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以幼稚園園長為對象，探討創意人格特質與創新經營之關

係，在進行調查研究之前，先就相關文獻探討分析，以作為本研究的立論

基礎。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敘述幼兒教育創新現況探究；第二節為創

意人格特質的理論與研究；第三節探討創新經營之意涵與研究，加以析述。 

 

第一節  幼兒教育創新現況之探討 

    學者探討幼兒教育的研究文獻甚多，但大都以教保活動、幼兒發展、

師資培育等領域佔大部分，針對幼稚園經營相關研究較少，有關幼稚園經

營管理、行銷策略及品質管理之研究在這一、二年才明顯增加。徐聯恩等

人（2004）由組織創新理論切入，針對台灣地區幼稚園經營現況進行調查，

發現托兒所主要是在教學和行政兩方面進行創新。至於以幼稚園園長為研

究對象者，探討其對幼稚園創新經營之研究者相對較少。因此，本節擬針

對幼兒教育之創新現況探討，茲分述如下。 

    伴隨著台灣社會快速變遷，職業價值丕變，婦女投入勞動巿場的人口

激增，連帶衝擊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轉型，促使幼兒就讀幼稚園人數大幅增

加。近年來，在提昇教育品質的呼籲下，幼兒教育已逐漸受到重視，在39 

學年度時，幼稚園僅有28 所，班級數有397 班，幼兒有17,111 人，至92 學

年度，幼稚園有3,306 所，班級數有10,417 班，幼兒有240,926 人，較39

學年度，園數增加約有118 倍，班級數增加約有26.2倍；幼兒人數增加約

有14 倍；至於教師人數，女教師占總幼教師人口數的98.06％；學歷方面，

大多提升至大專程度，依民國91 年全國幼兒教育普查的結果得知，幼教

老師的學歷，大學占32.95％，專科占有37.11％，在師生比上，公立幼稚

園師生比為1:14.5，私立幼稚園師生比為1:11.7；在幼教經費方面，幼兒教

育的經費在各級學校中，只占3.05％，比例仍是不高（王佩玲，2004)。 

  在少子化趨勢下，幼稚園兒童人數相對減少，由表2-1資料顯示：台灣

地區近年人口出生成長狀況，自民國89年出生率千分之13.8，逐年下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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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4年出生率千分之9.06；民國95年(1-10月)出生約168,147人，出生率

千分之8.85，並已成為最低出生率國家之一（內政部統計處，2006）。 

 

表 2-1  我國近年人口出生成長狀況統計表 

 89年 90年 91年 92年 93年 94年 
95年 

(1-10月)

出生人口數 305,312 260,354 247,530 227,070 216,419 206,465 168,147

出生率 

(千分率) 
13.8 11.7 11.0 10.1 9.56 9.06 8.85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 
 

    徐聯恩、邱念慈和陳靜怡（2004）近年來幼兒入學人數下降，托兒所

為了生存，不得不順應市場潮流，台灣幼教產業逐漸由「專業導向」轉向

「市場導向」，以滿足家長需求為經營目標。面對少子化的社會，幼稚園

勢必面臨招生的壓力，惟其不可忘記維持適當的教育服務品質，才是讓園

所持續經營的重點。幼稚園經營在面臨市場自由及私有化的趨勢，園所的

經營更為競爭激烈，尤其在經費有限等情況，為求幼稚園生存與運作順

暢，經營者應隨時掌握幼稚園內在及外部資源與環境的變動，以因應時代

的需求。園所不但需借用企業經營的觀念，重視行銷策略運用、市場區隔

策略、目標市場選擇策略、產品定位策略、策略聯盟等，更需強調對教育

專業的維護，及對幼教品質提升之重視。近日更有提出「教育紫牛」、「精

緻教育」之概念（張明輝，2004）。對學校組織而言，無不強調學校創新

經營、策略規劃等重點，幼稚園屬於教育組織的一類，因此，創新經營、

持續改進早以成為幼稚園管理以永續發展之首務，尤其在教育資源分配不

均、僧多粥少窘境之下，對於競爭激烈的私立園所更是當務之急。 

蔡純姿（2007）「幼兒園創新經營」係指為因應少子化效應與政策變

遷之趨勢，以新思維、新技術、新服務來發展幼兒創造力，提高園所競爭

力，進行一系列有計畫且系統性的創新作為之動態歷程。關於幼兒教育的

創新現況，以下分別予以介紹，以期對我國目前幼兒教育之創新有初步瞭

解。目前幼稚園設立依據《幼稚教育法》之規定，教育部近日著手修訂《幼

稚教育法》，欲將「國幼班」納入法源，開放各級學校均可附設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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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擴大幼稚園容量另一方面；另為顧及政府財政，修正案正式開放幼稚園

可「公辦民營」，不僅未來新設幼稚園可以委託民間經營，現有公立幼稚

園也將逐步民營，藉以引進民間投資（何金針，2006）。衡諸台灣地區幼

稚園經營現況，分別為公立、私立、公辦民營三種多元方向發展，尤其政

府近年來更是鼓勵私人興學，建立幼稚園「公辦民營」的正式法源。教育

部國教司指出，希望藉此能引進更多民間資源投資幼稚教育，以注入教育

活水、豐富幼教樣態，並提升幼稚園創新經營效率，提供家長更多元選擇

（黃以敬，2004）。且藉以透過民營企業的朝氣及活力導入企業經營管理，

突破學校經營上的傳統觀念，讓組織創新概念融入教育機構以協助政府發

展教育，提升學校組織之競爭力及品質（張明輝，2006）。 

若此，身為教育領航的台北市教育局，吳清基局長有鑑於創造力是啟

動教育最重要的基石，特將95年定為「臺北市教育創意年」，提出「教育

十大願景」，期許以前瞻、突破、多元的思維，以學生為主體，結合地方

特色、傳統文化、資訊科技等，來塑造多元、平等、豐富、創意的優質教

育學習環境，充分發揮幼兒的多元智慧潛能，達成多元成就、開創新局的

目標。舉辦九十五年度「開啟創意教學新視窗」之教師創造力教育研習營，

盼藉此為幼教師提供完整、嶄新的創意與教學法，推動幼兒創造力教育向

下紮根計畫，活化幼稚園創新教學；以及「第八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

育專業創新與行動研究徵件暨成果發表會」，其中幼稚園組實施

計畫主題針對：學校教育創新、教師專業發展，區分為1.行動研究論文發

表類；2.教育專業經驗分享類；3.創新教學活動設計類；4.教材教具實物展

示類，共四類。以提升幼教專業形象，鼓勵幼教老師展現專業能力，促進

園所創新經營。 

    幼稚園創新經營應秉持教育專業精神，以服務幼兒為首念。許明珠

（2005）認為提升幼兒教育品質與內涵、重視幼稚園教學創新、園所精緻

化經營，對幼教師資專業成長之重視，此為幼稚教育理念之核心。無論是

公立或私立園所，均必須及早因應時代做好經營理念的轉化與修正，在行

政組織、教學的創新、教師專業能力指標的建立、教學環境規劃等，以提

昇幼稚園行政績效與教學，營造發揮創意發想之氛圍，邁向幼兒教育達成

「卓越性、績效性、科技性、創新性」的過程與結果，以全面提升幼稚教

育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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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之，有鑑於社會對幼兒教育的需求與期許益形殷切，幼稚園經營

者對於園所營運籌劃之設計更應以全人教育、健全幼教體制理念為依歸。

幼稚教育不僅強調充實幼教師資水準與專業知能，更在幼稚教育課程、活

動及設備等方面著手改進，強調教學精緻化、教學專業化。教育部也補助

辦理推動公私立幼稚園輔導計畫，協助績優幼稚園發展專業特色，並提供

教學觀摩及分享教學經驗，建立幼教典範，提升幼教專業品質，加強輔導

未立案之幼稚園合法立案、多元開放經營模式之規劃，期盼未來幼稚教育

經營趨向正常，且以創新思維作為邁向幼教新世紀之引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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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意人格特質的理論與研究 

    本節擬分為三部分，探討次序創意人格特質之定義、創意人格特質之

測量、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以建構本研究之立論。。 

 

壹、創意人格特質之定義 

一、創造力的定義 

    「創造」(creativity)源自於拉丁文(creatus)，按字面解釋為「生長」，意

思是「製造或製作」（引自王佳玲，2004）。James Webb Young《魔島理論》

以神話故事比喻「創意」的發想，有如大洋中的魔島一般突然浮現，但魔

島之所以存在，其實是經過無數次孕育及成長的過程；創意發生的歷程與

結果，背後也是需要經過長時間的累積及孕育，加上各方因素影響創意點

子的產出與否（詹宏志，1996）。 

    創造力是相當複雜且抽象的議題，關於創造力尚未被提出一個廣被接

受的定義。Amabile 認為任何人都可以有創造力，而創造力可以幫助每個

人工作與生活的更好，透過環境脈絡的適當安排、適才適所，每個人都可

以有更好的創造力表現（引自王美雅，2005）。Wallas(1926)曾列出發展創

意想法的四步驟：準備（preparation）由各方面問題調查著手，蒐集資料

及分析整理；醞釀（incubation）：放棄對特定問題的固有想法，重新深思

熟慮問題焦點；啟發（illumination）：創新點子出現，予以歸納整理；確

認（verification）：測試新點子的可用性。相關學者對創造力定義整理如

下： 

陳龍安（1995）創造力是個體在環境支持下結合知覺、流暢、變通、

獨特、精進之特性，且透過思考過程，對事物產生分歧的觀點，給予事物

獨特、新穎的意義。 

    曾敬梅（2002）綜合專家學者說法，定義創造力是一種心理歷程及思

考能力這些能力可透過測驗工具或評量者的觀察而瞭解，創造思考在運作

過程中，常需破除成規、超越習慣，表現出敏覺、流暢、變通等特質。 

    Griffin(1993)創造力是一個人的能力，去產生新想法或在現有的想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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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新靈感。 

Csiksentmihalyi(1990)同時以三要素互動系統來探討創造力，認為創造

力並非僅是在人類腦中發生，更是經由個人思維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

是一種系統而非個人現象。在「個人」的系統中，Csiksentmihalyi 認為創

造性人物是「繁體」(Multitude)，其人格特質會因領域、時間在人格特質

的兩極而做調適，此十項矛盾的人格特質分別為：精力充沛對沉靜自如、

責任心對遊戲心、幻想對現實、內部對外部、謙卑對自傲、陽剛對陰柔、

叛逆對傳統、熱情主動對冷靜客觀，敏銳對退縮等十項，如圖 2-1。 

 

           
文化 

領域 

Domain 

家庭背景 

  個人 

Person 

社會 

學門或行業 

Field 

創造力

Creativity 

 

 

 

舊知識的變異 

舊知識的傳遞 
新變異的選擇 

新變異的激發 

興趣/動機 
選擇的標準 

 

 

 

 

 

  
 圖 2-1    創造力系統模式 (The System Model of Creativity) 

資料來源：吳靜吉(無日期)。 

 

    Rhodes(1961)將相關研究歸納，認為「創造四P」可涵蓋創造力的定義，

別為創造者(person)、歷程(process)、產品(product)、環境/壓力(place/press)，

創造力被視為涵蓋創造個體的「人格特質」、「心理歷程」、「創造的產品」、

「創造個體與環境互動」的整體，創造者係指創造者本身的人格特質、歷

程係指創造的心理歷程、產品指重視成品的創造性、而環境則是重視創造

者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如圖2-2所示。 

 

1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創意人 

person 

壓力 

press 

歷程 

Process 

環境/壓力 

Press/place 

產品 

product 

 

 

 

 

 

 

 

 

圖 2-2    Rhodes 創造四 P 

資料來源：吳靜吉（無日期）。 

 

    Liu(2001)綜合Simon及Csiksentmihalyi的概念，提出創造力的雙重孕育

與測試模式(dual generate and test model of creativity)，認為個人創造力的呈

現，是經過發現問題後，孕育並透過學門的認可，參考領域中的知識後之

成果，如圖2-3所示（引自李信螢，2002）。 

 

                                         學門 

 
 

發現
問題 孕育 創造力測試

否 

可 

可 否 

 

 

 

 

領  

域 

 

 

 

 

 
否 

 

 
圖 2-3   創造力的雙重蘊含與測驗模式  

資料來源：引自李信螢（2002）。 

 

    Amabile(1996)對於創造力之研究關注在個人動機與組織創新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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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相關領域，以產品角度來定義創造力，認為創造力產品需存在三種成

分：(一)領域相關技能；(二)創造力相關技能；(三)工作動機，三者交集越

愈多，創造力愈高。其中「領域相關技能」是最基本的，必須具有技能與

天分，才容易展現創造力；其次是「創造力相關技能」，說明創造力受個

人之人格特徵與認知因素影響；至於「工作動機」，說明支持且正面的社

會環境會直接影響個人內在動機及外在動機，進而影響創造歷程的動態關

係，見圖 2-4。 

 

 

 

 

    

指標： 

*領域相關知識 

*所需專業技能 

*特殊領域相關才能 

領域相關技能 

生成方式： 

*天生的認知能力 

*天生的知覺與動作技能 

*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 

指標： 

*適當的認知風格 

*啟發產生新創意的內隱 

 或外顯知識 

*誘導式工作型態 

創造力相關技能 

生成方式： 

*訓練 

*創意產生經驗 

*人格特質 

   工作動機 

指標： 

*工作態度 

*對執行工作的自我動機 

 之知覺   

 生成方式： 

*對工作內在動機的原始標準 

*在社會環境中明顯的外在限

制的存在或消失 

*個人對外在限制任之最小的 

能力 

 

 

 

 

 

 

 

 

 

 

 

 

圖 2-4   創造力展現三成份 
 

資料來源：Amabile, T. M.(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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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此，歸納創造力相關理論之討論，創造力的產生是一種動態的過

程，是個體受到先天及後天因素之相互影響，依賴多種因素的匯整產生

之，這些因素大致可分為個人內在因素及外在環境因素，內在因素包括個

人認知風格、個人知覺、人格特質等；外在部份則受到個體所處的環境、

社會文化等因素，結合知覺、流暢、變通、精進等特性，再透過個體思考

的歷程，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  

 

二、創意人格特質的內涵 

人格特質指個體在生活中，對人、事物適應時，其行為上所表現出之

獨特個性，包括氣質、態度、動機與情緒（李錫津，1986；張春興，1997）。

近年來，心理與教育研究領域在人格特質與創意的關係相當重視，尤其在

過去 30 年來，創造者的人格特質一直是創造力研究的主要重點（引自胡

夢蕾，2006）。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具有創造性的人進行人格研究，認為創

造力與先天人格特質有關(陳秀綢，1988；陳木金，1999；胡夢蕾，2006；

Amabile, 1998; Eysenck, 1994)。 

創造力與創造性人格特質之研究，在各領域及各年齡階段都已出現，

學者們研究創造性人格特質與藝術成就、藝術活動、科學成就、科學創造

等的關係產生了「核心特質」（core characteristics）的概念，代表各領域創

造者所共同擁有的人格特質，如：高尚審美觀、廣泛的興趣、喜歡複雜的

事物、精力充沛、獨立判斷、自制、自信、創造的自我概念等，與以往的

研究結果甚為一致（引自陳木金，1999）。 

吳靜吉（2005）創意人的特質可以從人格特質、動機、能力、態度、

思考解決問題歷程這些變項來分析，其中人格特質含括以下：1.主動發現

問題；2.善用譬喻、活化知識；3.興趣廣泛、開放經驗；4.容忍模糊狀態；

5.樂觀積極。 

Gardner 分別對七位創造力大師：愛因斯坦、佛洛伊德、甘地等進行

研究，歸納其共同特質為自恃甚高、工作勤奮、活潑敏捷、不依慣例、熱

中工作等等（林佩芝譯，1997）。 

    張珮甄（2003）指出個體均有所謂的創意個人特質，差別在於程度之

高低，且成人的創意個人特質與青少年或兒童的創意個人特質是類似的，

即不論男女老幼的創意個人特質皆大同小異，不同領域的創造力所偏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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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個人特質卻有可能會有所不同。 

胡夢蕾（2006）歸納情意特質（動機、態度、傾向、承諾）是影響創

造力發展的關鍵，傑出創造人才會因其背景領域不同，產生不同的人格特

質。 

惟各學者對於創意個人特質並沒有歸納一致的定論，爰以下則將國內

外學者對「創意人格特質」的看法，整理如表 2-2。 

表 2-2 「創意人格特質」定義相關研究 

學者 研究發現 

賈馥茗（1976） 
創造性的人格傾向是具有自由感、獨立性、幽默感、堅持力、

勇氣等特質。 

陳文雄（1974） 
創造性人格的共同特質為：自由、獨立判斷、開明、興趣廣泛、

幽默、敏感、有決斷力、自發、自制、沉默、冒險、探索、剛

柔並濟、自我表現、個性強、激進、現實等特質。 

王木榮（1985） 

歸納出高創造力者具以下四種特質（引自陳美岑，2000）： 
1. 冒險心：指有猜測、嘗試、實驗與面對批判的勇氣，包括

堅持己見及應付未知情況的能力。 
2. 好奇心：指經由懷疑、思考、困惑而形成的一種能力，是

發問、思索與嚐試的關鍵。即使感到困惑，卻仍能繼續思

索、沉思，以求明白事情的真相。 
3. 想像力：指能構並表達思腦中各種意向，並加以具體化。

超越現實的限制，進去一個無所不能的世界。 
4. 挑戰心：以邏輯條理處理問題並洞察影響變動的因素。 

陳昭儀（1990） 

傑出發明家在創造思考人格特質方面，包括：想像力、創造力、

變通性、獨特性、客觀性、強烈好奇心、反應靈敏、喜歡動腦

思考；性格方面：非常自信、個性好強、有冒險性、幽默、不

喜歡壓力、有獨立性、有耐心，人格特質屬穩定型，且多為內

外向均衡的型態。 

陳木金（1999） 
歸納創造性人格特質之四個向度，分別包括：聰慧能幹、保守

順從、自由隨興、多疑不滿。 

林展立（2000） 
傑出科技創作學童的創造性人格特質分別為好奇的、有自信

的、好勝的、負責的、隨機應變的、愛創新的、善用時間的。

洪昭榮、康鳳梅

與林展立（2003） 

創造者其人格特質分別為；好奇的、有自信的、好勝的、負責

的、隨機應變的、愛創新的、善用時間的。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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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創意人格特質」定義相關研究(續) 

林碧芳、邱皓政

（2004） 

教師的創造人格特質包括：嘗新求變、樂在工作、情緒智力、

多角推理、獨立思考、掌握重點、慎思互動、興趣廣泛、隨興

想像（引自胡夢蕾，2006）。 

Davis(1973) 高創造力者具有特殊的人格特質，包括：較具有信心、獨立、

願意冒險、精力充沛、熱心的、大膽的、好奇的、具赤子之心、

愛好美學、富理想主義、情緒敏感等 

Shallcross(1981) 高創造力者具有以下特徵，包括：對經驗的開放性、獨立性、

自信心、冒險的意願、幽默感、遊戲感、對經驗的振奮感、享

受感、敏感性、缺乏懼怕感、反因襲性、具個人的勇氣、變通

性、偏愛複雜、具有目標導向、較具內控性格、具獨創性、自

我依賴性、堅持性、好奇心、具觀察力、自我確定性等項目的

人格特質。 

Torrance(1988) 

 

高 創 意 者 通 常 具 有 勇 氣 (courage) 、 獨 立 思 考 與 判 斷

(independence of thought and judgment)、誠實(honesty)、好奇

(curiosity)、願意冒險(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的人格特質。 

Amabile(1983) 歸納與創造力有關的十項特質，包括：高度的自我動機、特殊

的認知技能、冒險導向、豐富的專業經驗、高水準的所屬團體

成員、廣泛的經驗、良好的社交技巧、聰穎及不為偏見和舊方

法所束縛的處事態度。 

Csiksentmihaly 

(1996) 

歸納創造性個體(person)其人格特質會因領域(domain)、時間而

做調整，並提出 10 對正反的人格特質，以解釋為何學者的研

究結果多相互矛盾（杜明城譯，2003）。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國內外多位專家研究結果，採多元觀點歸納創意人格特質的定

義，創意性格受先天及後天因素交互影響，人格特質影響創造力產出，創

意特質更是可經由適當的後天環境來培養，且擁有高度創意的人往往具有

共同性格特質，能夠自我決定、接受挑戰，並有強烈動機和獨立自主的情

懷，表現出多疑心、冒險心、好奇心、想像力、挑戰心、幽默感、開放心

靈、掌握趨勢等多種複和特質（王木榮，1985；林展立，2000；陳文雄，

1974；陳昭儀，1990；陳木金，1999；引自陳美岑，2000；莊淇銘，2004；

賈馥茗，1976；Amabile, 1983; Csiksentmihaly, 1996; Davis, 1973; Rookey, 

1973; Stein, 1967; Torrance, 1988; Truncal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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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意人格特質之測量 

人格特質是否具有創造力，對個體創造行為有莫大影響，故評量與創

造力相關的人格特質，當可推知個人創造力的高低（郭誌光，2001）。人

格量表(personality inventories)係指利用人格特質來衡量創造力之量表，若

干學者認為創造不僅是認知方面的特質，人格方面的特質表現對於創造行

為亦有重要影響作用。通常人格量表所採用的工具為傳記式的自陳量表，

或較無結構的心理測驗工具，如投射測驗；或使用較具有結構性的心理測

量工具，如創意人格量表(Creativity Personality Scale)、卡式十六種人格因

素測驗(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和加州心理量表(California 

Psychology Inventory)等。 

胡夢蕾（2006）分析發現我國創造力與人格特質相關研究，採實證取

向仍在多數，主要以問卷調查分析為主，量表多為修正原有國外的翻譯

版，質性取向研究則採用三角驗證、研究者立場一致、資料分析與解釋一

致方式。有關創意人格量表的評量工具，國內研究者曾採用者經彙整後，

如表2-3。 

表 2-3  國內研究者使用創意人格量表彙整 

研究者 量表名稱 
题

數 
原始來源 編譯者 

修訂後

题數 
修訂後信效度 

陳木金 
（1999）、
沈明權 
（1999） 

創意人

格量表

(CPS) 

30 Gough  
 (1979) 

吳靜吉 
(1997) 

30 總量表信度為 0.77，顯

信度佳；與拓弄 
思語文創造思考測驗乙

的分數和 CPS 的分 
數呈顯著的正相關。

邱皓政

（1990） 
羅塞浦

創造傾

向量表 

318 Raudsepp
(1981)  

丁興祥、 
陳明穗、 
蔡啟通、 
與邱皓政 
 (1991) 

共 161 全量表 Cronbach α係
數.80，再測信度

0.83，折半信度為

0.93。 

林書弘 
（2002）、 
王振源 
（2001） 

五大人

格特質

量表 

─ Costa 、
McCrae 

蔡欣嵐 20      ─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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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研究者使用創意人格量表彙整（續） 

研究者 量表名稱 
题

數 
原始來源 編譯者 

修訂後

题數 
修訂後信效度 

蔡文玲 
（1993） 
黃文彬 
（1998） 
康光輝 
（2002） 

威廉斯創

造傾向量

表(CAP) 

50 Williams 林幸台 
、王木榮

（1987）

50 折半信度：0.82至 
0.86，內部一致性 
度為0.81~0.85，總 
解釋變異量25%； 
與賓州創造傾向量 
表之相關係數0.57~ 
0.82。 

顏均曲 
（2003） 

卡氏十六

種人格量

表 

16
組 

Cattell 全永恕 
（1984）

16 組

對立

的人

格特

質 

     ─ 

全永恕 
（1984）
 

「你是那

一種人」

或稱「我

自己量

表」（SAM） 

50 Khatena 
(1970) 

洪瑞雲 50 折半信度為 0.7，與 
拓弄思圖形創造思考

測驗的相關係數更高

達 0.61。 

吳靜吉、

陳嘉成與

林偉文 
（2003） 

賓州創造 
傾向量表  
(PACT)  

10
3 

Rookey 
(1977) 

陳英豪、

吳裕益 
(1984) 

66 再測信度分別為.85 
，與 Torrance 之創造

力有顯著相關。 

張珮甄 
（2003） 

創意發展

個人特質

因素量表

(IPF-CD) 

─    ─ 葉玉珠、

吳靜吉與

鄭英耀 
（2001）

45 解釋總變異 54.07%，

總量表 Cronbach α係
數 0.95。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上述分析，學者對於創意人格特質量表均依照國情需求編修題

目，且量本信效度均佳，測量方式多為自評量表，尚未有客觀記分程序。

國內研究學者最多採用羅塞浦(Raudsepp)創造傾向量表及創意人格量表

(CPS)，其信效度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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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本研究主要採用Gough在1979年，所編製的創意人格特質量表

（CPS）之得分來衡量創意人格特質知覺，內容包括30個形容詞。國內學

者吳靜吉等人於民國70年代修訂創意人格量表（CPS），歸納分析後獲得「聰

慧能幹」、「保守順從」、「自由隨興」、「多疑不滿」四個向度，其加總得分

越愈高，表示創意人格特質愈高。 

參、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 

針對創意人格特質相關實證研究，蒐集國內學者之研究結果，經內容

分析做歸納討論，整理如表2-4。 

表 2-4 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彙整表 

學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陳秀綢 
（1981） 

音樂科系與

美術科系學

生創造力發

展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究 

問卷調查 1.創造性人格特質與創造力的流暢力、變

通力、獨創力、精進力的分數呈現顯著

的正相關。 

涂富嵩 
（1999） 

 

創造力人員

激勵因素偏

好之研究－

以電子業為

例 

問卷調查

 
1.中、高創造力員工較偏好外在激勵因素。

2.高、中、低創造力人員在內在或外在激

勵因素的偏好程度上不盡相同。 
3.個人特質(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工作性質、年資、現職年限及每月薪資)
對於創造力程度有相當的影響。 

沈明權 
（1999） 

 

個人特質、組

織特性與組

織創新之研

究

問卷調 查 1. 研究樣本公司員工以男性之創造性人

格特質平均值顯著大於女性。 
2.組織創新氣候之「組織鼓勵」構面、員

工內在動機之「樂在其中」構面、產學

合作以及員工之創造性人格特質，均對

「組織創新成效」有顯著之影響。 
林展立 
（2000） 

 

傑出科技創

作學童創造

特質之研究 

深入 
訪談 

1.創造性人格特質：分別為好奇的、有自

信的、好勝的、負責的、隨機應變的、

愛創新的、善用時間的。 
2.創造歷程：問解決模式、點子擷取模式。

3.創造環境：家庭以民主策略溝通，少用

權威方式。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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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彙整表（續） 
陳昭儀 
（2000） 

傑出理化科

學家之人格

特質及創造

歷程之研究 

深度 

訪談 

 

問卷 

調查 

以我國五位傑出理化科學家為研究對象: 

1. 傑出科學家之人格特質有：堅持力高、認

真、專注，在思考特質方面有好奇心、喜

好思考新問題、見解獨到、具批判力等。

2. 在學習特質方面，偏向積極求取新知的自

學方式。 
林佳慧 

（2000） 

 

高科技研發人

員創造力人格

評鑑量表之建

立─以 I 公司

為例 

問 卷

調 查 

創造力人格包括七構面： 

(1).獨立挑戰性： 

獨立自主、自動自發、自主、自足。 

(2).積極性： 

精力充沛、積極進取、致力工作。 

(3).獨創性： 

意見獨創、有主見、不依從。 

(4).精幹性： 

自信的、自我接納的、思考力強。 

(5).想像性： 

足智多謀、敏銳、直覺、具洞察力。 

(6).求知性： 

學習動機強、好奇、興趣廣泛、探索。 

(7).變通性： 

彈性、具應變能力、靈活。 

簡嘉誠 
（2000） 

領導風格型

態、創造力人

格特質搭配對

組織承諾與創

新績效影響關

係之研究

問卷

調查 

1. 當專案成員本身富含「獨立挑戰性」、「積

極性」與「精幹性」的人格特質時，通常

該成員都擁有較佳的「創新績效」水準。

2. 可以預期國內研究員的創造力特質明顯略

低於國外研究員。 

李信螢 
（2002） 

個 人 創 造

力、組織創新

氣候與創新

績效相關之

研究 

問卷

調查 

1.創新類型不同的專案，在特定的創新情境

下，有著顯著的創新績效；創新程度較高

的突破性產品，搭配較高的個人創造力，

會有較高的產品創新績效。 

 

 （續後頁）

2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表2-4 創意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彙整表（續） 
張起華 
（2001） 

 

資訊人員的

工作特性、創

造力人格特

質與工作滿

足之相關性

研究 

 

問卷

調查

1.性別、年齡、教育程度、年薪等因素對創造力

人格特質有顯著影。 

2.創造力人格特質對工作滿足中的成長滿足有顯

著正向的影響。 

3.發現工作特性的六向度與「創造力人格特質」

有交互作用，且交互作用分別對工作滿足中的

「一般滿足」、「待遇滿足」、「工作安全感滿

足」、「社會滿足」和「成長滿足」有顯著影響。

郭誌光 
（2001） 

 
 

個人創造力

、組織創新氣

候、及組織創

新績效之關

係─台北市廣

告公司的實

證研究 

問卷

調查

1.個人創造力與組織創新績效正相關；組織創新

氣候與組織創新績效正相關；個人創造力與

組織創新氣候無關。 

2.高/低個人創造力的員工，其公司的組織創新

氣候、組織創新績效有顯著的不同；高/低組

織創新氣候的公司，其員工的個人創造力、

組織創新績效有顯著的不同。 

3. 個人創造力因組織創新氣候之干擾而影響組

織創新績效。  
林雅芳 
（2004） 

人格特質與

創新氣候知

覺在創造力

發展三階段

的交互作用 

問卷

調查

1.在創造力準備期，人格特質對個人創造力無任

何影響；在創造力成長期和巔峰期，部分正

向人格特質對個人創造力有正向影響。 

2.人格特質與創新氣候知覺的交互作用效果在

創造力巔峰期才發生。 
陳昭儀 
（2005） 

傑出作家創

造性人格特

質之探析 

文件

分析

 

深度

訪談

1. 作家擁 Csikszentmihalyi 提出的創造性人物

複合共同特質。 

2. 建議在生活中或教育體制當中包含高創意

的人士及學生，以欣賞、寬容的角度視之，

使之有表現出繁複性創意特質及創新表現。

步明道 
（2005） 

航空公司人員

創造力人格特

質、組織鼓勵

及主管支持與

創造力之相關

研究 

問卷

調查

1. 主管支持與創造力之有創意構面出現顯著

正相關，且主管支持與創造力中的有創意構

面之迴歸分析有正向的作用，表示主管的態

度對員工的創造力是有所影響的。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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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分析，創意人格特質相關研究多以問卷調查方法進行，再輔

以深度訪談方式進行測量。創意人格特質不僅於教育領域研究被討論，也

延燒運用到企業管理、工商業管理等領域，強調組織領導者透過個人創造

力將影響組織表現及組織創造績效；領導者若能營造組織創新氛圍將有助

於組織整體的績效表現。準此，當研究創造力之熱潮方興未艾之際，研究

共同走向顯示，期待以瞭解各領域專家之創意表現或行為，企圖詮釋創造

力特質與創造力指數高低之關係，瞭解影響個人創造力之相關因素，及其

創造力高低對個人或組織行為產出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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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新經營之理論與相關研究 

    本節擬分為三部分，探討次序創新經營之定義與內涵、創新經營之重

要性、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以建構本研究之立論。。 

 

壹、創新經營的定義與內涵 

 ㄧ、創新的定義： 

創新與創造力議題風起雲湧。自 2000 年，行政院通過的「知識經濟

發展方案」強調以「建立蓬勃的創新與創業機制」來激發創新潛能與競爭

能力。2002 年，教育部正式公佈「創造力教育白皮書」，提出廣義的創新

能力包括：創造力、創新精緻及創業精神，視「創造力」與「創新」是一

體的兩面，創造力為創新的知識基礎；創新是創造力的具體實踐（教育部，

2003）。創新是社會進步的原動力，也是當代最重要的組織議題（徐聯恩

等，2004）。因此，重視創造力的養成與創新能力的培育，亦為提升未來

國民素質與發展國家經濟的前提。 

    創新（innovation）的拉丁語源 nova（也就是「新」）便可窺見端倪，

最早是由 Schumpeter 於 1992 年提出，其字義具有「改變」（make change），

或引進新事物（introduce new thing）之含意；「創新」一詞在國語辭典的

解釋為「創造，推陳出新。」。創新必來自創意，其目的在提升個人或組

織的績效成果，企業界強調透過創新將已發明、投資的產業再發展改造，

另外創造出社會可以接受，並具商業價值之活動，以提供顧客一個新的產

品或服務（王元珊，2005；吳素菁，2004；吳清山，2005；洪榮昭、張明

輝，無日期；Afuah, 1998）。  

    創意既是構成創新的主要成份，而創意是來自於個人創造力的獨特展

現，因此，對於組織來說，創意（creativity）及創新（innovation）是成功

的組織經營所必須重視之條件，創意經由創新歷程的整合，以發展創新的

內涵與觀念，進而轉化為具體的創新成果，以落實創造力所產生的新想

法，達到價值成果（巫宗融，2000；馮清皇，2002；吳思華，2002；吳松

齡，2005；賴宗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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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知識經濟時代，創新的價值與功能的重要性與日遽增，國內外專

家學者也對於創新一詞提出不同觀點之定義，茲分述如下： 

廖順福（2003）將創新分為三層，分別為：「創意」、「創新」、「創業」，

認為創新即是「因為關心，所以用心；因為用心，所以創新」，透過整體

組織共同學習的方式，營造出創意氛圍。 

楊幼蘭（2004）創新是指新事物或新方法的引進，詳細定義為：創新

是將知識體現、結合或綜合，以造就原創、相關或有價值的新產品、新流

程及新服務。 

吳清山（2004，2005）以新奇(novelty)、改變(change)、精緻(betterness)、

特色(difference)共四點說明創新。創新是變革(change )的一種，是將新的

觀念應用產品、過程或效果上，以新思維創造出新價值觀來形塑特色（吳

清山、林天佑，2003）。創新的特徵包括：具有計畫性與非計畫性、兼具

客觀與主觀特徵、兼具抽象與具體特徵、具有不確定性，領導者需運用創

意來變革並提升組織效能。 

吳思華（2005）詮釋創新是能產生「獨特(unique)、新穎（noval）」的

點子或作品，創造出顧客能夠感受到高價值的服務或商品，且得到公眾之

認可。 

洪榮昭及王元珊（2005）創新係指「對舊的取代」，包括新產品、新

服務、新製程、新技術、新原料、新的經營模式，可以是策略創新、思考

創新、經營模式創新、流程創新、服務創新、行銷創新，亦或是整體企業

的創新。 

張明輝（2006）闡述創新的範疇，小至個人的新觀念，大至科學技術、

國家社會的改革；來源可能來自個人與組織本身，也可從外界引入，創新

理論最終回歸到個人創造力，創新內涵不僅包括創造的概念，同時涵蓋了

觀念的發展與落實。 

蔡純姿（2006）綜合歸納國內外學者專家之意見，指出「創新」是組

織為了因應環境變遷與發展需要，整合個人及群體的新觀念與策略，經由

管理創新、技術創新與文化創新等有系統的內涵與歷程，進而達成提升整

體組織競爭優勢之目的。 

Mohr(1969)認為創新是指新想法、新過程、新產品或新服務的產生、

接受與執行，成功的引介並運用在情境中，造成組織內部創造改變，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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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環境的變遷及增進組織績效。 

Nutt(1986)根據創新發生的緣由及影響，將創新的類型分為以下三種： 

1. 調適性創新(Adaptive Innovation)：其他組織已施行的服務措施之刺     

激，而開始跟進採取因應做法，或改善服務方式，以符合顧客需求。 

2. 創新性創新(Innovative Innovation)：是引進少數組織正在試行的新服  

務方式與項目。 

3. 革命性創新(Revolutionary Innovation)：是以往沒有嘗試過的創舉，提供     

全然嶄新的服務及作為。 

Amidon(1997)從企業的觀點，認為創新是創造 (creation)、轉化

(conversion)、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三 C 相互依存的過程。 

Afuah(1998)定義創新是使用「新」技術及市場知識，提供顧客「新」

的產品及服務，且新產品具備前所未有的屬性，是市場上從未出現過的產

品。 

Luecke R.(2003)定義創新為「發明」加「開發」，將知識體現、結合或

綜合，以造就原創、相關、有價值的新產品、新流程或新服務。 

    Govindarajan 和 Trimble 認為創新最不可或缺的三項基本功：忘記力

(Forgetting)、借助力(Borrowing)、學習力(Learning)，當組織為了達成創新

導向的成長所遭遇的關鍵兩難時，以策略性創新三力擺脫舊事業模式的桎

梏，為組織致勝的關鍵（引自李芳齡，2006）。 

    研究創新的學者將創新界定為漸進、激進兩種，創新一旦涉及變革

(change)的過程，它可能是漸進式改變，也可能是激進式改變。兩種變革

過程不同，如圖 2-5（楊幼蘭，2004；Daft, 1995; Hage, 1999; Richar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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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改變                  激進式改變 

 

 

 

 

 

 

 

 

 

圖 2-5  漸進式創新 vs. 激進式創新 

資料來源：Daft (199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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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Graff(2006)指出創新具有高風險、有價值且貫徹目標之特徵，將促

進領導者面對挑戰，顯然已是提供組織成長的方法。 

Cheng & Shiu(2007)認為在重新設計或發明新產品時，考量時間及成本

及其特徵都是相當重要的，提及「再創新」之概念乃是由創新而來，創新

不僅在市場及技術上均為新穎，也對組織提供新的架構，同中求異求精，

以下從新產品的發展來看創新、創意及再創新之觀點，可清晰看見設計的

過程，如圖 2-6。 

 

 

 

 

 

 

圖 2-6  創新流程圖 
資料來源：Cheng & Shiu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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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之，創新是今日組織賴以存續的主要活動。創新即為經由「創意

發想」（creative thinking）、「創意管理」(creative management)，最終達成「管

理創意」(manage creativity)，創新的泉源來自創造力，強調新想法的構思

或舊想法的重新組合，經由新舊知識的衝擊與交會，提出現存社會未有的

新思想、產品或經修正之概念，並使創意點子（creative ideas）具象化為

創新(innovation)，創新強調現實面的評估及實務上的執行，使得組織內外

部的革新與調適，以達到組織永續之成效（吳素菁，2004；吳清山，2005；

張明輝，無日期；張明輝，2006；廖順福，2003；蔡純姿，2006；Amidon, 

1997; Afuah, 1998; Chen & Shiu, 2007; Daft, 1995; DeGraff, 2006; Hage, 

1999; Nutt, 1986; Richard, 2004)。 

 

二、組織創新的定義：   

Senge (1990)強調強調在未來世界，唯一持久的競爭優勢就是比對手學

習更快，且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中，組織必須持續不斷學習才能適應變局並

因應各種挑戰，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練策略，包括：(一)系統思考；(二)

自我精進；(三)改善心智模式；(四)建立共同遠景；(五)團隊學習，學習型

組織在不同的階段應採取不同的修練工具，最終達成五項修練集合發展，

獲致可觀成效。因此，組織必須瞭解並建立持續學習的氣氛，才能避免組

織老化，以組織創新精神修正、調整和反省，保有競爭優勢以面對變化多

端的競爭環境。 

一般對組織創新定義相當廣泛，認為無論是組織內部自發或由外部取

得的新策略，改變現有對顧客或利益關係人的活動服務型態，該活動可以

是設備系統、政策、過程、產品或服務等（陳靜怡，2004；蔡啟通，1997；

劉姵君，2005；Daft, 1982; Damanpour, 1987; Wolfe, 1994）。    

Zhuang(2005)組織創新理論包含廣泛的研究在於組織的創新採用

（adoption）及同化(assimilation)。組織創新是從個體、複雜社會系統下的

小型工作團隊來蒐集創造力，個人創造力對於組織創新是相當重要的主要

元素之一，無個人創造力便無組織創新，兩者互具雙向影響力；創意最終

就是創新出對顧客同時具有價值及實用性的產品，組織創造力必須與由經

驗構成的複雜社會環境所互動產生；與創造力跟創新相關的研究指出，在

冒險的、鼓勵意見交換的環境下，將會刺激創造力的發生(Amabil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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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組織創新是「組織」加上「創新」的概念，強調組織對「新」的

敏銳度，以促進組織發展。 

因隨著研究者的興趣及觀點不同，在界定組織創新而有所差異，研究

者將整理對「組織創新」定義，分別從產品觀點、過程觀點、過程與產品

觀點、多元觀點，分別簡要說明： 

（一）、產品觀點： 

Burgess(1989)認為創新是藉由「產生的結果」以作為衡量創新的依據。

Blau與Mickinley(1979)認為組織創新即組織生產或設計的新產品可得獎或

成功上市。持此觀點的學者以單一的觀點說明組織創新，以創新的結果作

為衡量創新的依據。 

（二）、過程觀點： 

Amabile(1983)認為組織創新是一種過程，包含五個階段為：設定議程

（setting the agenda）、設定程序（setting the stage）、產生創意（producing the 

ideas）、創意測驗和實施（tes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ideas）、結果評估

（outcome assessment）。Kanter(1988)認為組織創新包括產生創意、結盟創

意、實現創意、創意遷移等四個過程。持此觀點的學者以單一的觀點說明

組織創新，以創新的過程作為衡量創新的依據。 

（三）、產品與過程觀點： 

融合上述兩種觀點，從雙元的角度定義組織創新。Tushman & 

Anderson(1986)說明創新應以產品及過程為依據，對事業單位而言，組織

創新可能是新產品或程序的展現。Dougherty & Bowman(1995)認為組織創

新是解決複雜問題的過程，涉及活動廣泛，包括：產品設計、產品創新、

部門協調、公司資源及結構和策略的配合。持此觀點的學者以雙元的觀

點，認為其應融合產品及過程的角度，以作為衡量創新的依據。 

（四）、多元觀點： 

Damanpour(1991)認為組織創新應綜合多種指標，包含：新產品及服

務、新過程與技術、新組織結構或管理系統、新計畫或新方案。Robbins(1996)

認為創新是新意念的表達，其可運用在啟動或增進某產品、過程或服務，

換言之，組織創新同時包括產品創新、新技術、新結構、新計畫等。持此

觀點之學者由多元觀點出發，除了將技術創新層次納入，同時也採用管理

創新的觀點，使的創新兼具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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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本研究傾向從多元觀點來看幼稚園園長所採用的創新經營策略

及方法，兼顧幼稚園在技術層面及管理層面所採用的創新措施。藉由組織

創造力進入新的策略領域，或改變其對現有顧客或利益關係人的服務型態

或方式，創造新產品、新服務、新生產流程、新科技、新的管理方法，或

是新的策略方向（引自徐聯恩、陳靜怡，2005）。以促進幼稚園成功運作，

最終達成其能永續發展。 

 

三、創新經營的內涵及定義： 

近年來，教育組織尤其是學校組織，處於面對全球化的趨勢和知識經

濟時代，面臨提升績效、競爭力之挑戰，紛紛引用企業經營及可行性策略

研究，尤其在加入國際貿易組織（WTO），面臨國際化的聲浪下，教育組

織的創新經營必須兼具注意內外環境的脈動，學習新思維並內化整合至教

育組織當中。創新經營是當前教育領域中相當新穎的學術研究題材，至

今，已在教育界被採取較為廣泛的觀點來討論。即使，學校經營與企業有

程度上的差異，善用企業界的創新經營將可大幅提升學校競爭優勢（吳清

山，2005）。學校是社會大環境下的一種組織型態，當然具備一般組織所

擁有的共同特性，學校創新經營就是運用適合於各級教育單位的方式，來

落實創意構想以發揮創新精神，最終肩負教育莘莘學子的重擔。 

幼稚園是教育單位最基礎的環節，首要任務是從事幼兒的保育及教養

工作，因此，在探討創新經營研究之同時，仍須以合宜的教育理念為核心

進行創新經營，若此，創新經營之推動亦尚須有核心理念及價值觀，「理

念」一詞在國語辭典的解釋為「由思考或推理而得的概念，有別於感性的

認知」之含意，也有人說：「理念是『信』、理想是『願』，努力實行理

念與理想，兩者合一則成就『行』。」因此，創新經營除講求理念也需重

視實踐，乃是建立或分享共同的價值觀，有理念即有目標，有準則而有所

依循。張光正（1997）認為「理念」乃組織之最高領導原則，行諸於外在

環境，及內部優勢宏遠、正確及前瞻之目標。洪耕燦（1995）經營理念是

由經營者或領導者的信念或哲學所形成的經營信條，在幼兒教育的經營理

念是著重於園長在經營上的想法，及其個人的理念或看法能落實在幼稚園

的經營方針中，受園長人生目標、個人特質、對外經營觀點、對教師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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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幼稚園的經營目標等影響。是故，有理念之組織方能長治久安；有理

念之組織方能塑造優質之組織文化；有理念之組織方能凝聚組織之共識；

有理念之組織方能分享共同價值觀，最終以創新概念為媒介達成教育組織

優良體質之轉變。 

  馮清皇（2002）創新管理係指組織管理者藉由創新環境的建置，成員

參與的對話，引發組織成員進行知識（資訊）創新、技術創新、產品轉化

的過程，並針對未來組織可能面臨的問題，激發組織成員願意突破現狀，

願意接受挑戰的能力，透過適切且新穎的文化形塑，以新思維、新方法去

追求組織得以永續經營發展。 

吳思華（2002）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包括創意、創新活動與創新經營

實施三個不同概念與階段，不斷修正改進並維持進行之結合，如圖 2-7 所

示（引自顏秀如、張明輝，2005）。 

 

創意

創新活動

學校創新經營 
 

 

 

 

 

 

 

 

圖 2-7 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 

資料來源：顏秀如、張明輝（2005）。 

 

林天佑與吳清山（2003）創新經營（innovation management）係指一

個組織在產品、過程或服務等方面，力求突破，改變現狀，發展特色，以

提升組織績效的策略。 

   顏秀如與張明輝（2003）創新經營具有下列特性：新奇性、計畫性、

創造性，強調運用「突破性思考」創造活動新的價值，並藉由知識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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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略，使創意得以形成、發展及永續經營之

動態發展歷程。 

莊淇銘（2004）認為領導者能夠掌握趨勢，就是能看見未來社會的需

求，創新經營即是人們能具備未來觀，早發先機，經常性的思考新觀念及

新需求，以跳脫沒有創意的困境淺灘，進而產出各種創新火花。 

   樓永堅（2004）認為創新經營模式的內涵應包括：創新的概念、產品

與服務、管理及市場區隔等，係以提升獲利及競爭力為核心。組織必須持

續保持不斷的學習，才能適應變局，因應各種挑戰（郭進隆譯，1994；

Senge,1990）。 

   黃哲彬（2004a，2004b）創新經營不再只是轉變組織的舊有結構，亦

或是維持組織原有競爭優勢，更需融入創新概念，最終導引組織競爭力的

提昇，並積極建制各種有助於創新的環境，諸如：形塑出無宰制的溝通對

話情境、成員可共同參與決策、提供激發成員創新潛能的機會等，塑造出

創新、優越的組織文化，俾使組織能維繫永續經營且不墜之地位，依此定

義提出創新管理具有五項特性，如圖 2-8 所示，分別為： 

(一) 創新經營應以創意環境的設置為先 

(二) 創新經營是一種集體參與對話的結果 

(三) 創新經營是一種突破現狀，挑戰現況的管理過程 

(四) 創新經營的產生有賴於組織創新文化的形成 

(五) 創新經營的最終目的是為了求得組織的永續發展 

 

創意理念 創新環境 創新文化 維繫及提升組織競爭優勢 

 
 

 

圖 2-8  創新管理實施流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黃哲彬與洪湘婷（2005）學校經營應融入企業組織創新經營作為，學

校領導者除瞭解校務整體運作，促進學校組織與教師個人的革新與進步，

因運用創新經營策略，提昇學校競爭力及效能。咨將創新經營與學校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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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之關係如圖 2-9 所示： 

 

 
學校理念創新   學校行政創新    學校課程教學創新   學校績效創新 

學校創新之內涵

   

    創意理念 

 

     創新環境 

 

     創新文化 

 

     提繫及提升組織競爭優勢

創新管理過程 

 

 

 

 

 

 

 

 

 

 

圖 2-9  創新經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 
               資料來源：黃哲彬、洪湘婷（2005）。  

 

秦夢群與濮世緯（2006）依據有關組織創新之文獻為基礎，可將學校

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為滿足成員之需求、維持競爭力與提昇品質，而在組

織內部和外部之經營作法上進行持續的改變與創新作為，領導者給予成員

創新表現及犯錯的機會。 

張明輝（無日期）析論學校經營應有的創新管理思維及其具體作法，

包括：1.型塑學校創新經營的願景;2.推動突破性的創新作為；3.調整能因

應創新變革的組織；4.營造能激發創意的工作環境；5.培育具有突破性創

新能力的主管；6.加速學校創新管理的流程；7.強化創新知識的管理；8.

確保學校創新管理的永續發展，而提昇學校創新管理的成效及學校整體的

競爭力。 

吳清山（2005）認為學校經營趨勢實不能墨守成規或因襲舊規，否則

極易於社會變遷的情況下逐漸被淘汰，學校經營必須力求「革新」和「創

新」，將創意點子轉化到學校的服務、產品、工作方法等過程上，以符合

獨特性、卓越性、教育性、公平性、績效性的規準，將創新經營轉化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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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進步與發展的原動能，亦提出學校創新經營有六項重要向度分別為：1.

前瞻思維；2.開放多元；3.品質卓越；4.持續改進；5.容忍錯誤；6.發展特

色。 

Labovitz 與 Rodsnsky(1997)認為創意可運用「接球」（catchball）的方

式加以發展或改善，任何「接住」創意的人都要負責進行瞭解、深入思考

並加以改進，將改進後的創意拋出由團隊中的他者繼續加以改進，如此類

推，創意便進入逐步改進的循環，成員不僅參與其中，對逐漸形成的創意

也就產生了認同與責任感，見圖 2-10。 

 

最初的創意 

瞭解、思考、改進 瞭解、思考、改進 

 

 

 

 

圖 2-10 接球圖（catchball pattern） 
資料來源：Labovitz& Rodsnsky(1997). 

 

Afuah(1998)定義創新為「組織採用先前未有的新觀念」，使用新知識

以提供顧客所需求的新產品或服務，創新的來源：1、功能；2、情境。功

能來源包括：(1)內在價值；(2)外在附加價值，包括供應者、顧客、創意提

供者；(3)政府機關、大學；（4）相關公司及競爭者；(5)其他。情境因素包

括：(1)有計畫的活動：以提供組織創新規劃的發展方向；（2）偶發狀況：

失敗是創新的最佳來源，非預期發生的狀況，將提供組織在創新經營上的

靈感及契機，如圖 2-11。 

 

 

 

 

 
 

功能來源 
 

☆內在價值 

☆外在附加價值 

☆政府機關 

☆其他公司或競爭者 

☆其他 

情境來源 
 

 

☆有計畫的活動 

☆偶發狀況 

 

組

織

創

新 

圖 2-11 組織創新來源 
資料來源：Afua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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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ro(2002)建議透過重新思考（rethink）、重新組合（reconfigure）、

重新定序（resequence）、重新定位（relocate）、重新定量（reduce）、重新

指派（reassign）、重新裝備（retool）等七步驟，建構出一套孕育創新思考

的簡潔架構，才能在當前競爭激烈的市場上掌握且保有領導優勢，持續創

新、突破顛峰，最終以達卓越品質。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指出領導者應扮演起文化塑造、

引導方向、分配資源及創造在當下及未來事物間的平衡點，利用資料數據

在管理者及成員之間做有效的意見交流，創造機會讓成員再學習，且設定

高標準並期待每位成員均可以達成；是故，領導者應肩負起 1、發展組織

創意及創新的文化，創新過程往往產自人際間進行的自發性互動，促進創

造性溝通的情境，領導者應製造非正式的溝通機會；2、建立可以產生創

新的策略方向，尋求多樣化的刺激與同事交換意見；3、保持開放多元心

胸且仍持科學的質疑態度，對意外發現應採取開放態度，培養採取行動與

嘗試新點子的偏好，若遭遇意外或失敗別太快放棄，反需研究可能潛藏其

間的學習機會；4、適才適所、為才是用，不偏私，公平競爭。 

Mostafa(2005)認為資深管理者必須促進組織成員，以更寬廣的視野來

面對危機與挑戰，並從錯誤中獲得並學習新觀念，成員從處理錯誤的方法

中，將可更為創意與創新，因此，容忍錯誤將是促進創新及創意的重要因

素。 

Pohlmann、Gebhardt 和 Etzkowitz(2005)認為『創新』如同是個不可預

測、模糊不清的黑盒子，主要是因為創新會因為對於不同的人、不同的目

的，而有不同的創新過程，策略改變或建立創新系統須強調要有對的參與

者，因此創新系統不是一個單獨的架構，而是一個相互影響的系統，需要

溝通的藝術、共同運作及參與其中，組織創新更是需依據當地環境來考量

企業的文化精神及可再概念化的能力，以重新評估並發展企業文化及特

色。 

DeGraff (2006)指出創新是藉由學習及分享知識來支持組織願景的活

動，領導者總是尋找新概念、新思維，充滿強烈的動機，期待滿足顧客的

需求並提供更佳的服務。 

Weiss(2007)認為身為一位管理人所應負起的責任，就是激發員工的創

意及創新，面對困難時，應運用想像力去探索問題不同的解決之道，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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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闊的心態、別太過實際、嘗試以非邏輯的角度思考，並停止認為自己缺

乏創意的想法。  

Roberts(2007)指出創新經營能夠改變公司、國家的競爭地位，但有目

的的管理是相當複雜的，牽涉有效的整合人事、組織過程及計畫，並說明

創新是由兩個成分加以組合：1、概念或創意的集合；2、依據商業或實用

需求來改變創意；因此，創新(innovation）是創意(invention)加上開發 

(exploitation)，使組織更具有創新績效的方法包括：1、創造新知識；2、引

發新概念；3、概念具體實行；4、依據需求改變並普及創新氛圍。 

根據上述專家學者對創新經營內涵的看法，研究者分別歸納六向度為

依據，來測量幼稚園園長在園所創新經營各構面之知覺程度，彙整出對創

新經營構面之對照表，見表2-5。 

 

表 2-5  創新經營構面之對照表 
構面 

學者 
前瞻 
思維 

開放 
多元 

品質 
卓越 

持續 
改進 

容忍 
錯誤 

發展 
特色 

顏秀如、張明輝 *      
莊淇銘 * *     
黃哲彬、洪詩婷 * * *   * 
吳清山 * * * * * * 
張明輝 *  * *   
秦夢群、濮世緯  * * * *  
吳思華   * *   
樓永堅   * *   
Afuah *  * * *  
DeGraff *      
Weiss  *     
Mostafa     *  
Roberts   *   * 
Labovitz 與 Rodsnsky   * *   
Pohlmann 等人  *    *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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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本研究對創新經營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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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大層面為創新經營之面向，來凝聚組織之共識，以敏銳的

觀察力、開放的胸襟，追求卓越的教育品質、努力發展學校特色，並建構

支持組織成為有利於創新之環境，激發成員發揮創意想法、實踐創新作

為，增進幼稚園能有整體創新與突破，使創新經營成為幼稚園進步與發展

的動能。茲將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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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2005；洪詩婷，2005；莊淇銘，

2004；黃哲彬、洪詩婷，2005；張明輝，無日期；顏秀如、張明輝，2003；

DeGraff,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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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

2005；黃哲彬、洪詩婷，2005；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Pohlmann 

et al., 2005; Wei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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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2005；馮清皇，2002；黃

哲彬、洪詩婷，2005；張明輝，無日期；秦夢群、濮世緯，2006；Shapir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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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2002；吳清山，2005；張明輝，無日期；秦夢群、濮世緯，

2006；樓永堅，2004；Labovitz& Rodsnsky, 1997)。 

（五）容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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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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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2005；秦夢群、濮世緯，2006；Afuah, 1998;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Mostaf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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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天佑、吳清山，2003；

吳清山，2005；黃哲彬、洪詩婷，2005；Pohlmann et al., 2005; Roberts, 2007）。    

貳、創新經營之重要性 

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主張「要進步就必須求變；要完美

則更需不斷求變」。Senge(1990)提出組織學習的七項障礙，包括：1.侷限

思考；2.歸罪於外；3.缺乏整體思考的主動積極；4.專注於個別事件；5.煮

青蛙的故事；6.從經驗學習的錯覺；7.管理團隊的迷思。學校正如同企業

組織ㄧ樣，同樣具有上的學習障礙，甚至面臨解組或滅亡的危機。是故，

現職教育現場的領導者而言，貫徹創新經營是為關鍵能力，以彈性變通與

創新思考之能力，激勵行政革新、發揮特色、提升多元，帶動校園創新。 

對於任何組織而言，創新將可以促進組織有更國際化的競爭能力。毛

連塭（2000）認為有創造力的組織就是創意的組織，組織創新功能如下：

1.發現創發性組織，激發組織創造的動力；2.提升組織效能以達經濟效益；

3.發現組織現存或未發生的問題並解決之；4.提高組織產值及顧客滿意

度；5.促進組織成長並改善生活。Sutherland(n.d.)提出創新的首要目的在於

提供可以產生價值的新事物（技術、服務、商業模式等）。如此，創新乃

是肩負未來社會的發展及脈動，創新經營更是組織單位日異求新、朝向卓

越的步驟或方法，其重要性及功能自不言可喻，以下便分別針對：影響創

新經營的因素、創新經營之策略，分別探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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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創新經營之因素 

莊怡軒（2002）表示促進組織創新的因素，包括：1.組織文化層面：

包括創新理念、組織對創造力的正面觀點、重視組織創造力的推動等；2.

領導階層層面：管理階層與員工的交流、主管階層重視推動創造力為必要

的行動等；3.工作環境層面：建置合適的場所、建立團隊運作模式等；4.

溝通管道層面：建置多元溝通管道、良好溝通氣氛等；5.激勵措施層面：

內在與外在激勵措施等；6.資源提供層面：制度、經費、空間、設備、活

動、系統的配合等。 

游琇雯（2005）歸納影響創新經營因素，包含：（一）、組織外部因素：

政策、社會發展、科技發展、新知識的產生；（二）、內部因素包括 1.文化

層面：組織願景、組織文化；2.領導階層層面：個人特質、領導屬性、領

導風格、專業能力；3.環境層面：組織架構之適合度、溝通管道之建置、

激勵措施之提供、相關所需資源之供應等。 

Al-Beraidi & Rickards(2003)宣稱團隊的創意表現是受到領導者的干預

介入，換言之，員工創新的因素，主要受到管理者的態度、建立客觀標準、

鼓勵員工的互動及意見交流。。 

Amabile(1998)設計 KEYS 量表，提出組織鼓勵構面、主管鼓勵構面、

工作團隊支持構面、自由度構面、足夠資源構面、挑戰性工作構面、工作

壓力構面與阻礙構面，以上均會影響組織創新氣氛之因素。 

Damanpour(1991)分析顯示與組織創新成正相關的因素，包括：專門化

程度（specialization）、功能分化程度(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專業程度

(professionalism)、管理密度(administrative intensity)、管理者對改變的態度

(Managerial attitude toward change)、技術知識資源(technical knowledge 

resources)、寬鬆資源(slack resources)、以及內外部溝通(external& internal 

communication)（引自徐聯恩，無日期）。 

Drucker(1985)指出，組織創新的來源或機會，分別是：1.未預料的事

件：包括意想不到的成功或失敗的意外事件；2.不協調的事件：如對事情

的推斷與結果不一致；3.基於產銷過程中需要的創新；4.市場及產業結構

突然的改變；5.人口結構上的改變；6.知覺觀點的改變；7.情緒和意義上的

改變，上述前四種源自組織內部，後三種存在於組織外部（引自徐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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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怡，2005）。 

Rogers(1995)提出領導者個人因素、內在組織結構特性、外在組織結

構特性為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引自吳素菁，2004）。 

Souder(1988)認為顧客、供應商、政府、競爭者、公會及壓力團體等

環境潠對組織創新有顯著影響（引自徐聯恩、陳靜怡，2005）。 

據此，影響組織創新經營的因素將歸結為以下三大類，分述如下： 

（一）、組織內部因素：包括 1.組織文化層面：成員的價值觀及背景組織

的核心理念、規範及未來願景；2.組織領導階層層面：領導者的影響力，

諸如：個人特質、個人信念、個人專業等；3.內部環境層面：資源提供、

溝通管道建置、激勵措施供應等。 

（二）組織外部因素：以大環境來說，包括國家整體的政治狀況、經濟發

展、科技技術、文化與價值觀、社會輿論等因素，將間接影響組織創新；

另外，將較直接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諸如：社區文化背景、地方經濟活

動、所處環境資源等。 

（三）介於內外之因素：包括內外部溝通的結構狀況、外部挑戰及競爭壓

力、內外部文化價值觀的一致性等因素。 
 

二、創新經營之策略 

Egbu(2004)創新是相當複雜的社會歷程，絕無最佳的策略或適合的創

新管理存在於不同的組織之間。吳清山與林天佑（2003）創新經營係指組

織是組織為達成組織目標、提升競爭力或績效，在產品、過程、服務等方

面，力求突破、改變現狀及發展特色。學校創新不僅是一種趨勢，更是讓

學校展現其價值的重要策略（吳清山，2005）。學校為達成創新經營之策

略，領導者應採取計畫行動，扮演引領者的角色，肩負此具挑戰性的工作。

Richard Luecke(2003)提出領導者增加自我創意的六步驟：1.確定目標；2.

瞭解最初動機與想法；3.運用非正式的活動；4.敞開心扉；5.豐富自我刺激；

6.創造非正式溝通的機會。創新經營並非亂無章法，爰以下將以學校組織

為對象，對其創新經營可行策略進行探討： 

吳松齡（2005）闡述創新經營內容包括：策略創新、流程創新、行銷

創新、科技創新及創新文化的培養等；並指出創新管理的策略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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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織領導人具備突破性創新的理念 

(二)  建構適合突破性創新的組織 

(三)  培育能夠實踐突破性創新的主管人員 

(四)  有效管理突破性創新的事業及促進組織創新的永續發展。  

張家仁（2006）學校皆依自身條件發展自己的創新經營策略，以符合

學校需求；但組織變革不能盲目，學校必須擬定具體策略、系統且穩建地

朝目標前進，以卓越、策略、前瞻精神充分展現執行力，實踐先前預設之

目標，達成卓越與創新的永續目標。 

    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是因應時代發展必要作為，亦是建

立精緻化學校的重要手段，創新經營實施措施包括： 

（一）校長積極倡導創新，鼓勵成員勇於創新。 

（二）型塑學校為學習型組織，塑造學習文化。 

（三）建立學校人才庫，善用學校人力資源。 

（四）鼓勵成員提出創意，作為校務推動參考。 

（五）提供各項充分資源，以利創新經營推動。 

（六）觀摩標竿學校校務經營，激發革新動力。 

    張明輝（2006）認為提出學校組織具有雙重系統，鬆散結合與非正式

組織等特徵，因此企業界創新組織理論僅能「適度」運用於教育組織之創

新經營，學校創新思維及具體策略如下： 

（一）型塑學校創新經營的願景。 

（二）推動突破性創新作為。 

（三）調整能因應創新變革的組織。 

（四）營造能激發創意的工作環境。 

（一）培育具有突破性創新能力的主管人員。 

（二）加速學校創新管理流程。 

（三）強化創新知識的管理。 

（四）確保學校創新管理的永續發展。 

張玉台（2005）以個案模式，探討學校創新策略分別為： 

(一)研訂創新主軸；(二)結合課程發展；(三)利用社區資源；(四)突出特色

發展；(五)配合專案實驗；(六)參加創新評鑑。 

    林新發以學校領導、行政領導、發展專業、課程教學四面向，說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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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創新經營可行策略（引自楊文達，2007）： 

(一)  學校領導：以轉型領導方式，強調理念層級的溝通，藉由領導型為

提升組織成員之士氣與道德；經由人際互動增加組織成員對領導者

的向心力。教育組織的領導應發揮「規範的權威」，透過人格感化

及精神感召之影響力來領導組織成員。 

（二）行政管理：諸如學校本位管理(SBM)、知識管理、組織管理等。 

（三）專業發展：以專業發展學校為典範，強調結合教師職前與在職的專

業培訓及教育研究，以良性互動的成長環境創新教學環境，促進教

育專業成長。 

（四）課程教學：以建構教學、多元智慧等教學創新實驗。 

    幼稚園經營者須對幼稚園進行SWOT分析，以促進提昇幼稚園教育經

營策略的開始與轉變的前奏（謝琬倫，2006)。面臨少子化趨勢，幼稚園經

營上具體因應策略，包括（何金針，2006）： 

（一）幼兒教育經營企業化，致力於幼稚園優質產品與服務改良創新 

（二）樹立特色幼稚園，發展個別幼稚園特色 

（三）少子化衝擊促使幼稚園多角經營 

（四）整合教育資源，善用已有的教育環境以達成資源共享、節省公帑。 

蔡純姿（2007）歸納幼兒園創新經營策略如下：（一）型塑幼稚園創

新經營願景；（二）整合與運用社會資源；（三）調整幼托合一結構組織；

（四）營造創意學習環境；（五）組織創意經營團隊，致力幼兒園創新經

營；（六）帶動幼教與幼保課程多元創新；（七）採取策略結盟經營方式；

（八）活絡服務與行銷機能；（九）建立創新績效評鑑系統；（十）創造優

勢競爭力的經營策略。 

徐聯恩等人（2005）進行訪談所獲得資料顯示，近年國內幼稚園在創

新經營管理主要針對「行政」及「教學」上的創新，而有以下措施：（一）

連鎖經營與加盟；（二）策略聯盟進行資源整合；（三）成立托兒所或安親

班，向高低年齡層教育市場發展；（四）鼓勵幼教老師認購股份、共同經

營。 

Cook (2006)指出在創意及創新可行的策略，主要在於領導者在於組織

氣候（climate）、思維(thinking)、行動力(actions)上如何執行，領導者是促

進、管理及刺激新想法，賦予爆發力及統籌觀點的重要角色，分別說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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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氣候：組織充滿合作及支持的氣氛，使成員有所感受。Tampone

（2006)組織文化需要能促進組織持續性的創新。使成員將更具信心

來面對創新將可能帶來的困難及挑戰，並從中學習進步。 

（二）思維：此將引領創意及創新的過程，並受到組織氣候文化的影響，

尤其領導者的思維將深切影響組織未來發展動向。 

 

（三）行動力：領導者如同教練或嚮導，除了展現出具有創新的能力，並

協助團隊執行新創意點子，以精進組織並建構其特色。 

    Colman(2005)認為優秀的策略領導者將提供適當的環境支持創新，給

予創意發想者發展創意點子，真正的創新在組織中並不易推行，Michalski

建議以「看的遠、看的廣」之策略，借重側面思考技巧（lateral thinking 

techniques）的使用，對事務的處理或解讀將有另一番不同的觀感，以轉變

組織成為有企業精神及充滿創新點子的溫床。 

  綜合上述專家學者看法，創新經營策略主宰於領導者其信念及理想， 

伍翠蓮（1992）提出主管的管理能力可區分為三，分別為：技術性能力、

人際協調能力、概念性能力，其中概念性能力是指見微知著、高瞻遠矚、

發揮優勢強化弱勢等，其道一貫之的策略性能力；若此，具有概念能力的

高機主管將此特質表現於言談舉止，即稱為「經營理念」；表現於經營管

理上，即稱為「經營策略」，而兩者均為傑出領導者所不可或缺。惟幼稚

園亦屬於教育組織中一環，幼稚園園長即為該組織領導者，因此在經營應

考量上需視政治、社會、組織成員等外在及內在結構因素，採用多元策略

以貫徹經營者的理想及目標。 

參、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國內針對幼稚園創新經營相關實證研究較少，本研究冀望對於未來幼

稚園創新經營針砭得失，提出建議。而資料蒐集方面，使用國內學者對學

校創新經營研究結果為補充、印證之依據，經內容分析做歸納討論，整理

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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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之彙整表 

研者者 論文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廖勝能 
（2001） 

學校組織創新

氣氛與知識管

理關係之研究 

問卷調查 1.國民小學學校行政人員對學校組織創

新氣氛之知覺在中上程度。 
2.就學校組織創新氣氛而言，服務年資及

現任職務是兩個重要影響因素。服務

年資在 25 年以上的學校行政人員及現

任職務為校長者，對學校組織創新氣

氛知覺顯著較高； 
3.就整體學校組織創新氣氛量表來看，校

長對學校組織創新氣氛之知覺顯著高

於處室主任、兼任組長和其他行政人

員：處室主任則高於行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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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 1.國小校長最重視轉型領導層面以激勵

共同遠景最高。 
2.學校創新經營以課程與教學、資訊科

技、行政管理較高。 
3.中等學校、高學歷、私立學校、院/省
轄市學校之學校創新經營程度較高。 

吳素菁 
（2004） 

 

學校創新經營

之研究─以四

所國民小學為

例 

觀察法 
訪談法 

1.學校組織創新因校而異，以環境創新

與活動創新居多。 
2.學校創新共識不易建立，為學校組織

創新最大困難。 
3.學校創新經營經費不足，推動學校組

織創新不易。 
4.校長積極倡導組織創新，以展現學校

組織創新成效。 
5.學校運用整合性策略，來解決學校組

織創新之問題。 
姚欣宜 
（2005） 

 

臺北縣國民小

學學校支持創

新經營與學校

創新氣氛之研

究 

問卷調查 1.北縣國民小學高度支持創新經營有其

可行性。 
2.創新氣氛與創新經營有高度相關。 
3.創校歷史、規模、校齡、地區、規模

等因素對學校創新經營有差異。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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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之彙整表（續） 

研者者 論文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蔡姿純 
（2005） 

 

學校經營創新

式與衡量指標

建構之研究 

個案研究 
德懷術 

1.以德懷術建構學校經營創新衡量指標

及其權重體系，共分為三個層級，第

一層：「管理創新系統」、「技術創新

系統」、「文化創新系統」；第二層：「理

念創新」、「人力創新」、「結構創新」、

「流程創新」、「領導創新」、「校園經

營創新」、「資源應用創新」、「行政運

作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活

動創新」、「學校文化與特色」、「教師

文化與作為」、「學生文化與表現」等

13 項；第三層的指標內涵共計 87 個

細項。 

辜皓明 

（2006） 

 

臺北縣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知

識分享行為與

學校創新經營

之研究 

問卷調查 1.北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知識分享行

為和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為中高程

度。 

2.北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不同職務所知

覺的深層次知識分享行為，優於淺層

次的知識分享行為。 

3.北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背景變項中，

不同「性別」、「擔任職務」、「最高學

歷」、「學校規模」、「創校歷史」之人

員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差

異。 

5.北縣國民小學「知識共構」對於學校

創新經營具有中等程度的解釋力，並

有良好之預測作用。 
林虹妙 
（2005） 

 

台北市高職學

校創新經營之

調查研究 

問卷調查 1.北市高職學校行政主管的個人變項與

學校背景變項對學校創新經營有其

預測力。 
2.目前北市高職學校創新經營情況佳，

以「行政管理創新」層面表現最佳。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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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之彙整表（續） 

研者者 論文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鄭福妹 
（2006） 
 

偏遠地區小型

學校創新經營

之研究－以臺

北縣特色學校

方案參與國小

為例 

問卷調查 
訪談法 

1.偏遠地區小型學校其創新經營策略如

下行政管理層面：凝聚共識組織經營

團隊，運用人力支援教學，籌募經費

解決問題，適時激勵同仁，因應需求

建立 SOP 標準作業流程、實施教師分

級制度等創新作法。 
2.課程與教學層面：採取異業結盟策

略，並創新套裝課程；重視專業對

話，且建立教學專長機制；辦理觀摩

交流活動，並培訓師生導覽員。 
3.知識分享層面：進行共同學習，改善

心智模式、編製學習資料，規劃學習

護照、接待教育團體，協助專題研究。

4.外部關係層面：強調邀請社區參與、

與外界建立良好關係、運用走出去請

進來策略、進行校際交流活動、善用

媒體採訪報導、引進社區社區關懷。 
5.資訊科技層面：強化學校網頁內容、改

善軟硬體設施、建構數位化校園；資

訊科技課程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歸納上述資料，創新經營相關研究多以問卷調查方法進行。共同

趨勢顯示創新經營研究主題圍繞在學校領導者、學校文化取向、學校支持

創新、組織效能、知識分享等，其中學校行政人員中，又以校長影響學校

創新經營成效高低為指標；研究大多為國民中小學為主要對象。準此，探

討幼稚園創新經營為主題之論文尚屬起步階段，相關研究仍有大幅探究之

空間，本研究冀望對於未來幼稚園創新經營提供針砭得失，進而以幼稚園

園長為對象，深入探究個人特質與其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向下擴及學校

組織創新經營研究對象之範圍，以期對台灣幼稚教育貢獻淺薄之見，並提

供幼稚園園長經營實務上之具體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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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意人格及其創新經營相關之研究 

本研究在探討幼稚園園長創意人格特質及創新經營相關研究，乃從

「全國博碩士論文網」、「ProQuest 線上全文影像資料庫」，以「不限欄

位」查詢「創意人格」及「創新經營」為關鍵詞進行查詢，相關文獻討論

如下： 

郭誌光（2001）以「個人創造力、組織創新氣候、及組織創新績效之關係

─台北市廣告公司的實證研究」為主題，進行問卷調查研究，結果歸納：1、

個人創造力與組織創新績效正相關；2、高/低個人創造力的員工，其公司

的組織創新氣候、組織創新績效有顯著的不同；3、個人創造力因組織創

新氣候之干擾而影響組織創新績效。 

鄭波（2002）以「組識創新的影響因素探討：以電子公司研發部門為

例」，研究發現：1. 發現影響組織研發創新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人員因素，

其次是環境因素，再其次是組織結構因素；2.人員因素中，影響組織研發

創新的因素其重要性依序為個人內在動機、創造性思考技巧、及任務相關

技巧；3.環境因素中，影響組織研發創新的因素其重要性依序為組織專業

學習、組織內部壓力、及組織獎勵；4.組織結構因素中，影響組織研發創

新的因素其重要性依序為專精化，其次是極權化，再其次是正式化。 

李信螢（2002）以「個人創造力、組織創新氣候與創新績效相關之研

究」為主題，試圖以調查問卷瞭解個人創造力及組織創新氣候為創新能力

的來源，探討兩者對產品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1.創新類型不

同的專案，在特定的創新情境下，有著顯著的創新績效；2.創新程度較高

的突破性產品，搭配較高的個人創造力，會有較高的產品創新績效，相對

的，創新程度較低的漸進性產品，搭配高度的組織創新氣候，會有較高的

產品創新績效。 

    張吉成、周談輝與黃文雄（2002）在《組織之勢創新：企業與學校贏

的策略》一書，指出組織創新之基礎建設範圍是由人才、科技、資本與文

化所構成，組織需營造創新文化，使的成員對於創新習以為常，並設立「創

意工廠」重視其創意的培育，養成組織成員勇於接受挑戰、創新與冒險精

神的人才來做為組織的基礎。 

石雯侃（2004）以「影響文化創意產業從業員工創造力因素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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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論與組織創新之關係」為主題，探討組織中的員工「個人創造力」、「認

知風格」、「創造力工作環境」與「組織創新」之關係，研究發現：1. 個人

創造力有助於提升組織創新；2. 員工認知風格與個人創造力具有顯著相

關；且個人創造力在認知風格與組織創新具完全中介的效果。 

向麗英（2005）以「工作特性、個人創造力與個人工作績效之相關研

究以外派大陸人員為例」為主題，以外派大陸地區之人員為研究對象，探

討外派大陸人員之工作特性、個人創造力與工作績效之相關研究，研究發

現：1. 個人創造力對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有顯著影響；2. 個人創造力對

個人工作績效有顯著影響，工作特性與個人創造力，對個人工作績效有部

分顯著影響。 

    吳清山與賴協志（2006）以「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成效、阻力與因

應途徑之研究」為主題，以調查問卷對 114 名教師進行研究，顯示國民小

學學校創新經營遭遇之阻力多來自學校成員的慣性思維、工作忙碌、心態

保守，以及學校缺乏整合的力量；因此，建議方向為：1.重新行塑學校為

學習型學校，改變人員慣性思維；2. 創意人才是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資

源，應建置學校人力資源庫，有效支援創新經營人力。 

Williams(2004)進行調查研究，以「人格、態度及領導影響擴散性思考

及組織的創意」為主題，Basadur(1982)認為個人的擴散性思考態度（attitude 

toward divergent thinking，簡稱 ATDT）與組織的創意表現有關，擴散性思

考（ATDT）對創意來說是個不可缺的過程，因此，本研究欲瞭解擴散性

思考（ATDT）是為組織中個別創造力的基礎，其研究發現：個人的擴散

性思考態度（ATDT）與他們的創意表現有顯著相關，並且個人的擴散性

思考態度（ATDT）間接關係開放性經驗及創意之表現亦被支持。 

Borghini(2005)以「組織創新」為主題，基於豐富的文獻回顧，提出新

穎的架構及分析層次，歸納指出：死板規則（rigid rules）將阻礙組織創新，

變化（variety）通常表現對問題的創意解決之建議，且必然會影響整體組

織，例如：新觀念、新策略等等，其可來自於個體或團體創意及意見，因

此，個人及團體創意能力也將是促進組織創意的重要來源，特別是透過變

化（variety）；舉例來說，可以藉由直覺、個人經驗、靈感及情感獲得新想

法融入產品中，在傳統的系統中，被稱為是「干擾」的因素，卻也是造成

新策略、行為模式及新視野的不二法門，如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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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多階層組織的創新過程 

資料來源：Borghini(2005). 

 

Mostafa(2005)以「影響埃及商業機構組織創意及創新的因素：經驗研

究」為主題，針對 170 位高階主管為研究對象，旨在瞭解埃及的高級管理

者如何知覺創意及創新，並提供有關阿拉伯的組織創意及創意阻礙之因

素，研究發現：1.組織中管理者的個人因素（工作地點、教育程度、年齡、

性別等），將影響組織創新氣氛之高低；2.影響埃及組織創新的因素與美國

有不同的可能；3.對創意的阻礙，例如：缺乏管理者的支持、時間壓力、

脅迫的價值觀、死板法規（rigid rules）。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1、個人特質因素影響創造力產出，及其與組織的創新表現及經營績效成

正相關（石雯侃，2004；向麗英，2005；李信螢，2002；賴碧玉，2006；

鄭波，2002；Borghini, 2005; Mostafa,2005; Williams, 2004）。 

2、人員因素、環境因素、文化因素等層面對組織創新具有預測力（石雯

侃，2004；向麗英，2005；李信螢，2002；吳清山、賴協志，2006；黃

文雄，2002；鄭波，2002；Borghini, 2005; Mostafa, 2005; Williams, 2004）。 

3、減少組織創新的阻礙，並營造組織創新氛圍，將有效提升整體組織的

創新表現（吳清山、賴協志，2006；Borghini, 2005; Mostafa, 2005）。 

4、影響組織創新的人員因素，在性別因素上並無顯著差異（吳清山、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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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志，2006；蔡淑敏、廖勝能，2004）。 

5、組織創新的研究對象多針對商業領域之管理者，對於教育領域領導者

之研究亦為趨勢（向麗英，2005；李信螢，2002；吳清山、賴協志，2006；

黃文雄，2002；鄭波，2002；Borghini, 2005; Mostafa, 2005;Williams, 

2004）。惟以幼稚園園長為研究對象者之研究尚屬少見，值得本研究再

行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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