是自主學習之推動不但沒

有提升到學生的學習表現，反而更加重了中文科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可謂本末

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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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正如文獻回顧部分的說明，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目標在於，培養

學生進行獨立學習的責任感，以使他們具備自我探索問題的能力，從而發展出解

難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現今世界要求個體所具備的，因此香港教育局宜盡快

檢視全港實施學生自主學習的真實情況，同時不應忽視前線教師作為改革執行者

的重要性，並運用不同的方法鼓勵教師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以提升當中的實施成

效，讓全港的學生都能夠得以從中受益。基於上述研究的發現，筆者提出以下的

建議：

一、為中文科教師提供專業及實用的培訓

筆者建議香港教育局及課程發展處應為前線的中文科教師提供專門的自主

學習培訓，例如與大學機構合作舉辦實用的工作坊，當中的內容不應只有學術理

論的說明，而需要提出具體的示例作為示範，好讓中文科教師在參考教育局所提

出的自主學習作法後，可以按照任教學校之情況而作出調整，以使他們至少能夠

具有實施自主學習的方向，而非藥石亂投，乃至造成中文科教師自身和學生之困

擾。

二、循序漸進地實施自主學習模式

筆者認為自主學習對於香港中文科教師而言，是一個極為新穎的學與教模

式，因此年資較長的教師未必能夠接受。由是之故，筆者建議學校可以先以初中

一年級為實施試點，探索在中文課堂實施自主學習的方向或方法，在取得成功的

經驗後，才要求全校推行自主學習，好讓對自主學習抱有偏見或拒絕態度的中文

科教師也可以基於成功的實施經驗，而改變自身對自主學習的錯誤看法及消極態

度，並主動在自身的課堂裡實施自主學習模式。

三、建立自主學習網絡

事實上，中文科教師並非不願意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只是他們未能夠清楚

當中的具體作法，乃至他們因而對自主學習變得卻步。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筆者建議香港教育局主動建立自主學習網絡，連結不同具有推動學生自主

學習經驗的學校，以讓網絡學校的中文科教師可以互相交流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

心得及方法，這不但能夠持續發展自主學習模式，而且更可以吸引那些欠缺推動

學生自主學習經驗之學校參與其中，以借鑒前人的經驗，減少實施上的困難，筆

者相信這樣定必能夠使到自主學習之花開遍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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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用優質教育基金資源

為了優化教育環境，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香港政府成立了優質教育基金，

供學校就擬進行的教育研究提出資金申請，如研究計劃獲批准，學校便可以得到

金錢的資助以完成教育研究計劃。因此，筆者建議學校可以以中文科的自主學習

為研究主題，向優質教育基金提出研究申請，以獲取額外的資源在校內推動自主

學習，這不但能夠減輕教師沉重的工作量，而且更可以增加教師推行自主學習的

意願，進而提升自主學習的推行成效。

五、把自主學習模式融入現有的課程

從訪談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的中文科教師都是獨立處理自主學習

的問題，例如專門設計一些額外的教材作為自主學習之用；事實上，這是費時失

事的做法，筆者建議學校將自主學習模式融入現行的校本課程之中，例如以互評

的方式進行寫作講評、在訓練學生的口語能力時，要求學生以錄音機錄下自己的

個人短講等，這些作法不但能夠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更可以減少中文

科教師製作額外教材的工作量，可謂一舉兩得。

六、從小為學生建立自主學習常規

所謂習慣成自然，學生的學習習慣也是由小開始建立的。因此，筆者建議學

校宜由初中一年級開始，便教導他們自主學習的習慣，並建立自主學習課堂的常

規，那麼他們在習慣了自主學習模式以後，便會對學習變得更投入，並更容易從

中得到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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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Implementing the Multiculturalism Blend into 
the Formal Curriculum of an Nantou County 

Indigenous Elementary School

Kuo-Liang Yen; Chao-Ming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for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indigenous regions with the 
multiple methods of interview,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the notes of re-
flect, after the teachers’ workshop about the multiculturalism blend into 
the formal curriculum. After discussion within it, we arrive at the follow-
ing conclusions. First, Teachers would ignore the cultural values of chil-
dren, and brought negative effects to children study achievements, if they 
were unfamiliar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Second, Even the ‘Education 
Ac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was fair and justice, the educational manage-
ment governments didn’t give great care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and caused indigenous students felt difficult when 
they learning.Third, Part of the teachers had grown the multicultural ac-
complishment after the period of training course of the multiculturalism 
blend into the formal curriculum.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 blend into the formal curriculum , 
multicultural accomplishment , cultural identity, aborigi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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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原住民地區國民小學的學童，由於部落環境與都會地區差異頗大，在課程與

教材方面，須要有更多教育的關懷，以利具備更全面的學業知能，適應競爭嚴峻

的社會。目前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提供的職前教育和在職進修教育，尚未普遍開設

多元文化教育或多元文化課程設計。對於未來原住民學校師資與原住民學生的互

動，亦將持續不利於原住民學生學習成就之改善。在原住民地區任教老師，普遍

表示原住民學生的學習障礙及文化不利等問題，深深影響學生的學習結果，也讓

教師對於教學效果與教學過程備感挫折（教育部，2010）。

《原住民族教育法》（2013）第24條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

民族文化或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研究者想了解，修習多

元文化教育課程之後，如何落實於教學的專業，亦即文化融入課程的過程如何，

其成效又如何。而原住民族國民教育推行至今，有許多科學教育之推動，將原住

民傳統文化融入科普知識，藉由正式課程將原住民族文化與現代知識結合（林春

鳳，2014）。至於成效如何，也是關心原住民族教育者最關心的議題。

尤其集合學者與中央政府的力量制定的《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

畫》（教育部，2010），是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的大改革的方案，其中鼓勵原住民

地區教師，須修習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便具備多元文化素養，有助於與文化相

異的學生相處。因而本研究之目的，乃期望藉由南投縣一所原住民地區國民小學

的教師，參與文化融入課程的過程，提供其中的困難與成果，期望有效協助日後

政策之制定與推展，並提供教育學術與實務之參考。

學校或許無法「重新創造」社會，但是，學校必須成為學生生命中的重要媒

介，讓學生經由此獲得能力去掌控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覺得自己被困在他所屬的

社會階級中無法超脫（蕭昭君，2001；Maclaren, 2003）。研究者本身即是原住

民地區國民小學的校長，身負重任帶領學童走向全人教育的途徑。研究者相信，

孩童的智能不比其他地區的孩子差，因此希望找出讓學童快樂學習又具競爭力的

方式，否則無法修正改善，教育努力等於原地打轉，原鄉孩子將如馬克斯主義學

者描述的美國種族差異所帶來的「代間複製」，永遠承受努力不夠的刻板印象，

且代代無法往上流動(Bowles& Gintis, 1976）。

貳、文獻探討

學者（周仁尹，2004；陳儒晰，2008；顏國樑，2004；2010）分析兒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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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不利因素有以下幾點：1. 因文化差異所產生的不利因素；2.因少數種族所產

生的不利因素；3. 因家境貧窮所產生的不利因素；4.因居住地區所產生的不利因

素；5.因數位落差所產生的不利因素等五種類型。幾乎都是原住民地區學童所處

的環境特徵，因此我們借重「文化融入課程」方案之執行，提出改善學童學習狀

況的芻議，如何著手進行方案，須有深厚的學理探討與實務的經驗者帶領。

一、多元文化素養與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Brock（2004）界定多元文化素養，是教師在壓抑性的政策主導課程下，仍

能以一種複雜的社會文化熱忱，有效地使用複雜的語言、素養及文化理解能力，

幫助學生一起完成豐富的教學實踐（Brock, 2004）。而具備多元文化素養的教

師，能夠提供各種知識與機會，使學生可以選擇並控制自己的言談、能夠意識到

是否因使用非主流論述而受到歧視；亦即使學生具備更有效的語言素養與文化理

解能力（Courts, 1997）。

王雅玄（2008）探討多元文化素養中，教師具備多元文化批判是非常重要的

一環，多元社會中，教師應肯定並鼓勵個人透過社會轉化來進行自我檢視；而學

生最重要的是，能夠以他人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文化，這種批判性能夠從他人映

照中看清自己的文化信念、決定與行動。當國小學童尚未具備文化識能之前，教

師的多元文化批判識能可以帶給自己與學童更敏銳的學習覺知。任何批判都必須

包含對差異的覺察與理解，方能產生批判的同理心，因為同理心賦予同理對方挫

折焦慮的能力，不管面對弱勢的人們情況如何低落，也能始終抱持對人性的關懷

（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 ; West, 1993）。

有了多元文化素養之後，教師始具備多元文化認同之基礎，Kymlicka（1995

）提出的公民多元文化素養，包含自我認同、如國家認同、區域認同、族群認

同、宗教認同與寬容差異的能力。具備此認同的態度，原住民學校教師始能以文

化貼近的方式，面對學童，包容學童文化、生活的差異帶來的學習不利結果。

認同學童文化之後，教師尚需具備重構多元文化教育的能力，建立學生對種

族關係與自我認同敏感度的多元文化哲學觀（Mallick, 1997）。其編擬之課程與

教學之方法，始能以學生為主體，將文化融入課程之中。

二、多元文化課程的探究與分析

牟中原、汪幼絨（1997）認為文化教育應從幼兒教育開始，在一般課程教

材中，宜從理念進行徹底檢視，俾使傳統文化與價值觀能適時融入，並去除漢族

中心主義，以建立持平健全的族群觀的課程。陳枝烈（1997）舉以往社會課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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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原住民文化介紹極少，且偏重於祭典與習俗，舉凡家庭與親屬制度、生命禮

儀、婚姻喪葬、社會階級、經濟結構、財產制度、社會規範與宗教信仰等付之闕

如。研究者觀察今日學校社會領域教學也有相同發現 。原住民地區學校的教師同

仁以漢族比例較多，因此以不同族群觀點來解釋歷史事件或概念，避免漢族中心

為主，這就須有更完備的多元文化在職進修方案。

（一）文化與課程的關係

傅麗玉（1999）以泰雅族的生活世界的學習為例，分析文化與課程的關係：

1. 原住民學生眼中，生活世界呈現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一般而

言，原住民傾向成群結伴地工作，因此屬於場地依賴（field dependence）型的學

習，團體的合作學習有助於提升其成果。

2. 原住民傾向於「當下」的時間觀，認為「現在」就是永恆。中小學課程呈

現之時間概念完全與之相異，常使學生產生困擾。

3. 空間知覺方面，山區原住民與大自然更為密切。他們傾向以太陽方位「

東、南、西、北」判斷空間，而學校教材教法則強調「左、右、前、後」的關

係，迫使學生學習更加困難。

4. 在語言方面，學校科學教材的語句敘述方式，與原住民母語的語文系統有

所衝突，導致學生學習困難。

上述說明了一位教師如果不能具備多元文化批判識能、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將無法理解學童在學習上的諸多困難。尤其原住民文化、社會、歷史、風土文物

等教材應以平等方式在教科書中加以敘述。教師也可運用貢獻途徑、附加模式、

轉換途徑等課程設計模式，在語文、歷史、地理、公民、社會等學科教學中，融

入原住民相關教材（譚光鼎，1998）。

林玉鳳（1999）在原住民學校國語教學建構歷程研究中，有若干發現：一是

在多元智慧的教學技巧方面，角色扮演可以增進課文的理解；肢體圖像可以協助

口語的說明，並有助於字體形音義與語意句型的理解；設計相似於課文的學習情

境，情意目標更易達成；分組討論可促進人際學習；轉換課文為生活情境可使學

生更自然運用語文；實地參觀可發展更多空間智慧的學習。

而教師同事們須撤除「同化主義」的課程框架，訂定多元文化的內容指標，

融入原住民生活文化素材；另可將部落歷史、歲時祭儀轉化成生動的漫畫、卡

通、網路遊戲等，讓學生能夠在學習情境中潛移默化民族自信的提升，讓不同的

文化與價值觀，在師生雙方的對話中相互提攜，並給予學生積極正向之族群意象

（Sleeter & Grant, 1999）。

學校若有原住民籍教職員或校長，應發揮兩項得之不易的資源：一是師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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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好榜樣，提供楷模學習，讓孩子有角色模仿的機會；二是師長要給學生正向殷

殷的正向期望，投入無限的耐心與鼓舞（Banks, 1994）。而漢籍師長必須以部落

為中心，學生為主體，尊重族人文化，編擬適性課程教材。教師有其主觀的認知

與態度，所產生的行為若無法提供孩子正向成長的力量，校長應該用轉型領導、

行為改變技術等方式，扭轉教師對少數族群如原住民學生的偏見或歧視。

（二）多元文化與課程的整合

主流課程教材是由普遍社會教育人才根據生存須要與傳統文化所擷取與編排

的精華，原意是讓後世學子能傳承前人所長，創新未來。只是這樣的教材容易忽

略少數族群的文化，長期以來更造成少數族群學生喪失自信，難以融入大社會，

因此將少數族群文化加入教材是正當且必須的，它代表一個大社會的接納與包

容，若無法作到這點，這個社會的進步應屬虛假，在課程統整方面，有如下四階

段說（Banks, 1991；陳枝烈，1997）：

1. 貢獻取向（the contributions approach）：允許教師將種族文化內容置於

課程中，但未重新建構課程，換言之，整個課程的目的並未改變，只是增加一些

族群枝微末節的文化片段進入課程之內。

2. 添加取向（the ethnic additive approach）：這個階段是較激烈的課程改

革，目標是重整課程使之包含每個民族的文化內容、觀點與參考架構。

3. 轉換取向（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此階段又稱為多元民族課程取

向，其基本假設是促使學生加強幾種不同民族的觀點、概念、議題與問題，擴展

學生對世界本質、發展與複雜性的理解。

4. 社會行動取向（the social action approach）：此階段由第三階段延伸，

並希望學生能針對已學習的概念、主題、問題做出決定並採取行動。社會科的學

習常是最理想的課程。

一個有著多元族群的學校，經營者應思慮參考上述整合取向，研擬最適合學

校多元文化教育方案。而如何讓每個孩子在多元文化整合的課程方案中順利地學

習，至少有以下幾點作法（Banks, 1991；陳枝烈，1997）：

1. 協助學生尋找重要的原則：讓學生在多個不同民族的經驗中，經由比較與

對照，自己形成出較高層次的通則。

2. 建立認知、情意與綜合三項學習目標：認知目標應建立較高層次的視野，

比如用辨認、應用、舉例、比較、描述、對照、觀察等字眼，而非僅記憶一些零

散的資料。

3. 應用多媒體的資源：運用聲光媒體可使學生很快進入文化情境中，這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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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資源尤其在語言、藝術、音樂、歲時祭儀等單元介紹時，具有更高價值。

4. 應用社區資源：比如民族組織（ethnic organizations） 。借重這些組織的

出版品會對教材多予描述與註解，且能提供一些解決問題的專題報導。

事實上，人的自我實現與學習之間，是一種雙向式的因果互動，因為一個

人在其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才會自然而喜悅地渴望學習，而在本身自動的學習之

後，人格的自由開展才會接續，由此而產生雙向互動（簡成熙，2000）。為了這

樣的目的，我們必需盱衡整個社會之教育系統與原住民族教育的個別範疇，去發

展出一套方法，讓原住民族教育體系的實現在我國現行的教育系統中成為可能，

使原住民族教育的自主性與特殊性，在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原住民教育權保障下實

現（匕朮一‧莫耐，2008）。

三、多元文化融入課程之實徵研究探討

研究者蒐集近年研究文化融入課程之相關論文，包含學術論文與期刊論文，

雖然近年愈來愈多教案徵選，但經過教學實驗之研究仍屬少數，如下表所示。

表 1 文化融入課程之相關研究論文整理
作者（年代）

論文主題
研究
方法

研究
對象

研究發現（結論）

王雅玄（2008）
進 入 情 境 與 歷
史：台灣原住民
教師的多元文化
素養及其實踐

質性研究
（情境訪
談與生命
經 驗 敘
事）

十三位台
灣原住民
中小學教
師

1. 原住民教師已能正視文化批判作為多元文化
素養內涵，但未能觸及社會不公或權力議
題。

2. 原住民教師強調多元文化情意素養，包括無
歧視態度、開放、敏感、同理、接納、尊重
認同。

3. 原住民教師對多元文化技能學習要求較少，
僅提出基本技能的學習，如認識與學習簡單
族語。

4. 教學實務方面原住民教師非常強調文化愉悅
的概念，可以藉由文化體驗課程中的互動與
文化融入課程中的分享來創造文化愉悅。

宋靜怡、孫扶志
（2007）

原住民文化融入
國 小 五 年 級 數
學、自然與生活
科技之主題課程
設計初探

以布農族
射日英雄
文化融入
自然與生
活科技課
程設計

國小五年
級學生的
教材為研
究對象，
編製出教
材

1. 對多元文化應抱持比族群更廣的概念而窄化
了文化的意涵。

2. 應化解主流文化教育下所產生的原住民傳統
文化、特色、風俗、祭典流失、學童學習適
應、文化衝突以及教育資源分配不平均等問
題。

3. 課程設計時除須符合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精神
原則外，在內容安排也可從認知、情意、技
能等三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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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代）
論文主題

研究
方法

研究
對象

研究發現（結論）

周瑞豐（2011）
100年度高屏原住
民地區K-6數理教
育輔導課程教材
教法教案甄選：
排灣族山田燒耕

以排灣族
的傳統耕
作方法融
入數學課
程設計

國小三年
級學生的
為研究對
象，

1. 對不太能理解文字敘述的學生，文化融入課
程先引導其興趣，對其學習有了幫助。

2. 學生不喜歡紙筆文字呈現，考驗教師設計能
力。

3. 實施分組教學能有較多的合作互動，拉近學
生的程度。

4. 研究代替紙筆的評量或作業方式，可吸引更
多原本注意力不集中的學生。

廖偉仁（2010）
原住民文化融入
國小低年級數學
領域課程之研究

教學實驗
法

以臺東市
地區國小
三個班的
一年級學
生為研究
對象

1. 原住民文化融入數學教學有助於引起原住民
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

2. 原住民文化融入數學教學能否提升學生數學
學習成就仍待觀察。

3. 一般教師皆可操作課程教材，具原住民背景
之教師更具優勢。

4. 具備多元文化知能的教師，可帶給學生更多
學習成就。

高慧蓮等
（2011）

排灣族教師教學
個案研究――文
化融入數學課程
的教學反思

教學實驗
法

以屏東縣
來義鄉某
排灣族國
小二年級
學生為研
究對象，
全班為15 
人。

1. 文化融入課程可以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但學
習成效並不明顯。

2. 排灣族教師認為文化融入課程的真正意義是
將數學融入生活當中，從生活中教導學生處
處有數學，並非只是為了融入文化而融入。

從上述相關論文的結論中，有幾個值得更深入探討之議題，須要後續研究始

能了解，它們包含：

（一）缺少學生成就的具體結論：論文中多提到，文化融入課程有助於學童

興趣，但哪些學習成果是顯著的並未多加說明。排灣族教師教學個案研究中，更

提及學習成效未達顯著，其中是何原因，並未獲悉。

（二）結論的局限性：論文提到學習效果提升乃因學生學習動機之提升，那

屬於文化層面的影響比例為何？或許只是教師的普通教學技巧？個人風格，又或

者僅是生活經驗之融入而非文化融入？

（三）教學者的背景探討：教學者是否具備多元文化素養，與學習成果之間

的相關如何？論文中鮮少交待。

（四）過程難易度的討論較少：僅周瑞豐論文提及孩子喜歡非紙筆教材，教

師須多用心。其中，教師的接受度如何，尤其漢族老師的接受度如何，較難清楚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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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討論，研究者乃針對原住民地區國民小學，作一研究設計，期待將

師資的多元文化素養與學生學習成果，作一全面探討。而研究目的如下：

（一）教師具備多元文化素養與否，與原住民地區學童之學習不利有否相

關？

（二）學校推動多元文化融入課程，過程困難與否？為什麼？須要如何協

助？

（三）學校推動多元文化融入課程，對培養教師多元文化素養是否有幫助？

對學童學習是否有幫助？

參、研究背景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背景

研究者服務的學校有國小部六班，幼兒園一班。學生總數103人，每班約15

至20位學生，全為布農族人，教師編制國小部九人，有兩位原住民籍主任，其餘

均為漢人教師；幼兒園三位同仁，一位是在地族人。研究者深自認為孩子的文化

學習是畢生須要紮根的工作，幾年來推動文化課程與活動，在學校出版的布農小

詩人繪本序文中，可以知道研究者的想法：

日本政府自一九三○年代起集中統理原鄉居民，開啟他們必須全面接

觸主流文化的歷程，一直到現今，很多人仍抱持原住民小朋友對體育、

音樂最擅長的錯覺，殊不知布農族人的教育早已蘊寄於上述的各項歲時

祭儀之中，小孩的社會教育在群性激盪中已獲圓滿的發展，是外來的主

流文化專擅於前，強用新的社會標準來衡量小孩子們的表現。體育與音

樂只不過恰恰與主流文化重視的標準重疊罷了，原鄉小孩的潛能在每一

方面都令人驚艷、令人佩服。當然這項潛能包含祖先傳予他們對大自然

的敬畏與開放，使他們用心靈去感受每天面對的大山大水，他們早已飽

含詩人胸懷，每天快樂馳騁在天地之間。

因此正如一位前輩教師所提醒的：一種健康的對文化傳統的學習態

度，應以較開放的心靈，避免先入為主的凝固化的主觀見地；全心投入

文化中，讓該文化的內在力量感動、衝突並產生反省與批判，進而透過

理性思維調理出脈絡經緯。（校長文-03：10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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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研究之前，研究者早已希望孩子有更適合他們文化的教科書，至於政

策下的課程計畫如何修改仍然一籌莫展。閱讀臺灣學者論述（陳枝烈，1997；傅

麗玉1999；譚光鼎，1998），咸認為幫孩子將文化融入課程，可協助學習成就的

提升，但一直找不到實踐的頭緒。在一次與同鄉五位前輩校長的聚會中，我提出

了這樣的看法，這是當時的省思札記：

我抓住機會聊起：「能否有適合原住民小孩的國語、數學與社會教

材？」有點訝異的是兩位男校長異口同聲地回答：「不可能，要學一樣

的教材內容才可能日後競爭。」兩位都是在地、道地的布農校長。這是

怎麼回事？明明孩子無法適應當今的課本，受挫率十分高，兩位怎仍如

此回應？想來可能是他們孩堤接受了辛苦漢化教育，且出外求學過關斬

將，終於求取功名且回鄉服務，因此他們的經驗是要競爭就得吃苦。只

是放眼鄉內的布農小孩，雖能吃苦，可是仍有很多人的自信與自尊在

課堂上被犧牲掉，賠上的更可能是日後整個求學生涯……。（省-12：

2011/9/13）

研究者頓時啞口無言，心想，要證明這項改革的可行性與有效性還真是困

難，直到進入研究期間才有了轉機。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在經過「教師文化融入

課程研習」工作坊的實施後，透過訪談法，輔以文件分析與參與觀察法進行資料

蒐集。研究時間為2013年10月開始起迄今。

二、研究方法

（一）訪談法

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了解教師在研歷程中的感受與心得，作為文化素養培養

過程之課程設計參考。參與者為學校教師，以T01至T07代表。

（二）文件分析法

文件的蒐集有助於執行過程的情境脈絡及實施內涵的瞭解。本研究蒐集「文

化融入課程」教師團隊產出之課程設計，以及教師心得感言等加以分析。

（三）參與觀察法

研究者觀察受訪者的反應與行動，俾作出客觀分析與具體評論。重點並著重

在多元文化能力的改變與描述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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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的信效度檢核

資料的信效度檢核，採三角檢定來檢核研究資料：採用不同的資料來源，如

過程之訪談、產出報告與觀察札記等；訪談對象均為學校教師，屬於研究計畫之

利害關係人，藉由教師的陳述過程，對照研究者親自參與執行，以及撰寫省思札

記，相互印證後而得到結論。整理完成的訪談重點稿，復請原受訪者予以校核，

若有不同意見則繼續進行溝通、修正，直到彼此達成共識止。

肆、研究歷程的發現與討論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歷程為文化融入課程研習的實施，過程中教師的感受，

結果產出的課程教案，以及最後的評析。

一、文化融入課程研習工作坊的實施

表2 「文化融入數學課程工作坊」時程表
日期與
時間

主題 內容 主持人 備註

2013/10/23
14：00-15：30

融入課程可行性
評估

討論文化融入的
意義與可行性

游老師，乃將排灣
族剌藤球成功融入
科學阿基米德原理
教學設計的老師，
對文化融入課程具
備較多經驗，學校
邀請她為工作坊帶
領人。

參與者為：T01至
T 0 7老師。T 0 5與
T07老師是科任老
師。學校為六班編
制，全體教師為九
員，扣除一位主任
方案在身，另位同
仁有網路視訊課
輔，其餘同仁全員
參加。

2013/11/6
14：00-16：00

融入數學領域的
教材創發（一）

布農畫曆（又稱
板曆）對數學的
啟發

2013/11/27
14：00-15：30

融入數學領域的
教材創發（二）

傳統耕儘工法—
山田燒耕

2014/12/11
14：00-15：30

教學現場教案研
討

文化融入數學教
學研討

2014/1/8
14：00-15：30

教學現場教案研
討暨工作坊成果
討論會

文化融入數學教
學研討及教學經
驗深度匯談

游老師以謙虛的態度引導同仁思考並接受詢問，以下是每次研討會的紀要。

（一）文化融入課程的可行性評估

工作坊針對文化融入課程倒底對孩子學習有否幫助，游老師開誠佈公，不預

設立場地傾聽與回饋，研討會中，有T01、T02、T03、T04、T05、T06以及T07

老師。其中T05與T07老師是科任老師，其餘為級任導師。研究者開場之後，T04

老師（漢人）首先談自己的看法，她是位盡責的低年級老師，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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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深覺對布農文化的陌生，如果採文化融入，老師如何學習，

深覺不明與不安；再來，課程進度恐會受影響。（訪-T04-01：

2013/10/23）

與她有同感的，是T02老師，他說：

課程進度橫擺在前，我們能不教完嗎？督學不會怪罪？舉例而言，某

週數學上容量換算單元，給孩子親自操作、倒水，時間一晃就過了，因

此多花些時間在上面，過幾天孩子突然問：老師，這週好像沒上國語

哦！（笑）如果按部就班地上課，家長回家只要花少許時間盯緊，功課

怎麼會跟不上呢？曾留學生在校作功課，跟在旁則五分鐘寫四行字，不

跟則一行也寫不到，回家後更不必說，家長如何成長是非常大的問題。

因此，根本原因不是老師上課的問題。（訪-T02-02：2013/10/23）

T02老師對孩子課業成長總是熱切期待，尤其家長遲遲無法配合，使他更加

心焦，因此他與T04老師同樣認為文化融入會嚴重影響進度。T03老師雖然對布

農文化的推展十分認同，但是對於當學校在推行母語時，有年輕家長漢化很深，

會跟她說：

「老師，乾脆教臺語好了，以後才用得上啊！」她認為年輕的家

長有年輕的想法，不知文化在他們心中是什麼樣子，必須重新了解

（訪-T03-03：2013/10/23）。

T07老師是布農族人，她先語重心長講到自己的孩子，學習數學十分辛苦，

反覆練習才能熟練，講到文化融入議題時，她說：

文化融入課程，很好的議題。布農文化也有很深的智慧，比如觀天

象、與大自然共存，但在學校，目前大概只有報戰功。總不能只有在報

戰功之後，要大家加總獵得的動物種類數量而已（眾笑）。另外，年輕

家長愈加漢化的現象，真的是不容忽視。（訪-T07-05：2013/10/23）

因為T07老師是布農族人，研究者不放過她所謂的很深的智慧包含哪些，她

告知包含觀察天象可知颱風、造屋、開墾與休耕輪替、燒耕、婚嫁制度等等，研

究者非常欣喜，但是如何融入課程，似乎並不那麼簡單。第一天的研習，全體

同仁都未十分了解文化融入課程的具體可行方式，游老師則是未十分了解布農文

化，大家各自有功課須學習，也寄望兩週後的工作坊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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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入數學領域的教材創發研討之一

2013年11月6日，游老師偕同學長周老師分享一篇文章「多元文化數學的一

個例子――布農族的木刻畫曆與時間、空間觀念（蘇惠玉，2000）」。文中提到

本校同仁都熟悉的布農畫曆板，布農族以月之盈虧來記月，設閏年以調整陰曆合

於植物及氣溫之季節變化。每年農耕之始為十一月。布農族在進行重要的農事之

前，會進行一連串的儀式。祭儀團體的領導者為祭司，其地位非常崇高，極受尊

重。

游老師認為，布農族的時空觀念和漢人的時、空觀念（或是學校教授

數學、科學知識中的時、空觀念）不盡相同。但是時間、空間這兩個面

向，卻是數學概念中的重要成分。（文-01：2013/11/4；訪-游-01：

2013/11/6）

例如在小學階段時，須要學習「時間的表示」，關於「時間的計

算」；在中學時，利用平面或是空間的觀念學習幾何，更是佔了一大

部份的課程內容，像是座標系的建立與表示等。數學學習中，學生一定

要有相當程度類似的時空觀念，才能理解教師教授的數學知識內容。

所以，時間、空間觀念的不同，常常是原住民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低落的

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在教室中，卻是最常被忽略的問題。（文-01：

2013/11/4；訪-游-04：2013/11/6）

而當游老師解說完這篇文章之後，大家陷入沈思。研究者並未了解這樣的差

異代表的意義，也不相信孩子是如此的世界觀，因為每天跟孩子相處，他們與漢

人是如此相似，或許他們已經改變了，變得現代化了。當天沒有同仁提出不同看

法，因為可能還要消化這樣的觀念，研究者也不了解其他同仁的想法。

（三）融入數學領域的教材創發研討之二

2013年11月27日，討論排灣族的傳統山林耕作是「山田燒耕」（周瑞

豐，2011），包是族人與自然共處發展出來的智慧。因此教案中從指導學生理解

題意、擬定解題計畫、執行解題與回顧反省來學習此單元。由三年級小朋友自幼

熟悉的景像作為鷹架，連結到數學「角度與面積」的學習。兩大主軸如下：

1. 認識角和比較角的大小

山坡上開闢的一塊田，運用山田燒耕的方式進行，透過開墾後的土地進行角

度概念的了解，並進行大小的比較。先以筷子拼出角的概念，再輔以量角器，開

始比較大小。接著用小朋友的視覺感官，將山的形狀遷移至紙上，了解地平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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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角度關係。

2. 認識圖形的面積

利用開墾的山坡，與其他村民的田地進行土地面積的比較，並運用方格紙來

理解面積的丈量方式。小朋友雖然可目測出兩片土坡地的大小，卻不知如何轉化

成圖像概念，因此藉方格紙將山坡地縮影至其中。

T06老師是位年輕漢人老師，也有十多年教書經驗，當聽完教案，他覺得並

不十分理解，因為不一定要用「山田燒耕」才能作為比喻，或許其他事物也具有

相同功能，他說：

我想提出兩個簡要問題：一是文化融入，以數學為例，倘若只是在應

用題上將「城市名詞」，改成部落名詞（如板曆、報戰功），會否太過

膚淺？二是就算教師了解布農文化，小孩子不見得了解呀！父母不跟他

們說母語、說文化，部落也沒有習慣性的祭儀，如此的課程思考方式，

對數學會有幫助嗎？（訪-T06-02：2013/11/27）

研究者不得不承認這番話，因為假設數學應用題，將幾棟大樓改成幾間石板

屋，或將幾隻山羊改成幾頭山豬，這是相當膚淺且不智的，因此焦點在於如何融

入。此時T01老師發表看法，他著重在家長的部分，他說：

跟T06老師的看法相近，而且發現有些孩子可能是家庭的關係，很難

點燃學習之火。希望家長能參與孩子的學習，這會造成對孩子成長的決

定性影響。（訪-T01-02：2013/11/27）

研究者與T01老師一樣，希望家長也能參與學校提供的學習機會，帶

動孩子的學習與成長。游老師懇切回應，詳細介紹這個教案，從主流社

會的效率、績效觀點來看並不能突顯它的優勢，但這是個四節課的教

案，前兩節由耆老介紹族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的智慧，開闢山林的同

時，也採竹佈樁從事水土保持，這讓孩子了解族人敬天憫人的觀念，其

次才是對其中衍生出來的數學概念，作一歷程的理解，它是從情境中轉

化為可以在認知歷程中使用的形式。（訪-游-02：2013/11/27）

如前文提及，往昔原住民族自幼對自然理解、生活需求的認知都是來自部落

智慧而非書本，這一切都是在做中學，並非像教科書先給予我們預防性的知識，

這就是教科書與部落學習差異之處（曹天瑞，2014：20）。兩股觀念的碰觸難免

火花的產生，研究者當時不能及時提出此看法，但對文化融入的核心價值的認識

又更加深了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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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現場教案研討的研習紀要

2013年12月11日，沒有同仁編出數學或自然領域的教案，因為文化融入課程

是相對陌生的議題，只有一位社會科任的同仁T05，他在幾週的研習後，對自己

上課內容發表了看法。T05是即將退休的漢人老師，他一向開放的教學態度，使

孩子們不畏懼權威，都能在其課堂上發揮潛能，他說：

我與這個村結緣四十多年，從小聽長輩講布農、接近布農，印象中布

農的長輩是剛毅木訥、誠實正直、辛勤踏實。因此在我上社會、自然課

時，將廟會轉化成教會，將平地教材補充布農元素，這是我在腦海裡

的布農族印記，可以源源不絕地釋出，但正如T02老師所言，進度是壓

力，我不能完全講布農，國中課程上的仍是主流文化的東西，只能盡力

將布農先人的智慧給我的印象，傳達給這一群可愛的小朋友。可是，小

朋友受平地文化的影響，也愈來愈不像傳統布農族人。那種精神，我只

能盡力傳達，盡我所能。（訪-T05-01：2013/12/11）

熟悉布農文化的T05老師談到社會課本（文-04：2013/12/23）中，能將課文

主題適時改變成布農文化素材，這並非所有同仁所能做到的，研究者覺得難能可

貴，因為綜觀學校的教材，總是即成的參考書商提供的教科書，內容儘以大主流

社會的生活為主軸，鮮以原住民文化舖陳。T05老師因為十分熟悉布農文化，才

有能力將廟會轉化成教會，將孩子不熟悉的宗教活動，透過熟悉的基督教會儀

式，類比廟會，使孩子一次熟悉兩者的異同。而他擔心的是一旦老師們都能用

文化融入方式教學，但孩子及家長並未跟上腳步，社區也沒舉辦教材中的歲時祭

儀，那學校的努力豈不白費功夫？而這些都是研究者並須深入自我探討、省思與

努力的。

（五）教學現場教案研討暨成果討論會

經過幾週的研習，2014年元月8日，T03老師老師終於編製出第一份文化融入

數學的教學設計（見附錄一）。這份教案以布農畫曆為出發，企圖用圖案的內容

引導出一年級孩子對時間的概念，也想證實游老師之前所提醒的，關於孩子不同

史觀導致學習不利的議題。她從「布農畫曆是布農族的驕傲」這個理念出發，認

為有圖像紀錄的族群是很珍貴的，可是孩子或許不懂這個驕傲。一年級數學有「

日期」這個單元，「昨天、今天、明天」是常用的詞，因此用傳統文化的祭祀活

動、狩獵、耕種、釀酒等等的圖像符號，讓前後日子產生關聯。因此此次教學設

計的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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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10分鐘介紹畫曆的圖像意義：

包含畫曆「造地」、「整地」和「開墾」的祭典日。「播種粟米、芋頭」的

祭儀。和上山打獵的符號等。及◆代表一日，□代表休息，不能砍柴⋯等禁忌。

2. 導出時間先後順序的邏輯：

「昨天、今天、明天」的概念傳達，昨天晚餐吃了什麼？今天早餐是什麼？

3. 用日期為主的問題提問：

在學校，如果昨天午餐可以吃水果 ，那今天是星期幾？明天是6/6星期四是

校外教學，那昨天是星期幾？再請3位學生出題考同學。

4. 用畫曆為討論的主軸：

明天可以打獵放陷阱，今天在哪裡？請將今天的牌子貼在畫曆上。今天釀小

米酒，請問昨天做什麼事？

5. 學習單評量（見附錄二）

今天從山上打獵回來，明天要做什麼？上山打獵做陷阱總共有幾天？

大家最想知道T03老師上課的過程以及孩子的反應是否理想，她興奮地說：

學生該節課很有興趣，很好玩的是，起先他們不習慣我準備的畫曆圖

像，因為他們對畫曆的印象是假日圖書館的那個。而當天四十分鐘根本

不夠，因為介紹圖像與符號就互動得相當熱烈，最後學習單是帶回家寫

的，也因此很多家長都問我，這節課是什麼，他們都很有興趣我教的內

容。（訪-T03-09：2014/1/8）

而在教室後觀察T03教師上課的T04與T06老師，給予的課室觀察回饋記錄，

包含如下幾項：

1.學生踴躍發言，表達自己所理解的東西。

2.隨時提醒學生專注，並能馬上回饋學生。

3. 利用布農畫曆融入課程教學，讓學生以生活為中心課題，了解時間與天數

的關係，十分恰當。

二、文化融入課程研習工作坊的綜合討論

幾次的研討，有了產出的教學設計，更多的是同仁在課堂上間或式的教學實

驗，這些體會點滴在他們心中，研究者簡要摘述其想法，最後再作歸納。

（一）T01老師

1. 正面的影響包含：

（1）在課程中融入原住民文化，可結合平時生活經驗，加深學生上課印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171

法
制
政
策

象。

（2）利用傳統文化內容，配合現代數學，既可加深對文化的認同感，也較

易理解教學內容。

（3）數學被學生認為艱深困難之學科，但配合自己平日累積的文化內涵，

可對數學產生親切感，不再排斥。

（4）數學課程結合傳統文化，可再次活絡文化，傳統智慧得以延續。

2. 有疑慮的部分包含：

（1）數學課程內容範圍廣大，單以傳統文化難以包含所有範圍。

（2）數學為精密科學，傳統文化則配合大自然變遷，較大而化之，雙方結

合易產生誤差。

（3）上課時間已不夠，若再結合文化課程，情況可能更不理想。（訪-T01-

02：2014/2/20）

（二）T03老師

1. 正面的影響包含：

（1）激發教學新思維，讓教師教學更有素材，層面更廣。

（2）更貼近孩子的生活，加強他們學習動力。

（3）科學活動多樣化，適合孩童心性成長，增進孩子學習趣味。

（4）傳統智慧得以延續並增長技能和知識。

2. 擔憂的部分包含：

（1）教案的適用性未長期實驗，其有效性留待確認。

（2）同仁們之間可充分討論文化素材的時間太少。

（3）本校，尤其低年級的學生對布農傳統祭典太陌生。

（4）上課時間有限，還沒深入了解文化核心，時間就過了。（訪-T03-01

：2014/2/22）

（三）T04老師

1. 正面的影響包含：

（1）加入譬如由神話故事介紹動物或植物⋯⋯等由來，小朋友會較專注，

也會引起共鳴，更能增進他課後與家中各成員的互動關係。

（2）布農族的「畫曆」中載有農事、出獵等行事，可運用在進行日期、時

間之關係。科學活動多樣化，適合孩童心性成長，增進孩子學習趣味。

（3）利用現有的課程，再藉著融入教學可使內容更豐富，期能增進學生學

習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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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相關的教學資源平台，供有需要的教學者運用，會更容易推動。

2. 它的難處包括：

（1）由於對於布農族之內涵並不瞭解，要真正運用該族文化融入教學，頗

覺不容易。需先提升老師深入了解關於布農族內的地理分佈、各社群、八部合

音、狩獵、傳統祭儀，這些對課務繁忙的一般教師而言，需有長期的探討，才易

勝任，否則老師不易找到融入的時機。若有族人可專業長期的指導教師深入了解

布農文化，讓老師也有從事布農各活動的經驗，或許能減少紙上談兵的窘境。

（2）數學的領域包括有「數與量」（分有「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和

「關係」）、「圖形與空間」、「統計與機率」、「代數」及「連結」，這麼多

面向，要做融入教學，會不會只淪為表象的引起動機，為融入而進行融入教學，

最後還是回到一般的教學？上課時間有限，還沒深入了解文化核心，時間就過

了。

（3）老師的教學自主權或課堂時間會不會被分割？變成四不像？（訪-T04-

02：2014/3/20）

（四）T02老師（他懇切表達文化融入課程教學殊不容易）

（1）教師漢族為多，原住民文化內涵何其容易了解，難就文化習俗觸類旁

通、旁徵博引。

（2）部編訂之國語、社會、自然課程標準係以漢民族文化為背景，鮮有原

住民相關內容（即使有也無法一一列舉台灣島內所有原住民族之簡單介紹。）

（3）部編訂之數學課程標準教學單元多樣性，原住民之文化生活傳承中難

以與之共舞。

（4）原住民漢化長久，自日據時代至國民政府長期漠視之，原文化生活精

深內涵僅能靠耆老們口傳（並失傳、或誤傳），現能身體力行的生活精神文化反

是偏向強勢漢文化的浸染。

（5）雖是國民義務教育，但升學壓力存在，國小教師可以不感受這種壓

力，但教學導向仍以能順利接續國中為原則。

（6）雖教學正常化，但教學過程中難以正常化，常論及在課程標準中試舉

三年級的數學授課為三節，加上彈性課程一節，在每週僅四節的數學課中，每教

學單元必須以二週的時間完成教學，學校各種定期或不定期活動又會影響教學進

度，故數學的教授在原住民學校中的師與生互動的難度頗高。

（7）除數學外，其他每科教學應該也脫離不了這種輪迴之中。

（8）都會、一般、偏遠等地區，學習成果依環境生態各有高低，想提高成

效必須各自克服環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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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授、專家編訂課程綱要偏向優勢地區學生為標準，對於全國半數以

上的學生視學校讀書為畏途。既已排斥了，教育效果當為不彰。偏遠地區學生亦

難逃這種魔咒。

（10）濁水溪線本村落生活環境貧瘠，屬低經濟生活地區，學區學生家長為

生活打拼本屬不易，對於子女的教育可謂力不從心，而學校教師對於教學亦感吃

重，若要分心研擬新教材，情況將更不利。（訪-T02-04：2014/3/15）

這個工作坊結束，同仁各抒己見，T01、T03和T04老師對文化融入

課程的教學變革憂喜互見，咸認為它可提升孩子學習樂趣又能發揚文

化；憂的是對文化並不熟悉，且沒有更多時間來研發新教材。T06老師

認為或許循序漸近，由一個成功的數學單元開始擴展到下一個單元，便

能累積更多成功經驗與教學信心（省-03：2014/4/10）。

而T02老師則坦白不抱樂觀，他認為應該腳踏實地用普通教學原理來

克服偏鄉的環境不利，因為主流文化的強勢是既定事實，雖然不願意也

無法扭轉。但曹天瑞認為傳統學習與學校學習的落差，其中隱而未現的

是主流價值觀替代部落中實用導向的的學習價值，主流教材中早已決定

何謂有價值的知識（曹天瑞，2014：21），因此追求正式課程的高成

就成為最高目標。在分析這樣兩極意見的同時，有一個議題漸漸明顯，

孩子的政策課程學習成就是最高追求目標；或是從文化根基出發的生命

學習最重要。前者是否可以忽略自身的文化而全力投身於課業成就的追

尋；後者是否可以忽略學習成就，導致將來在社會缺乏競爭力而終其一

生（省-07：2014/5/8）。

T02老師的心中疑問，與前文兩位學者的論文結論相仿：廖偉仁（2010）提

出的兩個結論：（一）原住民文化融入數學教學有助於引起原住民學生的數學學

習興趣；但是（二）原住民文化融入數學教學能否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仍待觀

察。另一群學者高慧蓮等（2011）的結論為：文化融入課程可以引起學生學習動

機，但學習成效並不明顯。如果文化融入課程果真沒有助益，研究者也將放棄這

方面的努力，只不過另一群學者，他們的研究結論為這方面的努力帶來曙光。

王雅玄（2008）論文結論是：（一）原住民教師強調多元文化情意素養，

包括無歧視態度、開放、敏感、同理、接納、尊重認同；（二）教學實務方面，

原住民教師非常強調文化愉悅的概念，可以藉由文化體驗課程中的互動與文化融

入課程中的分享來創造文化之愉悅。周瑞豐（2011）論文結論則是： 對 不

太能理解文字敘述的學生，文化融入課程先引導其興趣，對其學習有了幫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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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期待學童有全人教育的發展，又希望其學業成就能提升之際，多元文化融

入課程，即能培育出無歧視態度、開放、敏感、同理、接納、尊重認同的孩子；

又能引導興趣，對他們學習有幫助，這真是研究者應該全力以赴的努力方向。只

不過在更多研究文獻未出爐之前，研究者必須謹慎以對。

伍、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之後，確立研究目的，歷經文化融入課程的實施，在研

究中發現幾個面向的結果，經討論與評析之後，獲致以下幾點結論，並提出具體

的建議。

一、結論

（一） 教師不熟悉多元文化教育，導致忽略學生從小建立之價值觀，對學

生學習產生不公平的影響

當教師不熟悉多元文化教育，無法認同社區生活或文化元素，在課堂上可能

忽視孩子從小建立的價值觀，對孩童的學習將產生不利影響，這對智商與漢族地

區孩子無異的原住民孩子，非常不公平。本研究嘗試從文化融入課程研習會，邀

請同仁加入深深的文化知能探討當中，就是為了讓同仁領略部落文化的價值，能

在教學時了解孩子的價值觀的來源，再加以輔導，並能產生共鳴。研究結果中，

同仁雖然待在學校超過十年、十五年，對布農文化的了解仍是有限，同仁也以尚

未建立多元文化素養者居多，學校學童的學習成果又極待提升，因此學校有必要

持續推動多元文化教育。

（二） 《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多元課程政策立意良好且公平，教育行政機

關並未加以重視與推行，導致原住民學生學習困難

研究發現，學校教師對多元文化教育並不熟悉。雖然近年修正的《原住民族

教育法》第20條規定，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文化觀點，並納

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重。政策立意是正義

且公平，但各級政府並未以積極態度來推動，以致無法協助原住民地區教師獲得

更多多元文化素養。如今學校的同仁多數尚未重視原住民文化的特性，而選擇專

注於正式課程的努力之上，教育行政機關的責任不能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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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融入正式課程研習的發展，使部分教師開始產生多元文化意

識，製作文化融入之教案，學生學習成果良好

學校的實驗工作坊時間雖短，研究者觀察已在同仁們心中播下種子，當了解

布農文化與部落生活愈深，融入的元素必定愈多，假以時日定能有更好的成果。

比如研究者觀察部分老師，在工作坊之前，一樣對孩子充滿愛心，可是並未出現

如「主流」、「認同」等詞義組合，可是工作坊之後，發現她在解釋與孩子互動

時，已具備了批判識能，能以照顧孩子學習為依歸，使用貼近孩子舊經驗的方式

來講述內容，看到孩子學習的成效。

也有老師在課程之後，也體察學校的用心，認可了文化活動與課程，認為文

化傳承具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它可使人與舊時記憶連結，產生安定的情感依靠。

當文化的議題愈被同仁熟悉，其中的精神愈容易被察覺，本校同仁具備著對部落

文化的善意基礎，隨著來日文化融入課程的持續推動，一定會有更多的認同故

事。

更有老師歷經工作坊期間的文化素養增能，已能創發出多元文化素養的教學

設計，而且學生上課的情形，學習動能極強，又獲得家長的認可，並且在同伴的

課室觀察座談中，獲致良好的結果，這是好的開端，值得持續推動。

二、建議

（一） 教育行政單位應協助學校，推動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協助教師具備

多元文化素養，以利用多元文化教育能力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

研究期間，研究者有感於學校教師對部落文化的陌生，較難產生貼近部落之

情感，在文化融入課程研討期間，有老師費心想取用素材融入卻因不了解文化而

困擾；亦有同仁認為數學範圍廣大，文化題材根本無法勝任每個單元。同仁平常

專注政策課程教學，無法有效獲取文化教育內容，更遑論多元文化素養之培養，

因此教育行政單位應盡力協助學校這方面的困擾。

雖然《原住民族教育法》（2013）第24條與《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

案計畫》（教育部，2010），都強調了漢族教師必須修習36小時的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但目前在教育現場並未開始與之相關的研習通知，足見教育主管機關並未

重視法令，這悠關原住民學生學習的重大法令，必須確實且積極推行。具體作法

更應兼顧：

1. 補助師資培育大學辦理原住民地區學校多元文化教育輔導，促進原住民地

區教師持續專業成長。

2. 辦理初任及現職原住民地區學校教師參加原住民語言、文化相關研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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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對原住民文化互動及了解。

（二）學校應持續推動原住民文化融入正式課程方案

研究發現課程以主流文化設計，未考量原住民文化差異，因此影響學生學習

成效，學校必須持續透過文化融入課程方案之推動，來改善此種情況，至於如何

推動文化融入課程方案有下列做法：

1. 建構文化校園：用文化建設、文化活動來形塑學校文化風氣。

2. 長期開辦文化融入課程研習工作坊：兩個月甚至一學期，文化題材部分由

部落文史工作者源源不絕地提供。

3. 獎勵部落文化行動研究：包含文化融入課程設計、學生行為研究、古遺跡

歷史等研究。

4. 建立學生成績進步之評鑑指標：包含學業成就與文化識能之指標，以了解

學生成長情形。

（三） 教師須培養多元文化之人文精神以面對文化差異學生，用多元文化

教育能力提升學童的成長與學習成效

研究期間，在訪談教師時，發現雖然只有少數教師具備多元文化素養，但對

孩童的成長都極具愛心與責任，如果能夠兼具多元文化素養，對學生的成長與學

習必定有更大助益，因此作如下建議：

1. 積極參加人文素養的研習與進修：如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或是生命教育課

程，培養多元文化素養與知能，俾能助益學生學習。

2. 閱讀人文精神刊物：教育哲思、批判教育學、各民族文明歷史刊物等，培

養具備多元文化認同之基礎，包含自我認同、如國家認同、區域認同、族群認

同、宗教認同與寬容差異的能力。。

3. 參與校內專業社群之多元文化素養研討：由具備多元文化素養之教師帶

領，結合部落文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讓教師更加認同學童文化之後，重構多元

文化教育的能力，建立學生對種族關係與自我認同敏感度的多元文化哲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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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T03老師完成的文化融入數學課程教學設計

主題名稱 古今皆宜的布農畫曆
學科領域 數學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學人數 13
教學對象 一年級 設計人 T03

設計理念

社會趨於多元，現今的工作行業比起40年前已經大相逕庭了，我們都能接
受種種的新興行業，而文化呢？在世界潮流的影響下，青少年從哈日轉為哈
韓，韓劇、韓星對生活上帶來了甚大的風潮，林書豪所造成的「林來瘋」效
應，一窩蜂的崇拜。
而孩子呢？對自己的文化有太多的不瞭解，卻一直羨慕著外來文化或外面
的生活，如果能對自己的生長環境多一點認識，對祖先的智慧多一些體悟，
一定會更認同自己的。
於是這個點子開始醞釀，如何將布農文化與課程做結合？布農畫曆是布農
族的驕傲，有圖像紀錄的族群是很珍貴的，布農族有，可是孩子懂得這個驕
傲嗎？剛好，一下數學有「日期」這個單元，昨天、今天、明天是常用的
詞，放在月曆上孩子要學會理解，那對於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祭祀活動、狩
獵、耕種、釀酒等等的前後日子關聯呢？是個可以結合的構想，於是乎，有
了點子就開始寫教案吧！
原住民教育問題近些年越來越被重視，但對於原住民的價值觀、教育觀、
人生觀對原住民教育問題的影響卻甚少著墨，林婷玉（2008）認為教育即文
化，唯有從當地文化脈絡的發展去檢視學校教育、社區家長教育觀，才能找
出連結主流與原住民文化的橋樑，更深刻的理解學校教育與學生之間的學習
情形。
如何讓布農族傳統的文化與學習做結合，正是我們可以努力的地方，郭富
祥（2009）研究結果顯示：1.以布農族傳統科學教育解決生活問題；2.學生能
體會出傳統文化的科學對現代生活是有助益的；3.以祭典文化為教學題材，能
成為傳統文化之科學智慧與西方科學的橋樑，並幫助習得相關科學知識。
希望這次的教案設計能引發出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達到對自己傳統文化
多點體悟。

教材架構
布農

畫曆 

數學 

日曆和月曆、事

件的前後順序 

數學覺察 

能察覺數學與

人類文化活動

相關

教學準備

1. 科學小原子＃68 布農族畫曆～影片，擷取時間由5:12～11:02區段（媒體運
用網站2014/2/12，http://www.youtube.com/watch?v=QWZNKmB46X0）
2.布農畫曆（本校假日圖書館存放之文物）
3.功課表及月曆
4.昨天、今天、明天小牌子

教學目標
1.能瞭解昨天、今天、明天的概念。
2.能活用昨天、今天、明天的概念。
3.會將傳統文化意涵結合數學知識做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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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能力
指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

N-1-13
能透過查
月曆報讀
幾月幾日
星期幾，
並知道一
年有12個
月及各月
之日數。
C-R-4
能察覺數
學與人類
文化活動
相關。

引起動機
1.介紹布農畫曆
觀看「科學小原子＃68 布農族畫曆」（約6分鐘之
影片），再拿出版畫之「布農畫曆」做介紹，請學
生根據影片中的說明，回答各種圖形的意義，如：
◆代表一日，□代表休息，不能砍柴⋯

教學活動
1.「昨天、今天、明天」的概念傳達，昨天晚餐吃
了什麼？今天早餐是什麼？明天要不要睡午覺？

2. 利用「昨天、今天、明天」概念出題，老師先出
「在學校，如果昨天午餐可以吃水果，那今天是星
期幾？」、「明天是6/6校外教學，那昨天是星期
幾？」再請3位學生出題考同學。

3. 電子白版秀出「布農畫曆」，請學生分組根據畫
曆設計「昨天、今天、明天」的問題，比如：「明
天可以打獵放陷阱，今天在哪裡？請將今天的牌子
貼在畫曆上。」設計出來的問題要能知道答案，然
後一組問，另一組答，答對問題組別算一分，問題
設計難倒對方組別算一分，再做計分，獲勝組別整
組個別獲得5張榮譽卡獎勵。

教學評量
1. 教師彙整各組問題製成學習單，在讓學生個別習
寫學習單後，繳交個別批閱並做個別指導。

10’

3’

10’

12’

5’

科學小原子影
片、布農畫曆～
版畫

功課表

月曆

布農畫曆之投
影、「昨天、今
天、明天」小牌
子

學習單

教學評量 1.口頭評量；2.分組討論；3.學習單評量

教學參考
資源

林婷玉（2008），探究南投縣布農族學童學習情形――以國語科學習為例，
嘉義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科學小原子＃68 布農族畫曆影片來源：2014/2/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WZNKmB46X0
郭富祥（2009），布農族小米祭典模組教學對學生族群文化認同與科學學習
之影響，台南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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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03製作的文化融入數學課程學習單

古今皆宜的布農畫曆

小朋友，這是我們布農族的傳統文物――布農畫曆，請根據「昨天、今天、

明天」的提示找出正確的答案或圖上的位置！

一、 昨天種芋頭，明天要做什麼事？

（ ）

二、 上山打獵做陷阱總共有幾天？

（ ）

三、 今天釀小米酒，請問昨天做什麼事？

（ ）

四、 今天從山上打獵回來，明天要做什麼？

（ ）

一年甲班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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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你幸福嗎？�
――�國民小學教師幸福感�

之個案研究

老師，你幸福嗎？�
――�國民小學教師幸福感�

之個案研究

黃薏蒨/台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教師兼任衛生組長 

賴志峰/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通訊作者）

摘  要

本研究旨從教師職業特性、教師人格特質及學校組織特性，來探討教師

幸福感。透過質性研究的訪談方式，以陽光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共訪談個案

學校11位教師，研究結果說明如下：1.工作滿意及工作投入為促進教師幸福感

因素；2.正向人格增強教師解決問題的能力；3.和諧人際關係及社會支持，讓

教師專心工作無後顧之憂；4.正向的組織文化，讓教師願意共同為學校努力。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個案學校及教師之相關建議。

關鍵字：教師幸福感、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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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Happy, Teachers? — A Case Study on 
Well-Being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Yi-Chien Huang; Chih-Feng La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eachers’ well-being in terms 
of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organization char-
acteristics of elementary school. A case study had been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method of interviewing with eleven Yang-Gu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e interview data was then analyzed, an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engagement are the promoting factors of well-being. 2. Positive 
character traits enhance the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of teachers. 3. Har-
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support enable teachers 
to focus on their work without worries. 4.With a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eachers will be willing to do their best for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ers of case study 
school, and the case study school. 

Key words: teachers’ well-being,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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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如果人類不分貧賤、跨越種族，仍然擁有一個共同信仰，那麼這個宗教就叫

做幸福（吳挺鋒、張巧旻，2012）。吳清山（2012）認為「教育幸福（education 

well-being）」乃建立於學生、教師和家長的心理感受之上，當學生、教師和家

長皆感受教育的滿意和快樂，就是「教育幸福」。因此，當滿意與快樂感受度愈

高，人們愈幸福；反之則否。教育幸福可說是國民幸福的源頭，而教師則為整體

教育幸福的關鍵人物（吳清山，2012）。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教師，無論言教或

是身教對於學生的學習及品格教育都有深遠的影響。Patricia（2001）發現由於

社會大眾對國小教師角色的期望，如具備愛心、知識、良好的教學技巧及有責

任感等，迫使教師不得不武裝自己，以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與要求，因此教師的

心理問題較不易被察覺。教育不該只是犧牲奉獻，國小教師的幸福感不僅會影響

其教學，對學生的人格教育亦有間接影響。教師的幸福感及身心健康狀況實不容

忽視，由此可知，唯有當教師感受教育幸福時，才能將幸福感傳遞給我們的下一

代，讓教育幸福不會只成為口號，而是可達成的目標。

國內針對國小教師幸福感及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大都都採量化研究為主。

舉凡在性別、年齡、學歷、擔任職務、任教年資、行政年資、學校規模大小等，

不同的變項在教師幸福感所產生的影響各異，然而即便就同一變項進行研究，也

常會有不同的研究結果，無法深入瞭解其原因為何。目前國內相關教師幸福感的

質性研究論文只有兩篇，一為李美蘭（2007）國小資深女性教師幸福感之質性研

究，探討國小資深女性教師的幸福感來源、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及其人格特質與

幸福感之間的關係。而另一篇則為張書豪（2007）當老師真好！國小教師幸福感

之探究，旨在理解教師於教職生涯中所感受到的主觀幸福感，及此其教學歷程所

彰顯的意義。經過文獻搜尋之後，發現其餘皆為相關量化研究，因此，採取質性

方式來進行本研究，應更有助於深入探究發現，透過與研究個案的深入訪談，從

質性角度來探究國小教師幸福感，期能提供相關教育機關及日後研究做參考。本

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從國小教師職業特性的面向，來探討個案學校教師幸福感。

二、從教師人格特質的面向，來探究對於個案學校教師幸福感。

三、從學校組織特性的面向，來分析個案學校教師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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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幸福感的意義

「幸福（well-being）」一辭源於希臘字，意指受善神守護而獲得的快樂（

顏映馨，1999）。Wilson（1967）指出所謂幸福感就是快樂。而近年來，常被

用來代表幸福感概念的名詞則有：快樂（happiness）、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客觀幸福感（objective 

well-being）、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等（施建彬，1995）。

幸福感的研究起源於1950年代，傳統研究有兩個主要的分流：一為主觀幸福

感，另一則為心理幸福感。此兩種幸福感在個體的正向心理運作上有著相似卻又

不同的面向。主觀幸福感代表個人對其情感及生活品質的整體評價；而心理幸福

感則強調個人在面臨生活挑戰下，所發展出來的一種追求有意義生活及自我實現

的潛能（Keyes, Shmothin, & Ryff, 2002）。社會科學家從個體的角度思考，強調

幸福是一種個人主觀、正向的感受，而非以外在客觀標準為評斷依據。即便在同

一個標準下，每個人所產生的主觀感受也各異，因此幸福感也常被稱為主觀幸福

感（施建彬，1995）。國內學者陸洛（1998）認為所謂的主觀幸福感為「對生活

品質的沉思評鑑，是一種包括了高昂的正向情緒及對整體生活滿意的主觀感受」

。賴威岑（2002）則提出心理幸福感必需具備四大要素：1.兼具心理幸福的正向

及負向積極面；2可操作性且具體化的幸福感指標；3.可由個人主觀加以詮釋及感

受的；4.心理幸福感受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本研究認為幸福感乃是個體的正負向

情感在生活中所造成短期情緒起伏以及長期對於生活感受滿意程度的總和。

二、幸福感的內涵

如何衡量個體的幸福感受？幸福感來自不同的面向，或許是工作方面受到他

人肯定、擁有知心好友可暢所欲言、抑或是樂天知命滿足於生活的現狀。如同宏

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覺得幸福是來自家庭、身心靈健康及事業工作三個方面的相

對平衡；而五月天主唱阿信則認為當每天睡前回想每件事都有盡力做好，就是幸

福（蕭富元，2012），由此可知，無論個人所追求的為生命整體的幸福、或是把

握當下珍惜生活中的隨手可得的幸福，幸福的感受因人而異。

Andrew與Withey（1976）強調幸福為個人的主觀經驗，包含生活滿意、正

向情感及負向情感三個成份。陸洛（1998）歸納出中國人幸福感來自於：1.自

尊的滿足：及獲得別人的重視；2.家庭與朋友等人際關係的和諧；3.對金錢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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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4.工作上的成就；5.對生活的樂天知命；6.活得比別人好；7.自我的控制與理

想的實現；8.短暫的快樂；9.對健康的需求。陳鈺萍（2004）提出國小教師主要

的幸福表現為和諧的人際關係、自主性、物質滿足及事業成就。正向心理學之父

Martin Seligman認為幸福的構成元素有五個：正向情緒、全心投入、意義、正向

人際關係和成就（引自洪蘭，2012）。Leiter、Maslach與Schaufeli（2001）提出

教師工作環境的特性及個人特質為探究教師職業幸福感、課堂教學及學生學習成

效的要件，因此，研究者以上述理論為基礎、分析相關幸福感內涵的文獻，並部

分引用由Klusmann、Kunter、Trautwein、Lüdtke及Baumert（2008）所提出針

對教師個人特質、職業幸福感及教學成效的啟發式工作模式（Heuristic working 

model of teacher characteristics, teachers’ occupational well-being, and instructional 

performance），詳如圖1，以建構本研究面向及內涵。

圖 1 教師特質、工作幸福感及教學成效啟發式工作模式

資料來源：Klusmann, Kunter, Trautwein, Lüdtke, & Baumert（2008: 703）。

學生表現 

成就 

動機 

教師個人特質 

動機及自我調節 

投入 

復原力 

專業知識 

信念 

教師職業幸福感 

長
期
壓
力

情
緒
耗
損

工
作
倦
怠

工
作
滿
意

組織特性－需求及資源 

一般 ．教室需求 

資源差異  需求差異 

 校長支持      學生特性 

 家長支持      組織特質 

 同事支持 

教師教學成效 

教室管理 

步調 

認知活化 

個人支持 

圖1教師特質、工作幸福感及教學成效啟發式工作模式 
資料來源：Klusmann, Kunter, Trautwein, Lüdtke, & Baumert（2008: 703）。

整理上述理論及文獻，本研究採用此工作模式部分面向：教師個人特質、教

師職業幸福感及組織特性，將國小教師幸福感內涵分成教師職業幸福感、個人人

格特質以及學校組織特性三大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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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時，考量本身服務之陽光國小（化名）即符合研究場

所之選擇條件，決以陽光國小為研究場域，本校教師為研究對象，並採立意取樣

方式邀請13名導師符合本研究內容之教師進行訪談，後因訪談內容的適用性，決

以其中11名老師為研究對象。

陽光國小全校目前共有32個班級，男女教師共53人，學生近850人，在陽光

國小校長部落格上，校長是如此敘述的：「陽光國小在大山路二段（化名）一個

安靜的小巷子裡面，每到這個季節，就有輕輕吹拂的風在校園裡面流動，好綠、

好寧靜的校園是陽光孩子可以獨享的天地，在這裡沒有大馬路的喧囂，只有鳥兒

蝶兒的曼妙舞姿，小巷子的學校在社區的懷抱真的可以很幸福。然而，近年因為

鄰近新校的成立、少子化還有學區重新劃分的關係，無可避免面臨減班的處境，

對一個十幾歲校齡這般青春洋溢的年紀來說，怎會想到要提早嘗到減班超額的苦

澀呢？但是大家手拉著手，共同為陽光國小打拼的感覺真的很好，一路走來，雖

然辛苦卻甘之如飴，小巷子學校，要走出教育的康莊大道」。陽光國小這幾年經

歷過超額教師的衝擊，教師幸福的感受五味雜陳，為研究者理想中的研究場域，

並以「國小教師的幸福感」做為研究主題，除了瞭解個案學校中研究對象的幸

福感現況及差異外，並從不同的角度來探究影響教師幸福感的因素，藉由深度訪

談，期能獲得豐富及多面向的資料。

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以訪談進行資料蒐集，於訪談結束後，即將錄音內容轉謄成逐字稿，

以詳實記錄受訪者談話內容為原則，同時紀錄必要的非語言的訊息，以利訪談

情境的描述。於逐字稿完成後，亦請受訪者確認內容是否正確，於必要時加以修

正、補充、刪除，最後再進行編碼整理。

在質性資料分析中，概念化就是將某個「概念」賦予給某段文字資料，亦即

進行「編碼」。而「編碼」的過程，就是將「代碼」貼在文字上，這個代碼在觀

念世界裡就是「概念」（張芬芬，2010）。Denzin（1994）表示：社會現象是

無聲的，必須經過詮釋，才會擁有意義。而當研究者進行編碼時，將一個個概念

貼在一段段文字上，這些文字就獲得了意義，以此概念為基礎，一步步地進行「

命題化」、「理論化」的工作，到最後就編織成一張「意義之網」（Bogd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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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klen, 1998：50-51）。逐字稿完成後，研究者將每位受訪者分別編上代號，大

寫字母T代表老師，其後的數字1至11為教師編號，以區分資料來源，並清楚記載

訪談日期、時間、地點及逐字稿編號，為訪談日期加上對象編號，並將內容與研

究主題相關之敘述畫記，以利於編碼與審視程序，如表1：

表1 訪談相關資料一覽表
教師編號 性別 任教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逐字稿編號

T1 女 23年 20121204 13:40-14:30 301教室 20121204T1
T2 男 15年 20121206 10:35-11:33 504教室 20121206T2
T3 女 20年 20121207 13:40-14:42 交通安全教室 20121207T3
T4 女 12年 20121212 14:40-15:39 401教室 20121212T4
T5 女 28年 20121214 14:25-15:49 105教室 20121214T5
T6 男 29年 20121218 13:40-15:02 交通安全教室 20121218T6
T7 女 22年 20121218 10:50-11:55 604教室 20121218T7
T8 男 17年 20121219 14:13-15:12 607教室 20121219T8
T9 女 20年 20121221 14:35-15:26 501教室 20121221T9

T10 女 13年 20121225 13:40-14:54 403教室 20121225T10
T11 女 15年 20121228 13:45-14:38 502教室 20121228T11

三、研究信實度

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能客觀的陳述現象的真實性，並對所關注議題能「長期

投入」及「持續探索」，以提供詮釋與理解的基礎，亦可增加研究的可信賴性。

因此，運用研究者的背景及專業知能，營造訪談時「互為主體」的良好關係，並

運用「研究參與者檢證」或「同儕稽核」策略於研究過程中，可提高研究結果的

可信賴性。可遷移性是指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能有效地轉換成文字敘述

並加以厚實的描述，研究者需反思研究過程中所涉及的步驟及資料轉化的程序，

是否詳實並達透明化，亦需經過嚴密地再三檢視。研究者於訪談後與受訪者進行

研究結果之確認與澄清、徵求受訪者對主題詮釋上的意見、及對整個參與過程的

感想與心得，若發現受訪者持不同意見時，亦進行雙向溝通交流。

四、研究倫理

於研究進行前，研究者會先告知研究對象：研究的性質及目的、訪談大綱、

保密原則、研究進行模式、是否同意錄音等相關事項，並明確告知，在訪談過程

中如不願意再繼續訪談，可以隨時中止訪談，研究者絕對尊重受訪者意願。為了

避免受訪者針對敏感議題有所保留，本研究對受訪者資料處理採取保密：所有訪

談資料、文件資料僅供研究使用，不轉作其他用途。研究中所有訪談資料皆以匿

名或化名方式處理，相關研究對象之姓名或足以辨識研究對象之事物皆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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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人無法將資料與受訪者個人做連結。在研究及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不要預設

立場，或做任何價值判斷，要秉持中立且尊重的態度和受訪者交談，並要避免受

研究者自身觀點所左右。讓受訪者不受限制的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力求完整解讀

及引用被研究者的受訪內容，以得到受訪者最真實的意見。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良好的師生關係為老師帶來滿足及成就感

國小教師每天所面對的是一群活潑好動、精力充沛的孩子，經過一整天的教

學及班級事務的處理，老師不免精疲力盡，如果打從心底只是把教職當成一份工

作，無法從不同的角度來接受孩子們時而脫序的行為，那麼工作的幸福感就會離

自己越來越遠。惟有欣賞學生的優點、暫時忽略他們的缺點、並耐心的等待他們

的蛻變，才能體會工作滿意的感受。如果能體認到他們只是孩子時，看到他們的

純真及笑容，心情上自然會愉快許多，T2老師表示：「每天進到校門口，看到孩

子們天真可愛的笑容，其實都覺得蠻開心的」（20121206T2）。而任教多年的Ｔ

6老師也有深切的感受：

如果能讓我繼續教下去不要退休，我還是可以很開心的教下去⋯⋯我

不後悔從事教育這行業，⋯⋯跟小孩在一起童言童語的，跟大人不可能

有這種互動，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孩，甚至把自己也當小孩，這樣還蠻

快樂的！（20121218T6）

師生間真誠的互動，無論是透過文字表達、或是一個簡單的動作，在彼

此的心裡，都會充滿溫暖的感受，進而願意為彼此付出及努力。Jones與Jones

（2005）認為正向良性的師生互動環境有助學生快樂的學習、發展良好行為、

防範不正當行為的產生，而另一方面則有助於提升教師們的工作滿意度，受訪的

T10老師覺得當師生關係是良好的，孩子是不會忍心讓老師失望的：「當班上發

生事情，我也會拿出來跟他們討論，聽聽他們的想法。而當他們表現不好的時

候，我會告訴他們我不太喜歡你們最近的表現或狀況不好喔！他們很快的就會收

斂了」（20121225T10）。T7老師也感覺自己的付出是被了解的，她表示：

我的付出孩子們感受的到，而且那是他們最真摯的心，他們知

道老師對他們的好。同時我也會自我期許，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20121218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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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孩子信服老師，了解老師所訂的要求及規範的出發點都是為了他們好，

那麼學生無論在學習或是活動各方面就會願意配合，師生關係有其不可小覷的影

響力。反之，如果老師帶班時，學生缺乏向心力，班級氣氛又不好，師生關係就

可見一斑，老師對於把班級學生毫無影響力可言，那麼老師帶班的痛苦指數就相

當高了，更遑論幸福感。因此，T3老師表示：「我會跟學生維持良好的關係，得

到學生的信任，也就是說要帶到他們的心，讓他們了解我是為他們著想的，所作

的要求是合理的，在帶領整個班級上會比較容易一些。」（20121207T3）。而老

師對於學生的期待，不外乎未來能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透過良好的師生互動關

係，孩子知道老師的用心，理解老師的要求，進而願意改變自己，對老師而言這

就是教學所帶來的成就感了，T7老師覺得：

鼓勵孩子的方式及和孩子平常培養的感情很重要，當一個懂孩子的老

師及朋友，對孩子的學習影響反而是較大，尤其是帶高年級，因為當他

覺得你在乎他的時候，不管你教的方式如何，他ㄧ定會力求表現的，有

了學習動機，對孩子的學習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20121218T7）

林倩瑜（2007）指出國小學生的師生關係與幸福感間具有正相關，師生關係

越好，整體的幸福感受就越高。至於教師工作成就與自尊滿足的感受，有大部分

來自學生表現上的回饋，當師生間的相處越好、學生越能受教、尊重老師，則教

師從學生身上得到的工作成就與自尊滿足感自然也會有所提升，幸福感也相對增

加。從研究者的訪談中發現，有七位受訪的陽光老師皆覺得良好的師生關係有助

於讓孩子體會老師的用心及誠意，感受到老師對自己的在乎而願意改變或配合，

因此，只要教師能與學生產生良好的互動及信任感，在每天的學校生活中老師就

不再只是單向的付出，師生會互相關心、照顧彼此的情緒，而在教學上也會有事

半功倍之效，老師上起課來自然也會格外愉悅。

二、學生的進步及感恩，帶給教師教學成就感及快樂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對教師而言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然而

受訪的陽光國小老師盼的不是學生個個未來都成龍成鳳，畢竟國小只是孩子人生

開始的階段，如果孩子在學業或品行方面能進步，教學所帶來的成就感就是對老

師們最好的回饋了。然而在老師作育無數學子的同時，如果學生能體會老師的用

心、感謝老師的付出，無論在學校階段或是畢業後都能記得老師的教誨，教學所

帶來的快樂莫過於此。

有七位受訪的老師覺得教學工作為他們帶來成就感及快樂，學生們彷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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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琢磨的璞玉一般，經過老師的耐心雕琢後逐漸成形，那種成就感是無可比擬

的，T7老師說：「從剛開始不守規矩的小搗蛋，到只要有任何動靜，他們就知道

你要做什麼，那種培養出來的默契，會讓你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20121218T7

）。而學生們在課業上是否有收穫，能否從學習中進步，是老師們所重視的，雖

然每天面對忙碌的教學工作，但T10老師還是樂在其中的表示：

你會看到孩子不同的表現方法，你說會不會有一些私心，好像也有一

些成就感……如果他今天可以做得好，不管是給他自己鼓勵或肯定，我

覺得那都是很棒的。我會希望他們能多學習一些別的東西，在這個學習

裡邊找到他的興趣和快樂，我不覺得這樣很累，只是學生不知道會不會

很累。（20121225T10）

付出再多也不覺得辛苦，T2老師也有相同的感受：「其實每個孩子都可以

被塑造及改變的⋯⋯每次都會看到一點點進步，這是當老師的愚笨，只要他們快

樂，我們也就覺得很快樂」（20121206T2）。教學工作的幸福感除了源自於學

生的進步外，有四位老師提及當學生們能了解並感謝老師的付出，或是當畢業後

的孩子仍能時時想起老師，不忘有空時探望或打通電話問候，對老師而言就是教

學生涯中最大的滿足。T7老師提到學生在作文中的感謝：「看到的時候還蠻感動

的，知道對孩子的付出他們感受得到，而且那是孩子最真摯的心⋯⋯就會自我期

許，希望自己做得更好」（20121218T7）。而T2及T3老師回想過去帶畢業班的

經驗：

每年當我的生日到的時候，他們（畢業的學生）都讓我很驚喜，但也

過得很害怕。曾經一群人半夜騎著摩托車到我家門口喊：「老師生日快

樂！」，真的很感動，可是也會嚇死很多人，人家以為飆車族來了……

他們畢了業跟我還是有聯絡，表示我在這些孩子的心目中有一個地位

在，有一個位置，他們也不會把我們忘掉。（20121206T2）

幸福可能就是在我眼前的學生的身上，這種小小的幸福；那真正要讓

我覺得很幸福可能就是，我教的畢業的學生三不五時的給個驚喜，那時

候可能就會覺得當老師真好，是件幸福的事情！（20121207T3）

歸納老師們的看法，教師工作的幸福感有絕大部分是來自於教學的成就感，

而學生們的感恩回饋對老師來說，則是支持著老師繼續努力下去的動力。陽光國

小校長部落格有這麼一段話：「教育是一份種福田的工作，可以天天跟這些可愛

的孩子一起生活，竭盡所能的教導他們、帶領他們，看著孩子逐漸懂事、增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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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端正品格、學得合群、學得與人相處，本身來說這些超越物質的無形資產，

就是老師站在講台上的最大回報」（20111003P）。當老師們付出越多，學生們

感受到越多的愛，那麼老師自己就會獲得更多快樂。

綜上而言，研究者歸納發現，由於教育工作本質提供了陽光國小教師工作幸

福的基礎，而良好的師生互動以及教學所帶來成就感更提升了老師們的工作滿意

度，讓老師們在教學方面有更好的表現，對學生來說有莫大助益。

三、自我期許求新求變，保持源源不絕的教學熱忱

日復一日例行的教學工作容易讓教師喪失教學熱忱，老師必須不斷求新求

變來因應挑戰，隨著教育政策及環境的改變，張新仁（1999）指出教師必須成

為專業知能的競爭挑戰者，不斷進修，充實新的教學知能，勇於接受挑戰。T1

老師認為：「工作要投入才能深入，老師一定要有專業能力才能受惠學子。專業

知識要靠自己進修，所以進修是很重要的，而對於自己本身的心態及衝刺力也

都要調整，老師要跟得上時代，才有辦法給孩子東西」（20121204T1）。誠如

Kanungo（1982）提出工作投入為工作能滿足個人目前需求的程度，無論是內在

或外在需求都會影響到個人，當工作能滿足的需求越多，個體就會越投入。

Slavin（2006）曾說有的老師累積了二十年的教學經驗，而有的老師則只是

重複同一年教學的經驗二十次。受訪的T1、T2及T5教師皆提到由於教學工作所

帶來的考驗，讓他們必須不斷精進自己來面對挑戰，而每項挑戰對他們而言都是

學習經驗，會促使自己更努力去面對困難及問題，且結果往往會帶給自己許多驚

喜和成長，T2老師表示：

帶給我教學的樂趣是，第一，可以自我成長，第二，帶班又帶得很快

樂，因為有學生可以讓我去塑造他們……不同的班級特性就有不一樣的

挑戰，每天面對並解決不一樣的問題，其實我自己也在學習在成長。

（20121206T2）

但實際上並非所有老師都喜歡改變，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面對挑戰，研究者

認為大部分老師還是傾向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教學模式來上課，這也是他們所能感

到安全的教學方式，但如果始終抱持著以不變應萬變的教學態度，是無法引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自己也會對自己產生懷疑，對教學感覺疲乏。因此，唯有投入工

作，讓自己對教學重新輸入熱情，才能提升自己工作的滿意度。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193

焦
點
話
題

四、有效規劃工作，與家庭生活取得平衡

教學工作是按部就班的、教學成效也非一蹴可及的，所以幾乎所有受訪的老

師，都會盡量在學校裡把工作完成，將家庭生活及工作做切割，不讓工作影響自

己的生活。T8老師分享他的做法：「下班後我會自動切割工作跟心情，盡量不要

把工作帶回家裡，所以在學校我會把老師該做的事情認真的做完，該改的作業改

完，回家就可以好好享受家庭生活」（20121219T8）。而多年的教學經驗也有助

於工作時間上的規劃及運用，T3老師說：

在學校做事時會先做好規劃，我會希望做事情是有效率的，所以我很

少會需要工作帶回家，幾乎都在上班時間就把工作處理完畢，而下班後

所要做的大概就只是接家長電話。（20121207T3）

而受訪老師中，只有T2老師由於指導的社團常需要在周末參加比賽或表演，

由於感受到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被壓縮，即便家人能體諒，後來他乾脆讓家人也一

起參與活動，他表示：「比賽都在六日、去表演也用六日，那麼我家庭的時間就

會被剝奪掉，還好我的小孩從小就跟我一起到處跑，我很聰明一開始就把他們拉

進我的活動裡面」（20121206T2）。

但老師的工作基於責任因素，與家長之間的聯繫是較不受時間限制、無法

拒絕的，有三位老師就提到回家後還必需接家長電話的困擾，T7老師無奈的

說：「回到家盡量以家庭為優先，如果無法掌控家長來電時間，也就沒辦法了」

（20121218T7）。此外，當老師在教學工作上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時，也難免會把

情緒帶回家而影響家人，如果家人能體諒，自己的情緒就較能紓解，因此家庭與

工作的拿捏是很重要的。T3老師就對家人感到歉意：

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需要常提醒自己，不要把工作的負面情緒轉嫁

給自己的小孩，因為耐性在學校用完了，所以當老師的小孩很可憐。

（20121207T3）

五、正向人格強化教師問題解決的能力

人格特質會影響一個人生活及工作態度，正向積極的人格可透過不同面向來

呈現如，正面思考、樂觀、幽默、熱忱、創造力等，對於教師而言，具備正向人

格有助於情緒的控管、思緒的整理、樂觀的看待問題、理智的處理事情。黃文三

（2009）指出正向心理特質是指個體在面對困境或挫折時，能秉持積極與樂觀的

態度，運用正向的主觀經驗來解決問題，並以正向的意義來詮釋事物的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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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獲得內在動機，增進生活的品質及預防病態的發生。因此在這部分，研究者

依據訪談內容，就最多受訪老師提及的兩種正向人格特質來做討論：正向思考及

樂觀。

在教師的正向人格特質中，有五位老師提到正向思考的重要性，由於教師

每天必須面對教學及處理班級中層出不窮的事情，學生的學習狀況、孩子間的紛

爭、與家長的對話，再再考驗著老師的應變能力，正向思考有助於老師冷靜思索

問題，並轉念調整心態，才不會使教學陷入困境。亦如鄭呈皇（2006）提出正

面思考是指當遇到挑戰或挫折時，個人產生解決問題的企圖心，並找出方法正面

迎接挑戰；反之，負面思考即是當遇到挫折，自己就被負面情緒打敗，而責怪自

己、他人或環境，最後選擇退縮、放棄或報復。如果老師是習於負面思考的人，

在面對這些不愉快的事情時，會容易感到無力、無助，最後做出錯誤的判斷而產

生負面的結果。然而具備正向人格的人，自然會轉念讓自己有個出口，就不會在

死胡同裡打轉，T7老師覺得：「不要去care負面的事，從正向來思考，負面的情

緒就會減少，自然也就比較幸福」（20121218T7）。而在教學現場常見的情況往

往是，孩子突然的一句無禮的話或一個脫序的行為讓老師為之氣結，然而，如果

能冷靜去思考其背後的原因，自己就不會陷入負面的想法裡，T3老師建議：

多去看學生可愛的地方，多去看他的優點，有時候正向思考就是說

⋯⋯有時候可設身處地換個立場思考一下，也許就會比較好，就像有時

候想想學生的偏差行為，也不一定是他的錯，可能是家庭教育的關係，

我們就是要多花一點時間來教育他。（20121207T3）

此外，教師要學會自我調節與控制，定期審視教學工作上的行為及決定是否

合宜，T4老師覺得：「要順應情勢做些修正及改變，正向思考會過得比較自在、

比較幸福快樂」（20121212T4）。而面對自己堅持但卻徒勞無功的事，也要適時

學會放下、接受事實，T3老師表示：「原本自己很堅持的東西，可能要思考、要

自我反省一下，這個堅持到底有沒有必要，真的不要鑽牛角尖，譬如說，學生程

度很差無法訂正完，你一直強迫他訂正有用嗎？有時候就是要學會放下，調整自

己，會比較幸福」（20121207T3）。重新調整安排自己教學與生活，能讓自己能

隨時保持工作的活力，T6老師說：

我以前是很嚴厲的老師，你做錯事情，我會很嚴厲的罵你，就是因為

太關心，但是方法又不對，會讓學生叛逆、感覺不舒服。但也並不是每

個孩子都如此，我也是反省自己，又要管學生，又不要用嚴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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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用輕鬆詼諧的方式比較好，嘗試開開玩笑當朋友，對彼此都會比較

好。（20121218T6）

而樂觀亦是正向積極人格特性中的一種，有八位受訪老師覺得樂觀的信念對

教師而言很重要。樂觀的人，從挫折中看見成功的契機；悲觀的人，從挫折中看

見失敗的來臨（引自劉麗紅，2009），如果老師自己本身的個性比較悲觀或鑽牛

角尖，教學工作對他而言就會很辛苦，T9老師認為：「要看得開，能做的做，

不能做的就算了，不要給自己壓力，就會幸福」（20121221T9），凡事不要想

太多，多往好處想，如T9老師所言：「個性一定要開朗，如果你是比較在乎、

sensitive的個性的話，你真的會被很多小小的事情把你氣炸了，如果個性開朗的

話，就會小事化無了」（20121221T9）。此外，學生不斷的學習以及接受環境的

刺激，潛移默化下會受教師人格特質與態度相當程度的影響，T5老師因此覺得：

正向人格很重要，樂觀、積極、幽默，因為有些學生的家庭沒辦

法給他們正向的引導，其實也會带來很多負面的能量，所以老師要

用更多正向的能量來改變他們負面的性格，老師和學生才會幸福。

（20121214T5）	

六、家人的支持讓老師無後顧之憂

教師每日需面對緊湊的教學進度及活動、耐心教導並處理學生事務，有時

還得面對家長的要求及質疑，種種瑣事讓老師們回家時可能早已體力透支，對

待自己的家人也容易失去耐心或傾向沈默，T3老師覺得這時家人的體諒與支持

是相對重要的，她說：「家人支持很重要，才能專心工作，沒有其他的擔憂」

（20121207T3）。正如林佳蓉（2002）的研究指出已婚教師如能獲得配偶、親

人的社會支持與協助，能有效降低壓力，而對於未婚教師而言，因為家庭互動良

好，亦得到相當程度的社會支持的滿足，對於幸福感的提升皆有幫助。

除了能讓自己無後顧之憂，同時也能減少愧疚感，T7老師說：「如果你把心

思放在班上，那你對家庭就會比較疏忽，如果有家人的支持，就比較不會感到歉

意」（20121218T7）。因為老師即便回家後，在必要時也需打電話與家長溝通及

處理學生事務，亦或許是在學校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而無可避面的把負面情緒

帶回家中。所幸受訪的陽光國小老師都有充分支持的家人做為他們工作及精神上

的後盾，T1老師說：

我老公都會嘲笑我說陽光是我的家，學生是我的家人，像我每天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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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我老公都會幫我分擔，所以我很慶幸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而且

我有一個好老公，所以我可以全力的去做我的事。（20121204T1）

而T7老師則舉了隔壁班老師的例子，那位老師聰明的邀請家人來參予協助她

的工作，不僅讓家人了解自己工作的性質，當家人參與了之後，亦無需再解釋工

作上可能面臨的困擾，家人自然就比較能體諒自己的工作了，她說：

像我隔壁班的老師，當戶外教學時，有時候家長不夠，他先生就會請

假並付費陪她一起戶外教學，目的是幫忙太太照顧班上的孩子，他先生

也認識孩子，他們也有了共同的話題，一個班變成兩個人在帶，這樣就

比較不會造成家庭的不愉快。（20121218T7）

七、家長的支持為老師的動力和助力

在受訪的陽光老師中，約一半的老師表示雖然不是常常能遇到投緣的家長，

但大部分的家長都還是支持老師的，並且也肯定家長支持為老師教學工作所帶來

的鼓勵。而對於另一半的老師來說，則感受家長支持度的日益減少，或是有意見

的家長越來越多，因此，他們傾向採取較為消極的態度來看待家長支持這部分，

只要不反對便就是支持了。

在老師帶班的過程中，如果能得到家長的支持與肯定，就會讓老師更有教學

熱忱、更投入工作，T7老師說:「家長大部分都能認同你，那你可以說成功一大

半，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因為你的家長是支持你的」（20121218T7）。或是

當班上有活動需要支援時，家長的支持更是不可或缺，T7老師說：「現在雖然有

很多恐龍家長，但很好的家長占絕大部分，尤其在辦班級活動或戶外教學時，他

們會給予我很多協助，只要我需要，總會有一批人跳出來幫我，所以有時候雖然

累，但也累得很高興」。

此外，人與人之間有時難免會產生誤解而溝通不良的狀況，如果大部分的家

長都信任並支持自己時，那這些家長就會成為中間溝通的橋樑，即便有其他的聲

音，也會順利解決的，T4老師說：

人就是這樣，只要互動多了，自然而然就會有那個情份在，跟家長建

立好關係的好處是，有時候難免會有些誤會發生，可是當一個家長誤會

你，但還有其他很多家長會站在你這邊支持時，就不用擔心太多了。

（20121212T4）

然而亦不是每個老師都如此幸運能獲得家長的支持，部分受訪的老師漸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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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家長不同意見的聲音，即便是向來和家長都能成為好朋友的T2老師，也感受

近年來家長對於老師支持度的變化，他說：

現在的家長支持度不如以前，我們剛出來教時，家長的支持度幾乎是

百分百、全心全意信任老師，讓老師去處理很多事情，那時候栽培出來

的孩子也比較成熟穩定⋯⋯以前可能辦一個活動，家長全都支持的，現

在大概剩下一半了，反對的聲音甚至會蓋過支持的聲音，老師其實蠻多

自我實現沒辦法做的，對孩子來說也蠻傷害的，可是家長不自覺，他覺

得他就是對的。（20121206T2）

八、同儕間的支持讓老師心理不孤單

單小琳（1987）指出同儕是教師在學校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持來源，當個體能

獲得較多社會支持者時，專業倦怠較低。研究者亦從訪談過程中，感受到陽光國

小裡同儕相互關懷，分享教學上成功及失敗的經驗，彼此交換理念並相互學習的

支持力量。當面對挫折或疑惑時，同儕都能給予彼此協助及關懷，讓陽光國小教

師們在教學的路上不孤單。

在學校裡，有時同事間的互動比家人還頻繁，而同學年間的老師更是必須常

常一起討論及協同辦理學生活動，T2老師說：「同儕天天都相處啦，很多事情如

果沒有同儕的支持，你可能也做不下去」（20121206T2），T7老師也覺得：

同事除在許多事情上會給予我建議，修正處理的方式，把事情處理

的更好，另外在教學上也能互相做專業對話，讓我的教學更精進。

（20121218T7）

除了彼此砥礪精進教學之外，同儕們也是老師在情緒上的支持力量，T3老師

說：「同儕也是一個紓發情緒的管道」（20121207T3）。而曾經在教學的路上受

過打擊而灰心過的T6老師，對於當初同事們對他的關心及支持一直銘記在心，他

說：

有一兩年我對管教孩子真的很灰心，而同事都是支持我關心我的，

他們都會說有什麼事要跟我們講喔，不要不講，有什麼事情我們幫

你處理也可以，不用什麼事情都自己悶著在處理，很感謝他們。

（20121218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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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政團隊充分協助老師

陽光國小從創校到目前，一共經歷了三任校長，在首任校長的時代，可謂是

陽光的全盛時期，而歷經了鄰近幾所新設學校造成學生人數大幅下降，從超額教

師造成老師們的士氣低迷，到目前的校長帶給教師不同與以往的幸福感受，帶領

學校行政團隊動起來，一起為陽光打拼。校長對於教師們的支持不僅讓受訪老師

們感到窩心，教師在學校的支持肯定下，也願意更投注心力在教學上，有深刻感

受的T7老師說：

學校在換了校長之後，很多行政作為上就有不同的感受，譬如說，

當小朋友得獎，校長就會傳簡訊謝謝老師的辛苦，或是當老師生日

時，傳簡訊祝老師生日快樂，有時候也會跟老師分享他FB上的心情，

其實這些動作都不大，但會感受到校長把自己當作他的工作夥伴。

（20121218T7）

除了校長的作為帶給大家不同的氛圍及感受外，過去只要是事情落到自己身

上，就要想辦法自己處理，常會有滿腹辛酸無人知的感覺，然而相較於以往，現

在老師們指導學生參加比賽或活動時，就感受到學校較多的重視及支持，常常必

須帶隊比賽的T2老師就有很深的體會：

剛開始的幾年會覺得很孤單，因為孤軍奮戰，好像只要事情落到自己

身上後，學校就什麼都不管了，最近這幾年慢慢有改進啦，行政人員跟

學校方面，算是很全力的支持。（20121206T2）

由於現任校長對於老師們的支持，連帶的行政方面的態度也開始改變。濮

世緯（2003）提出學校組織的領導者為校長，而行政之行事作風也深受校長所影

響。T7老師說：「當行政們看到校長這麼客氣又在乎老師的感受時，他們在做事

情時，也就會站在老師的立場，看看怎麼做會對老師最好」（20121218T7）。黃

培文及張伊君（2010）研究亦指出職場關係品質對於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對老

師們而言，畢竟行政老師業務繁忙，本來就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有人願意跳下

去做，就應該感謝了，T8老師覺得：「現在行政都沒人願意要做，既然有人願意

做，就不要為難他們或提出太多意見」（20121219T8）。而行政人員的努力也是

有目共睹的，當業務上難免不盡周全時，老師們也就不忍太過苛責或為難，T2老

師就給予正面的肯定及感謝：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199

焦
點
話
題

目前我們學校，不是只有我自己啦，每個老師也應該有感受，我們現

在的行政算是滿主動的，可能因為我們經過革命情感啦！大家都知道要

互相配合，學校裡大家一起提升，教育會辦得更好。（20121206T2）

研究者發現，對於所有受訪的老師來說，家人對自己工作的體諒，讓他們

無後顧之憂，家人永遠也是最好的後盾，亦是精神上重要的支持。然而在工作方

面，學校同儕的溫暖及支持更是無庸置疑的，無論是情緒的抒解或工作上的協

助，如果同儕間缺乏支持力量，不僅教學工作變得孤單，也失去教學對話精進的

機會。而在現任校長的領導之下，學校給予老師的支持，讓老師們在精神層面

多了份安全感，特別是近年來學校的轉變也漸漸得到社區的認同，班級數漸趨穩

定，大家都能感受到學校源源不絕活力，此外，行政在工作上的協助，以及教學

軟硬體設備上的充實，讓老師對陽光的未來充滿希望。

家長方面是受訪老師們感受支持力量最薄弱的部分，只有4位老師感受到家

長的支持讓他們在教學上更得心應手，加上家長的觀念逐年在改變，家長對於老

師的意見及看法也越來越多，幸運的老師如與家長理念契合，則能獲得充分的支

持，如果無法一致時，不反對就代表支持了，對於是否能獲得家長的支持，老師

們的態度都傾向比較消極隨緣。

十、走出陰霾，迎向陽光的組織文化

曾經是全臺中市超額老師最多的學校，陽光國小經歷過一段混沌不安時期，

老師們內心動盪不安，有人埋怨、有人失望、最後甚至自願超額到其他學校。當

超額老師的問題讓全校氣氛十分低迷之際，新校長一上任，大家就對他抱以相當

高的期待，然而，他也沒讓陽光國小的老師們失望，他不同的行事作風帶給老師

們耳目一新的感受，讓老師們感染到他的活力與熱情，也讓同事間彼此更靠近。

不同於以往，T7及T10老師都感受到現任校長的衝勁及認真：

我是早些年就來陽光服務，經歷三任校長，幾年前因為前校長不夠有

魄力加上超額嚴重，那時學校氣氛超差的，但自從現任校長來之後，一

切就變得不一樣，他以身作則、樂觀進取、待人和善，對老師像家人一

樣關心，大家看著他那麼努力為學校奮鬥、付出，那種精神你會被他感

染的。（20121218T7）

校長在帶領老師方面，給我們很大的空間，他不大會說你不可以

做什麼。校長也是很活潑開朗的、很熱情的，會影響到老師，會覺

得沒有什麼事情是困難的。領導者的風格很重要，會不會激勵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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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就會讓人覺得想嘗試什麼，就做吧，就去試啊，不要擔心！

（20121225T10）

Conger和Kanungo（1988）認為所謂的轉型領導者為能提出共同遠景、授

權、鼓舞部屬、為部屬設定有挑戰性的工作的領導者，並影響部屬產生態度與想

法改變的能力。陽光國小校長即符合Leithwood、Tomlinson和Genge（1996）所

提出轉型領導者帶領部屬「為追求更好改變」的信念，T11老師說：「校長常給

老師精神上的鼓勵，讓老師受到正向的肯定，所以教師在教學或工作上會感受處

在和諧的氛圍當中」（20121130T11）。校園內人際間溫暖的感覺也同時蔓延開

來的，同事間相處的模式也起了變化，從一個個分裂的小團體變成一個融洽的大

家庭，T10老師說：

現在學校的氛圍以及老師間的相處都很好，早先前還會有一個個小

團體，現在這些團體有逐漸被打破的情況，大家好像漸漸融成一個大

團體，我覺得這個很棒。以前有小團體時，我不大習慣我是屬於哪一

團的，幾年前有時候好像也會無意中被歸類了，而現在校長則有辦法

會讓學校大家為這個共同的目標一起在努力，大家就聚在一起了。

（20121225T10）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工作滿意及工作投入為促進教師幸福感因素

由於教育工作本質提供了陽光國小教師工作幸福的基礎，而良好的師生互動

以及教學所帶來成就感更提升了老師們的工作滿意度，讓老師們在教學方面有更

好的表現，對學生來說有莫大助益。但實際上並非所有老師都喜歡改變，也不是

每個人都喜歡面對挑戰，研究者認為大部分老師還是傾向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教學

模式來上課，這也是他們所能感到安全的教學方式，但如果始終抱持著以不變應

萬變的教學態度，是無法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自己也會對自己產生懷疑，對教

學感覺疲乏。因此，唯有投入工作，讓自己對教學重新輸入熱情，才能提升自己

工作的滿意度。

（二）正向人格增強教師解決問題的能力，帶給學生正面的影響

對陽光國小教師而言，具備正向人格對於自己在面對事情上，有助於冷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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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分析可能原因及解決方式，進而強化自己、轉向思考來增強解決事情的正向

能力，同時，他們亦覺得老師也需隨時反思調整自己，讓自己充滿正向的能量，

並以樂觀積極的態度來教學，才能帶給自己及學生快樂。

（三）和諧人際關係及社會支持，讓教師專心工作無後顧之憂

良好的親師關係對於教學及學生品格管教方面有相當的助益，而如能與同

儕保持良好的情誼，工作也就不孤單。對於所有受訪的老師來說，家人對自己工

作的體諒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家人也永遠是最好的後盾、精神上重要的支持。然

而在工作方面，除了協同辦理學生活動及相互精進教學外，受訪老師們都覺得同

儕是工作上重要的支持力量。而家長方面則是老師們感受支持力量較為薄弱的部

分，約一半的老師還是覺得大部分的家長還是支持老師的，並讓老師的教學工作

更得心應手。陽光國小在現任校長領導下，受訪老師們都感受到充分支持，連帶

的行政老師的態度也開始改變。

（四）正向的組織文化，讓教師願意共同為學校努力

研究者發現現任陽光校長在所有受訪者的心目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影響著老師們在組織文化方面的幸福感受，讓陽光一掃過去陰霾，也讓大家對學

校的未來又重新燃起希望。由此可知，學校的領導者可以帶領著大家一起迎向光

明，也能走向黑暗，端賴領導者如何發揮個人的功力及付出多少努力。

二、建議 

（一）建立壓力紓壓管道，重視自我身心健康

由於導師忙碌及繁瑣的工作內容，教師們普遍感受到工作上的壓力，因此，

老師們在工作上應該抱持著凡事盡力而為，但得失心不要太重，並適時放下並調

整自己，注意並關心自己情緒的變化，安排休閒活動及適當的紓壓的管道以緩和

工作緊張情緒，不要讓壓力損及自己的身心健康。

（二）保持正向樂觀，享受教學工作

無論是工作或是生活，老師應保持正向及樂觀的態度來看待事情，從不同的

角度來看事情，尤其當面對孩子或家長時，無論他們的言行舉止多麼不合理，先

去接受他們的想法，理解他們的原因，不要採取防禦態度來面對他們，多一點淡

定，多一點從容、多一些微笑，並適時尋求他人的協助，很多事就會迎刃而解。

（三）不斷充實自我，保持教學熱忱

工作倦怠對老師而言具有很大的殺傷力，如果對教學總是感到意興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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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成不變的模式來教學，對學生是不公平的，自己也很容易產生工作倦怠。

因此，建議老師應不斷充實自己或是透過與其他老師的對話，讓自己保持學習狀

態、活化並定期省思自己的教學、適當調整教學態度並保持教學熱忱，才不會工

作厭倦。

（四）提供教師諮商的機會與空間

個案學校學年間老師們的感情都不錯，但總覺得跨學年的老師互動不足，很

可惜少了互動及請益的機會。因此，建議個案學校可規劃一間教師交誼室，讓老

師們能走出教室、跨越學年的藩籬，聽聽看別人的意見、看看別人怎麼做。並建

議替有爭議或不適任老師安排輔導老師，透過了解來得到有效的協助，不要讓他

們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盲點永遠無法獲得修正的機會，透過輔導老師的經驗傳

承亦可增進自己的功力。

參考文獻

吳挺鋒、張巧旻（2012）。2012天下幸福指數調查，尋找台灣的幸福方程式。天下雜

誌，500，56-62。

吳清山（2012）。為建構教育幸福而努力。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34。取自http://

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34&content_no=900

吳清山（2012）。教育幸福的理念與實踐策略。教育研究月刊，220，5-15。

李美蘭（2007）。國小資深女性教師幸福感之質性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林佳蓉（2002）。變與不變～幼兒教師任教職志、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之質性研究。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林倩瑜（2007）。國小學童師生關係與學習態度、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新竹教育大學

人資處輔導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施建彬（1995）。幸福感來源與相關因素之探討。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張芬芬（2010）。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在抽象階梯上爬升。初等教育學刊，35

，87-120。

張書豪（2007）。當老師真好！國小教師幸福感之探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輔

導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張新仁（1999）。現代教學的革新趨勢。九年一貫課程理念與實務研討會手冊。國立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203

焦
點
話
題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陳鈺萍（2004）。國小教師的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陸洛（1998）。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人文及社會科學，8（1

），115-137。

單小琳（1990）。教師的社會支持及相關因素之探討。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21

，123-154。

黃文三（2009）。從正向心理學論生命教育的實施。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19，1-34。

黃培文、張伊君（2010）。個人傳統性――現代性心理特徵、個人――組織契合度對

幸福感之影響――職場關係品質的調節效果。南臺科技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臺南市。

劉麗紅（2009）。混障是什麼東西？：混障綜藝團員的生命故事。臺北市：道聲。

鄭呈皇（2006）。正面思考的威力。商業周刊電子報，974。取自http://w w w.

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22930

蕭富元（2012）。臺灣競爭力的下一步～改變，是為了幸福。天下雜誌，500，41-47。

賴威岑（2002）。臺灣地區中小學教師心理幸福特質之探討――與其他職業比較。國

立臺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東縣。

濮世緯（2003）。國小校長轉型領導、學校文化取向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國

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顏映馨（1999）。大學生的生活風格、人際親密和幸福感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Andrews, F. M., & Withey, S. B. (1976).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s 

perception of life quality.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8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Conger, J. A., & Kanungo, R. N. (1988). Charismatic leadership. San Franciso, CA: 

Jossey-Bass. 

Denzin, N. K.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K. D.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00-515). London: Sage.

Jones, V. F., & Jones, L. S. (2005). Comprehens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Creating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all studnets (5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Kanungo, R. N. (1982). Measurement of job and work involv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204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Psychology, 67(3), 341-349.

Keyes, C. L. M., Shmotkin, D., & Ryff, C. D. (2002). Optimizing well-being: The empirical 

encounter of two tradi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6), 

1007-1022. 

Klusmann, U., Kunter, M., Trautwein, U., Lüdtke, O., & Baumert, J. (2008). Teachers’ 

occupational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instructi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self-regu-

latory patter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3(3), 702-715. 

Leithwood, K., Tomlinson, D., &; Genge, M. (1996). Transformational school leadership. 

In K. Leithwood, J. Chapman, D. Corson, P. Hallinger, &; A. Hart (Eds.), The inter-

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pp.785-840). 

Dordrecht: Kluwer Acadmic.

Patricia, H. (2001). Finding allies: Sustaining teachers’ health and wellbeing. Phi Delta 

Kappan, 82(9), 706-711.

Slavin, R. E. (2006).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8th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Wilson, W. (1967).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7, 294-306.



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優秀論文得獎名單�

2014年�(第六屆)

碩
士
論
文

姓　　名 吳淑媛
論文名稱 國民小學在選定學校經營特色方向時應考慮之因素

指導教授 丁學勤

畢業校所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畢業年月 103年1月

碩
士
論
文

姓　　名 陳姵君
論文名稱 培養國中學生感恩心之七種教學方法的比較研究

指導教授 丁學勤

畢業校所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碩士班

畢業年月 103年8月

碩
士
論
文

姓　　名 王彥方

論文名稱
影響我國大學校務評鑑結果關鍵因素之研究――內容分析
法取向

指導教授 王保進

畢業校所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畢業年月 102年6月

碩
士
論
文

姓　　名 張博楷

論文名稱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領導者與部屬交換關係與組織公民行為
關係之研究――工作滿意度的中介效果與家長式領導之調
節效果

指導教授 蕭佳純

畢業校所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碩士班

畢業年月 102年4月

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優秀論文得獎名單 

2014年 (第六屆) 



博
士
論
文

姓　　名 詹秀雯

論文名稱 國中生學習影響因素之貫時性研究――以基隆市學生為例

指導教授 張芳全

畢業校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畢業年月 102年12月

博
士
論
文

姓　　名 曾智豐

論文名稱
國民小學認知型行銷、家長滿意度與家長參與的關係――
情感型行銷的調節效果

指導教授 丁學勤

畢業校所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博士班

畢業年月 102年7月

博
士
論
文

姓　　名 向美德

論文名稱 中小學校長專業標準建構與應用之研究

指導教授 孫志麟

畢業校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畢業年月 103年1月

博
士
論
文

姓　　名 陳智蕾

論文名稱 變遷時代臺灣小學經營—公立學校校長觀點

指導教授 林文律

畢業校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畢業年月 103年6月



學校行政雙月刊  95  2015/01 20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姓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身分
證字
號

申請類別 		□個人會員		□學生會員		□贊助會員		□永久會員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專		長

戶籍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聯絡
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話

（公）

（宅）

（傳真）

E-mail （為建立電子檔敬請務必填寫）

		審		查		結		果 會		員		類		別 會		員		證		號		碼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一、	入會費︰入會時均需繳交，個人會員新台幣一千元，學生會員（指無職業之
學生）新台幣三百元。

								二、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一千元，學生會員（指無職業之學生）新台幣
五百元。

									三、	永久會員：個人一次繳足十年會費（即新台幣一萬元）者為本會永久會員。
									四、個人及團體贊助會員得自由捐款。
								五、郵政劃撥帳號：19369521				帳戶名稱：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六、		入會申請書請郵寄「11075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一二七號九樓」，本會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擴大徵求會員，請大家告訴大家，利用本頁申請書申請入會！

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附註：�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一千元，學生會員�}指無職業之學生�~新台幣三��元。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一千元，學生會員�}指無職業之學生�~新台幣五��元。

三、永久會員：個人一次繳足十年會費（即新台幣一萬元）者為本會永久會員。

四、個人及團體贊助會員得自由捐款。

五、郵政劃撥帳號：19369521           帳戶名稱：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六、轉帳繳費：上海銀行三重分行帳號為13-10200-0024113

戶名︰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請用︰信用卡繳入會費、年費或捐款

我的信用卡是︰（請勾選）

□ VISA   □ Master    □ JCB □ 聯合信用卡� *請勿填寫下兩欄�T

信用卡號︰□□□□-□□□□-□□□□-□□□□��� *授權號碼︰□□□□□□□□

發卡銀行︰��������������������������������������������� � *金����額︰□□□□□□

有效期限︰西元�����������������������年������������月

持卡人簽名︰������������������������������������������（須與信用卡一致）

聯絡電話︰（日)����������������������������（夜）������������������������������������

註︰申請書及繳費資料可傳真(02)�2728-3993或郵寄「110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一二七號九樓」，本會收。



敬請踴躍投搞，共襄盛舉！

學校行政雙月刊徵稿
壹、發行宗旨︰本刊為學術性刊物，旨在推廣學校行政相關資訊，傳承學校行政寶貴經

驗與智慧，開啟學校行政的活水源頭，創新學校行政的發展契機，進而

促進學校教育的健全發展。

貳、出刊日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創刊，每逢單月十六日出版。

參、內容範圍︰

一、專　　論︰有關學校行政之理論、學術研究、專題探討。

二、焦點話題︰當前有關學校行政之熱門話題。

三、經驗分享︰有關學校行政之實務與經驗。

四、政策法制︰學校行政相關之政策與法令探討。

五、新知脈動︰有關學校行政之發展趨勢或新書評介。

六、特別報導︰有關學校行政特色、動態或個案報導。

肆、投稿須知︰

一、請根據上列各項範圍，自訂論文題稱，並請以中文撰寫及發表。

二、字數︰全文6,000-15,000字（含參考書目）。

三、請於雙月（即2、4、6、8、10、12月）20日前，將文稿題稱、作者姓名、

任職機構及通訊方式，連同文稿，以E-mail傳送本會，本會電子郵件信箱為

︰u eanch@ms2.hinet.net 或 san1120@seed.net.tw。

四、稿件首頁：

1. 論文題稱：文字力求精簡，若有副標題，務請精簡字數。

2. 作者：除姓名外並請註明現職、最高學歷（含畢業學校）、學術專長

、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與傳真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3. 摘要：中文摘要三百字。

4. 關鍵字：關鍵字三至五個（若為譯詞請附英文）。

五、文獻引註格式︰採APA格式撰寫。

六、本刊採匿名審查制度，凡經審查委員會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行

刊登，經錄用之文稿，本刊保有文字刪修權。

七、請勿一稿兩投，凡一稿兩投者，一律不刊登。所謂一稿兩投，係指題目不同

，但內容大同小異，而已在其他刊物發表，同時投本刊及其他刊物者。

八、退稿將以e-mail函致作者，但不退還文稿，請於投稿前自行留存原稿。

九、請勿抄襲、改作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糾紛者，悉由作者

自負法律責任。

十、接獲本會文稿審查通過之通知者，請填妥授權書一份並附彩色照片一張，以

便刊登及後續作業之進行。

十一、文稿一經採用刊登，即致贈當期刊物光碟片，不另贈稿酬。

壹、發行宗旨︰本刊為學術性刊物，旨在推廣學校行政相關資訊，傳承學校行政

寶貴經驗與智慧，開啟學校行政的活水源頭，創新學校行政的發展契機，進

而促進學校教育的健全發展。

貳、出刊日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創刊，每逢單月十六日出版。

參、內容範圍︰

一、專　　論︰有關學校行政之理論、學術研究、專題探討。

二、焦點話題︰當前有關學校行政之熱門話題。

三、經驗分享︰有關學校行政之實務與經驗。

四、政策法制︰學校行政相關之政策與法令探討。

五、新知脈動︰有關學校行政之發展趨勢或新書評介。

六、特別報導︰有關學校行政特色、動態或個案報導。

肆、投稿須知︰

一、請根據上列各項範圍，自訂論文題稱，並請以中文撰寫及發表。

二、字數︰全文6,000-15,000字﹙含參考書目﹚。
三、 請於雙月﹙即2、4、6、8、10、12月﹚10日前，將文稿題稱、作者姓

名、任職機構及通訊方式，連同文稿，以E-mail傳送本會，本會電子郵
件信箱為︰ufjeanch@ms2.hinet.net。

四、稿件首頁：

1.論文題稱：文字力求精簡，若有副標題，務請精簡字數。
2.作者： 除姓名外並請註明現職、最高學歷（含畢業學校）、學術專

長、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與傳真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3.摘要：中文摘要三百字及英文摘要。
4.關鍵字：關鍵字三至五個（若為譯詞請附英文）。

五、文獻引註格式︰採APA格式撰寫。
六、 本刊採外審匿名審查制度，凡經審查委員會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

改後再行刊登，經錄用之文稿，本刊保有文字刪修權。

七、 請勿一稿兩投，凡一稿兩投者，一律不刊登。所謂一稿兩投，係指題目

不同，但內容大同小異，而已在其他刊物發表，同時投本刊及其他刊物

者。

八、 退稿將以e-mail函致作者，但不退還文稿，請於投稿前自行留存原稿。
九、 請勿抄襲、改作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糾紛者，悉由
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十、 接獲本會文稿審查通過之通知者，請填妥授權書一份並附彩色照片一

張，以便刊登及後續作業之進行。

十一、文稿一經採用刊登，即致贈當期刊物光碟片，不另贈稿酬。

敬請踴躍投稿，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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