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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旨在闡明本研究的動機與構想，分別針對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研究限制以及專有名詞加以說明。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

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則為研

究範圍與限制，以下分別論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一、國內教育環境的改變 

    工業革命，奠定了現代社會的基礎，而資訊革命，則改寫了人類科技

的歷史，不論是工業革命抑或資訊革命，都對人類生活造成廣大且深遠的

影響。21 世紀以降，面對社會的變遷，政治民主的開放，產業結構的改變，

科技的發展，以及文化的創新，世界各國莫不積極推動教育的發展，期以

提升國民未來競爭力，為下一輪盛世奠下致勝根基，我國自不例外。 

    教育是社會的次系統，社會的變遷會直接影響教育的發展，教育的進

步也引導著社會的變遷，兩者息息相關，而學校更是教育目標實現的重要

場所，論及教育改革，學校的革新與改造自不可忽略。在學校環境中，教

師身為教育最前線的工作者，負有重大的教育責任，因此在教育改革的浪

潮中，教師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教育改革的成效與教師的關係密不可

分，誠如前教育部長林清江（1998）所言，教師是推動教育搖籃的手，在

教改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任何教育改革若得不到教師的接受、認

同與配合落實，是難有成效的。 

環顧我國自 1987 年解嚴以來，隨著民主化腳步的加快及社會大環境

的改變，使得教育的發展有較大的空間。教育部於 1994 年召開第七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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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育會議，會中確立我國未來教育發展的方向，隔（1995）年 2 月提出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在報告書中描繪出

我國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願景，提出我國未來教育革新的十項原則，其

中明確指出教師專業素養及專業自主提升、學校經營自主權及多元參與等

重要概念，顯示出教育改革中教師專業自主權及教師角色主動性的重要

（教育部，1995）。 

行政院為加速推動教育改革的理念，1994 年 9 月 21 日亦成立「行政

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負責教育改革及教育發展的研究與審議。經過

兩年多的討論，彙集各方對教育改革的意見，於 1996 年 12 月 4 日發表「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報告書中除了明確指出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的社會

特點與變遷方向，教育改革朝向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及國際

化等五大方向努力外，更指出教育改革的理念「教育鬆綁」、「專業自主

權的維護」、「保障學習權」、及「父母教育權的維護」等四項原則，其

中在綜合建議中更提及「重整中小學教育行政和教學」、「保障教師專業

自主權」、「落實學校自主經營」及「提升教師專業素質」等建議事項，

均奠下我國教師彰權益能概念的政策基礎（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 

睽諸我國近年來的教育改革，在提升教師權力的理念推動，落實到法

令上諸如師資培育法、教師法、國民教育法及教育基本法等法令的頒佈與

制訂，其中 1995 年公布的《教師法》，第一條條文明確指出教師法的立

法目的，在於保障教師生活與提升教師專業地位；第十六條規定教師對學

校教學及行政事項有提供興革意見的權利，並享有專業自主權；第二十七

條亦明訂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在於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而

1999 年訂頒之《教育基本法》，其中第八條第一款規定教師專業自主權應

予尊重；第十五條規定教師專業自主權遭到學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不當

或違法侵害時，應有救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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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教育改革及教育法令的立法精神得知，我國教育生態已漸見呈

現多元開放的樣貌，學校的運作不再是由行政部門主導，教師的聲音也同

樣受到重視，然而教師權力的提升是否意味著其專業地位也同時提升？雖

然近年來的教育法令已漸漸浮現權力下放、共享決定等概念，但王麗雲及

潘慧玲（2000）認為徒法不足以自行，因為其中包括校長是否願意分享重

要的權力？教師願不願意、有無能力承擔更多責任？這些都是影響教育改

革成效的重要因素。誠如教育部（1995）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

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中所提及的：「民主自由的可貴就是分權分責，有

權就有責。」，隨著我國教育改革走向權力下放的途徑，教師既被賦予更

多權力，自然必須為教育負起該有的責任。陳志和（2003）及羅云辰（2003）

均指出，若只是在法令制度上實行表面的形式變革，而不去探討教師意願

與能力的實質改變，無法確實掌握「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改革極可能

僅是形式意義重於實質意義，對於教師實質上的地位提昇並沒有實質的幫

助。 

  二、外國教育改革的借鏡 

1980 年代以前美國第一波的教育改革側重於學生水準的提升，將學校

教育的失敗錯認為是因為教師教學效能不彰導致，故以權力集中化機制，

（centralization）加強對教學的監督及規範，其所採行由上而下的科層體制

改革模式，由教育行政機關直接掌握提升教育品質的決定權，然此中央集

權式的教育改革，終以未能瞭解教育生態、造成教師反感、離職且未能提

升學生學習成就而導致失敗。是以自 1985 年以後起的第二波教育改革，

以 往 昔 為 師 ， 改 弦 更 張 ， 從 中 央 集 權 走 向 分 權 化 （ substantial 

decentralization），嘗試轉為由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將教育改革的重心轉向

學校層級，強調學校重整（restructuring）及重建（redesigning），認為教

師不應該被視為學校教育改革的對象，而應該是實際上參與改革的行動

者，Murphy（1991）亦認為在美國第二波學校重整的改革策略中，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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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的策略有四項：學校本位管理（school-based management, SBM）、教師

彰權益能（teacher empowerment）、選擇與聲音(choice and voice)與達成理

解的教學（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這一波改革中所倡導的各種理念

及措施包括：行政分權化、社區與家長參與、透過參與式決定達成教師彰

權益能、教學專業化、學校本位管理及學校選擇權等等，認為教育的最前

線-教師，才是教育改革的重點所在，而其中學生、教師、家長、校長、局

長、州政府是重要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為了重新架構學校組織，

各利害關係人的角色及其彼此間的關係需加重構：教育行政機關扮演促能

者（enabler）、校長扮演促進者（facilitator）、教師扮演領導者（leader）、

學生是工作者（worker），家長則是扮演伙伴者（partner）的角色。   

Scherie（2002）認為這一波改革浪潮強調從基層學校做起，著重能力

的培養（capacity-building）與整個系統的改變（system-changing），是以

學習者為中心教學的（learner-centered）、參與的（participative）、協同

合作的（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與多元途徑的（multi-pathed），此

時期特色在於增加民主原則的運用、符應共享式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及學校本位管理等焦點，由此可見，學校重整為一整體性

的變革，是一重新調整教育觀念的改革，它不僅是管理組織、行政決策的

變革，它更觸及教與學的核心，而教師正是在學校重整運動中第一線面對

問題的人，因此唯有教師有能力、有機會、有意願改變，真正的學校改革

才有可能發生。 

三、教師的工作性質與角色轉換 

據金車教育基金會於 2004 年教師節前夕，針對以中小學教師為對象

問卷調查發現，教師快樂、教育自主權指數偏低，而有近五成的教師憂鬱

指數偏高（謝蕙蓮，2004）。傳統以來，教師的工作環境與特質讓教師長

期處於權能不彰的地位，教師的工作常常是孤立的，教師每天工作的地點

在一間間個別獨立的教室裡，與其他教師接觸的機會不多，因而顯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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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然教師除了教學工作外，又被賦予完成報告及維持教室正常運作的期

待，這些除了教學以外所謂的「例行公事」，將教師可利用於與其他教師

互動的時間耗盡，而造成教師處於孤立無援的情況。湯志民（2000）認為

教師為了達成個別的教學責任，通常實施分開的教學，極少有機會彼此成

熟的支持與學習，致教師及其教學，往往與快速變遷的當地社區及全球社

區疏離。Sprague（1992）從環境結構及系統上因素來分析，認為教師算是

相當無力的一群，原因在於其職業特徵與工作環境所導致，教職女性化

（feminization）、私密化（privatization）、科技化（technologizing）、技

能喪失（deskilling）、工作加重（intensification）等現象，都使得教師成

為無力的一群。 

而從系統的觀點來檢視教師的工作環境，教師每天工作的環境-學校，

具有雙重系統的特性，以行政人員為主體的學校行政與以教師為主體的教

學兩大系統本質上相關，但卻保持彼此一定的身份與獨立性，講求「科層

體制」的學校行政系統與具有「鬆散結合」特質的教學系統處於對立的狀

態，而教師身為科層體制中的受薪人員，專業權力直接受到學校行政組織

的束縛，更廣的是受到整個教育行政體系授權學校、教師程度多寡的影

響，因而教師充其量不過是受制於科層體制的「組織人」，而無法成為實

質上具有影響力的「專業人」。 

我國以往教育政策向以中央集權的成分居多，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大多

僅是教學的「執行者」，而無法在其教學的專業上彰顯出影響力，在這樣

教師不具有充分權力發揮其專業的工作環境中，將大多數教育問題產生的

責任歸咎於教師缺乏熱誠或敬業精神似乎有失公平，教師在專業訓練不足

且專業團體力量薄弱的情形下，如何為所及的教育事務成敗負責？有鑒於

對上述教師工作性質與環境的體認與發現，國內外近來的教育改革浪潮

中，擔任教育最前線的教師漸漸成為改革中的重要關鍵，不再被視為是教

育改革中的標的物，而是實際參與改革的行動者（agents）（沈姍姍，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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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近年來諸如教師法、師資培育法、教育基本法等法令的修訂、九年

一貫課程綱要公布實施及未來 95 學年度即將實施的「後期中等教育課程

綱要」等教育政策制訂的精神來看，各校校本課程時數增多，教師課程安

排與規劃的空間逐漸被釋放，權力有逐漸下放至學校教師的趨勢，潘慧玲

及王麗雲（2000）指出，無論是教育革新、教師專業發展、學校組織研究

或是教育領導的研究新趨勢，「教師彰權益能」（teacher empowerment）

都是重要的核心概念。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早於 1966 年發表「關於教師地

位的建議書」時即提到：「教學應被視為一種專門職業，它是一種公共服

務的型態，它需要教師的專業知識以及特殊技能，這些都要經過持續的努

力與研究，才能獲得並維持……。」（引自沈姍姍，1996）。是以，教師

的專業自主應得到適當的保障。近年來「教育鬆綁」的理念下，教師權能

的彰顯與增益對於教師的地位與所扮演的角色產生了重大的轉變，教師在

課程上從「部定課程的執行者」轉變為「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者」；在教

學上從「知識的傳授者」轉變為「能力的引發者」；在教學模式上從孤立

自主的「獨室教學」轉變為同儕通力合作的「專業教學」；在授課方式上

從「蔣光超式」的單向教學轉變為「相互成長」的雙向教學，從這些角色

上的轉變，教師似乎擁有較多的專業權力，然而，教師是否真的知覺其權

力被彰顯？而相對地教師是否具有相對的能力來行使該權力？這都是吾

人所必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四、過去相關實證研究缺乏 

根據研究者經由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系統搜尋有關以教師彰權益能

為主題的相關研究，發現目前探討此方面的文獻並不多，國內學者有如潘

慧玲、王麗雲、鍾任琴、沈姍姍及黃乃熒等幾位學者，而在近幾年的研究

論文方面則略有增多，其中在質性研究方面，有黃瑞慧（2000）的「教師

增能與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許如菁（2000）的「教師權能的描繪與分

析：一所國民小學及其學校教師會的經驗」、孫瑞鉑（2001）的「從無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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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增能-談大湖國小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洪孟華（2003）的「國小教師增

權賦能之研究」等。而在量化研究方面，有潘安堂（2002）探討臺灣地區

國民小學教師授能與工作滿意度之間的關係；洪嘉鴻（2003）探討彰化縣

國民小學教師增權與教師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呂書碧（2003）探討臺北

縣市國民小學教師賦權增能知覺與學校衝突知覺之間的關係；而張心怡

（2001）探討臺北縣市國民中學校長授能領導的現況；郭逸瑄（2002）探

討臺北市高級中學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增權賦能的關係；梁玟燁（2004）

則研究臺北縣市國民中學教師專業權能、教學承諾與教學效能之間的關

係；曾富明（2005）探討臺北縣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與學校效能之間的

關係，以上量化研究論文，多以研究教師彰權益能與其他研究變項間的關

係或對其造成之影響為研究重點。而廖運楨（2002）及陳志和（2003）分

別針對臺灣地區公立國民小學及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的彰權益能情形深

入探討，然研究對象係針對國民小學教師，未針對國民中學教師，究竟國

民中學教師與國民小學教師在彰權益能的表現情形上有無差異，值得進一

步探究。此外，臺北市向為首善之區，擁有比其他縣市更多的教育資源，

居民教育水準偏高，具有標準都會型城市的特質，卻未有以臺北市教師為

研究對象之相關彰權益能研究，因此本研究一方面基於以上的考量，另一

方面則以研究者近年來皆於臺北市工作之故，決定以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

師為研究對象，以瞭解在國內外教育環境變遷下，教師彰權益能的現況。 

 

貳、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以探討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

之情形為研究主題，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有下列六項： 

　一、瞭解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之現況。 

  二、分析不同教師個人變項下，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的差異

情形，以做為教師自我增能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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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析不同學校環境變項下，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的差異

情形，以作為學校辦學之參考。 

　四、釐清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與益能兩者之間的關連性。 

五、探討實施教師彰權益能的作法。 

六、根據文獻探討及實徵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供教育行政者、

學校教育工作者及後續研究參考。 

 

第二節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就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

能的情形加以探討。茲先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壹、 教師彰權益能的意義及內涵為何？ 

貳、 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之現況為何？ 

參、 不同教師個人變項（性別、服務年資、年齡、最高學歷、現任職務、

進修情形、是否加入教師會）下，教師彰權益能現況的差異情形為何？ 

不同學校環境變項（學校規模、學校歷史、學校是否成立教師會）下，教

師彰權益能現況的差異情形為何？ 

肆、 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與益能之間的相關情形如何？ 

伍、 實施教師彰權益能的作法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概念清晰明確，茲將研究中所提及之重要名詞-

「教師彰權益能」，釋義如下： 

本研究所稱之「教師彰權益能」（teacher empowerment），為一多元

向度的概念，藉由教師內在對自我專業成長的知覺與促發，與外在結構權

力下放的行政支持，一方面教師透過參與校務決策，彰顯專業自主的權

力，負起專業責任；另一方面教師積極投入專業成長，充實專業知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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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自我專業效能，形成權力彰顯與能力增益的循環歷程，使教師地位與

影響力得以提升，並進一步發揮學校效能。本研究將教師彰權益能可分為

「彰權」與「益能」兩部分來討論，其中「彰權」又分為參與決策、專業

自主及專業權威等三面向；而「益能」則分為專業知能、自我效能及專業

成長等三面向，此六向度內涵分別為： 

一、參與決策：係指教師能參與與其工作有直接相關的各種重大決策，

包括個人教學及學校整體兩大面向，在個人教學面向如發展課程、教學計

畫等，而在學校整體面向如校務計畫、學校行事曆、教師聘任、學校預算

及設備的規劃與運用等均能參與，並有機會在相關會議中發表意見。 

二、專業自主：係指教師具有掌握教室內日常活動進行程序及內涵的權

力與機會，包括決定教學目標及方法、教學進度、成績評量教學環境布置、

輔導管教及班級經營等與教學有關的事項，而不受外力不當干涉。 

三、專業權威：係指教師在學校中被視為是專業人員，擁有來自同事的

支持，受到學校行政人員、其他教師與學生的肯定與尊重，並且在專業上

受到重視，在相關會議上能夠以專業知識發表意見，進而對學校發展發揮

專業影響力。 

四、專業知能：係指教師除了瞭解學校教育的目標與理念外，能清楚自

己的教育理念，在任教學科上具有專門知識，熟悉各種教學策略與技巧，

並且能夠依據學生身心發展及學習特性進行教學，妥善經營班級管理。教

師必須確實擁有專業的知識與能力，才能實踐教師角色行為。 

五、自我效能：係指教師對於自己的專業具有信心，能夠努力追求新知，

不斷成長，相信自己有效率及能力處理教學事務，能有效地發揮影響力，

幫助學生學習，並且勇於嘗試不同的教學觀念及措施，不斷反省教學，以

帶好每一位學生為目標。 

六、專業成長：指教師在學校中能持續進行專業成長及發展，能設計智

性成長的環境，能為自己及同事的專業成長設計進修計畫，分享同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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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合作，並且與其他同事進行專業對話溝通與分享，進行同儕視導與

評鑑，以增進彼此的專業能力。 

根據以上的分類加以編製而成「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情形問

卷」，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表現情形係視教師在問卷作答的總

體得分而定，分數越高表示該受試教師知覺彰權益能的情形越高。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一、 就研究地區而言 

    臺北市向稱臺灣首善之區，交通便利，資訊發達，與其他縣市相較之

下，具有得天獨厚的都會特色，然而經相關文獻資料收集的結果卻發現以

臺北市為研究地區之相關研究並不多，復以研究者服務的地點位於臺北

市，有助於資料的蒐集與整理，因而本研究將研究地區鎖定為臺北市。臺

北市轄區範圍包括中正區、信義區、大安區、大同區、中山區、萬華區、

士林區、北投區、南港區、內湖區、松山區及文山區等十二大行政區，截

至 94 學年度市內所轄之國民中學共有 59 所（不含公立完全中學之國中

部、附屬高級中學及所有私立學校），合格教師數為 5804 人（取自臺北市

政府教育局網站）。全市總面積約 271.7997 平方公里。臺北市位於臺灣本

島北部之臺北盆地，地理區東起南港區大豐里，西至北投區關渡里，南為

文山區指南里，北為北投區湖田里，四周均與臺灣省臺北縣交界。 

二、 就研究對象而言 

    鑒於私立學校組織運作與教師任用程序與公立學校不同，因此就教師

彰權益能知覺情形可能與公立學校教師有所差異，因此將本研究的母體鎖

定公立國民中學，而本研究中所謂「國民中學教師」，係指目前服務於臺

北市立國民中學的現任合格教師，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師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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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等相關法規之合格教師，包含專（科）任及兼任學校行政工作之教

師（如：各處室主任、組長及導師），不含校長、實習教師與代課教師。 

 

三、 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在瞭解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表現情形的內部影響因

素，而不涉及外部因素如政策、社區及家長等，地區則限定在臺北市，研

究結果也僅限於分析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的現況，而不涉及彰權益能與

其他變項的相關研究。 

 

貳、 研究限制 
一、 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係以臺北市立國民中學之現任合格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未含

納校長、職員及代課代理教師或實習教師，亦未包含私立國民中學，由於

研究樣本的限制，故研究結論僅限推論於臺北市立國民中學，無法論及私

立國民中學及其他縣市之國民中學。 

二、 就研究內容而言 

    教師彰權益能的所包含的向度很多，本研究僅就問卷所及向度進行施

測，而恐無法涵蓋所有的向度；再者，關於教師彰權益能的影響因素甚多，

如學校效能、校長領導方式等，本研究僅就教師個人變項及學校環境變項

進行探討，無法涵蓋所有因素，做全面性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