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  論 

    本章以幼稚園園長為對象，旨在探究創意人格特質與創新經營之間的

關係。針對研究主題，說明本研究的動機、目的及研究的基本構想。全章

共分五節，首先，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提出研究待答問題；接著，

解釋重要名詞；並且說明研究方法與步驟；最後，說明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以幼稚園園長為對象，旨在探討創意人格特質及其創新經營之

關係。在茲將研究動機與目的敘述如下： 

 

壹、研究動機  

    面對知識經濟時代的降臨，企業界為提升競爭力，追求創新乃成為

企業界致勝的關鍵，亦是組織生存的關鍵。知識經濟的關鍵在「創造」，

「不創新、就滅亡」，藉由不斷的創新與轉型來因應社會環境的丕變（林

家群、林家珍，2003；吳思華，2005）。企業界強調創新的風潮，亦帶

動教育事業對創新之重視與倡導，國內學校之競爭壓力雖不像企業界那

般，在面對教育精緻化、生育少子化等外在環境的挑戰時，無形中也造

成學校莫大的辦學壓力。學校經營必須力求革新與創新，思考在知識經

濟時代中其所發展的願景及方向，採取主動積極策略，創新經營之推動

與落實將是學校未來發展的動能與重要課題，才能強化競爭優勢力(吳清

山，2003，2004，2005)。 

    教育部近年來全面計畫性推動創造力以強化國民競爭優勢，陸續推

動「創造力教育 91-94 年度中程發展計畫」、「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其

中 92 年公佈之「創造力教育白皮書」，秉持以下四原則：1、掌握創造

本質；2、營造體制與生態；3、活化行政機制；4、營造人本精神。強

調學校創新經營之精神，以營造活潑學習環境、多元教學氛圍並發展學

校特色，讓包容與想像力無限延伸（教育部，2003）。透過各種管道宣

導創意之重要性，以營造有利於創造力與創新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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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與創新是人類行為表現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創新必來自創意

（張明輝，2004）。創新的來源可能來自個人與組織本身，也可從外界引

入，創新的內涵不僅包括創造的概念，同時涵蓋了觀念的發展與落實（張

明輝，無日期）。藉由創意產生「獨特、新穎」的點子或作品，以適當

的運作模式融入既有組織中，即產出的技術或專利必須具有極高的原創

性，且可創造出高價值，其目的在提升個人或組織績效(吳思華，2005；

張明輝，無日期；曾敬梅，2002；湯志明，2006)。     

Csikszentmihalyi(1999)創造力是由個體(people)、領域(domain)、學

門(field)三種要素互動而成，其中個體(people)所指範疇及涵蓋人格特質

(personal qualities)。張秀綢（1981）指出創造思考力與創造性人格特質

有正相關。曾敬梅（2002）創造力是一種內在歷程思考能力，與個人特

質及個體所處環境有關。鄭波（2002）個人內在動機、創造性思考技巧

及任務相關技巧均影響組織研發創新。郁麗君（2004）人格特質對於個

人行為發生的原因與預測具有相當程度的解釋力。Popescu 與 Facaoaru 

(1972)針對 30 位科學、技術、及藝術系學生進行研究，發現創造力與某些

人格特質具有高度顯著相關。針對幼稚園園長為對象，研究創意人格特

質與其創新經營之關係，尚缺乏實徵性的研究。據此，本研究針對幼稚

園園長為對象，進行探究創造性人格特質內涵之分析，以成為日後創意

人格特質研究之參考依據，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創造力是學校創新經營的關鍵（顏秀如、張明輝，2005）。而創新

不僅是理念的倡導，更需行動上的實踐。蔡純姿（2006）學校創新經營

模式，以「輸入-過程-輸出」系統模式作思考，從學校行政領導開始，透

過學校全員參與運作，進而達到創新經營的目標。「領導是一門科學，也

是一門藝術」，欲營造一個具有領導效能的幼稚園，園長是園所領導的關

鍵靈魂人物，對幼教品質的優劣具有絕對性的影響力，其管理風格影響組

織經營理念並規劃組織發展動向，因此園長實為幼稚園發展優劣的關鍵性

人物（王佩玲，2004；王怡云，2005；許明珠，2005；許逸柔，2004；郭

進隆譯，2004)。組織領導者的人格特質影響自身的領導風格，且其信念、

態度或行為將影響他人的表現和行動（謝琬倫，2003；Krause,2004; Raven, 

1990）。據此，本研究以幼稚園園長為研究對象，分析幼稚園創新經營

之內涵，以瞭解創新人格特質與創新經營之關係，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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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活動植基於創造力之上。創造思考是一種態度、一種習慣、至

少是一種可訓練的技術(詹宏志，1998)。Weiss(2007)認為創造性人物個人

特質的確有不同於他人之處，這樣的特質可藉由指導及練習而培養。

Truncale(2007)儘管只有一些人，天生便擁有創意特質，但只要營造適當環

境，每個人都還是可以發展創意。創造性人格特質表現對個體行為有深

刻引導作用(陳木金，1991)。透過開放多元氛圍的營造，幼稚園園長將整

合過的創意發想，配合組織需求及環境，革新再造組織氣象。據此，本

研究欲以瞭解不同背景變項之幼稚園園長，在創意人格特質及其創新經

營展現差異之處，受到哪些因子影響，為研究動機之三。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歸納出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探討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之內涵。 

探討幼稚園園長其創新經營的內涵。 

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幼稚園園長在創新經營上差異之情況。 

瞭解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與創新經營的關係。 

瞭解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對創新經營的影響力。 

瞭解幼稚教育實務工作者對創新經營作為之見解及現況。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幼稚園園長、幼稚 

園行政及未來研究者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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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待答問題 

    本研究以幼稚園園長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創意人格特質對創新經營

之關係，為達成研究之目的，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有待解答之問題

如下： 

一、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表現情況為何？ 

二、幼稚園園長在創新經營表現情形為何？ 

三、不同背景變項之幼稚園園長其創意人格特質表現情況差異為何？ 

四、不同背景變項之幼稚園園長在創新經營情形上有何差異？ 

五、園長在創意人格特質量表不同程度之得分在創新經營上差異為何？ 

六、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與創新經營的相關情形為何？ 

七、幼稚園園長對創新經營實務作為的看法為何？ 

八、探討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對創新經營的影響力？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能有一明確的概念，並避免混淆，茲將各

相關重要名詞包括：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創新經營，茲釋義如下： 

壹、幼稚園園長 

幼稚園園長係依據幼稚教育法第九條：幼稚園置園長一人，綜理園

務，專任，得擔任本園教學。但學校、機關、團體附設之幼稚園園長，得

由各該單位遴選合格人員兼任。  

依立案之公、私立幼稚園園長幼稚園性質不同，園長有專任及兼任之

差別，本研究所指的幼稚園園長係指全台公私立合法立案幼稚園之園長。

對獨立設置的公立幼稚園而言，其中公立幼稚園係由政府派任的園長；對

國小附屬等公立幼稚園而言，本研究所指的幼稚園園長係指該公立幼稚園

中的專任幼稚園園長，若園長由校長兼任者則本研究所指的幼稚園園長為

該幼稚園中的幼教主任；對私人籌置的幼稚園而言，本研究所指的幼稚園

園長係指經由幼稚園董事會或其創辦人，所聘任為專門處理園務及相關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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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務之統籌者。  

貳、創意人格特質 

創意人格特質是指能表現出有信心、勇敢、願意冒險、聰穎、精力充

沛等特質，對個體行為展現具有引導作用，因此，創意的發生受到人格特

質之影響。本研究所指的創意人格特質，係指受試者在 H. G. Gough 所編

製的創意人格特質量表（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 簡稱 CPS）之得分，，

內容包括 30 個形容詞，18 個形容詞與創造力呈現正相關；12 個與創造力

呈現負相關。依據吳靜吉修訂，內容包括「聰慧能幹」、「保守順從」、「自

由隨興」、「多疑不滿」四個向度，型式為形容詞檢核表得分越愈高，其創

造性人格特質愈高。 

以下加以說明「聰慧能幹」、「保守順從」、「自由隨興」、「多疑不滿」

四個向度： 

（一）聰慧能幹：包括能幹的、靈巧精明的、有信心的、有洞察力的、 智

力高的、有發明力的、見解獨到的、深思熟慮的、機智

多謀的、自信的等特質。 

（二）保守順從：包括作做的、小心謹慎的、平凡的、保守的、傳統的、   

誠實的、興趣狹窄的、有禮貌的、誠摯的、順從的等特

質。 

（三）自由隨興：包括幽默的、不拘形式的、興趣廣泛的、有魅力的、不

附會習俗的等特質。 

（四）多疑不滿：不滿足的、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的、勢力的、多疑的

等特質。 

參、創新經營 

    本研究定義「創新經營」如下，園長經營管理幼稚園時，能以「前瞻

思維」、「開放多元」、「品質卓越」、「持續改進」、「容忍錯誤」、

「發展特色」六大創新經營之層面，來凝聚組織之共識，並建構支持組織

成為有利於創新之環境，激發成員積極發揮創意想法、創新作為，以增進

幼稚園有整體性創新與突破，使創新經營成為幼稚園進步與發展的動能。 

本研究所稱之「創新經營」，係根據填答者在「創新經營問卷」得分

情形而言，得分愈高者，代表填答者在創新經營知覺之程度愈高。茲將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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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定義與內涵說明如下： 

(一) 前瞻思維： 

根據幼稚園需求、特色、教育潮流等現況以跳脫框架外的思考方式，

突破性、前瞻性、整體性及系統性的思維，推廣創新概念以開創新機，其

亦可視為創新經營的主要動力。 

(二）開放多元： 

塑造一個腦力激盪及創意的組織氛圍，使成員間人際互動良好，彼此

願意敞開心胸、對話分享經驗，形成開放、安全、信賴、彈性、幽默及活

潑的組織環境，建立溝通與分享的管道，增加個人與組織之智慧。 

（三）品質卓越： 

    創新的基本目標為創造價值，因此創新經營應建立在向上提升教育品

質和卓越的基礎，領導者應提供成員時間、經費等資源，支持並協助成員

發揮創意、達成創新，使之可圈可點。 

（四）持續改進： 

    創新是持續進步與不斷發展的過程，透過不斷回饋，展現「追求進度、

永無止境」的歷程，營造幼稚園內部重視自我學習與專業成長、自發性學

習團隊、共同參與學習，以解決園務經營可能面臨的瓶頸，使其經營更為

卓越。 

（五）容忍錯誤： 

    以民主、信任、彈性的態度，鼓勵園內成員勇於嘗試創新，容許創新

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風險及錯誤，並力求改進、克服而非一味苛責，以免導

致壓抑創新的能量。 

（六）發展特色： 

    幼稚園創新經營須建構在「發展特色」的深層意義上，評析其歷史、

文化、創園理念、環境、顧客及市場需求等，發展具有獨特且難以被取代

的價值特色，並經由系統的創新經營在「點－線－面」上的實際履行，促

進其優良體質的轉變，以彰顯其經營特色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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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訪談及問卷調查等方式進行研究及資料整理，

並提出具體研究步驟如圖 1-1。本節分研究方法與步驟兩部份說明如下： 

壹、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literature analysis） 
    本研究致力於國內外學術教育資料之蒐集，並就創意人格特質及創新

經營相關書籍、論文、期刊、研究報告之理論、研究歷程、方法、結果詳

加分析彙整，並詳細閱讀，自我充實與研究主題相關知能，以奠定本研究

理論依據，並作為發展研究工具之基礎。本研究相關文獻，係透過政治大

學、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之光碟資料庫系統中的「ProQuest 線上全文影像

資料庫」、「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ERIC 教育資料訊息中心光碟」、

「EBSCOhost 全文資料庫」，以及利用國家圖書館之「全國博碩士論文資

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國立教育資料館」，和政治大學社會科

學資料中心之「全國博碩士論文區」等查詢系統，進行資料檢索。 

二、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 

(一)進行預試問卷分析及編制正式問卷 

    本研究對象以台北縣、宜蘭縣公立國民小學附屬幼稚園園長(園主任)

為對象。依據前列 2 縣市公立國民小學其有附設公立幼稚園所之學校為預

試問卷施測之母群體，參考政府教育局編製 95 學年度國民小學名單，台

北縣公立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及宜蘭縣公立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各為 170

及 37 間，預計以 207 間學校為研究樣本母群，發放 207 份預試問卷進行

調查。 

    預試問卷回收後，先篩選出無效問卷，再進行編碼、登錄電腦後，進

行描述性統計先進行資料篩選，確定資料無誤後，並進行資料處理與統計

分析，篩選正式問卷以進行正式施測。 

(二)資料整理與統計分析 

    正式問卷回收後，先篩選出無效問卷，再進行編碼、登錄輸入電腦作

業後，並以描述性統計先進行資料篩選，確定資料無誤後，進行資料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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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統計分析，並根據問卷的統計分析結果，進行研究待答問題之討論。 

    整理分析本研究所得各項數據及資料，進行撰寫研究論文綜合討論、

結論與建議。研究論文完成初稿後，再與指導教授討論、修正，以確定論

文內容並提出論文口試。經本研究論文口試委員及指導教授之修正與建議

後，隨即付梓完成論文。 

三、訪談 

    參考創新經營六大向度概念，挑選重要議題編製訪談問卷大綱（附件

六），以瞭解幼教現場工作者對本研究主題的實際想法與作為。訪談私立

道禾幼稚園曾創辦人、私立四季藝術幼稚園西屯校區白園長、公立南海幼

稚園張園長共三位。首先進行研究說明，其次分項逐題進行訪談，以作為

本研究調查結果解釋說明之參考依據。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包括建立理論、發展工具、分析研究結果、撰寫論文等四

大步驟，具體實施步驟參見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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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蒐集研究題目相關文獻， 

以進行文獻探討與評閱 

 
圖 1-1  本研究之實施步驟

 
實

施

階

段 

完

成

階

段 

編製預試問卷，抽樣並進行施測 

研

究

理

論

建

構 

發

展

研

究

工

具 

界定創意人格特質向度

界定創新經營向度 

文獻探討與評閱 

聰慧能幹、保守順從、自由隨興、多疑不滿 

前瞻思維、開放多元、品質卓越、 

持續改進、容忍錯誤、發展特色 

形成問卷架構 

發展預試問卷並施測 

草擬訪談大綱進行訪談 

分析預試問卷信效度 

編擬訪談大綱，訪談幼教現場工作者三位 

為發展研究工具，進行問卷架構分析、 

發展研究向度及題目 

進行 CR 值、因素、信效度分析 

形成正式問卷 修訂為正式問卷，抽象並進行施測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 

 進行相關分析 

進行變異數分析 

探討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及其創新經營 

之內涵及現況 

探討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及其創新經營之

相關情形 

探討不同背景變項在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

與創新經營之差異 

進行線性結構模式分析 

研

究

論

文

撰

寫 

探討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對創新經營 

的影響力 

進行研究結果討論 

歸納研究結果 

分析研究結果，進行綜合討論 

歸納研究結果，進行發現推理 

提出研究建議 

 
準

備

階

段 

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具體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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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及訪談法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本

研究之範圍及限制茲說明如下：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係以全台公私立幼稚園園長為問卷調查對象，並以私立道禾幼

稚園曾創辦人、私立四季藝術幼稚園西屯校白園長、公立南海幼稚園張園

長，共三位為訪談對象。 

二、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係以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及其創新經營之關係為研究主

題。就創意人格特質方面，主要包括聰慧能幹、保守順從、自由隨興、多

疑不滿，共四個向度。就創新經營方面，主要包括前瞻思維、開放多元、

品質卓越、持續改進、容忍錯誤、發展特色，共六個向度。至於背景變項

方面，本研究僅討論幼稚園性質、年齡、學歷、服務年資、最高年資及幼

稚園所在地。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之內涵，並分析其與創新經

營之影響與關係，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使然，研究限制有： 

 

一、研究方法的限制 

    由於時間與能力之限制，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方式進行量化研究。惟

受試者在填答問卷時，可能受到其認知、情緒、主觀判斷等主客觀因素的

影響，而出現不符實際之填答。因此，在內容分析或結果之解釋上，會產

生一定程度的誤差。在訪談對象方面，由於研究者在時間與人力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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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針對兩位幼稚園園長及一位幼稚園創辦人進行深度訪談，訪談對象之情

況與意見無法代表全台幼稚園園長之意見。 

二、研究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以全台之公私立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園所為問卷調查研究對

象，公立與私立幼稚園在金費提供、制度管理、權限等差異性大，兩者處

於不平等的基準點；另外，由於研究者在時間與人力之限制，在訪問對象

方面，僅以兩位幼稚園園長及一位幼稚園創辦人進行深度訪談。 

三、研究結果推論的限制 

    本研究係以全台 21 縣市之公私立幼稚園園長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

亦以公私幼稚園園長個人創意特質加以推論其對創新經營之關係，然而公

私立幼稚園園長之實際職權在園務創新經營上仍受不同因素之限制，且台

灣各地區受不同文化風俗之影響，對創新經營及開放程度亦不相同。因

此，研究結果仍尚待進一步驗證，為本研究結果推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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