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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蒐集國內外教師彰權益能的相關文獻進行整理分

析，以作為實證研究之理論依據。以下分成三節進行探討：第一節探討教

師彰權益能的意義與發展，第二節就教師彰權益能進行理念分析，第三節

分析教師彰權益能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教師彰權益能的意義與發展背景 
    1995 年教師法公布，我國教育環境權力生態隨之丕變，以往講求中央

集權的權力結構，隨著國內外的教育改革風潮，權力下放、地方分權及學

校本位管理的理念逐漸受到重視。以往教師受到中央集權的行政制度及學

校科層體制的限制，在專業上充其量只是個執行者的角色，並無法真正展

現其在教師專業上所應扮演的角色，而在上述時代背景的轉變下，國家的

教育權力結構漸漸進行轉變與調整，教師所扮演的角色亦應隨之重新定

位，教師在教育改革中應該是主導者、行動者，而非被改革的標的。因此

在講求「教育鬆綁」的氛圍中，如何使教師能在教學專業中彰顯權力，增

加能力，「教師彰權益能」成為現今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課題。本節旨在探

討教師彰權益能的基本概念，內容首先分析彰權益能的相關概念，繼而說

明教師彰權益能的發展背景，最後針對教師彰權益能的意義進行闡述。 

 

壹、 彰權益能的相關概念 
    從國內外教育改革的經驗中得知，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來自於「分權」

與「權力下放」的價值觀，而教師不論在與校長、學校行政人員、同僚、

家長或是學生之間，都存在有權力關係。因此在探討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

時，首先必須針對「權力」的概念加以分析；再者，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

中，係以「彰權益能」為核心價值，因此進一步對於「彰權益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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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說明，並且將「彰權益能」與「授權」兩個在傳統上常混淆不清的觀

念加以釐清。 

一、 權力的概念 

「彰權益能」的概念來自於國外管理領域的一個重要概念，是讓個人

發揮其內在潛能的策略之一，有鑒於過去在教育場域中，校長往往是學校

中最主要的權力握有者，而近年來教育界領導理論及學校本位管理的興

起，「分權」及「權力下放」的價值觀漸成為教育改革中重要的訴求，「彰

權益能」的概念便是探討學校中行政與教學兩大系統間權力關係產生變化

後教師的權能感改變情形。因此要對「彰權益能」的含意有進一步瞭解，

必須先從權力的分析開始，正如 Sarason 所言：「所有的改革，如果無法

觸及權力關係的形式，是不可能成功的」（引自 Klecker & Loadman, 1998）。 

「權力」（power）的存在不僅是在政治的過程中，任何的個體存在

於團體或組織中都有「權力」關係的存在，不論是學校與社會、教師與家

長、教師與學生、教師與學校行政人員及校長、教師與同儕，彼此間都存

在權力的關係。而關於權力的意義，探討者眾，茲介紹數位學者對權力的

界定如下： 

Conger 及 Kanungo（1988）認為「權力」是「正式權威的擁有或組織

資源的控制」。根據周何總（1999）所編的國語活用辭典，「權力」為有所

憑藉而能使人服從的力量。與「權利」有別：權力指一種可以統治、管轄、

支配別人的權柄（主要是職權）；權利指照規定給予人們的可以享受的利

益（包括保護這種利益的應有權力）。 

許籐繼（2000）認為權力是在正式的組織中，某具備一定資格的主體，

源於法律或社會群體的正當委託，憑藉或利用某種資源為基礎，在主客體

關係與結構中，運用組織中的機制與各種影響類型，與相對的客體進行互

動，致使客體改變行為同意或順從自己，以合力實現組織或主體意志、目

標或利益功能的一種力量或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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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運楨（2002）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權力」的詮釋，將權力定義為：

「在因共同目標而結合的團體或相互依賴的情境中，某些個人或群體，因

其地位、人格特質、知識或其他因素，而能影響其他個人或團體，依其意

旨以行事的力量。」 

陳志和（2003）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權力的定義及特性，認為權力不論

是以能力或是社會關係的形式存在，擁有權力者要不是採取有形的物質獎

懲或資源控制；就是以無形的職位權威、個人特質及專業技能，形成一種

潛在的狀態，透過影響力的外顯，來達成擁有權力者所意圖的效能。亦即

能有效發揮影響力的人，就是擁有權力的人。 

Yukl（2002）認為權力是一個隨情境不同而改變的動態變項，係指個

體在環境的特定時間中，擁有影響特定的個體或群體行為及態度的絕對能

力。 

從以上學者對於「權力」的定義中，本研究歸納整理認為權力係指：

「在組織中擁有某種資源的個人或群體，運用其所擁有的有形或無形資

源，影響其他特定個體或群體的行為及態度，使之依照其想法或意旨行

事。」 

王麗雲及潘慧玲（2000）認為在彰權益能的權力觀中，視權力為組織

中無限的物品，並強調權力的共享性、內發性及目的性，此為彰權益能與

傳統對權力觀點的兩大不同之處。傳統的觀念認為組織中的權力是有限的

物品，某些成員權力的增加勢必導致另外一些成員權力的減弱，然而從參

與哲學與政策吸納的觀點來看，在組織中卻不必然有此消彼長的關係，相

反地，透過權力的下放，讓更多老師得以參與更多的決定，而使得組織目

標能夠順利達成，校長藉由權力分享，反而獲得更大的權力。彰權益能的

概念強調權力的共享（power with）、權力的內發（power from within）及

權力的目的性（power to），而不是權力掌握（power over）或權力的操弄

（power through），所有參與者必須有團隊的共識，彼此之間互動關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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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共識是內發的，而不是外在給予的，個人不但有能力考慮自己的

行動，也能夠顧及別人的利益、思想、情感及經驗，並且伴隨著具體的行

動與影響。 

傳統以來，在我國中央集權的教育行政系統中，全國教育事務的決策

權集中到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手上，然而教育事務繁雜，為了加強監督

與防弊，政府不得不授權各級行政人員對於教育措施的適切性進行裁量。

Mayer 及 Roman 在其所提出的雙重系統理論中，認為學校的權力結構呈現

兩大不同系統，除了以校長為代表的行政系統外，還包括教學系統，其中

教學系統具有鬆散結合的特性，講求專業性、獨立性與自主性；而在行政

系統上則是高度結構化的，具有科層組織的特性。在組織的科層體制下，

任何的決定都有一定的規章與成規，層層節制；然在教學的專業化領域

中，卻又強調教師的專業自主與控制權，行政與教學兩大系統之間的權力

關係運作關係，一直以來是學校組織運行中一大重要的課題，過去在行政

權獨大的年代裡，校長在學校裡具有廣泛的裁量權，幾乎成為教育行政機

關在學校中的代言人，近年來「彰權益能」的權力觀逐漸在教育領域中開

展，對於學校系統的權力關係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也刺激了學校教育體系

結構的改變與革新。 

權力存在於學校的任一主客體的互動中，包含校長與教師、教師與教

師、教師與家長、教師與學生等，然而在彰權益能所強調的權力下放觀念

裡，並非僅單方面要求校長權力的釋出，而是以生態觀的層面來看權力的

重新分配，彰權益能的目的不在削弱別人或壓迫別人，而是要使別人脫離

壓迫者的角色，在教育場域中的每個個體都有參與團體事務的權力，在此

參與的過程中，因對於達成組織目標夠有共識，達成目標也變得更加順

利，校長與教師也都因此而獲得更大的權力。 

 

 



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之研究                                                  

 16

二、 彰權益能之意義 

在 1960 年代以前，Raths 在其教育理論中就已探討彰權益能的概念，

其中提及的三個面向，分別是需要（使人具有安全感）、價值（知道自己

的目的與選擇，能作明智的決定）、學習（能夠檢核重要的概念，挑戰思

考，促進認知的成長），顯見彰權益能的觀念已存在有超過五十年的歷史

（Wassermann, 1991）。從相關文獻中發現，有關彰權益能的論述大多源

自 70 年代至 80 年代社區心理學、心理健康及社會工作等領域，強調透過

社區教育的過程，喚醒都市中貧乏且文化不利的居民自覺，提升其自我權

能感（self-empower）（Rappaport, 1987）。而彰權益能的觀念在教育領域

的運用主要來自工商界對於產出的努力，激發了同樣講求產出及效能的教

育領域，進一步對於教育場域中，教師、學校行政人員、家長及學生的彰

權益能情形加以重視。 

Wellins、Byham 及 Wilson 從字面上對於〝empowerment〞的定義為：

「em 是指放置或覆蓋，power 是指控制、權威、支配權，empowering 乃是

傳遞權威、責任的意思。」根據 Random House 辭典的解釋，〝empowerment〞

有兩種意義：其一指給予權力或權威；其二為使能夠（enable）或允許

（permit）之意（引自 Rappaport, 1987）。而梁實秋編的「遠東英漢辭典」

（1988）認為 empower 的解釋有兩種：一是「授權與……」；二是「使能」，

由此可以明顯瞭解，彰權益能具有二種意義「授權」、「使能」，換言之，

組織成員不只消極被動的接受權力的授予，同時也強調其積極主動的增加

能力的意義。 

彰權益能的重點即在於權力的分享，Burke 認為所謂彰權益能即謂權

力的授予（granting）或是權威的授權（delegation）（引自 Conger & Kanungo, 

1988）。而在管理學的相關文獻中，彰權益能最核心的要素則是授權的概

念及決策權力的去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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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彰權益能的觀念並不僅限於教育領域，舉凡社會

工作、護理工作、企業管理及公共行政等範疇裡，都有關於彰權益能概念

的運用，也由於適用範圍過於廣泛，造成各領域學者對於 empowerment 譯

法並不一致，包含有灌能、授能、增權、賦權、授權增能、彰權益能、擴

權增能、賦權增能、賦權益能等，諸多的譯法中，究竟何者才最恰當，端

視文章脈絡及背景而定，並無一定的用法。茲將國內學者對彰權益能的翻

譯名稱整理如表 2-1。 

彰權益能的意義至今仍無具體的共識，但對於彰權益能概念的應用，

其強調之精神及共通處則都在增長適度的權力，以期能促進能力的提升。

此概念涉及的向度除了外在權力的直接下放外，還包括內在能力的知覺與

需求的衍生，並為自己的行為負責，因此彰權益能就是使能力低的人，變

得能力高：而能力高的人，願意盡其所能。佛家語中所謂「醍醐灌頂」，

醍醐製自牛奶，是牛奶中精華，比喻最高的智慧，因此佛家以智慧輸入於

人，稱 「醍醐灌頂」，因此彰權益能是「將能力與智慧灌注於人」之意

（陳育美，1997）。王永琳（2001）分析國外學者對彰權益能的定義，將

彰權益能的意義歸納出了權力、激勵及訓練等三項觀點（見表 2-2），從

其所分析的觀點中可得知，組織中成員權力的彰顯與能力的增益，不僅僅

是消極被動的接受與授與，而是主動積極的觀念與行為。在談及教師彰權

益能的意義時，各個學者因著重的觀點不同，而各有迥異的解釋，以下介

紹幾位學者對彰權益能的定義，以明其梗概。 

Lightfoot（1986）將彰權益能定義為個體擁有自主、責任、選擇及權

威的機會。彰權益能是如何獲得對其自身生活事務的支配或控制的過程，

人們如何在民主參與過程中變得更加主動，而能夠影響整個社群的管理方

式及與社會攸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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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aport（1987）認為「彰權益能」係指變成能夠或允許做一些不特

定事情的過程，其形容彰權益能為一個概念，將個人才幹與能力與環境連

結，而其所指的環境是指能夠提供個體選擇及展現才幹機會的環境。 

Dunst 認為彰權益能包含兩大議題：一是在組織中能夠培養自主、選

擇、控制及責任感的促能經驗；二是允許個人能夠展現已經具有的能力，

並且同時學習新的專業知識與技能，使其得以支持並增強自身的各項能

力。（引自 Short & Rinehar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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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empowerment」國內學者譯名分析比較表 

譯名/領域 公共行政與政策 護理行政 教育與學校行政 企業管理 

員工授權活力化 施能傑（1995）    

灌能  王秀珍（1997）  陳育美（1996）
呂盈良（1997）

充能  呂秀蓉（1997）   

強化  湯蕙娟（1998）
謝玉娟（1997）

  

專業權能   鍾任琴、黃增榮

（1998、2000） 
 

授能   廖運楨（2002）  

增權   沈姍姍（1995） 
張稚美（1998） 
林海清（1999） 
洪嘉鴻（2003） 

 

賦權  張麗春、李怡娟

（2004） 
周淑卿（2001）  

彰權益能   王麗雲、潘慧玲

（2000） 
許如菁（2001） 
陳志和（2003） 
莊錦堂（2004） 
曾富明（2005） 

 

授權增能   林志成（1998）  

擴權增能   許籐繼（2000）  

賦權增能   李新民（1995） 
郭昭佑（2000） 
廖運楨（2002） 
郭逸瑄（2003） 
呂書碧（2003） 
黃哲彬（2004） 

 

增權益能   羅云辰（2003）  

增權賦能   洪孟華（2003）  

資料來源：修改自國民小學教師授能與工作滿意度關係之研究（頁 7-8），潘安堂，

2002，國立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碩士論文，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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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彰權益能定義表 
分類 學者 年代 定義 

權力觀點 Burke 
 

1986 將彰權益能視為權力的授與（granting of power），即
授權（delegation of authority），與賦能（enable）有
所區別，賦能意謂著提供部屬完成工作所需的資源以
便達成工作目標，而彰權益能則僅僅是授與員工權
力，兩者相同之處在於其目的均是增加員工完成工作
的能力。 

 Sirkin 1993 認為彰權益能就是授與基層員工不必透過層級節制
的官僚體系便能處理顧客抱怨的權威，也就是讓部屬
不經上級的允許便可自行處理內部的問題，以防問題
惡化，在此同時，管理階層便可以思考組織中長期性
的議題，而不對員工的例行工作事事加以監督。 

 Daft 1995 認為彰權益能就是權力的分享或是將權威授與部屬
的過程。 

 Berman 1995 認為彰權益能是指管理階層將決策權與責任授與部
屬，而部屬則在工作指引內對結果負責。 

 Cramer 1995 以為彰權益能最簡單的解釋就是給予權力（giving 
power），亦即提供人員不同程度的機會，使之能夠
積極行動而影響其生活。 

 Willis 1999 認為彰權益能是指組織中的所有人員在制訂決策與
解決問題時共享權力，其也意謂著管理階層轉移、分
配，甚至放棄其原有的權力，以創造一更具有力量的
組織。 

激勵觀點 Niesen 1986 認為彰權益能是指同時給予部屬心理上與技術上的
資源，使其能發現自身所擁有之權利，藉以增加自我
效能的信念。 

 Conger& 
Kanungo 

1988 認為彰權益能乃是增加組織成員自我效能感的過程。

 Conger 1989 認為彰權益能是為增強一個人對其自我效能感的信
念而採取的行動，因此，在本質上，其非僅是一組外
在的行為，而是一種改變人們內在信仰的過程。 

 Whetten& 
Cameron 

1991 認為權力可以增加對於有限資源的控制及自我效能
感的提升，授與員工適當的權力可以增加工作績效，
因此彰權益能對於增加員工的自我效能感有正面的
幫助。 

 Velthouse 1990 將彰權益能定義為一種個人對自身選擇能力的認知。

 Kennedy 1995 將彰權益能視為激勵的過程，透過此一過程員工可增
強其自我效能感。 

訓練觀點 Barner 1994 認為彰權益能不僅僅是授與低階員工權威與權力，而
更要培養或發展員工處理相關事件時所必備的能
力，因此所謂彰權益能就是賦予員工能力。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公務人員授能認知之研究（頁 19），王永琳，2001，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論文，臺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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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y 認為彰權益能是使個人獲得力量，使其意見受到重視，影響與自

己有關的決定或計畫，在工作場合中運用經驗改進自己的表現，並進而改

進組織的表現（引自王麗雲、潘慧玲，2000）。 

Barner（1994）將彰權益能定義為管理者將權力與管理權移轉給所屬

的成員，並協助成員自我管理其所得到的新自主權（new autonomy）。在

Barner 的定義中，他認為應同時兼顧兩個相關且同等重要的因素：「彰權」

與「益能」。「彰權」是一種權力和管理權威移轉與分享的過程，而「益

能」則是在協助成員去發展他們在管理自我附加權力及自主權力時所必須

具備的能力，而此種能力的發展，必須藉由提供成員相關專業技術和工作

維持（job-survival）兩種技能的進修訓練才能達成。 

Wilson 及 Collican（1996）認為自我彰權益能（self-empowerment）係

指個人對自我內在力量的知覺，個人如何在與他人互動中展現其內在的力

量，自我彰權益能的人是自動自發的，因為他們相信最好的權威來源來自

於他們自己內在，同時他們也相信自己的思想和感覺是有價值的。 

Short 及 Greer（1997）則認為彰權益能是一個複雜的構念，是使學校

中所有成員能建立起自我成長以及解決自我問題能力的一種過程。一個具

有權能感的個體，相信自己有足夠的技能與知識去處理各種問題並改善現

況。 

鍾任琴（2000）認為彰權益能是一種專業發展的歷程，是心理知覺的

結果，是指授權或權力分享的概念，也是一權力的結果。當個人擁有權能

時，即代表個人擁有自主權、負責任，並享有專業的權威。 

王麗雲及潘慧玲（2000）將彰權益能歸納成三個面向：在心理面向上，

個人肯定自我的價值與能力；在行動面向上，除了信念之外，彰權益能也

要伴隨著具體的行動，以促進工作的完成與組織的改進；在政治面向上，

認為彰權益能過程中，個人應發展參與能力，扮演有價值的社會角色，具

備專業知能及批判意識，並且能負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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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心怡（2001）認為彰權益能除了重視組織中職權授予層面外，更強

調領導者應激發出原先個體擁有之權力與能力，並且協助個體不斷進行自

我學習以促其能力逐漸增長之層面，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過程。 

潘安堂（2002）認為彰權益能可以說與權力的賦予、能力的增加、自

我效能提升、控制知覺有關，代表一種領導與管理的興革，注重人在環境

中的重要性。降低以物質環境特徵來決定一個人的知覺及行為的重要性，

需藉助於各種方法的逐步配合與長期努力，達到組織文化的變遷，並在彰

權益能的各個層級達成授能應有的表現。 

郭逸瑄（2003）將彰權益能分為三個面向加以定義，從環境上的客觀

條件而言，包括權力的賦予、能力的增加及參與的機會三方面；在組織成

員的主觀條件上，則包含意願的投入、責任的承擔及效能的提升三方面；

再加上主客觀因素之交互作用，亦即發揮專業影響力的動態歷程，精進組

織專業的永續發展。 

蔡進雄（2003）將彰權益能定義為：「領導者能給予部屬權力，同時

也能開展部屬的潛能的歷程。」 

吳清山與林天祐（2003）認為彰權益能是指領導者授予部屬做事的權

力或權威，使部屬更有能力做好事情的權力運用的過程。 

張麗春及李怡娟（2004）認為彰權益能是個人或團體獲得掌握其生活

與環境的行動過程與結果。 

曾富明（2005）認為彰權益能是一種動態的結果，是一種導向目標的

狀態。在權力結構方面：是批判的、互動的，藉由重組與釋放，將決策制

定權能移轉，讓管理者能分享權力，成員能參與決策；在組織成員方面：

能夠具有做決定的權力及提升績效決定的能力；在組織方面：能夠累積變

遷的能量，增加變革的動能；在權能範圍方面：凡組織有參與的，均會授

與權力與增強能力，甚至對立的一方，但會因個體參與的程度與接受的能

力而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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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多位學者對彰權益能（empowerment）的見解可知，此概念包

含多元向度，而不論各家譯法有多大的差異，其內涵大多包括權力的彰顯

與能力的增益，「彰權」強調權力的彰顯，過去權力的掌控與運用多落在

組織領導人及行政人員手中，因此在強調「民主參與」與「權力共享」的

組織變革理念下，除了強調透過「授權」的方式讓組織中相關人員獲得參

與的管道，更必須讓其所擁有的權力得以「彰顯」；而「益能」強調個體

原先擁有潛能的激發，並且協助個體不斷進行自我學習以促進其能力不斷

增長，有其積極的含意存在。本研究一方面為使用詞具有一致性，另一方

面配合研究目的，探討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權力增長與能力發揮的情

形，因此在參酌相關文獻後，決定以「彰權益能」作為本研究對 empowerment

的譯法，並且將研究對象焦點放在國民中學的教師身上，因此即以「教師

彰權益能」為 teacher empowerment 的中文譯法。 

歸納相關文獻結果，本研究認為彰權益能係指：「個體因組織權力的

授與，激發其自我專業知能的知覺，願意積極提升自我，參與組織運作的

過程，擁有自主權並能負擔責任，能夠掌握與個體生活有關事務的歷程。」 

三、彰權益能與授權的比較 

 「彰權益能」的觀念被廣泛運用於各領域中，然因各領域的切入點不

同，所詮釋的概念就不盡相同，其中最常與「彰權益能」概念產生混淆的

即是「授權」（delegation）的概念，以下即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深入分析

兩者間的內涵，以釐清界定彰權益能的觀念。 

Munro（1994）認為授權對於被授權之成員本身而言，其究竟是否具

有順利執行這些權力的相對能力，事實上並未充分加以納入考慮。所以他

提出「授權」與「彰權益能」最大不同之處，即在於「彰權益能」本身強

調應先協助成員提升其自身「自我能力」之後，才能真正有助於組織績效

與品質的相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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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心怡（2001）認為「彰權益能」與「授權」之間的關係應呈現相輔

相成並相互消長的狀態，授權偏重於組織中職權的授予，是經由外在加諸

個體的過程；而彰權益能除了重視職權的授予外，更強調個體原擁有的權

力與能力應該被激發，並且強調個體不斷進行自我學習以增長自我能力的

層面，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過程，因此彰權益能的廣度與深度遠超過授權，

且授權應包含於彰權益能之中。 

廖運楨（2002）認為授權是上級將一定範圍內的權力下放給下級，以

完成特定的任務，授權者與被授權者在脈絡上具有因科層體制而造成的從

屬關係，但授權者並非交出或放棄權力，因為授權者仍保有指揮及監督之

權，惟一切皆由上級片面行之，環境所能提供的選擇與成長機會或部屬的

知覺並未被考慮在內。而權力下放的授權固然重要，同事之間的同僚關係

及成員本身的能力與地位亦不可忽視，因此強調除了授權以外，更要重視

成員能力的提升。 

Yukl（2002）認為授權強調「領導者」對於權力的分享；而彰權益能

強調「追隨者」對於權力分享的看法。因此，在彰權益能的過程中，校長

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所扮演的角色不再是命令者及指揮者，而是協助者、

輔導者及激勵者的立場，充分授權並激發成員的潛力，若僅強調授權，則

容易造成成員有權卻無能的狀況。 

黃哲彬（2004）認為「授權」與「彰權益能」的意義並不相同，所謂

「授權」僅是將有限的資源做部分的調整，好讓成員能夠順利履行任務，

而「彰權益能」不但有將權力下放以協助成員完成任務外，還包括允許並

幫助成員，使其有能力去作他們被授予執行的的工作任務，並滿足自我效

能感。 

由以上多位學者對「授權」與「彰權益能」的意義中可知，「授權」

與「彰權益能」兩者之間意義並不盡相同，「授權」著重在權力的下放，

其具有從屬關係的脈絡，是由上層轉移某些權力至下層，權力的增加是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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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層級節制的關係，讓主管人員與部屬間在最大利益與最小損失的原則

之下，達成組織目標，可說組織中的權力關係是零和的；而「彰權益能」

除了強調權力的分享，除了重視權力下放後是否被彰顯外，另一方面更重

視當組織成員被賦予該有的權力後，同時有能力負起相對的責任，並有機

會去發展、充實其自主權力所必須具備的能力，進而幫助提升自我效能。

簡言之，彰權益能的權力來自於個人，組織中的權力關係是非零和的，其

為適當的授權，以內在形式的趨力，跳脫傳統外在授權的束縛，可以擺脫

「以授權之名，行獨裁之實」的惡名，真正做到成員權力的彰顯與能力的

增益，降低個人在組織中的無力感，並提升組織效能。 

 

貳、 教師彰權益能的意義 
    近代教育改革的共同趨勢如學校本位管理、績效責任及教師彰權益能

等觀念，強調透過教育組織權力結構的重組，提升組織成員參與決定的權

力與能力。在教育場域中，學校是最主要的教育場所，其中教師又是最接

近教學現場的人，應該直接參與與其工作相關的決策過程，並負起應擔負

的責任。然而除非教師具備必要的專業能力與技巧，並且取得足夠資源及

時間，否則他們可能無法擔當重任。王麗雲及潘慧玲（2000）將教師彰權

益能視為是使教育革新落實的核心概念，認為如果不能掌握這項概念，形

式化的改革將多於實質性的改革。而「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既為本研究

之焦點，其又被視為是增進學校效能的工具，那麼我們有必要對此概念的

意義加以瞭解。 

    Liberman 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指授權教師參與團體決策，即在學校內

擁有決策的角色。教師在教室內已經擁有相當大的「個別自主權」

（individual autonomy），但卻缺乏「集體自主權」（collective autonomy），

因而主張應以組織教師團體的方式，增加全體教師聯合的權力以經營學校

（引自 Brandt, 1989）。Browder 則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任何能夠增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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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地位的活動或手段」，以上兩位學者將教師彰權益能建立在「教師

專業」的前提認定上。而 Evans 及 Lowe 則認為在相關教育文獻中，教師

彰權益能最好的狀況是被視為是一種行政的取向，以形成組織的改變，而

最差的狀況則是縮減為一種策略，以分攤的方式減輕學校行政人員的工作

負擔，但實際上者兩種情況權力的增加，往往被視為是上對下的恩賜

（gift），權力並不處於平等的狀態（引自沈姍姍，1995）。因而 Evans

及 Lowe 認為應視彰權益能為一種過程，而不是一種結果狀態，彰權益能

應該是「一種意圖的、持續的過程，涉及共同的尊重、批判反省精神、關

懷以及團體參與，經由此過程，缺少均等資源者，即獲得接觸控制這些資

源的機會。」由此種定義之中得知，教師彰權益能在意的是過程中，教師、

校長及學校行政人員成為同僚合作的關係，彼此互相尊重，而共同行使權

力。 

部分學者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一種權力與影響力的獲得，Lightfoot

（1986）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教師所應擁有的一種權力、一種機會，是指

教師有自主權、責任感、選擇權及專業權威；Maeoff（1988）則認為教師

彰權益能是一種教師的權力，泛指能增加教師的專業地位、知識發展及自

主性、作決定的權力。許籐繼（2001）認為教師彰權益能係指在學校組織

中，教師個人對自我能力的信任與提升，經由主動具體的作為，影響工作

的達成與組織環境的改變，使教師本身在學校組織中，擁有參與決定的權

力與發揮影響力的能力。許如菁（2001）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提供教師參

與校務與作決定的權力與能力。所以在學校組織中，教師彰權益能是指校

長將權力與教師分享的過程中，透過權力的釋放，使教師的想法變為現

實，並維持下去。 

部分學者則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一種教師內在自我專業驅動力的知

覺，Short（1994）認為彰權益能（Empowerment）被定義為一個學校參與

者發展自我成長及解決問題的能力的過程，一具權能感的個體相信自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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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情境的技能與知識；一個具權能感的學校是一個能創造機會，讓教

師能力能夠被發展及充分展現的組織。Wilson 及 Coolican（1996）認為教

師彰權益能是指教師對自我內在力量的知覺，在與他人互動中展現其內部

的力量，一個彰權益能的教師是自動自發的，他們相信最好的權威來源是

來自於內部，他們也相信自己的思想和感覺是有價值的。Irwin（1996）認

為彰權益能的教育人員是相信自己行動能力的人，他們尊重他人的尊嚴及

人性，並且能夠實踐他們所擁有的獨特人格特質。當他們單獨一人工作時

是強勢、富行動力與熱情的，而當他們與他人一起工作時，則能夠支持他

人自我覺醒，不論是在教室、學校甚至是社區中。Wilson 及 Coolican（1996）

則認為除了外在改進教師專業地位及參與決定的增加外，激發教師自動自

發的內心專業驅動力及判斷，更是增進教師彰權益的重要因素。黃乃熒

（2000） 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立論，植基於批判理論，強調經由學校組織

的系統性反省，來開展教師能力，藉以促進學校革新。因此，教師彰權益

能的理念，強調每位教師擁有相同的行動機會，並經由不均衡權力關係、

意識型態角色及弱勢者對於現狀改變之承諾的探索，來開展教師的能力。

王麗雲及潘慧玲（2000）認為教師彰權益能強調的是個人能力、洞識、意

願、力量與行動的引發，要達成這項目的，必然會觸及到舊有權力分配的

形式，也就是說，個人必須被賦予權力，去參與和影響與其有關的事務，

希望藉由此方式，個人會有意願，也更有能力去處理其個人與專業的工作。 

另外還有學者將教師彰權益能視為是一種教師專業發展的歷程，鍾任

琴（1997、2000）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為一發展的過程，是指學校教師具有

專業自主的能力，能發展自我理想，解決自我的問題；教師彰權益能也是

一種權力的結果，指教師個人具有充分的專業知能，具有專業自主性與地

位，能實施專業判斷、負專業責任，能參與校務決策，以促進學校進步，

發揮教育功能。潘安堂（2002）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學校教師在專業發展

歷程中，擁有充分的專業知能，具有高度的自我效能及教學效能，享有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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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專業地位及影響力，能不斷地專業成長，具備專業自主的能力，能參

與校務之決定，促進學校的發展及教育目標之達成。洪嘉鴻（2003）將教

師彰權益能定義為具有充分專業知能的教師在發揮專業能力的過程中，被

賦予相當權力，能擁有崇高的專業地位及專業自主權，以不斷追求成長，

可以選擇、參與、決定及發揮專業影響力，但須對本身的成敗負專業責任，

這可是教師對自己具有信心，幫助自己進步，能發揮專業能力，參與學校

決策，進而增進學校效能與教育目標的達成。陳志和（2003）認為教師彰

權益能係指教師經由內發性自我權能增長引發動機，藉由外在支持因素，

進行彰顯權力，增加能力，提高教師工作滿意度，教學信心及專業形象之

歷程。洪孟華（2003）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既是一種狀態，代表教師所應擁

有的專業權力與專業機會；也是一種提高教師專業地位的動態歷程，在此

歷程中結構權力下放的行政取向以及教師自身的專業知能、專業發展二者

間成為一互動、成長關係；曾富明（2005）認為教師彰權益能係指教師能

彰顯其已具有的權力並增加其能力；在其專業發展的歷程中，具備充分的

專業知能，擁有高度的自我效能，享有崇高的專業地位，並能主動參與校

務決策，過程中具有專業自主的能力，發揮專業影響力，爭取應有的資源

且在互動的歷程中，持續不斷地增進專業權能的成長，以促進學校的發展

及教育目標的達成。 

也有學者將教師彰權益能視為是教育改革及學校重整的動力及作用

歷程，包括參與決定、專業成長及專業自主的過程，皆可視為教師參與學

校重整的歷程，Rice 及 Schneider（1994）認為教師彰權益能係指教師擁有

專業的知識與能力，且能主動積極投入、關心教育事務，並經由參與校務

決策以發揮其影響力，此為學校教育改革、重整的主要動力。Klecker 及 

Loadman（1996c）則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學校教育改革成功主要的因素，

透過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給予教師更多專業的權力與機會，將可促使學

校改革成功，增進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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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彰權益能強調不僅賜給教師力量，更重要的是將其既有的潛能激

發出來，因為教師早就具有無窮的力量，需要的只是將這股力量引爆出

來，讓它充分地展現在工作之中，提高教師的工作滿意度，並對其專業有

一份擁有感。因此在轉變的過程中，彰權益能是要求人與制度同時轉化的

歷程，對人而言，教師必須不再保持緘默與順從，其聲音與想法必須透過

各種管道加以開展，並對自我內在力量有所知覺；對制度而言，破除過去

權力集中化的科層體制，將權力逐漸下放到基層學校，由學校自主經營管

理，而學校的運作係以教學為重點，所以其校務經營也必須讓與教學最直

接相關的人-教師與學生一併參與，並且負起績效責任。由此可知在探討教

師彰權益能的意義時，不僅從權力下放的角度來著手，同時必須考量如何

激勵教師內在自我專業能力提升的知覺，使其勇於承擔應負起的責任，建

立自主中有責任的觀念。因此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雖源自於「分權」及「權

力下放」的概念，但其概念的內涵似乎不僅限於單方面權力結構的重組，

還包含教師能力的激發與增益，可視為是教師專業發展的歷程。 

廖運楨（2002）即將教師彰權益能視為是一多向度的概念，教師一方

面因教育行政體系及學校階級結構的下放，一方面因本身專業知能的充實

與成長，對學校環境提供自主和選擇的機會有所知覺，而能充分、自由地

展現其才能、提高其地位、發揮影響力的歷程。陳志和（2003）認為教師

彰權益能的特色不在於權力關係中主客體相互鬥爭以獲得較大影響力來

爭取更多資源，而是希望藉由內部動機的自我權能增長影響外部的自發性

成長行動，並輔以外在支持系統與同儕間的聯合，共同使教師對自己的工

作產生更多的信心與滿意度。教師彰權益能不單僅涉及教師「權力」的部

分，更重要的是教師專業「能力」的發展與精進，潘慧玲（2001）整理國

外相關文獻，進一步釐清彰權益能之概念，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中，

「彰權」係指外部權力，即教師透過建立社群，而增進其集體自主權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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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益能」則是指內部權力，即教師透過自我內在的自我反省及專業

能力的增加，使教師能夠真正成為一位專業人員。 

因此，教師彰權益能的本質除了權力的賦予與彰顯以外，更有另一重

要的核心內涵-專業能力的增加，教師彰權益能不僅只是要求中央機構賦予

教師教學與課程上的自主權，進一步教師亦必須有參與學校決定的機會與

權力，另一方面教師本身必須具有與行使權力相對等的能力，否則不可能

真正行使權力。教師彰權益能在教育改革與學校權力結構重整的過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在權力與能力謀合的歷程中，教師獲得更多的權力，原有

蘊含內在的專業能力亦被激發出來，能夠積極參與學校事務，並在與其工

作有關的決定上提供專業意見，發揮專業影響力，對於推動學校改革產生

正面且具建設性的驅力。 

綜合歸納以上國內外學者對教師彰權益能的觀點，本研究認為教師彰

權益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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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 教師彰權益能的發展背景 

彰權益能的觀念最早出現在教育領域是由巴西教育家 Paul Freire 在

1960 年末期與 1970 年初所提出，藉由在開發中國家辦理識字營活動，觀

察中低階層民眾在社會環境中的角色及地位，帶領他們以對話性教育與提

問的方式，透過互動與省思，來增進他們對於自身所處情境洞悉，以提升

其問題解決能力，增進對生活的控制，進而去除壓迫自身的障礙（張麗春、

李怡娟，2004）。Short 和 Johnson（1993）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之所

以成為教育革新、領導模式及教學效能的焦點，主要則是來自於對工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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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改善生產力的啟發與回應。在 1980 年代美國學校重整運動中，對於教

師彰權益能的倡議，正式開啟了教師權能的一扇機會之窗，而這一波在教

育價值及觀念上的重大轉變，世界各國漸漸群起效尤，我國亦在此國際潮

勢中，如火如荼地展開各項改革。 

如上所述，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始於對教師專業能力及地位的要求，

1983 年美國全美卓越教育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鑒於國內教育效能低落的危機，嚴重影響到國家在國際上的競

爭力，因此發表《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教育報告後，即展

開一連串教育改革措施，以提升學校效能，鞏固教育品質。而在 1985 年

以後的教育改革運動，將焦點放在學校層級的改革，強調由第一線的基層

學校來解決教育實際問題，而強調教師是教學現場的第一線工作者，理當

積極參與教育改革並負起責任。美國幾個全國性教師專業組織提出相關的

師資改革方案，如 1986 年荷姆斯當局（Holmes Group Executive Board）所

發表的「明日教師」（Tomorrow’s Teacher）教育報告書，目的希望教師朝

向專業化的理想邁進；同年卡內基基金會（the Carnegie Forum）亦提出「國

家已經準備就緒：21 世紀教師」（A Nation Prepared：Teac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報告書，提到為因應 21 世紀的來臨，教育體制結構必須調整，

必須提供教師參與的機會。另外，1987 年在多數教師團體參與下成立的「全

國專業教學標準局」（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亦宣示了美國對教師專業自主的肯定與重視，也為教師參與決定權力增加

與薪資福利的改善提供合理的依據。許籐繼（2001）分析美國第二波教育

改革思潮的主題-重整學校（restructuring schools），發現在重整學校思潮分

權化的精神下，共包含四個重要的內涵：學校本位管理、教師彰權益能、

學校選擇與廣泛參與，這四大內涵不但賦予學校自主權限，更強調由市場

法則來激發學校負起績效責任，其中重視專業人員的專業權限，即教師彰

權益能的提出，更是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在 Murphy 及 Evertson 所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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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重整典範中，亦將彰權益能描繪成重整運動中一整合的部分（引自

Short & Rinehart, 1992）。 

誠如上面所提到的，我國在這一波的教育改革中也扮演起積極的角

色，1994 年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行政院同年成立「教育改革審議委

員會」，我國的教育正式進入一個求新求變的階段。1994 年訂定《師資培

育法》，開啟師資培育多元化的時代，其主要精神在於提升教師的專業水

準。1995 年頒布《教師法》，在相關的條文中亦明訂提升教師專業地位、

教師享有專業自主權及教師參與學校事務的權力；1995 年行政院教育改革

審議委員會發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中亦提及「教育鬆綁」及

「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維護」等主張；而在《教育基本法》中亦規定教師專

業自主應予尊重。另外，近年來中央所主導的全國性課程改革，如 2001

年九年一貫課程中增加「彈性學習節數」的時數，讓教師在課程規劃上逐

漸能依據學生需要及教師專業來設計；2004 年 8 月及 2005 年 2 月教育部

分別公布「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綱要」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行綱要」，

其中「校定科目」比例明顯增加，讓學校有機會參與課程的規劃與設計，

而教師在教學上也因此更具自主性。從以上的教育改革措施及相關法令中

可看出，學校行政管理模式已漸由中央集權轉向地方分權，而教師所扮演

的角色亦有顯著的差異，由過去的「被動執行者」，轉而成為「主動規劃

者」。 

歸納國內外相關學者的文獻資料，研究者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背景因

素包含教育改革的影響、教師角色的轉變及時代變遷的影響三方面。 

在教育改革方面，由於在客觀環境改變、教育問題的產生及新世紀願

景的發展等因素的催化下，教師的角色隨之進行調整，並隨著教育系統權

力的轉變，教師彰權益能的觀念逐漸在教師心中發芽，這是一股內發的自

省力量，讓教師開始思索深自己身處於科層體制的教育環境中，因教育改

革所造成角色上的改變，同時過去單調呆板的教學模式已不適用於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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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目標，為使教師順利蛻變，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也在制度與法令的

明訂之下，漸漸落實於教師日常的工作場域。 

在教師角色的轉變方面，過去教師的角色受制於國家權力之下，僅是

被動的執行者，而我國面對九年一貫課程的實施，教師的角色勢必出現轉

變，過去教師扮演被動、孤立與無聲的角色，在新時代中將不再適用，取

而代之的是更積極、主動、專業及合作的角色，而假如期許教師在角色上

有所轉變，如何賦予教師更多的權力與責任，使其更有能力與信心，滿足

自我與社會的期望，將是不容忽視的重要議題。 

最後，在時代變遷的影響方面，以往在強制威權的一元化教育體制

下，教師本身的專業自主能力難以開展，而僅是照本宣科、照章行事的教

學角色期望，也讓教師失去與同事進行專業對話的機會與動力，且標準化

的教材與課程使教師對於工作的掌握權及專業性盡失，加上工作環境的孤

立與封閉，繁雜的行政工作負荷，致使教師感到倦怠與無力。但隨著時代

從現代走向後現代的變遷，校園的權力結構也產生變化，有逐漸從一元化

走向多元化的趨勢；在面對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如何兼顧本土化與國際

化，成為教師必須思索的重要課題；而在後現代混沌的氣氛中，教師必須

以團隊合作取代單兵作戰，將彼此間的藩籬打破；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中，

教師本身應該增加自身的專業能力及終身學習的機會。 

從上述教師彰權益能的發展背景來看，教育行政典範的轉移成為教師

彰權益能觀念最重要的背景淵源，由傳統以輸入取向為主的封閉系統轉為

以輸出取向為主的開放系統，權力的結構由控制朝向解放取向，學校管理

的模式也從官僚控制轉為參與管理，這樣的轉變與革新跟社會中的政治、

經濟及教育變遷息息相關，而教師在這一波權力結構改變的風潮中，逐漸

從被改革的客體成為參與改革的主體，相對地角色及責任都有所調整，除

了分享原來屬於學校行政管理的權力外，也能共同參與學校校務決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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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被賦予更大的責任與權力，教師的工作亦不再僅限於教學事務，而進

一步擴及到整個學校的經營與發展。 

 

第二節 教師彰權益能的理念分析 
王麗雲及潘慧玲（2000）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實踐，唯有教師有能力

做，有機會作，有意願做，真正的學校改革才有可能發生。也就是說，校

長必須讓教師有參與學校決策的機會，而教師本身也必須有內在專業驅動

力的知覺，具備參與決定的能力，此外，最重要的是要有參與決定的意願，

假若一位教師有機會參與，也有能力參與，但卻不願意為學校的革新盡

力，則真正的教育變遷與改革是不會在學校中發生的。因此要讓教師對自

我權力有所知覺，並進而主動提升自我專業能力，瞭解教師彰權益能的內

涵是為本研究重要目的之一。本節旨在針對教師彰權益能的理念進行分

析，內容首先分析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繼而說明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性

及功能，最後針對教師彰權益能的影響因素及策略進行闡述。 

 

壹、 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 
    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及研究報告發現，教師彰權益能並非一個單純的

構念，而是由一個許多向度所構成的複雜內涵（Short, 1994；Klecker & 

Loadman, 1998a），有關教師彰權益能的評估，大多數是將其視為一個整

體的概念來分析，而以建立指標的方式來測量教師彰權益能的程度，Short

和 Rinehart（1992）就曾經以實證研究的方式，透過因素分析確立了教師

彰權益能的六大面向：做決定、專業成長、地位、自我效能、自主及影響，

並發展出「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量表」（The School Participant Empowerment 

Scale, SPES）作為測量教師彰權益能的工具；而在國內學者鍾任琴（2000）

所編製的「中小學教師專業權能問卷」中，則將教師彰權益能分為專業成

長、教學自主、參與決策及專業地位與影響力等四個面向，作為測量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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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權益能情形的工具。本研究就國內外學者所做過的實證研究，將教師彰

權益能的面向歸納如表 2-3。而本研究嘗試以上述文獻中教師彰權益能的

向度為基礎，進一步統整歸納為教師「彰權」與「益能」兩大部分為教師

彰權益能的內涵，來探討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的表現情形。 

一、教師彰權與益能的關係分析 

雖然國內外相關文獻多將教師彰權益能視為一大概念來探討，但從彰

權益能的意義來看，實包含「彰權」與「益能」兩種意涵。周淑卿（2001）

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所蘊含的意義並不只是中央機構授予教師課程上的自

主權，同時也包括教師有能力行使其自主權，即除了權力的授予之外，更

重要的核心內涵是專業能力的增加，教師真正的彰權益能應是「彰權」且

「益能」，若教師未能充分發展其專業知能，不斷地擴大權力只會適得其

反。因此在教師彰權益能的意涵中，教師不僅要「有機會」參與決定，更

必須「有能力」進行專業判斷與決定，如此說來，教師彰權益能必須包含

教師的專業權力與專業能力兩大部分。鍾任琴及黃增榮（1998）將教師彰

權益能分為兩大面向，其一為「權」，指的是教師因本身職責及專業素養

而應擁有的「專業權力」；其二為「能」，指的則是教師因擁有教育專業

權力之後，因此類權力的發揮而擁具的「專業效能與影響力」。洪孟華

（2002）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彼此間具有某種程度上的交集，因此將

教師彰權益能分為專業權力及專業能力兩大範疇，在教師專業權力部分包

括專業自主、參與決策、教學自主權、專業地位及專業影響等面向；而在

教師專業能力部分則包括專業知能、專業效能及專業成長等面向。陳志和

（2003）則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可分為彰權與益能兩個面向，教師在

不斷彰權之下，而能獲得更多能力，當能力發展更加成熟以後，更有條件

要求更多權力，也就是說在彰權益能之間透過互相的辯證而形成一個連續

不斷的動態循環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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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 Barner（1994）指出彰權益能奠基於二個相關且同等重要的

因素：彰權與益能。彰權與權力或權威的轉移過程有關，有助於人們瞭解

其本身應具有的權力；益能則能幫助人們發展所需的能力，以管理其增加

的權力。根據這樣的分類，有關彰權與益能之間的關係可以圖 2-1 的矩陣

加以說明，圖中的縱軸表示彰權-個人擁有的權力與組織所賦予自主性的程

度，橫軸則代表益能-個人發展所需的能力來管理其所擁有的權力與自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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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教師彰權益能向度一覽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
與
決
策 

專
業
成
長 

地
位/

影
響 

自
我
效
能 

專
業
自
主 

領
導 

同
僚
關
係 

專
業
知
能 

價
值/

意
義 

其
他 

Maeroff(1988) ●  ●     ●   

Butler、Etheridge、James
和Ellis（1989）    ●   ● ●   

Martin（1990） ●   ●       

Lieberman和Miller(1990) ● ●    ● ●    

Short和Rinehart(1992) ● ● ● ● ●      

Short(1994) ● ● ● ● ●      

Klecker和Loadman (1996) ● ● ● ● ● ● ● ●  ●(自尊、責任、指導)

Klecker (1998) ● ● ● ● ● ●     

Rinehart、Short、Rick 和
Eckley（1998） ● ● ● ● ●      

Short和Rinehart(1999) ● ● ● ● ●      

Edwards、Green和
Lyons(2002) 

   ● ●  ●  ● ●（生活樂趣、動機）

Dee、Henkin和 
Duemer(2003) 

  ●  ●    ● ●（專業能力） 

Bogler和Somech(2004) ● ● ● ● ●      

沈珊珊（1996） ●  ●  ●   ●   

鐘任琴、黃增榮（1997） ● ● ● ● ●   ●   

潘慧玲、王麗雲（2000）  ● ● ● ●      

廖運楨（2002） ● ● ● ● ● ● ● ●   

呂書碧（2003） ● ● ● ● ●      

洪嘉鴻（2003） ● ● ●  ●      

郭逸瑄（2003） ● ● ● ● ●      

羅云辰（2003）  ● ● ● 　      

莊錦堂（2004） ●   ● ● ● ●    

曾富明（2005）  ● ● ● ●      

 17 16 18 18 18 5 6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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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2-1 中可知理想中最佳的狀態是權能皆成正向的發展趨勢，然

而，當權能之間不呈正相關發展而呈負相關的趨勢發展時，則成了權能皆

低的人，猶如「陷入沙坑的士兵」，每天窮於應付宛如戰爭般的挑戰與壓

力，而當面臨更大的挑戰或壓力時，則囿於權力及能力的不足，容易變得

退縮不前；第二種則是權高能低的人，就像是「不受束縛的大砲」，他們

對渴望使用權威，但是卻又缺乏應當具的技巧與經驗，他們有熱情想要藉

由權力的延伸來修理組織所面臨的問題，但缺點是它們往往造成破壞並受

人嘲諷，卻無法提出可行的建議，無助於成員的彰權益能；第三種則是權

低能高的人，就像是「籠中囚鷹」般，他們有能力也有意願在組織中扮演

更積極的角色，但是卻受限於僵化的組織運作與大權在握的管理者，而有

志難伸，這一類的人，具有相當的能力，但卻未被賦予相對應的權力，以

致無法對組織做出更大的貢獻；而第四種則是權能皆高的「完全彰權益能

者」他們擁有充裕的權力及足夠的能力，能夠對組織造成較大的貢獻。 

 

圖 2-1  彰權與益能關係圖 

資料來源：”Enablement: The Key to Empowerment” Barner, R. , 1994 , Training& 

Development, 48(6),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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籠中囚鷹 

（Caged Ea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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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分析 

    在美國第二波教育改革思潮的主題-重整學校（restructuring schools）

的精神下，共包含四個重要的內涵：學校本位管理、教師彰權益能、學校

選擇與廣泛參與，這四大內涵不但賦予學校自主權限，更強調由市場法則

來激發學校負起績效責任，其中重視專業人員的專業權限，即教師彰權益

能的提出，更是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 

許如菁（2001）將教師彰權益能歸納出共十項內涵：（一）彰權益能

是個人心理的內在感知；（二）教師彰權益能強調內、外權力兼備；（三）

教師彰權益能是一種能力發展的歷程；（四）教師彰權益能是一種學校管

理的核心價值；（五）教師彰權益能是對霸權與宰制的反動；（六）教師

彰權益能重視責任概念；（七）教師彰權益能強調團體的決策方式；（八）

教師彰權益能強調教師專業自主；（九）教師彰權益能重視教師專業地位

的維護；（十）教師彰權益能是一種政治的與知識論的對話。王麗雲及潘

慧玲（2002）從心理、學習、行動及政治等四個面向說明教師彰權能的意

義，進一步從結果的觀點來看教師彰權能的具體實現，可由下列幾個面向

中一窺其內涵： 

（一） 在個人部分：個人有機會發揮其能力，也能學習新能力，提

升知識。 

（二） 在環境方面：個人所處的組織能夠提供機會，使個人擁有權

力、自主、選擇權，也能參與決定。 

（三） 在結果部分：彰權益能的結果是責任感、是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與互助合作關係（collaboration）的建立、是民主參

與、是強烈行動意願、是具體影響力的發揮、是地位的提升。 

鍾任琴（2000）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除了包括與教學活動有關的

教育事務之決定權以外，還包括校務參與等各方面的決策權及有關專業自

主、專業地位與尊嚴的心理覺知。而 Rice 及 Schneider（1994）則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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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權益能的內涵歸類為兩個面向：（一）教學面向：包括確定單元學習目

標、與學生家長討論學生學習成就、評量學生學習成就、安排學生學習小

組、擬定教學之預算、學生資料記錄與保存、教科書及教材的選擇、決定

學生學習成就評鑑標準等八項；（二）學校管理面向：包括決定學校及行

政組織結構、訂定學校政策原則、發展教職員在職進修計畫、設計學生輔

導計畫、解決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問題、訂定學校校務目標、訂定教師評鑑

計畫、教學資源分配、選擇單位主管、規劃家長參與學生學習活動、評鑑

教學單位績效、教師聘用等十二項。 

    從以上多位學者對於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中可知，教師彰權益能是一

個多元向度的概念，大部分學者將其區分為幾個向度加以測量，以瞭解在

教師行為及知覺中，哪些情形符合彰權益能的特點，而亦有部分學者認為

教師彰權益能內涵應包含「彰權」與「益能」兩大面向（Klecker & Loadman, 

1996；鍾任琴及黃增榮，1998；洪孟華，2002；陳志和，2003），本研究

參酌 Klecker 及 Loadman（1996）、鍾任琴及黃增榮（1998）、洪孟華（2002）

及陳志和（2003）等人的分類方式，將教師彰權益能歸納成為「彰權」與

「益能」兩大面向，並嘗試從表 2-3 中選擇多數學者用以代表教師彰權益

能的向度，以瞭解在教師的行為內涵中，有哪些是屬於彰權、有哪些是屬

於益能，並找出兩者之間的關係。 

    Klecker 及 Loadman（1996a）檢視了所有學校改革文獻，歸納出教師

彰權益能的向度共有 14 個，而在其之後的兩篇文獻（Klecker ＆ Loadman, 

1996b、1998a）中又增刪成為 13 個向度，根據兩位學者的說法，傳統學校

需要改革的向度，也就是「彰權」的向度為：參與決策、領導/權威、自主、

課程計畫/設計、同僚關係/共同合作、指導及重要影響/因果；至於專業成

長、專業知識、責任、自我效能、自尊及地位，則是屬於「益能」的向度。

鍾任琴及黃增榮（1998）將教師彰權益能內涵界定為「權」與「能」兩面

向，「權」包括參與決策、教學自主及專業成長；而「能」包括專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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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影響、一般自我效能及教學自我效能。廖運楨（2002）將 Klecker 及

Loadman 及其他研究所定義的向度加以整理，並以 Klecker 及 Loadman 將

教師彰權益能視為一「連續體」的概念，將此概念分為「彰權」及「益能」

兩端，其中傾向「彰權」的向度為參與決策、專業自主及領導；較傾向「益

能」的向度為專業成長、專業知識及自我效能；而同僚關係及專業地位則

為中間向度。洪孟華（2002）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彼此間具有某種程

度上的交集，因此將教師彰權益能分為專業權力及專業能力兩大範疇，在

教師專業權力部分包括專業自主、參與決策、教學自主權、專業地位及專

業影響等面向；而在教師專業能力部分則包括專業知能、專業效能及專業

成長等面向。而陳志和（2003）以教師較常運用的權力將「彰權」分為法

職權、專家權及參照權；而「益能」則分為心理、行動及政治三個向度。 

    從表 2-3 中得知，多數學者所採用的向度與 1992 年 Short 及 Rinehart

所發展出來「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量表」（School Participant Empowerment 

Scale, SPES）中的六個向度-參與決策、專業成長、專業地位、影響、自我

效能及專業自主大致相同，而本研究認為其中「專業地位」及「影響力」

係為相輔相成的關係，因此參採國內學者鍾任琴（2000）的分類方式將其

合併成為一向度，稱之為「專業權威」，另參酌 Klecker 及 Loadman（1996）

分析「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量表」時所提出之建議，將「專業知能」亦納

入成為一向度，並綜合上述中外學者對於「彰權」與「益能」的分類，將

教師彰權益能分為六大向度，其中「彰權」方面包含參與決策、專業自主

及專業權威等三個向度；而「益能」方面則包含專業成長、專業知能及自

我效能等三個向度。以下分就此六大向度說明之： 

（一）教師彰權部分 

    1.參與決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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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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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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

決策最大的長處之一就是促進教師問題解決的能力，而使決策變得更有意

義，教師在此過程中會感受到擁有感及承諾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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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教師擁有做某些決定、控制自己工作生活的自由感，自主可說是成就感的

首要條件，有自我管理的意味，學校傳統的科層組織結構，不但阻礙了教

師自主，還導致教師不願意履行專業義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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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益能部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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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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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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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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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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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性與功能 
教師彰權益能被視為是改善當代教育品質的重要概念，雖然學者對於

此概念的詮釋視其研究重點不同而看法歧異，強調去集中化及權力下放、

專業自主等理念卻散見於各學者的主張之中，教師彰權益能可以說是對傳

統科層體制的反動，強調教師對於權力的覺醒，主張學校權力結構的重

整，提升教師參與決定的權力與能力，王麗雲及潘慧玲（2000）認為近來

在領導概念上的轉變，亦與教師彰權益能的概念不謀而合，傳統的領導觀

念重視方向性與影響性，學校領導者肩負起主要的責任，而第二波的領導

概念強調領導者對組織文化的營造，以達成組織效能，但以上二次領導概

念的轉變，都僅限於領導者本身領導方式與策略的改變，而不及於學校組

織中的其他成員，因此在最近批判理論中的領導概念，強調領導者應重視

組織成員的意見與感受，並使成員有權有能參與決策，而領導者的角色則

是協助教師的發展。由上可知教師彰權益能對於近來的學校教育改革的價

值，以下即針對此概念對於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及所能發揮的功能加以說

明。 

一、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性 

在傳統重大的教育改革中，大多將教師視為是政策的執行者，對於政

策的制訂無法置喙，甚或將教師當成是被改革的對象，認為教師須為學校

教育的成敗負責，這樣的思維致使教師失去自主性，產生嚴重的無力感，

因而對於教育改革抱以冷漠甚至抵抗的心態。此外，教師的工作性質及環

境，也是造成長期以降教職始終未能得到專業地位的重要因素。Sprague

（1992）研究即分析指出，教師的無力感來自於其職業特徵與工作環境，

諸如教職的女性化（feminization）、科技化（technologizing）、技能喪失

（deskilling）、工作加重（intensification）及私密化（privatization）等現

象都使得教師成為相當無力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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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討有關教師工作生活的相關文獻指出，美國傳統學校中教師的工

作存在有諸多問題。Short（1994）指出首先在教師每天大部分的工作中，

他們與同事之間的冷漠疏離的；再者，教師並沒有機會涉入與他們工作性

質有直接相關的決定，尤其是出了教室以外所做的決策，教師幾被排除於

決策核心之外而被當成局外人。Short 及 Rinehart（1993）認為傳統上學校

層級的人員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關鍵的決策之外，包括人事分配與任

用、課程安排、預算分配與教學時間的行程表等。而我國中小學教師在以

往中央集權的教育行政體制下，既受中央制訂的課程標準及教學目標之限

制與影響，又受到地方及學校當局對政策主導的引導，以及教學進度、考

試時間、考科及評量方式的侷限之下，教師能夠擁有的自主權相當有限且

瑣碎，由此可知，我國學校教師的工作生態，同樣亦存在上述問題。 

從上述的現行教師工作現況及所面臨的問題中，可知教師工作性質的

固定性及例行性，加上工作環境的封閉性，使得教師一直處於孤立無援的

處境之中，因此在這一波的教育改革中，教師不能夠再繼續僅是扮演被動

執行者的角色，而必須實際參與學校運作，並透過參與提升自信心，對工

作產生專業的影響力。觀乎近年來有關學校行政或教育行政方面的教改課

題，在管理經營模式上明顯有由集權轉向分權化的趨勢，為了改變學生學

習成效及提升學校整體效能，遂有學校本位管理經營模式的倡行，學校本

位管理強調授權（delegate）給教師、家長及學生，在這樣的管理型態之下，

決策制訂的權力歸屬於學校層級，不再屬於教育行政當局，這種趨勢提供

了學校更多經營與管理上的決定權，也更加注重結果產生的績效責任。湯

志民（ 2001）認為教育鬆綁（ educational deregulation）及去集中化

（decentralization）的教改理念，使得過去「由上而下」（top-down）的決

策模式，逐漸轉型為「由下而上」（bottom-up）的決策模式，學校內部組

織型態由靜態垂直的科層體制組織，轉為動態平行的學習型組織，由教師

彰權益能以建構學習型學校。根據 Wilson 及 Coolican 的觀點，學校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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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係透過「外部權力」的實現，使得教師的專業地位獲得改善，而教師

彰權益能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係以「內部權力」的觀點，強調教師自我

內在力量的知覺，畢竟在學校裡教師為一重要的主體，教師彰權益能著重

在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透過教師在環境中自我認知的體悟，累積自我變

革的能量，同時給予教師更多專業的權力與機會，可促使學校改革成功，

增進學校效能，進而建構學習型學校。 

然而，要教師能透過新的思維，採取新的作為，迎接新的挑戰，建立

新的境界，是一件高難度的工作，Yukl（2002）認為彰權益能不僅涉及領

導行為、工作性質及組織結構等因素，更重要的是教師的需求與價值觀，

因此教師要成為學校本位管理的伙伴，他們必須體認到自己是有權有能的

教育工作者，並且對自己的工作有認同感，Mathes（1986）將自我價值、

效能與彰權益能視為是建立一所有效能學校的關鍵因素（Edwards, Green, 

& Lyons, 2002），Blasé 及 Blasé（1994）亦認為教師彰權益能促使教師感

到自我是重要、有價值的，不僅可以提升其工作滿意度，更可增加其信心，

以激發自我效能的發揮。因此，教師彰權益能與提升教師自我價值與工作

認同感彼此環環相扣，具有相互增強的效果。Klecker 及 Loadman（1998）

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重要轉捩點；透過教師角色的重新定

位，給予教師更多專業的權力與機會，可促使學校改革成功，增進學校效

能。而國內學者鍾任琴及黃增榮（2000）認為透過教師彰權益能的運用，

在教育目標上將有助於目標的釐定與實現；在教師教學上，有助於教學計

畫的執行；在學生學習上，可以增進學生學習的認同、模仿，並增進學生

的參與與學習成效。呂書碧（2003）認為教師彰權益能不但可以提升教師

專業地位與專業能力，更能夠嘉惠學校教育的主體性-學生，進而促進學校

變革的真正落實，以提升教育品質。 

由以上多位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可知，教師彰權益能不但可以增強信

心，還能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對於教師自尊感及能力感產生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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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衍生出的保障與安全感，會讓教師更明白其能為學校所做的貢獻，並

由此直接導致學校生產力的提升。在彰權益能的過程中，教師被賦予責任

感，能參與校務決策，其專業知能及智慧受到重視，而學生學習成就也因

此提高，問題行為減少，由此可知教師在意識到其權力及能力提升後，伴

隨著績效責任的加重與品質要求，使得他們更有機會、有能力且有意願致

力於教學，對於教育品質的改善產生積極正向的影響。 

二、教師彰權益能的功能 

教師彰權益能對於教育改革及學校革新的重要性已如前述，此概念的

特點在於將原本侷限於行政機關及校長的權力，如預算權、人事權等，下

放至學校層級的教師手中，在這樣的過程中，教師不僅在權力上有所彰

顯，能力也所增益，相對地教師在工作滿意度、參與決策的動機及行動信

心上都能明顯地增加，當教師認同自己的工作，對自我肯定，願意對自己

的決定負責，掌握自己工作的自主性並不斷充實專業以增長專業知識時，

則教師彰權益能將不再僅是學校權力的移轉過程，而更是權力重整的過

程。學者研究發現教師彰權益能的功能如下： 

Maeoff（1988）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所能達成的功能有三：其一為提升

教師專業地位，使教師擁有專業尊嚴，獲得尊重；其二為增長教師的專業

知能，有助於教學並增進學生學習效果；其三為助長教師專業權力。 

Conger 及 Kanungo（1988）認為彰權益能為一個過程，透過對於產生

無力感（powerlessness）情境的認知及藉由正式組織運作及非正式技巧，

提供增加效能的資訊，以消除組織成員無力感，並進一步增加其自我效能

感。 

Short（1992）認為教師彰權益能使學校參與者得以順利發展自我，以

管理及增長能力及技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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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é 及 Blasé（1994）認為教師彰權益能可以讓教師感受到他們是重

要的、有價值的，不僅可以提昇工作滿意度，更可以增加其信心，以激發

自我效能的發揮。 

Rice 及 Schneider（1994）認為教師彰權益能將使學校更有效能，有效

的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而教師個人的工作滿意度也會提高。 

Klecker 及 Loadman（1998）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重要

轉捩點；透過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給予教師更多專業的權力與機會，可

促使學校改革成功，增進學校效能。 

鍾任琴（2000）認為教師彰權益能的主要功能在於營造一個正向積極

的工作環境，藉由成員的專業自主及成員積極參與投入，以促使個人專業

成長及工作效能與滿足，進而增進學生學習成就，並提高學校效能。 

洪孟華（2002）認為教師彰權能功能在提升教師的專業地位使其有更

多自主空間與參與程度，及相對於專業權力應具備的專業能力，以帶動學

校革新與教育改善。 

洪嘉鴻（2003）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所能發揮的功能有五：（一）有助

於教育目標的釐定及實現；（二）在教學上有助於計畫執行及穩定教學情

境，並協調學習情境之衝突；（三）在學生學習上能增進學習之認同，增

進學生參與及提升學習成效；（四）在學校事務上，有助學校事務之順利

推動，使決策合理，學校更具效能；（五）在教師工作上，有助教師提升

專業知能、培養問題解決能力、增加工作認同感及工作效能。 

呂書碧（2003）認為教師彰權益能所發揮的正向功能包括提升決策品

質、提振教師士氣、完成教師之自我實現、增進教學自主與提升專業地位

等，但是也可能產生負面的作用，如： 

（一）教師因權力過度擴張，而不知自律與負起相對的責任，反而降

低教學品質與效能，且造成教師太過於以自我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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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過度自我膨脹而造成行政效率降低，容易與行政人員產生

衝突，使學校內部不安。 

（三）若是教師不當的運用其權能，有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機會，降低

學生的學習成效。 

Dee、Henkin 及 Duemer（2003）認為教師彰權益能除了能夠提高教師

的領導能力外，還能夠加強教師專業能力、增進工作品質、提升自我效能，

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就，增進學校革新。然而他們亦提出教師的工作性

質，如例行性工作多且重複性高、與同事關係疏離以及時間的壓迫等，這

些結構性、系統性的因素常使教師疲於奔命，而無暇於教學創新。 

經由以上學者們的研究文獻可知，教師彰權益能正如同其他的組織策

略一般，並不必然一定會有全面的正向功能，在倡導教師彰權益能的同

時，必須將所可能產生的正向及負向功能一併納入考量，因此研究者歸納

分析教師彰權益能具有以下的功能： 

    （一）就正向功能而言 

1.教師個人方面：教師彰權益能一方面強化教師專業素質，提升教師

的工作動機與滿意度，增強教師自信心；另一方面能夠培養教師參與行政

決策、溝通及協調的能力，進而激發自我效能。 

2.學生學習方面：透過教師專業權能的提升，一方面有助於學生學習

成就的改善；另一方面學生經由參與、模仿的過程，能加速教育發揮社會

化的功能。 

3.學校發展方面：學校透過教師專業權能的提升，一方面能夠提升學

校辦學績效，增進學校效能；另一方面促使校務決策在教師的參與下更具

合理性，提高教師對學校的認同度，進而使校務推動更臻順利，帶動學校

革新。 

    （二）就負向功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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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權能過度膨脹的結果，容易導致教師以本位的心態來參與學校事

務，而造成校內人員間的衝突及組織氣氛緊張，並且導致學校行政人員與

教師間溝通產生鴻溝，也影響學生學習品質與權益。 

 

參、 教師彰權益能的影響因素與具體策略 
彰權益能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概念，教師在彰權益能的過程中，不僅

是在教學方面的權力及能力獲得提升，重要的是將此概念內化到日常生活

中的其他面向，而兼具考量內在及外在因素是教師彰權益能重要的特色，

因此在論及教師彰權益能時，教師內在態度及外在實際工作及生活的環境

等因素都是影響教師權力是否彰顯及能力是否提升的重要關鍵，若教師本

身有意願、有能力改變，卻身處於權力被宰制的環境中；抑或環境雖賦予

教師完整的自主性與發展空間，教師卻沒有意願及能力改變，如此教師彰

權益能皆不可能發生。因此，以下謹針對教師彰權益能的影響因素及具體

策略等加以分析。 

一、教師彰權益能的影響因素 

學校是一個社會系統，任何個人的思想或行為，都不是單一或是靜態

產生的。換言之，影響教師彰權益能是否能在學校中充分落實及成功的要

素有很多，包括內在及外在因素，且內外在因素亦產生交互作用，因此，

在探討任何教育理念時，都必須以全系統的角度來思考。 

陳美玉（1997）認為在教師的工作環境中，充斥著教育本質與真實處

境間的矛盾與兩難，來自外在文化、結構與教師真實生活的限制，使教師

忙於應付內外環境的要求，而無暇從更廣泛的結構性觀點，理解課程的意

涵，以進行解放性的認知，而真正成為教室中的真正促動者。然在最近這

一波教育改革的浪潮中，教師身為改革的主角，是否具有足夠的能力行使

權力？是否樂意去接受新的改變，以及承擔隨著權力增加而來的責任呢？

除了教師本身的準備程度外，外在環境是否能夠給予教師全力的支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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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所需的資源？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因素甚多，包括校長的領導方式、

協助教師專業成長與權力分享的意願及機會；教師本身對權力的知覺、對

增進自我專業能力的意願以及人際關係技巧的培養；法令規範、學校組織

文化、學校組織特徵、社會環境因素等，均為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因

素，以下藉由國內學者的文獻分析，來探討影響教師彰權益能落實的相關

可能因素。 

鍾任琴（2000）提出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因素為以下三個層面：（一）

教師本身因素：如教師專業素質、教育信念與態度、人格特質、教學經驗、

專業背景與任教年資等；（二）學校層面因素：如校長及學校行政主管之

領導、同事關係、家長關係、師生關係、學校組織特徵、學校規模等；（三）

社會層面因素：如學區文化、教育行政壓力、社會壓力、法令規範、資源

與經費、教改運動、社會風氣與政治等。 

呂書碧（2003）從校長的角色、教師本身的因素及人際性技能的培養

等三個重要的部分來看其對教師彰權益能的影響，認為校長身為一校之

長，在營造教師彰權益能的學校環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且在這一波教

育改革中強調權力下放與學校自主發展，校長是否願意分享重要權力，並

且以彰權益能的領導方式（empowering leadership）的方式帶領學校教師，

使教師們擁有更多的權力與能力，是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因素；而教

師本身是否願意採取積極的態度面對改革，是否願意主動參與關心，使改

革能確實落實，以及如何提升教師專業素養與知能，提升教師對教育的認

同感與承諾感等，都是落實教師彰權益能所必須努力的方向；而在關鍵技

能的培養方面，在教師彰權益能的過程中，人際關係處理是關鍵性的技

能，也是影響教師彰權益能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由於在教師彰權益能的

過程中，可能產生一些負面的效果，包括增加校內行政人員與教師產生衝

突的機會、造成校內緊張或不安的氣氛等，因此有效溝通的技巧、積極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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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給予、接受回饋以及有效的善用衝突等人際性技能，在教師彰權益能

過程亦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黃乃熒（2002）認為要克服彰權益能所遭遇的困難，首先必須建構有

助於實踐彰權益能的條件：首先，要以倫理實踐為基模，所謂倫理實踐係

指社會關係之建構，能夠讓學校組織成員的生活條件更合理。因此，學校

必須加強權力關係的反省，並且開啟對話的機制，從學校組織需求為本的

互動，轉而變成教師主體需求為本的互動，如此才能達到解放教師壓抑，

進而開展教師能力的目的；再者，要以系統思維為經，教師若能本於系統

思考的觀點，就不會僅以教學的立場來看問題，也會從行政、輔導及訓導

的立場看待問題，並且在溝通過程中加強真誠性、可理解性、有意義性及

正當性，而不致產生僅有立場而無觀點的問題，有助於創造學校革新的力

量；第三，要以相互信任的社會關係為緯，建立相互信任的社會關係，是

促使參與者能夠面對權威述說真理並願意嘗試創新與冒險的必要條件，因

為既然教師彰權益能著重在權力的下放與共享，在權力重組的過程中，利

害關係人彼此間容易產生社會性的衝突，此時若利害關係人彼此間信任度

不夠，衝突的結果將會導致負面的影響，因此教師彰權益能要順利運行，

必須要考量各個利害關係人的立場，接受任何方面的論述與意見，經由論

述的實踐，才能夠創造出教師的主體性；最後，要以自我反省行動促進各

種有利條件的建立，因為上述的前三個條件，如果沒有透過學校組織成員

的自我反省行動，將難以達成。 

陳志和（2003）認為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因素分為內在及外在兩部

分，其中在內在因素方面，包含認知及覺知與意志內涵的平衡兩個部分；

在外在因素方面則包含有學校與社會、學校領導方式轉變、學校文化改

變、同儕社群及學校後勤支援等五個部分，教師彰權益能的成功必須結合

內在與外在因素的相互配合，當內外在因素都能順利具備，教師彰權益能

的成功發展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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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學者對於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因素，本研究將影響教師彰權益能

的因素歸納為教師個人因素、學校環境因素及社會環境因素三大方面： 

（一）教師個人因素方面：包括教師的教育信念、工作認同、專業能

力與人格特質等因素。 

（二）學校環境因素方面：包括校長的領導方式與風格、學校組織文

化、學校組織特徵、同儕關係、師生關係及親師關係等因素。 

（三）社會環境因素方面：包括社會風氣、社會價值觀、法令規範及

政治因素等因素。 

二、教師彰權益能的具體策略 

在教師彰權益能的過程中，初始以爭取權力的下放為必要的過程，但

若在爭取權力的同時，教師不能以自我反省的觀點，時時增長自我專業能

力，這絕非彰權益能中所強調的權能兼備。如果教師一昧只要求在權力的

獲得與彰顯，而忽略了身為教師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及時時進修學習的動

機，這恐非教師彰權益能目標的真諦。除此之外，應體認到教師並非教育

場域中唯一的行動者，教師彰權益能雖然是以教師為主體，但也不能忽略

其他部分的配合。因此有鑒於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性與相關的影響因素，

為教師彰權益能提供具體且明確的策略似乎是必要的，茲就幾位學者所提

出實施教師彰權益能的策略加以說明： 

    吳清基（1993）認為要成為一位權能兼備的教師，可以透過以下的策

略： 

（一） 強化教師之教育專業知識，以提高其不可替代性。 

（二） 成立教育專業組織，詳研證照制度。 

（三） 強烈鼓勵教師在職進修，以維教師教學活力與專業水準。 

（四） 建立完整的法律網絡，明訂教師的專業地位。 

    陳美玉（1996）從教師專業自主與發展的社會整體結構性脈絡來看教

師彰權益能的實踐，認為要增進教師彰權益能的途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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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肯定教師建構實踐知識及理論的能力 

（二） 兼重教學與研究能力的養成 

（三） 建立教師在職進修與晉級的制度 

（四） 發展學校為中心的專業成長模式 

（五） 倡導合作的學校文化 

王麗雲及潘慧玲（2000）從較全面的角度提出教師彰權益能的策略，

認為應就教師組織、校長、師資培育機構、學校外部環境及研究者等五方

面著手： 

（一） 教師組織部分 

1. 鼓勵勇於嘗試的氣氛。 

2. 使用抗拒的方式。 

3. 發展同僚關係與互助合作關係。 

4. 追求共同領導。 

5. 設立學程，培養領導者。 

6. 建立轉型願景，重建專業。 

（二） 校長部分 

1. 支持：校長應支持教師參與決定，並營造信賴的氣氛，讓教師能夠

勇於嘗試創新的措施。 

2. 協助：校長要能夠激發教師反省，提供學校事務切合的批評及另類

的思考架構，並且平衡學校中的權力關係。 

3. 提供可能性：校長必須在物質與非物質方面支持教師，促使改革的

進行。 

（三） 師資培育機構：師資培育機構應肩負起在師資培育階段讓教師養

成對與自己工作相關的事項作決定的習慣，以及與他人合作的經驗。 

（四） 學校的外部環境：教育行政機關及教育法令的改進。 



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之研究                                                  

 54

（五） 研究者部分：研究者應與教師合作，使教師也成為研究者，一方

面使其意見受到重視，另一方面亦可培養教師有能力解決自己所面臨的問

題。 

洪孟華（2003）整理相關文獻歸納教師彰權益能的策略為強化教師專

業教育、學校本位管理、建構教師合作文化、教師實行教學反省與進行行

動研究等途徑。也就是說，教師彰權益能的策略內涵包括提升教師專業能

力與專業權力，目的則是企圖藉由教師彰權益能以帶動有效能的學校革

新。 

陳志和（2003）從教師彰權益能整個歷程的角色提出具體作法，認為

首先要使學校成員對於彰權益能的問題達成共識，凝聚意願去訂定並按部

就班執行計畫，在執行過程中，持續保持對話機制，以反省、分析權力關

係，並針對正在執行的計畫進行修正，教師在過程中除了獲得外部權力的

彰顯外，更應就專業能力部分進行訓練與進修；而學校行政人員及學校外

部環境則應對教師彰權益能的實施，提供有形及無形的資源協助。 

從以上學者對於教師彰權益能具體策略與作法的分析中可知，要使教

師彰權益能具體落實到教師的工作環境中，不僅教師本身必須具備足夠的

條件，外在環境包括學校校長的支持、學校組織文化、社會價值觀與風氣、

法令規範及教育政策等，都是影響教師在工作環境中是否能彰權益能的重

要因素，因此本研究認為要落實教師彰權益能可從下列的具體策略著手： 

（一） 喚醒教師內在知覺 

教師彰權益能強調每位教師都能擁有相關的行動機會，並經由不均衡

權力關係、意識型態角色及弱勢者對現狀改變之承諾的探索，來開展教師

的權力（黃乃熒，2002）。傳統以來，教師保守的性格、對工作的冷漠感、

對專業的不具信心等負面的心理知覺，讓教師長期以來處於無力的狀態，

因此教師要彰權益能，首要之務必須喚醒教師對自我權力及能力的內在知

覺，教師彰權益能是一有效的意志行動，強調個人能力、洞識、意願、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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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與行動的引發（王麗雲、潘慧玲，2000），教師必須要有反省能力，能

對於自身的工作環境進行批判與反思，並能培養勇於嘗試的勇氣，有意願

承擔伴隨權力而來的責任，致力於專業進修與成長，以培養專業知識與能

力。 

（二） 成立教師專業組織 

若要教師彰權益能得以開展，教師需要建立同僚支持網絡，而不能單

靠個人的力量，透過同僚相互合作的關係，一方面教師得以將內在的聲音

表達出來，彼此討論與分享教學經驗，可以進一步有效解決教學問題；另

一方面在教師專業組織中，教師有更多參與決策的機會，透過團體的力

量，教師更能自主互動，提高專業地位，促使學校行政決策透明化與民主

化。Iwin（1996）及許如菁（2001）都強調教師必須組成彰權益能社群，

透過學習、分享與支持的力量才能使得教師彰權益能成功地落實於學校之

中，而我國 1995 年「教師法」公布實施，其中明文規定教師組織成立的

相關規範，並保障教師參加教師組織的權益，於是，學校行政體制與教師

的關係不再是由上而下的服從關係，而是依約行事的權利義務對等關係。

教師法公布直接衝擊到學校組織與權力結構的運作，然實施至今已有十年

的時間，是否對於我國教師權力的彰顯與能力的增益造成實質上的影響，

則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目的之一。 

（三） 學校環境的支持 

以系統觀點來看學校，學校的組成包括教師、學生、行政人員等諸多

要素，各要素間都存在有互動關係，而在「權力下放」與「教育鬆綁」的

教育改革思潮下，教育行政機關將權力賦予基層學校，「學校本位管理」

的精神逐漸釋放，因此學校獲得較以往更大的「機構自主性」（謝文豪，

2004），因此要使教師彰權益能能夠落實，校長、學校行政人員、學校組

織文化、同僚關係及師生關係等學校組成要素的支持與否，具有關鍵性的

影響。首先，校長身為一校之主，其領導風格與權力觀念的改變是發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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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彰權益能的重要因素，校長必須體認到所扮演角色上的轉變，由以往威

權式領導轉變為參與式領導，去除因科層體制所造成不必要的控制與束

縛，對教師抱以信任與支持，並提供必要的建議與協助，如此方能讓教師

養成勇於冒險與嘗試的風氣；再者，學校行政人員與教師間彼此信賴、專

業對話，提供教師足夠的行政資源，並給予教師行政上權力的支持與協

助，均為務實而不可或缺的具體作法；另外鼓勵開放、創新、勇於嘗試的

組織文化與氣氛，可以促進教師發揮創意、活絡教學，因此讓教師一同參

與學校願景的構思與訂定，有利於凝聚教師對學校的向心力；最後，教師

每天工作的對象是學生，良好的師生關係能夠讓「教」與「學」的雙方互

蒙其利，也讓教師的工作動機提升，增進學生學習成就，而受制於科層體

制的箝制，長期處於孤立狀態的教師，必須走出教室，與同僚分享彼此的

教學經驗，分工合作以解決問題，並建立起人際資源網絡，如此方能開闊

教師的胸襟，以開放的態度面對自身的工作性質與環境。 

（四） 社會環境的改善 

從生態的觀點來看，學校是社會的一部份，受到社會文化變遷影響，

而教師專業權力與能力的理念與主張，乃是一個變動、轉換的過程，自然

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有關。近年來的教育改革，帶動科層體制權力「去

集中化」的風潮，相對地牽引著教育政策法令的訂定，包括「教師法」、

「師資培育法」、「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等政策及法令的制訂與公布，

都是因應教育改革所產生的變革。要落實教師彰權益能，除了教育政策、

法令的鬆綁外，社會價值觀、社會資源及教育行政體制等社會環境的因

素，都必須加以考量，才能真正將教師彰權益能落實於教育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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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彰權益能的相關研究 
教師彰權益能的相關研究自 1990 年代起日漸增多，但大多集中在國

外學者的研究報告，教師彰權益能係透過決策及權力結構的重新分配，提

高教師的權能感，進而對教師工作滿意度、組織承諾及自我效能等變項的

提高產生影響。因此國內外學者多以研究教師彰權益能與各組織變項間的

相關性為主，其中包含工作滿意度（Rinehart ＆ Short, 1994）、學校氣氛

（Short ＆ Rinehart, 1994）、衝突（Rinehart、Short ＆ Johnson, 1997）

及校長領導（Blasé ＆ Blasé,1994, 1996, 1999），學者研究結果不一，以

下研究者即針對國內外相關研究加以整理說明： 

 

壹、 教師彰權益能發展現況 
一、 教師彰權益能量表發展情形 

Short 及 Rinehart（1992）在「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量表：學校環境內

彰權益能情形的評量」一文中，目的在發展一測量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情

形的工具，除了提供彰權益能全面的測量以外，係以多個不同面向來測量

彰權益能情形，一共進行了三項研究。 

第一項研究共 79 位教師領導者參與，平均年齡 45.6 歲，教學年資從

2.8 年到 13.3 年，參與者被要求列出他們認為在任教學校中最能感到被彰

權益能的方式，超過 110 項的被提出，經研究者從過去的研究構念中篩選

其中 75 項，在這 75 個項中，再由學者專家選出其中 68 項作為測量教師

彰權益能的項目；第二項研究共有 211 名來自美國南部、西南部及中西部

三個不同州三所中學的教師參與，這三所學校規模約在 70 至 125 名教師

之間，受試者教學年資在 1 到 36 年之間，其中約 55% 為女性，45%為男

性，研究者將在第一項研究所找出的 68 項作為測量教師彰權益能的題目

匯集成問卷，郵寄至三所學校的校長，透過學校相關會議時，由校長徵求

志願的教師填寫問卷，問卷共發出 250 份，回收 211 份，回收率達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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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回收後經過因素分析，將量表調整成為 38 題的量表，內含決定、專

業成長、地位、自我效能、自主、及影響等六大面向，再發展出「學校參

與者彰權益能量表」（School Participant Empowerment Scale, SPES）；第三

項研究共有來自三所中學共 176 名教師，其中二所學校參與創造彰權益能

教師的三年國家計畫，另外一所則未參加，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參加方案

的學校教師與未參加方案的教師在彰權益能的差異情形，研究結果發現比

較有參加創造彰權益能學校計畫與沒有參加的學校，兩組彰權益能情形存

在明顯的差異。 

    Short 及 Rinehart 在研究中進行三項子研究，首先收集可以用來測量教

師彰權益能的概念項目，做為發展問卷的工具，在經由第二個子研究測試

第一個子研究中的概念項目，並透過因素分析找出主要的教師彰權益能內

涵，最後經由第三個子研究來測量概念項目的鑑別度，發展出「學校參與

者彰權益能量表」。 

    鍾任琴及黃增榮（2000）在「中小學教師權能量表編制之研究」一文

中，歸納並分析中外文獻，以宏觀的角度將教師彰權益能的內涵區為分兩

方面：教師因本身職責及專業素養而應擁有的「專業權力」；及因此類權

力的發揮而具有的「專業地位與影響力」。又細分為「專業成長權」、「教

學自主權」、「參與決定權」及「專業地位權」等四個向度，以這四個向度

初編「中小學教師權能專家意見調查問卷」，首先邀集學校教師及行政人

員進行意見表達，再請 24 位專家學者進行專家意見調查，經過以上方式

修正後，編成 32 題之「中小學教師權能量表預試問卷」。預試問卷以臺灣

省公立中小學教師為施測對象，共寄出 800 份問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數

為 724 份，回收率約 90%，問卷回收後即進行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針對

量表的信度及效度進行分析，所得結果量表各向度與總量表之內在相關良

好，各題目與各項度及總量表之間的內在相關情形亦良好，而考驗量表各

向度與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發現各向度的 Cronbach α 係數達到.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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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181，總量表的 Cronbachα係數為.9265，顯示量表的信度頗佳，另外針

對量表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亦支持本研究之測量模式建構合適，因此該

研究結果顯示當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權」越充足、「教學自主權」越充

足、「參與決策權」越充足、「專業地位與影響力」越高，則可推論「教師

權能」的力量越強。 

二、 教師彰權益能現況 

潘慧玲及王麗雲（2001）在其所做「學校彰權益能組織之研究-以教師

會為例」研究中，以臺灣地區國中及國小學校成員為研究對象，以有無教

師會為區分點，合計發出 4000 份問卷，回收問卷數為 1852 份，整體回收

率為 46.3%。將教師彰權益能分為專業影響力、自我效能、專業地位、專

業成長及自主等五大向度，研究結果發現，有教師會的國中小其學校成員

權能感整體低於無教師會的學校，其中又有教師會的學校成員在專業影響

力及專業成長兩個向度較無教師會的學校成員為低。在個人變項的研究結

果上，首先在性別部分，女性成員在整體權能感得分低於男性成員，其中

又以專業影響力及自我效能較男性為低；在年齡部分，年齡與權能感呈顯

著的正相關，年齡越大的學校成員其權能感越高；在服務年資部分，不論

以在教育界或在本校的的服務年資來看，不同年資的學校成員在整體權能

感表現上有顯著差異，其中又以服務達 25 年以上者顯著高於其他服務年

資者，在國中於教育界服務久的成員主要的優勢在於專業地位及自主性，

而在本校服務年資久的學校成員優勢則在於專業影響力及專業地位；於在

校所擔任的職務部分，發現擔任行政職務的成員其整體權能感較高，包括

專業影響力、自我效能及專業成長等向度均產生差異，惟行政人員卻在專

業地位得分上較低；在教育程度部分，學歷越低、非師範體系畢業者權能

感越高，這與一般的認知有所差距，是否因為樣本數較少所造成統計上的

結果，值得進一步探究；在教師會中所擔任的工作部分，教師會的會員的

權能感較教師會幹部及非教師會會員為低，但卻發現教師會幹部雖然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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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上較高，但在專業影響力上表現卻不如無參加教師會的成員，其原因

值得進一步研究；在學校所在地區及學校規模部分，整體而言在學校成員

權能感的得分上並無太大的關係。 

廖運楨（2002）在「臺灣地區公立國民小學教師賦權增能之研究」研

究中，以臺灣地區全體公立國民小學（包含臺灣省、臺北市及高雄市，但

不包括金門、馬祖）的主任、組長、級任教師及科任教師為研究對象，以

所編訂的「臺灣地區公立國民小學教師賦權增能量表」研究工具進行調

查，將教師賦權依「權」與「能」的概念層次分為參與決策、專業自主、

領導、同僚關係、地位、專業成長、專業知識及自我效能等八個向度。共

抽取 104 校，樣本數共計 1134 份，有效回收問卷 785 份，整體回收率為

69%。研究結果顯示公立國民小學學校成員在「教師賦權增能」之整體知

覺中屬於中上程度。在個人變項的研究結果上，首先在性別部分，女性成

員在「教師賦權增能」之整體知覺得分低於男性成員，其中又以「參與決

策」及「地位」顯著較男性為低；在服務年資部分，不同年資的學校成員

對「教師賦權增能」之整體知覺有顯著差異，其中除「專業自主」外，其

餘各向度亦均有顯著差異；於在校所擔任的職務部分，發現不同職務的學

校成員對「教師賦權增能」之整體知覺達顯著差異，除「專業自主」外，

其餘各向度亦均有顯著差異，其中又以擔任教師兼主任者得分最高；在教

育程度部分，不同學歷的成員對「教師賦權增能」之整體知覺有顯著差異，

其中除「專業自主」外其餘各向度亦均有顯著差異，又以師專或師院畢業

及研究所畢業的成員較高，一般大學畢業者無論在整體或各向度中得分均

低；在服務學校所在地區部分，整體而言在學校成員權能感的得分上並無

太大的關係；而在學校規模上，不同學校規模的學校成員對「教師賦權增

能」之整體知覺有顯著差異，其中又以學校規模達 49 班以上之學校成員

權能感普遍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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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和（2003）在其「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彰權益能情形之研究」一

文中，以桃園縣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樣本數共計 520 份，有效

回收問卷 418 份，整體回收率 82%，試圖用訪談及問卷調查的方式，並依

據自編的「國小教師彰權益能情形正式問卷」為研究工具，瞭解桃園縣教

師彰權益能的現況。其將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彰權益能的情形分為彰權及

益能兩個面向來分析，其中在「彰權」面向中，區分為法職權、專家權及

參照權三個向度；而在「益能」面向中，區分為心理能力、行動能力及政

治能力三大向度，並將問卷區分班級教室、同儕團體及學校組織三個層

次，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在教育改革、教師角色的轉變及時代變遷等背景因

素的影響下，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彰權與益能之間有密切的關連性，而彰

權益能的現況是權能皆低與權能兼備兩種情形居多，教師參與決定的範圍

集中於班級教室並以教學事項為重心。 

    另外在教師彰權益能的表現情形上，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因其性別、

服務年資、年齡、教育程度及現任職務等背景變項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首先在性別部分，男性教師不論在彰權益能的整體得分、彰權面向、益能

面向及各分向度上的表現均高於女性教師；在年齡部分，不同年齡的教師

在彰權益能情形的整體得分、彰權面向、益能面向及各分向度上的表現有

顯著的不同，其中以年齡介於 41-50 歲者，得分最高，而以年齡在 30 歲以

下者得分最低，概言之，年齡越長者其彰權益能情形越高；在服務年資部

分，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在彰權益能情形的整體得分、彰權面向、益能面

向及各分向度上的表現有顯著的不同，其中以服務年資達 24 年以上者，

得分最高，而以服務年資在 8 年以下者得分最低，概言之，服務年資越長

者其彰權益能情形越高；在現任職務部分，不同現任職務的教師在彰權益

能情形的整體得分、彰權面向、益能面向及各分向度上的表現有顯著的不

同，其中以擔任行政人員者，得分最高，而以擔任導師者得分最低，概言

之，有兼任行政職務者（含主任及組長）其彰權益能情形較兼任行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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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分較高；在教育程度部分，不同教育程度的教師在彰權益能情形的整

體得分、彰權面向、益能面向及各分向度上的表現有顯著的不同，其中又

以擁有碩士學位以上學歷的教師其平均得分最高，而以一般大學畢業學歷

的教師最低；而在學校規模、任職地區及是否加入教師會等三個背景變項

上則無顯著差異。 

    在「班級教室」、「同儕團體」及「學校組織」三個層次上教師彰權

益能的表現情形，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因其性別、服務年資、年齡、教育

程度、現任職務及是否參與教師會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男教師彰權益能

的情形較女教師均來得高；而在服務年資及年齡上，也以年資高、年齡高

的教師在三個層次的彰權益能表現上較佳；在學歷方面，以教育程度為碩

士以上的教師在彰權益能的表現情形最佳；在現任職務上則以行政人員在

三個層次的彰權益能表現情形最高，導師則最低；最後在是否加入教師會

上，研究發現在「同儕團體」這個層次，加入教師會的教師在益能情形的

表現狀況較未加入教師會的教師為佳。該研究並認為實施教師彰權益能的

作法可從教師本身、同儕團體、學校組織、師資培育機構及政府單位等五

各項度著手。 

 

貳、教師彰權益能與其他因素方面 
一、 教師彰權益能與效能（包含學校及個人） 

Mathes 認為自我價值、自我效能及彰權益能是成就有效能學校的三大

關鍵因素（Edwards, Green, & Lyons, 2002）。Blase 和 Blasé（1994）亦認

為教師彰權益能促使教師感到自我是重要、有價值的，不僅可以提升其工

作滿意度，更可增加其信心，以激發自我效能的發揮。因此，教師彰權益

能與提升教師自我價值與工作認同感彼此環環相扣，具有相互增強的效

果。由此可知，教師自我效能是成就學校效能的必要條件，而教師彰權益

能在這一波標榜「分權化」的教育改革趨勢中，正是大家所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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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透過決策及權力結構的重新分配，提高教師的權能感，進而對學校氣

氛、教師工作滿意度、組織承諾及自我效能等變項產生影響。 

Conger 和 Kanungo（1988）以期望及自我效能理論的觀點將彰權益能

視為是一動機的現象（motivational phenomena），其認為透過組織中成員

對於無權環境的覺知，並透過正式組織的運作與非正式提供訊息的技巧來

改善環境，以提升自我效能，此即為彰權益能重要的內涵。教師權能感的

產生並不僅僅靠正式組織的運作，非正式訊息的傳遞亦不可輕易忽視，秦

夢群（2001）認為組織中非正式團體人際之間運作的結果，對於所依存的

正式組織決策有一定之影響力，Short 和 Rinehart（1992）以美國西部、西

南部、南部及中西部等地區的六個州中的八所學校為研究對象，並從中選

出 257 名教師為樣本，以他們所發展出來的「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量表」

（School Participant Empowerment Scale, SPES）及「學校氣氛問卷」（School 

Climate Questionnaire）為工具，調查教師彰權益能知覺情形與學校氣氛間

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知覺彰權益能的程度與他們所知覺到的學校氣

氛、教師年齡及教育經驗的年資有關。然而，研究發現教師彰權益能與學

校氣氛呈現負相關，換句話說，當教師彰權益能的情形越增高，其所知覺

到學校的正向氣氛反而較少。根據學校重整的相關研究指出，教師增加了

學校決策的參與後，因為揭露了傳統上在學校結構中不易察覺的意識型態

與知覺，因而相對地提高了衝突的機會。此外，教師付出越多，參與重要

決定的機會越多，自主性越高，溝通越顯複雜，而持續性且大量的改變需

求越高，以上種種都會增加衝突的產生。同樣地，教師知覺彰權益能的情

形越高，越相信自己能影響組織的工作，他們認為自己有能力確認問題、

創造改變，並能對組織發展的結果負責。因此，教師變得更能夠開放地、

現實地去評估（包含正向及負向）組織的工作，而扮演起評估者、監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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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者及管理者的角色，然而，也因為角色扮演變得多元，衝突相對地容

易產生，而對學校氣氛造成負面的影響。 

Hoy 及 Sweetland （2000）以 86 所位於紐澤西州的中學為研究對象，

共 2,741 名教師為樣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學校氣氛與教師彰權益能、教師

彰權益能與學校效能及教師彰權益能與學生學習成就（以學生閱讀及數學

成就為主）間的關係，其中教師彰權益能向度的測量係以教師參與決定的

程度來代表，而所參與的決定必須是教師認為與其教學工作相關且重要的

決定，研究發現學校氣氛為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預測變項，而教師彰權益

能情形與學校效能具高度正相關，教師彰權益能的情形亦對學生學業成就

造成顯著的影響。 

Short 及 Rinehart（1994）認為重新設計學校的結構、制度，提供教師

更多參與校務的經驗，將增強教師的權能感，且引致更多的工作滿足；若

增進教師的工作滿足，也可進一步增進教師成就表現、工作品質、學校效

能與學生學習成就。 

洪嘉鴻（2003）針對教師彰權益能與教師自我效能的關係進行研究，

發現彰化縣國民小學的教師整體彰權益能情形呈現中上程度，教師增權益

能分向度平均得分由高至低分別為專業成長、教學自主、專業地位與影響

力及參與決策，並進一步發現，教師彰權益能情形與其自我效能感有正向

的關係，當教師的彰權益能情形越好時，相對地其自我效能感亦越高，因

此，實施教師彰權益能為提升教師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 

曾富明（2005）針對教師彰權益能與學校效能的關係進行研究，發現

臺北縣國民中學教師整體彰權益能情形呈現中上程度，教師彰權益能分向

度平均得分由高至低分別為專業成長、自我效能、自主、專業地位及專業

影響力，並進一步發現，教師彰權益能情形與學校效能成現正相關，並對

於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當教師彰權利益能情形越好時，相對地學校效

能表現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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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彰權益能與教師工作滿意度 

Short 及 Rinehart（1994）以參與「閱讀恢復方案」（Reading Recovery 

Program）案的教師為研究對象，試圖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教師工作

滿意度與教師參與的關係，並進一步分析 35 位擔任「閱讀恢復方案教師

的領導者」（Reading recovery teacher leaders）、141 位「閱讀恢復方案教

師」（reading recovery teachers）及 71 位「一般教師教師」（non-reading 

recovery teachers）在彰權益能知覺及工作滿意度上的差異。 

所謂「閱讀恢復計畫」（Reading Recovery Program）係針對國小階段

的文化不利學生所設計，在 Short 及 Rinehart 的研究中將參與的教師分為

「閱讀恢復方案教師的領導者」及「閱讀恢復方案教師」兩類，「閱讀恢

復方案教師的領導者」必須在指定的訓練機構接受訓練與輔導一年，訓練

完畢後，回到服務學校教導文化不利學生，並負責方案管理及訓練「閱讀

恢復教師」。 

該研究以「教師工作滿意度問卷」（ 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TJSQ）測量教師的工作滿意度，及以「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

量表」（School Participants Empowerment Scale, SPES）為研究工具，測量

教師彰權益能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組織及個人因素的確會影響道教師工

作滿意度，而研究中擔任三種不同角色的教師工作滿意度及彰權益能情形

上存在顯著差異，擔任 Reading Recovery 方案的領導教師在彰權益能情形

及工作滿意度上都比僅參與 Reading Recovery 方案的教師及一般教師

高，這樣的發現可能來自三個原因：首先，擔任 Reading Recovery 方案的

領導教師必須事先花一年的時間熟悉並執行教學策略，這讓領導教師們學

習去練習及內化新的教學技巧，而無形中也增長了他們的權能及工作滿意

度；再者，這些領導教師回到學校後，在學校如學校行事曆、教學計畫擬

定、預算編列及教師徵選等各項決策上，較能夠積極發聲而產生影響力；

最後，擔任 Reading Recovery 方案的領導教師在專業知識的獲得及得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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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回饋也遠比其他教師來得多，相對地也較能感受到其中所能產生的影

響力。因此，校長及行政單位必須瞭解教師參與學校決定及專業成長的重

要性，並且不能忽略教師在組織效能中所能產生的影響力，進而增進教師

在學校的地位。 

    Rice 及 Schneider（1994）在「教師彰權益能的十年：一個教師參與決

策的實證分析，1980-1990」（A Decade of Teacher Empowerment：Analysis 

of Teacher Involvement in Decision Making, 1980-1990）一文中，試圖以

Schneider 在 1980 年所發表的博士論文為基礎，探討在過去十年間教師參

與決定與工作滿意度之間的關係是否改變。以教師參與決定為自變項，教

師工作滿意度為依變項，共有 264 位教師參與訪談及問卷調查。其中研究

自變項-教師參與決定又分為個人教學技術與學校管理兩層面，依變項-工

作滿意度又分為九個向度：行政/視導、同儕、未來生涯、學校認同、經費

預算、工作條件、工作數量、師生關係及社區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即使教

師實際參與決策增加，但教師仍然認為其參與決定的情形是屬於被剝奪

的，尤以管理性的決策為甚，可見教師參與決定的意願遠高於實際參與的

程度。參與決定的程度與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關，參與決定的程度越高，

工作滿意度越高。學校行政人員應積極營造安全支持的環境，使教師參與

並增加其工作滿意度。而教師參與決定與工作滿意度間的關係，持續呈現

線性而非曲線相關，學校行政人員可以假定增強教師參與決定將會增加教

師工作滿意度，然而，有意義且持續的教師參與決定必須植基於決策議題

的小心定義及適當的決策參與程度，且必須給予教師適當的回饋，如此才

能使教師知覺到他們在參與決策上的影響力。 

 

三、 教師彰權益能與校長領導之間的關係 

Short 及 Johnson（1992）以美國南部的某州所聘僱的 300 名教師為研

究樣本，試圖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了瞭解教師知覺衝突情形、校長領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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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類型與其彰權益能現況的關係，其以 Rahim 於 1988 年所發展出來的

「Rahim 領導權力量表」（the Rahim Leader Power Inventory, RLPI）測量

教師對校長的權力基礎的知覺（以 French 和 Raven 於 1989 年所發展出來

的五種權力基礎為分向度），以 Short 和 Rinehart 於 1992 年所發展出來的

「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量表」（School Participants Empowerment Scale, 

SPES）來測量教師彰權益能的知覺情形，用「Rahim 組織衝突量表 Ι」（the 

Rahim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Inventory I, ROCI-I）來測量教師知覺衝突的

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在該研究中的校長最常運用法職權，最少運用獎賞

權，在該州傳統的觀念中，校長運用權力的基礎來自於該職位所賦予的權

力，而這樣的傳統觀念目前並沒有其他特別的誘因足以改變，而校長的法

職權能有效預測教師彰權益能中地位、自我效能及影響等三個向度，此三

個向度都與校長的法職權產生正相關，其中教師地位與校長法職權的關係

邏輯尚可理解，畢竟如果校長因職位而獲得權力，相對地教師也會希望因

其身為教師而獲得應有的地位，而校長法職權與教師自我效能及影響的關

係則較令人不解，依 Short 和 Johnson 的推斷認為，法職權伴隨著順從

（compliance），而獎賞權及強制權則較會產生抗拒（resistance），因此

法職權在教師自我效能及影響向度上產生情感方面的影響。參照權是校長

權力運用上頻率次高的權力基礎，與教師彰權益能向度中得分最低的「參

與決定」有正向關係，教師知覺到他們參與學校的決定過程賦予校長權

力，主要來自於教師感受到校長善意的認知，因此校長如果想要以參照權

替代因職位所帶來的法職權，則必須增加教師實際上參與學校重要決策的

機會。 

Rinehart(1998)等人針對美國東北部某一州的國小教師進行研究，以社

會影響理論來看瞭解教師彰權益能與校長領導間的影響歷程，將校長的影

響力分為信譽（credibility）及吸引力（attractiveness）兩大面向，而將教

師彰權益能則依 Short 和 Rinehart 分為做決定、專業成長、地位、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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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主性及影響等六個面向，研究發現教師彰權益能的情形與校長的社

會吸引力及教師對校長的信任感有非常密切的關係。 

Hoy 及 Sweetland (2000)研究發現，校長採取平等、支持性及同僚

（collegial）的領導方式，而非傳統指示性、限制性的領導方式，有助於教

師彰權益能的開展， 

許如菁（2001）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藉由透過一所國民小學及其學校

教師會的運作與發展經驗，描繪該校所展現之教師彰權益能之實際情形，

並探索學校教師會與教師權能之間的互動內涵，且學校教師會對促進教師

彰權益能的情形具有哪些助益，研究結果顯示，行政人員的理念與校長領

導是教師權能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 

Short 及 Rinehart(1999)在「教師彰權益能與校長領導取向之關係」研

究中將校長領導取向分為理性/結構、人際關係、政治及文化/符號等四種

取向，而教師彰權益能則分為做決定、專業成長、自主性、自我效能、地

位及影響等六個面向，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彰權益能的情形與不同校長領導

取向具有顯著相關，其中教師知覺校長於領導學校時採取人際關係取向對

教師彰權益能的情形得分最高。一般而言，一位能夠充分授權的校長在學

校中建立起彼此信任、鼓勵冒險及建立團隊，以解決問題為目的。 

四、教師彰權益能與組織承諾感之間的關係 

Dee、Henkin 及 Duemer（2003）所做「教師彰權益能的結構前因與心

理相關」（Structural antecedents and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teacher 

empowerment）一文中，分別以團隊工作及教師彰權益能為自變項，以組

織承諾感為依變項進行研究，以瞭解教師彰權益能如何影響教師對學校的

承諾感。從美國西南部某個約有 20 萬人的城市，抽取八所國民小學進行

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出受試對象，有效樣本共計 210 名（回收率約

61%），研究自變項有二：團體工作及教師彰權益能，在團體工作方面，

又分成團體教學、課程發展、學校管理與行政及學校與社區的關係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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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度；而教師彰權益能則分為工作意義（meaning）、能力（competence）、

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及影響（impact）等四個向度，研究發現讓

教師以團體合作的方式參與校務，能夠提升教師權能感，而具權能感的教

師同時具有較高的組織承諾感，而教師以團體合作的方式參與校務，不但

能夠提高教師權能感，透過教師權能感提升的影響，也對教師的組織承諾

感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正因教師彰權益能一種權力的轉移，教師在參與

學校管理團隊工作時，能夠感覺自己對於教育成效的影響力，提高教師權

能感，進而提升教師的組織承諾感，降低流動率及離職率。 

    從以上針對教師彰權益能相關文獻的探討發現，教師要從以往被壓迫

的「執行者」的角色，進而對自我的專業有所知覺，而使其權力得以彰顯，

能力得以增益，則教師在專業知能、專業自主、參與決策及自我效能等層

面都必須有更良好的表現，本研究摘錄整理國內外有關教師彰權益能的研

究及其摘要，詳見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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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內外教師彰權益能之相關研究摘要表 

研究學者及年代 研究名稱 自變項 依變項 教師彰權益能向度 

Short 及 Rinehart

（1992b） 

學校參與者彰權益能量

表：學校環境內彰權益能

情形的評量 

教師個人因素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決定、專業成長、地位、

自我效能、自主、及影響

鍾任琴及黃增榮

（2000） 

中小學教師權能量表編

制之研究 

  專業成長權、教學自主

權、參與決定權及專業地

位權 

潘慧玲及王麗雲

（2001） 

學校彰權益能組織之研

究-以教師會為例 

教師個人因素 

學校背景因素 

教師會運作因素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專業影響力、自我效能、

專業地位、專業成長及自

主 

廖運楨（2002） 臺灣地區公立國民小學 

教師賦權增能之研究 

教師個人變項 

學校背景變項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參與決策、專業自主、領

導、同僚關係、地位、專

業成長、專業知識及自我

效能 

陳志和（2003）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彰

權益能情形之研究 

教師背景變項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法職權、專家權、參照權、

心理能力、行動能力及政

治能力 

曾富明（2005） 臺北縣國民中學教師彰

權益能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教師背景變項 

學校環境變項 

教師彰權益能表現 

教師彰權益能表

現 

學校效能表現 

專業影響力、自我效能、

專業地位、專業成長、地

位 

Short 及 Rinehart

（1992a） 

教師彰權益能與學校氣

氛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學校氣氛 決定、專業成長、地位、

自我效能、自主及影響 

Hoy 及

Sweetland 

（2000） 

學校特徵與教育成果：邁

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的

組織模式 

學校氣氛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學校效能 

學生學習成就 

學校氣氛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學校效能表現 

學生學習成就 

參與決策 

Short 及 

Rinehart(1999) 

教師彰權益能與校長領

導取向之關係 

校長領導取向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做決定、專業成長、自主

性、自我效能、地位及影

響 

Dee、Henkin 及

Duemer（2003） 

教師彰權益能的結構前

因與心理相關 

團隊工作 

教師彰權益能 

表現 

組織承諾感 工作意義、能力、自我決

定及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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