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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及「學校效能」之

相關研究，共分三節：第一節、探究「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

的相關理論及其研究；第二節、了解「學校效能」的相關理論及其研究 

；第三節、分析「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與「學校效能」的相

關研究。 

 

第一節  「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之相關理論    

及其研究 

 

學校因應外界環境變遷的衝擊及內部教育改革的措施，進行「組織

再造」是為趨勢。自從M.Hammer於哈佛商業評論（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Reengineering Work: Don´t Automate Obliterate」之

論文以後，「再造工程」即成為各國政府部門及民營企業熱門的課題

（曾浚添，2000）。台北縣則是2002年開始實施「台北縣國民中小學組

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本節的文獻探討，試圖從「台北縣國民

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的目標、實施原則與內容中去了

解，並由學校組織再造、組織結構再造、組織文化改變、人力資源規劃

及實施現況等面向，探討方案的內涵。 

 

壹、學校組織再造 

一、組織與再造 

「組織」是人類為達成特定的共同目標的有機體，藉著「人員」與

「結構」配置與互動及對環境的調適，來完成其任務（秦夢群，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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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春文，1995；謝文全，1991）。由上可知，組織包括成員行為（employee 

behavior）及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再造」的英文，企業管理大都使用「Reengineering」，也有使用

「Reinventing」（黃信淞，2000；鄧雅仁，2000），而教育學者則多半

使用「Restructuring」（呂生源，2000；吳明清，1998；吳清山，1998）。

「Restructuring」除了「再造」之意以外，或稱「改造」，或稱「重組 

」（童秋霞，2001）、「重建」（張德銳，1996）、「重構」（許藤繼 

，2000），本研究統稱為「再造」。 

 

二、組織再造 

張明輝（1999b）認為企業組織革新或再造，必須打破傳統政策，全

盤翻新。因此，企業組織革新的主要內涵包括：組織結構與運作的再造 

、組織工作流程的變革及組織文化的創新等。 

呂生源（2000）認為組織再造是透過重新思考組織設計等基本原則 

，以提昇組織效能之改革策略。 

林海清（2001）認為組織再造是指在組織中加入動力，重新發動的

意思，亦即對於行政部門所作一種誘導性與有系統性的改善，是一種不

斷變遷（change）、不斷創新（innovation）和不斷演變（evolution）的過程。 

 

廖春文（2001）認為組織再造是指運用現代資訊科技，重新設計組

織流程，縮短簡化組織層級，以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原則，提高行政

績效，達到全面改造的理想目標，進而強化競爭優勢。 

林新發（2003）認為組織再造係組織為因應內外在環境改變，透過

對組織結構、作業流程、運作方式的重新思考與設計，形成新的組織型

態和文化，以提昇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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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io(1993)認為組織再造，應包括「組織重組」與「組織精簡」

兩大含意：前者係指對組織以漸進方式改變其落後及不合時宜的組織運

作及相互關係時，予以結構性的變遷，包括任務的重新安排，職位的調

整，人員的更迭等；後者則是指有計畫地裁減組織中職位或工作，其著

眼點是縮減人事，改善工作流程，目標在促進組織效率與效能的提昇(引

自林海清，2000)。 

Hammer與Champy（1994）認為組織再造應從根本上進行重新思考，

並徹底重新設計組織作業流程，以期於成本、品質、服務與速度等重要

的組織績效表現上，能有顯著的改善。 

 

從以上眾多說法可歸納：組織再造是因應內外在環境改變，從根本

思考組織結構與人員行為，更新改造結構、人力、制度、流程，形成新

的組織型態和文化，以提昇組織效能。 

 

三、學校組織再造 

吳明清（1998）認為若以學校為對象，則「學校再造」的重點在於

學校組織結構與運作方式的調整和重建，及著眼於深層的基本假定

（assumptions）與價值（values）的根本改變。學校再造的基本精神，

在於概念的重新界定、思考形式的改變，以及兼含知覺、思想與行為的

整體性轉型。 

陳伯璋和盧美貴(2002)亦提出，學校再造應包括知識的再概念化、

權力的再結構化和文化的再生。 

 

吳清山、林天祐（2002）認為學校組織再造，係指學校內部權力的

重新分配，不受過去傳統科層體制的束縛，透過組織結構與權力結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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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增加教師與家長的校務參與，強化學校經營的體質，以建立學校

組織運作機制，轉換學校新的經營型態，形成學校創新和卓越文化，進

而提高學校效能，提昇學生學習表現。 

林新發（2003）認為學校組織再造係指學校為因應內外在環境改變 

，透過組織結構、權力分配、運作方式的改變，型塑新的學校型態和文

化，以增進學校效能，提昇學生學習表現。 

 

林海清（2003）認為學校組織再造即是強調學校組織結構與運作方

式的調整與重建，以新的觀念思維和策略來經營學校以重塑學校活力。 

羅文基（2003）提出再造的內涵包含下列層面：校園物質環境、學

校組織結構、學校運作機制、教師教育專業、學校教學機制、學校學習

文化、校園整體文化、學校教育生態的再造。 

 

以上看法，都涉及到學校再造的深層意義和基本精神。所以，學校

再造可以說是一種典範的改變(paradigm shift)，它是從權力控制走向

權力分享，從封閉系統走向開放系統，從教師專業束縛走向專業自主，

從組織的鬆綁走向績效責任，從再造過程中，建立學校新的價值體系和

文化（吳清山，2002a）。                     

因此，學校組織再造的意涵為：指學校內部權力的重新分配，不受

過去傳統科層體制的束縛，透過組織結構與權力結構的改變，增加教師

與家長的校務參與，強化學校經營的體質，以建立學校組織運作機制，

轉換學校新的經營型態，形成學校創新和卓越文化，以提高學校組織的

適應力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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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組織再造的方法 

組織再造的策略方法有許多不同的取向：可以是對於組織目的的重

新調整；也可以是規劃成員能力成長方案；或是對於金錢、員額、空間

與時間之重新配置。 

歐用生（1997）認為要落實學校自主，則需進行學校再造。先是組

織結構的再造，組織結構再造的主要策略：向下授權，重新思考學校目

前教育人員的角色、公平分配權力、鬆綁並解除學校內外在的過度管制 

、學校和社區的建立夥伴關係、課程與教學的統整。 

 

吳清山（1999）認為學校組織再造的策略內涵應包括四個層面:1.教

育法規的鬆綁與權力下放，增加學校自主管理與適應變遷能力；2.家長

教育選擇權的落實，提供家長多元機會，為其子女選擇合適之教育；3.

教師專業自主的提升，提供教師自我決定教材、教法和評量方式之權力 

；4.校務決定權力分享，提供家長和教師參與學校校務運作之權力。 

張明輝（1999b）運用企業組織革新的觀點，提出學校組織再造之具

體作法：充分授權、專業分工、團隊合作、資訊流通、參與管理、彈性

機動。 

 

呂生源（2000）歸納組織再造的方法為四：1.作業流程的再造；2.組

織型態的再造；3.管理結構的再造；4.組織角色的再造。 

張德銳（2000）則認為未來學校行政的因應策略應為：1.建立校長

培育、遴選、評鑑制度；2.調整學校組織結構；3.實施學校本位預算；4.

發展學校特色；5.加強教師學習；6.結合家長人力資源；7.營建學校教

育的鐵三角；8.落實辦學績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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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克難（2002）提出學校組織再造策略如下：1.重新訂定學校組織 

目標；2.學校組織流程再造；3.學校組織管理模式更新；4.學校組織活

動—課程與教學的統整；5.學校組織文化新生。 

李新鄉（2002）從學校文化的角度思索促進學校組織再造的可行策

略，包括：1.全校成員共同為學校尋求再造願景；2.調整傳統領導角色 

，廣納全校成員為學校經營者；3.疏導學校組織中的互斥文化，構築溫

馨校園；4.全盤掌握組織變革與再造的向度。 

顏火龍（2002）則建議學校組織再造可行策略可以朝向以下進行： 

1.作業流程的再造；2.組織規模的適當化；3.組織的網路型態化；4.跨

組織(校)的再造；5.學校組織民營化；6.管理結構的再造；7.組織角色

的再造。 

 

林海清（2003）認為組織再造過程中必須從精神層面著手，然後及

於結構的型式與運作的方式。所以策略應包括：1.教育法規的鬆綁與權

力下放；2.家長教育選擇權的落實；3.教師專業自主的提升；4.校務決

定權力分享。 

林新發（2003）提出學校組織再造的策略：1.精簡行政流程，善用資

訊網路；2.檢視工作項目，加以增刪重組；3.重整行政組織，提昇行政

效能；4.發展學校願景，塑造學校特色；5.強化教學領導，回歸教學本

質；6.改變傳統觀念，重塑學校文化；7.教師專長排課，加強教學反思 

；8.依照教學需要，聘用支援人員；9.善用替代役男，支援人力不足； 

10.爭取社會資源，改善辦學環境；11.整合小型學校，進行規模調整；

12.建立學習團隊，加速組織學習；13.促進教師成長，提高專業知能；

14.激發學習興趣，提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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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phy（1991）認為學校再造通常包含三方面的改變：1.是工作角

色與組織環境；2.是組織與管理結構；3.是核心技術。在角色方面要重

新界定，由於角色不同，故學校組織中的工作必須重新設計，職責也要

重新規範。就組織與管理結構而言，Murphy 認為教育行政的權力應下

放；在核心技術方面，在課程與教學均應有所變革。 

 

企業組織和學校組織都是組織的一種，其組織目的雖然不同，然其

變革內涵及變革趨勢則有其相通之處，因此，企業組織再造的策略亦值

得學校組織再造之參考。但由於學校是屬於規範性的組織，其組織特性

不同於追求利潤與績效的企業組織，因此，運用企業再造的策略於學校

組織的再造上，必須有所選擇，而非全盤移植（張明輝，1999b）。 

 

綜觀上述學者的主張，歸類學校組織再造的方法如下： 

ㄧ、在組織成員方面： 

（一）充分授權，參與管理。 

（二）專業分工，團隊合作。 

（三）加強進修，激勵策略。 

（四）結合家長人力資源。 

二、在組織結構方面： 

（一）建立學校法制化，重整行政組織。 

（二）發展學校特色，重塑學校文化。 

（三）建立學習團隊，資訊流通。 

（四）實施學校本位預算，落實辦學績效責任。 

（五）建立評鑑制度，加強教育研究革新。  

（六）調整行政機關的角色為顧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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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扁平化科層體制，走向動態開放有效的學習型組織。 

（八）順應環境變遷之轉型領導、專業決策及功能導向。 

 

歸納上述可知，學校實施「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時，在

組織再造方面，需考慮「人員」與「結構」問題，透過「組織結構再造 

」的探討、觀察「組織文化改變」的情形，利用「組織再造的方法」，

進行再造工程。另外，試辦方案的推行，尚需考慮「人力資源規劃」。

以下分「組織結構再造」、「組織文化改變」及「人力資源規劃」三部

分，來探討「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 

 

貳、組織結構再造 

組織結構再造為組織再造的核心議題。吳明清（1997）認為學校再

造的重點在於學校組織結構與運作方式的調整和重建。管理專家認為雖

然科層組織中的某些階層是必需的，但有太多是多餘的浪費，更進一步

地說，當科技愈發達，扮演傳統的管理角色所需的人力也相形減少。於

是組織開始「縮小規模」（downsize）、「調整為適當大小」（rightsize） 

、精簡人事（delayer），這些行動背後的基本假設是認為：愈少階層可

以使人們做出更好的決策（張善智、謝馥蔓譯，2000）。 

 

一、學校組織結構再造的意涵 

（一）組織結構的意義 

Greenberg 認為組織的結構即個人和團體依其績效表現的安排以及

組織的設計—以最有效率的方式將這些結構的元素加以統整的過程。亦

即是個人和團體因特定的任務、責任及組織職權分配下的正式組合（張

善智、謝馥蔓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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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鱷（2001）認為組織結構是組織構成的重要因素，是為實現組

織目標而存在，組織目標的實現和組織結構健全與否息息相關，不同組

織各有其組織結構體系和階層。 

謝文全（2004）認為組織結構係組織成員分工合作（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f labor）及工作規範的架構。這架構一般包括複雜化、

集權化、正式化三個層面。 

 

所以組織結構是為實現組織目標、解決組織問題而組合成的一種階

層體系，闡明每個職位的職務內容、權責與職務間的角色關係，是基於

權威和功能二者互動而構成的系統或網絡。 

 

（二）學校組織結構再造的定義 

組織結構再造的手段有重組與精簡兩種。（引自林海清，2001） 

組織重組的意涵，著重在組織結構上的重組意念，包括組織結構、

體制與職能運作方式的改變。（林水波，1999；連宏華，1999；詹中

原，2002） 

而組織重組內涵為： 

1.組織目標明確、計畫彈性調適：組織重組只是一種手段，意在

促進組織的彈性化，以適應外在環境的變遷，圓滿達成任務。 

2.組織結構調整、專業層級分工：含組織部門的調整及職權的改變。 

3.程序功能重整、績效預算管理：任務的重新安排、工作程序的

重新設計、現職人員的更迭和預算的增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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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精簡的意涵是：資源有限與行政任務擴大的時代中，在員額不

變的情形下，如何更有效能的做更多的事，將是「組織再造」所關切的 

，也是組織掌握競爭優勢的途徑（Taylor，2001）。 

其中組織精簡的內涵為： 

1.組織精簡為節省資源、提高績效所用的改革措施：思考如何以

更少的資源做更多的事。 

2.組織精簡方式：人力減少、工作重新設計、系統化策略。 

 

    綜合上述得知：學校組織結構再造是學校適應外在環境變化，透過

組織重組與精簡，對結構的重新設計，組織管理的重新分配，課程教學

的重新調整，以提升學校效能。 

 

二、學校組織結構再造的方法 

 吳清山等人（2002b）在進行「國民小學行政組織再造之研究」時 

，提出現行組織改進途徑，分別依照重要性排列： 

（一）擴大專任行政人員編制。 

（二）加強行政人員的專業素養及訓練。 

（三）辦理教師兼任行政工作之行政專業訓練。 

（四）簡化行政工作（如設立單一窗口）。 

（五）學校之人事、主計人員可採共聘方式。 

（六）建立行政人員專業證照制度。 

（七）充分應用家長與教師的人力資源。 

（八）訂定完善的行政人員獎懲與考核制度。 

（九）教職員採總量管制，由學校自行調配。 

（十）調整現行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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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立學校學習型組織。 

（十二）學校工作團隊的建立。 

（十三）學校視需要與他校共聘教師或巡迴教師。 

（十四）人事、會計法令的鬆綁。 

（十五）學生 1000 人以上學校設置副校長。 

（十六）行政人員採輪調制度。 

（十七）明訂學校為首長制。 

 

黃淑卿（2001）認為在「組織結構」再造方面，「矩陣」團隊運作

被認為是最能發揮整合功能的策略，其關鍵在於各處室之「組」間之裁

撤、合併、或職掌重組。進行組織結構再造要考量的因素包括：學校組

織權力重組、行政決策模式改變，推動時尋求共識；顧及已全面推動的

教改方案運作機制，含九年一貫課程、教訓輔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等。 

 

孫翠莉（2002）在組織結構再造的策略可分為： 

（一）組織單位數量、規模、層級的調整： 

1.建立一彈性化的組織，可隨著外在環境變化或任務進行調整 

；2.合併功能性質相近的單位；3.因應新任務成立臨時性組織。 

（二）工作重新設計與流程的簡化： 

1.對工作項目進行重組與設計；2.作業項目與流程的簡化； 

3.人力素質的提升；4.經技術再造達到流程的改善。 

（三）人力重新配置： 

1.角色分析；2.針對組織或業務的變動對員工實施再訓練； 

3.自然淘汰；4.誘導性的人力再配置；5.非自願性的人力再配置。 

（四）系統化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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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化溝通管道；2.發展員工訓練計劃；3.改變組織的酬賞系

統；4.結合外來的資源。 

 

陳根深（2002）認為調整國民小學行政組織結構，可明顯提昇學校

效能。而行政組織結構重建的概念架構，以採「學校本位組織發展的整

合型模式」較佳，並應加強家長和社區資源的整合與運用；設適當的單

位，專責資源整合的工作；促成「單一窗口服務」的實施。另外認為各

種不同規模國民小學可依自身需求，彈性訂定組別或設置各種專業人員

之結構模式。 

 

Taylor（2001）提出的相關策略： 

（一）人力減少： 

其做法有獎勵提早退休、調任、裁員計畫、解雇員工。 

（二）組織重新設計： 

牽涉到工作內容、技術、結構的改變。其中在工作內容

方面，例如忽視特殊性質的工作；在技術方面則引進自動化 

；在結構方面，將部分重疊的部門合併。其將導致組織的重

新設計，工作流程的簡化及結構合理化。 

（三）系統化的策略： 

這個改變是針對能支配員工行為的態度、價值和信念進

行改變，可能採取的途徑為改變組織的酬賞系統和員工訓練

計畫。將組織員額精簡視為一種組織重新生命的途徑且持續

之過程，可針對員工的訓練、系統診斷及建立團隊等方式投

注資源。 

 



 21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組織結構再造的方法，將著重在組織結構層級

的縮減或工作單位的整併、工作流程的簡化、以及人力重新配置等方向

來探討，提出學校可行的組織與人員再造策略，說明如下： 

（一）法令適度鬆綁： 

1. 擴大專任行政人員編制；2.建立行政人員專業證照制度人事； 

3.會計法令的鬆綁。 

（二）組織彈性調整： 

1.「單一窗口服務」的實施；2.合併功能性質相近的單位；3.因

應新任務成立臨時性的組織。 

（三）工作流程簡化： 

1.對工作項目進行重組與設計；2.作業項目與流程的簡化。 

（四）人力重新配置： 

1.工作內容分析、角色分析；2.落實選才、育才、用才、留才機

制；3.輔導退場機制；4.善用組織再造員額總量管制名額；5.引

進外界人力資源；6.實施輪調制度；7.設置副校長。 

（五）系統化的策略： 

1.強化溝通管道；2.改變組織的酬賞系統。 

 

整體而言，組織結構再造為組織再造的核心議題。學校在既定目標

下，透過「重整」與「精簡」手段，讓組織彈性調整、工作流程簡化及

人力重新配置，使得預算績效提高。 

學校經過結構再造，相對影響學校的組織運作，將更新學校文化，

重塑學校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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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組織文化改變 

學校組織只是表面上擁有 Max Weber 科層理論的特性而已，事實上 

，學校組織中同時存在兩種不同的結構：教學呈現鬆散結合的現象，而

行政為權威的正式科層組織。學校組織文化是一種兼對立與統整、積極

與消極功能的文化（吳清山，1995；秦夢群，1997；張慶勳 1996a；謝 

文全，2004）。因此，要了解學校組織文化的改變，本研究從學校組織

文化的定義、特性、類型與層次去闡述： 

 

一、 組織文化的定義 

鑒於各學派對於「組織文化」的定義相當分歧，依據 Shaw（1990）

對於組織文化定義的分類有三種（引自陳慧芬，1998）：（一）描述構

成要素的定義：例如，組織文化是一組基本價值觀、信念及原則；（二）關

注功能的定義：例如，組織文化是組織所採納的主要價值觀，以引導組

織對待成員及客戶政策的哲學和組織內相處的遊戲規則，新進人員需學

習此規則，以成為被團體接受的成員；（三）說明潛意識性質的定義：

例如，組織文化是一個組織內部共有且相當持久的基本價值、信念及假

設之形態。 

 

在眾多定義中，秦夢群（1997）與謝文全（2004）均認為組織文化

具有多元構面，由許多有形與無形的要素所組成，以Schein 融合各家論

點所提出的定義，最為學者所引用及接受。 

組織行為理論學者Schein (1985,1992)認為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某一團體在學習應付其外在適應的問題（如策略、目標、完

成目標的手段、績效的衡量和修正等）及內部的統整問題（如語言、界

線、權力階層、親近、酬賞及懲罰、意識型態等）時，所發明（inv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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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discovered）或發展（developed）出來的一套基本假設，而這些

假設由於運作良好而被承認具有效度，可傳授給新成員，作為知覺（perceive） 

、思考（think）和感受（feel）上述問題的正確方式。 

綜上所述，包括 Schein 在內，多數學者對組織文化大都有以下四 

個共識（秦琍琍，2001）：一為組織文化是社會建構而形成的；二為組

織文化提供組織成員瞭解事件與符號的參考基模並提供行為指導；三為

組織文化並不是憑空存在且可以直接觀察的，其組成是組織成員所共享

與共同詮釋的；四為組織文化是多重向度的結合體。 

所以，「組織文化」是組織經過長期內在系統運作與外在環境互動

結果的產物，是組織中有關價值、信仰、意識、思想與行動的綜合體。

有共同的感受，基本的假定，形成組織展現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現象。 

 

二、學校組織文化 

學校組織文化是在「學校」這個場域所雕塑出來的組織文化，定義

與組織文化差異不大。 

張慶勳(1996b) 認為學校組織文化可以視為解決組織內部統整與外

在適應問題，對具有象徵性的行為或活動予以認同，形成共識並內化為

成員的價值與假定，進而做為全體成員所遵循的道德規範。它是知與行

之結合，目的在解決學校可能發生的問題。 

 

陳奎憙（2001）認為學校組織文化是學校成員所形成的一套特殊價

值觀念與行為模式－包括思想、態度、習慣、信仰與生活方式。 

張銀富（2002）認為學校組織文化是學校在與環境調適及本身內部

運作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產物，基日積月累的結果，逐漸成為每一個學校

所特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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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棟樑（2002）認為學校組織文化是存在學校中的文化，具有獨立

的價值體系及行動體系。具有支配學校人員（老師與學生）的行為方式 

，或是在校園中起主導的作用的生活方式。 

 

總之，「學校組織文化」是在校園中經過長期內在系統運作與外在

環境互動結果的產物，是校園中有關價值、信仰、意識、思想與行動的

綜合體。學校成員有共同感受、基本假定，形成學校組織展現在日常生

活中的一種現象。 

 

三、學校組織文化的特性 

組織文化呈現多元風貌，以下茲將學校組織文化的特性歸納整理（ 

吳孟秋，2005；許嘉正，2004）： 

（一）普遍性： 

每個學校組織中，均存有某種傳統的文化；也就是說，在

組織中文化是必定「存在」的。因此，學校組織自然也存有其

所屬之組織文化，為所有成員一致認同，共同信守承諾。 

（二）獨特性： 

因每個組織規模大小及成員屬性等均有所差異，所以，每 

個組織文化中所表現的價值、信仰、觀念、習慣、語言等方面 

，與其他組織文化均也會有所區別，故每個組織文化均有其獨

特的意義。 

（三）持久性： 

組織文化的形成是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蘊育培養才能產生 

的，接著內化於組織成員的心理之中，進而自然表現於成員的

外在行為上，因此組織文化具有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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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享性： 

組織文化所發展出來的假設前提，基本上為組織成員所共 

同分享的，且為組織成員所認為有價值的，使組織成員呈現高

度的同質性和共享性。 

（五）動態性： 

組織文化的形成是組織為適應內在和外在環境的需求，逐 

漸改變成員的各種觀念和行為等，故學校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

彼此互動以及與內、外在環境互動的結果，具有動態性質。 

 

（六）主觀性： 

組織文化是一種心理的、意識的判斷及價值的偏好，其特 

性會藉著故事、傳說、儀式、典禮等象徵性活動，藉著社會化

的途徑，將組織文化傳遞給組織的新舊成員。 

（七）發展性： 

學校組織本身會不斷的發生變革與成長，引導與塑造成員 

的新行為，進而不斷地成長。 

 

（八）規範性： 

學校組織文化可以提供、協助學校成員順利了解學校組織 

的目標發展、組織的運作方式、組織的規範、組織的制度等功

能，對於群體及個人的行為能夠發揮規範的力量，受其規範及

影響不至於產生偏頗乖離的結果。 

（九）混合性： 

各種組織文化類型可因不同的情境而顯現其獨特性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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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學校領導者亦可依不同文化類型而作權變性的領導。有

的組織在某種文化類型上較具有支配性，較適用於某一獨特的

情境，且有些組織在領導的型態上也混合各種文化類型。 

（十）功能性： 

文化就個人而言，是一種滿足生心理需求、提高穩定力、 

降低焦慮、激發承諾的工具。 

 

四、組織文化類型 

學校組織文化因兼容並蓄，不易做截然獨立的劃分，況且組織文化

並非單一的文化型態，往往同時兼具數種文化，不過是比例權重有所差

別而已。我們在探討組織文化時，有時也要將其適當分類，其理由如下

（張慶勳，1996b；蔡進雄，2000b）： 

（一）可以凸顯各個不同文化特色，有助於研究者分辨各個研究對象

中文化的特性，而加以歸類；清晰有條理的分類，可以幫助我

們指出研究的重點方向。 

（二）藉著各文化型態的特徵，將不同的組織理論結合在一起，可進

一步預知組織運作的可能情況，從多面向了解組織文化對組織

運作的影響。 

 

組織文化的類型，由於學者從不同的方向去考慮，研究結果有相當

多的分類方法： 

謝文全（2004）將組織文化從「重視工作」與「尊重人性」兩個層

面來建構，可以交叉成為優質、關懷、任務、疏離等四種組織文化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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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h（1983）將組織文化從溝通互動的角度來分，分三個類型：

第一類型為科層型文化（bureaucratic culture）；第二類型為創新型

文化（innovative culture）；第三種為支持型文化（supportive 

culture）。 

 

Cameron 和 Freeman（1991）則根據 Quinn（1988）的競值模型

（competing value model；CVM），將組織文化以內部維護（internal 

maintenance）／外部地位（external positioning）與有機式流程

（organic processes）／機械式流程（mechanistic processes）兩構

面分四類型：第一類為宗族（clan）文化；第二類為創新（adhocracy）

文化；第三類為科層（hierarchy）文化；第四類為市場（market）文化。 

Denison 等人（1995）依策略重點、對環境需要與文化之間的合適 

程度將組織文化分為四種，第一種為適應力／企業家文化；第二種為宗

族文化；第三種為任務文化；第四種為官僚文化。 

 

五、組織文化的層次 

組織文化的內涵可以透過形式來傳達，這些形式也就是一些顯著的

象徵，例如：故事、傳說、英雄事蹟、儀式典禮和特別的語言或行話等 

，在不同的形式中，有不同的層次內涵。 

 

Schein（1985）便由此延伸而提出組織文化的構成元素，並且依照

其抽象程度分為三個層次：加工品與創造物即人工飾物（artifacts）、

價值觀（espoused values）與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如下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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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見的但通常不可解讀的 

 

 

 

 

知覺的較高層次 

 

 

 

                     理所當然的， 

                      不可見的， 

                      前意識的 

 

 

圖 2-1 組織文化之層次及互動關係 

資料來源：Edgar H. Schein（1985）.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A dynamic viev.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14.  

 

基本假設：Craig 與 Lundberg（1985）認為基本假設是組織成員對

周遭的人、事、物及組織本身所持有的一種默念（tacit beliefs）。

Schein（1985）把它分五項：組織與環境的關係、實體與真理的本質、

人性的本質、人類活動的本質、人際關係的本質。 

價值：常指組織成員用來判斷情境、活動、目的及人物評估的基礎 

。人造品和創造物 

 -技術 

 -藝術 

 -可見的和可聽的行為模式 

。價值 

 -可於物理環境中驗證 

 -只能於社會共識驗證 

。基本假設 

 -與環境的關係 

 -實體、時間和空間的本質 

 -人性的本質 

 -人類活動的本質 

 -人際關係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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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規範的意味，所以可提供組織成員行為的準繩，這些價值不一定

有書面文字，但卻在成員腦海中，成為一種價值觀，能夠約束成員的行為。 

人造品和創造物：吳焰修（1987）認為可分三大類：（一）言辭

上人造品（含符號、故事、迷思、隱喻及語言）；（二）行為上的人造

品（含儀式和慶典、行為規範）；（三）物質上的人造品（含建築物、

服飾）（引自吳清山，1992）。 

 

Daft(1995)以冰山理論來形容組織文化，其認為組織文化可分為兩

層，表層是看得見的人為物飾（artifacts）以及可觀察到的行為，如穿

著、行為、符號、故事及儀式，而底層看不見的部分則反應組織成員更

深層的價值，如價值觀、假定，為真實的文化。 

 

瞭解上述後，本研究對組織文化的意涵以 Schein（1985）的看法為

主。而學校組織文化可透過瞭解學校組織文化意涵、學校組織文化的特

性、類型、層次等面向去了解，但是若要瞭解實施「組織再造與人力規

劃試辦方案」後，組織文化是否會改變？便要思考面向的適用性，本研

究為了要瞭解學校組織文化的改變，未由學校組織文化類型去分析，而

從文化層次去分析。 

 

肆、學校人力資源規劃的意涵 

學校實施再造時，人力資源的規劃是個重點。人力資源規劃是人力

資源部門的首要工作，即人力資源管理中的各項功能，例如任用、績效

評估、薪酬、人力資源發展和勞資關係等，在實際作業前，需先經由人

力資源的規劃，從整體性和策略性的觀點，將各項功能予以整合，並與

經營策略相配合，以發揮綜合的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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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James W.Walker 的研究，在一九六Ｏ年代，學者們習慣稱為

「人力規劃」，但是自一九八Ｏ年代以後，學者們逐漸以「人力資源規

劃」取代原先所使用的「人力規劃」一詞。余璦君（1998）認為人力資

源規劃所包含的範圍，比人力規劃廣泛，一般來說，學者習慣將從事組

織人力供需預測，並界定兩者間差距的過程，稱作人力規劃，亦即偏重

未來人力供需的分析，以決定人力資源的種類與數量，並據以擬定召募

與培訓計畫。 

 

ㄧ、學校人力資源規劃的意義 

關於人力資源規劃的定義，國內外均有學者對其有不同的定義，但

是大致上仍有某種程度上的共識： 

（一）人力規劃的意義 

吳秉恩(1990)認為人力資源規劃乃指配合組織業務發展，預估未來

所需人力之數量、種類及素質，加強人力之培訓與取得，以期人力充分

運用與發展之合理程序。 

吳復新(1996)認為人力資源規劃即是：組織依據其內外環境及員工 

的事業生涯發展，對未來長短期人力資源的需求，做一種有系統且持續

的分析與規劃的過程。 

吳美連、林俊毅(1997)認為分析並指出人員的需求與可得性，是在

一限定時間內，把組織內或外部之人力供給與組織空缺配合起來的一個

過程，即在對的時間把對的人放在對的工作上的一個過程。 

 

林伯修(1999)認為人力規劃是可用來研究組織中招募、晉升、退休

及編制人數等政策，對人事管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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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湘萍(2000)認為人力規劃是基於人力資源管理理念所形成的規劃

方式。 

趙必孝（2001）認為人力規劃是確保組織未來發展和因應環境要求 

，以決定人力需求，及滿足此項需求之程序。 

鄭國煌(2002)認為人力規劃在追求組織目標和處理現有工作業務的

配合下，探求各時期的人力需求，並提供適當的人力供給配合。 

 

綜觀上述各家學者的定義後，發現人力資源規劃依其涵蓋的內容可

分為狹義和廣義兩大類。狹義的人力資源規劃類似於過去的人力規劃，

著重於未來人力供需的分析，以決定人力資源的種類與數量，並據此擬

定招募與培訓計畫；廣義的人力資源規劃則涵蓋了整個人力資源活動的

規劃，並與組織的經營策略相結合，而人力資源供需的分析僅是規劃的

一部份，此說為現今人力資源規劃之通說，亦為本文所稱「人力資源規

劃」之概念。 

  

所以，人力資源規劃應是：包含人力需求預測、人力供給預估、人

力計畫實施，乃是組織依據內外環境及員工的事業生涯發展，對未來長

短期人力資源的需求，做一種有系統且持續的分析與規劃的過程。 

 

二、 學校人力資源的意義 

學校人力資源的意義隨學校組織的定義不同而異，組織生態觀強調

學校內外環境的交互作用，認為學校的人力資源包含學校組織內外可資

運用的人力。林明地（2002）認為學校的組成人員，包括校長、學校行

政人員、教師、學生、職員、家長與社區居民、上級教育行政機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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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整體的大環境。對於學校組織而言，家長和社區人士是相對於組

織內部的外部的人力資源，而組織內部的人力資源為學校的教師、職員 

、工友和學生，閻自安（2002）認為學校裡的人力資源是指所有組織內

的成員，包括行政人員、教師與學生。 

 

本研究所探討的學校人力資源採取廣義的觀點，所以所謂學校人力

資源規劃，包含人力需求預測、人力供給預估、人力計畫實施，乃是學

校依據內外環境及教職員工生涯發展，對未來長短期人力資源的需求，

做一種有系統且持續的分析與規劃的過程。 

 

三、學校人力資源規劃功能與目的 

（一）學校人力資源規劃功能 

良好的人力質、量結構，有助於組織目標的達成。適當人力規劃可

使人力資源管理部門能有效的被執行，而不適當的人力資源規劃卻可能

產生多餘的成本。 

 

余璦君（1998）認為良好的規劃可達成以下三項功能： 

1.規劃可增進一機關的成功機會： 

採取規劃的機構，可在行動以前先行探究外在環境中所存 

之有利及不利因素以及本身處境，然後配合所能掌握之資源條

件，進行選擇和安排，如此可有效而經濟的進行組織整體營運 

作業，增加成功的機會。 

2.規劃使用管理者能更有效適應環境的改變： 

規劃使管理者將眼光注意到未來，較能察覺環境的改變，

並謀求對策，如此便可消除或降低組織所面臨的不確定性及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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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劃可使一組織成員重視整個組織目標： 

透過規劃程序，使人員及單位從事的工作和組織目標發生

關聯，使得每人了解到工作的價值和意義，如此便可集中心力 

，全神貫注於目標的達成。 

 

Gomez-Mejia 等人認為良好的人力資源規劃可以發揮以下的功能： 

1.鼓勵前瞻的(Proactive)而非反應的(reactive)行為： 

前瞻表示向前看，亦即發展出組織的一種願景(vision)，

同時指出如何運用人力資源去達成此願景。 

2.對公司的目標作明白的溝通： 

在人力資源規劃中，組織為獲得所需之人力，必須先揭示

其具體的目標，如此才能讓全體員工知道，組織未達到上述目

標應有多少的人才與技術。經由此一過程，組織的目標便在人

力資源規劃中獲得了明白的溝通。 

3.指認現狀與願景之間的差異： 

現狀是「我們目前在何處」(where we are)，願景則是「 

我們要往何處去」(where we want to be)，人力資源規劃可以

幫助我們指認出此兩者間的差異所在。 

4.鼓勵業務主管的參與： 

正如同所有的人力資源活動一般，人力資源規劃如無業務

主管的積極參與，則其成功的機會便不大。因此，組織在從事

人力資源規劃時，必須鼓勵業務主管積極參與；唯有他們的參

與，在實施計畫時才不會遭遇反彈而失敗。 

5.指認人力資源的限制與機會： 

人力資源對於策略性事業計畫成敗，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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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促進組織的團結： 

一個良好的策略性人力資源計畫，因有各個階層人員的參

與，故能夠使組織發展出一種共同的價值與期望。透過人力資

源的規劃，常可使許多組織的價值（如：顧客第一、創新、合

作及高成長）獲得進一步的強化，因為大家均能在規劃過程中

達成對組織目標的共識與承諾（引自李貞育，2001）。 

 

 Wether 認為妥善的人力資源規劃，對公司、組織有下列的功能： 

1.增進人力資源的利用性。 

2.使人力活動（運用）與組織未來目標更有效的配合。 

3.在雇用新員工時，能更符合經濟效益。 

4.擴大人力資源資訊系統(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HRIS)以支援其他各項人力運用及組織個各單位的活動。 

5.可從當地的就業市場成功的獲得大量需要的人力。 

6.協調不同的人力管理計畫，例如協調長期固定的人力需求計畫 

與臨時雇用計畫（引自張清景，1992 ）。 

 

綜合以上看法，規劃的功能在凝聚組織的共同願景，促進組織的溝

通與了解，藉由實際參與，使計畫內容清晰而獲成員所認同，藉由成員

之團結合作，共謀組織之成長與發展。所以，學校人力資源規劃的功能 

：讓每個學校成員重視整個組織目標，並依環境變化規劃、謀求對策，

以增加成員的成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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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力資源規劃的目的 

林欽榮（1996）認為人力規劃的目的如下： 

1.因應業務需要，合理分配人力： 

人力規劃針對各項業務發展的需要，而對所需各類人力預

為規劃培養，一方面為組織謀求最大人力資源的發掘與運用，

另一方面則維持員工工作的安定與保障。人力規劃亦為一種人

力分配的計劃，它可看出現有人力配置情形及目前職位空缺情

況，並找出所有員工工作負荷的輕重，窺知現有人力分配是否

均衡，從而謀求合理化調配，期使人力資源能獲得充分有效的

運用。 

2.維持供需平衡，消除無效人力： 

人力規劃係以工作分析（job analysis）為基礎，藉由工

作分析的結果，達到適質、適量的人力配置，達到供需均衡，

並可消除冗閒人員。 

 

3.預籌人力來源，更新組織生命： 

預測人力需求是人力規劃過程中，首要處理的問題，管理

者利用精確統計技術，一方面可預估組織未來特定期間內，所

需人力，另方面可藉此分析現有人力的狀況，將組織的甄補、

退、調等人事政策做通盤考量，使組織能及早更新其結構，儲

備人力，因應未來發展。 

 

4.降低用人成本： 

人力規劃乃為對組織人力資源的預估，故可避免人力浪費

的現象，就人力運用成本而言，可避免不適任人員的運用，就



 36

積極的觀點而言，人力規劃為對現有人力結構做過分析與檢

討，從而能找出人力有效運用的瓶頸，排除無效人力的運用，

故而降低人力運用成本。 

 

5.滿足員工的需求： 

人力規劃能讓員工充分瞭解企業對人力資源運用的計劃，

而根據未來職位空缺，訂定自己努力的目標，並按所需條件來

充實自己，發展自己，以適應組織目前和未來的人力需求，從

中獲得滿足感 

 

由上可知，人力規劃的目的在估計未來，並調和人力供需情況，以

求適時獲得適質適量的人力，減低人力成本，重視個人之利益及兼顧社

會責任，適應業務發展與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變遷，而達成組織的目標。 

 

四、人力資源規劃模式相關理論 

人力資規劃模式各有不同，如吳秉恩(1988)及張光正、楊錦洲、 諸

承明(1992) 、Byars 和 Rue (1997) 、Nkomo(1988)、Wether 和 Keith

（1989）等所提，以下簡要說明（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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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各學者人力資源規劃模式之特點與缺失 
學者 要素或步驟 特點 缺失 

Nkomo 
(1988) 

環境分析、組織目標與策

略分析、內部人員分析、

預測未來人力資源需求、

發展人力資源策略與目

標、評估與檢查。 

為一系統性、整合性之人

力資源規劃觀念---不僅橫

跨組織內外環境分析、人

力資源分析、發展策略及

評估檢查等人力資源規劃

步驟，同時對各次級領域

之範圍及規劃技術有相當

明確的交代。 

未指出企業目

標、策略，與人

力資源需求預測

間的關係。 

Wether＆

Keith，

（1989） 

 

人力資源需求、 

人力資源供給、 

執行短期、長期人力資源

計劃。 

 

重視內外部環境分析，並

配合人力資源需求與供給

以發展長期、短期的內部

升遷與外部甄募計畫。 

忽略其他如人員

培訓、人力發展

等計劃，且對人

力資源規劃的過

程未實施定期的

評估與修正。 

Byars & 
Rue 
(1997) 

決定組織目標、決定技能

及專長的需求、決定淨人

力資源需求、發展行動方

案。 

清楚描繪出組織各部門與

人力資源規劃間的關連。 

未建立人力檢查

與評估管道。 

吳秉恩

(1988) 
人力現況評估、未來人力

預測、人力發展計畫、人

力檢查。 

詳細說明組織內部人力資

源規劃的各個步驟。 

未考慮外部環境

因素之影響。 

諸承明、

楊錦洲、

張光正 

(1992) 

策略規劃、人力資源需求

預測、內部人力分析，掌

握內部人力供給、環境分

析，掌握外部人力供給、

綜合內外部人力供給，決

定可用人力、設定人力資

源管理的目標政策與策

略、發展人力資源方案並

執行之、評估與修正。 

清楚說明組織策略、外部

環境及內部人力資源三者

間的關係。 

未明確指出公司

策略規劃、人力

資源需求預測兩

者與評估修正管

道間的關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其中以張光正、楊錦洲、諸承明 (1992)的人力規劃模式（如圖2-

2）最符合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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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張光正、楊錦洲、諸承明之人力資源規劃模式 

資料來源：張光正、楊錦洲、諸承明（1992）。我國企業實施人力資源 

規劃之現況分析。人力資源學報，2，5。 

內部人力資源分析 

 

●員工績效評估與潛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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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威
脅 

組
織
的
優
點
與
缺
點 

企
業
經
營
使
命
與
高 

層
管
理
者
經
營
哲
學 

企業目標與政略 

內部人力資源供給 
 

 
●建立內部人力資源資訊 

系統 

●製作人力置換圖 

●設計人力流程系統 

外部人力資源供給 

 

 

●建立外部人力資源資訊

系統 

●掌握外部人力資源之來源

決定公司可利用人力 

設定人力資源目標政策政略 

人力資源需求預測 
 

● 預測方式：趨勢分析、比率分

析、相關分析、管理者判斷 

● 工作分析：描述工作、設定工

作標準、決定工作負擔 

●兼顧人員需求的質與量 

●公司現有之人力盤存 

●確認人力資源淨需求 

發展人力資源方案 
 

●員工甄選方案 

●員工任用方案 

●績效評估方案 

●教育訓練方案 

●薪資激勵方案 

●員工福利方案 

●工作生活品質 

●員工前程發展 

執行人力資源方案 

評估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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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說明模式如下： 

（一）策略規劃： 

首先應確知目標與策略，視實際需要，策略規劃的主要基

礎有三：1.環境的機會與威脅；2.組織的優缺點；3.組織哲學/

使命。依此擬訂具體目標。 

（二）人力資源需求預測： 

確知具體任務與工作後，兼顧人力資源需求的質與量，並

對現有人力的盤存，確認人力資源的淨需求。 

（三）經由內部人力分析，掌握內部人力供給： 

掌握內部人力供給，首先應進行詳細的內部人力分析，以確

定現有的人力資源。至於分析項目，主要可以分為總體分析與個

體分析兩方面。 

 

（四）經由環境分析，掌握外部人力供給： 

環境分析的項目以下列七項最密切：1.政府法令與規章；2.

社會文化；3.人口統計趨勢（人口數量、人口結構、教育程度等 

）；4.政治氣候與環境；5.經濟景氣程度；6.技術創新與科技發

展；7.勞工市場供需。 

（五）綜合內外部人力供給，決定可利用人力： 

優先採取內部人力供給，當內部缺乏理想人員時，才會向外

部甄募。 

（六）設定人力資源管理的目標、政策與策略： 

此步驟為人力資源規劃中最為重要的關鍵步驟。而人力資源

管理的主要目標可分為兩項：1.生產力的提升；2.員工滿意程度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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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展人力資源方案並執行之： 

主要的人力資源方案，包括：員工甄募方案、員工任用方

案、績效評估方案、員工教育訓練方案、薪資激勵方案、員工

福利方案、工作生活品質方案、組織前程發展方案等。 

（八）評估與修正： 

人力資源規劃的最後步驟即為建立評估與控制機能，適時

提供回饋，以作為修正整體規劃的依據。 

 

總而言之，人力資源概念常用於企業管理，但是運用在學校還在起

步，學校可借用企管經驗學習。 

學校人力資源規劃，包含人力需求預測、人力供給預估、人力計畫

實施，乃是學校依據內外環境及教職員工生涯發展，對未來長短期人力

資源的需求，做一種有系統且持續的分析與規劃的過程。而其功能是：

讓每個學校成員重視整個組織目標，並依環境變化規劃、謀求對策，以

增加成員的成功機會。 

目的在估計未來、調和人力供需、獲得適質適量的人力、減低人力

成本、兼顧個人及社會的利益與責任、適應內外環境的變遷，以達成組

織的目標。 

  學校組織再造亦是想透過人力資源規劃，能達到選才、育才、用才 

、留才，兼顧個人與組織發展，提升「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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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台北縣「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 

「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是受到國內外企業再造與

政府再造運動之影響，並經由國內一系列教育改革運動逐步倡導，才逐

漸形成一股學校組織再造之共識。 

 

 一、「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背景 

1993 年 9 月及 1994 年 10 月分別進行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之

修訂，衝擊及影響整體行政組織，實有檢討之必要。 

      1996 年四一Ｏ教育改造聯盟「民間教育改造藍圖」一書，提

出六點改造原則(民間教育改造藍圖，1996)：1.教學與行政分流 

2.共同參與；3.學校社區化；4.親師合作；5.小班小校；6.學校組

織彈性、柔性化。 

1996 年〈行政院教改會〉在<總諮議報告書>建議各級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應成立「教育法規改革小組」，整理並大量簡化學校

行政之相關辦法，進行實質的鬆綁工作，並推動建立以學校為中

心之管理方式。 

 

1998 年 1 月 10 日行政院頒布「政府再造綱領」，著重於「 

組織再造」、「人力及服務再造」、「法制再造」三個方向，而三

大方針為：1.組織要精簡、靈活，建立小而能的政府；2.人力要精

實，培養熱誠幹練的公務員；3.業務要簡化、興利，建立現代化、

高效率的法令制度。 

1998 年開始推動〈建立學生輔導新體制實驗方案〉，重點分

述如下：1.將「訓導處」改為「學生事務處」；2.調整「輔導室 

」為「輔導處」；3.調整各組之設置與職責功能。 



 42

2002 年國教司所提出之「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

案」總架構包括下列四項主要內容：1.彈性化組織，提升組織效

能；2.員額量管制，運用多元人力；3.訂定行政組織及其基本掌

理事項設置基準；4.訂定學校組織規程及分層負責明細表。 

2002 年 6 月 26 日教育部提出「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 

規劃試辦方案」，方案措施有：1.學校組織彈性化；2.學校人力

配置調整說明。（教育部，2002）。 

     2002 年台北縣開始試辦「台北縣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

規劃試辦方案」。 

 

教育部依據上述教育改革方向，推動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與人

力規劃，主要區分成三個階段： 

（一）學術性分析 

委託專案研究調查學校教師意見探討學校組織結構（處、

組）改變的可能性；因應校園民主化的環境變遷現況，研究組

織功能調整之趨向，規劃學校在教學專業及行政分工層面，合

理編制教師及專任職員的額度，初步奠定學校組織再造與人力

規劃的發展基礎。 

（二）法制面突破 

1. 修正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第十七條，鬆綁國民中小學行政組織 

中有關「組」的數量與名稱，保留學校組織再造之彈性空間。 

2.配合九年一貫課程推展鄉土語言、小學學習英語藝術 課程及發

展學校特色課程之實際需求，修正國民教育法第十一條條文，

學校於必要時得依法聘請兼任教師或聘請具有特定科目領域專

長人員，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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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訂定「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數訂定基本原則」，規範教師授

課節數、擔任導師及兼任行政職務減課原則、人事會計不得由

教師兼任、檢討不同規模之固民中小學合理之行政組織層級、

單位與人員之配置。 

4.研擬修正國民教育法第十條條文，鬆綁有關原定之處室單位數

量(不一定非有必然之處室、處室得整併或調整)；規範一般行

政事務單位之主管得由職員專任；增列學校人事、會計人員得

由本校職員或其他機關學校之人事、會計人員兼任的規定，以

符實際。 

 

（三）推動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 

教育部於民國九十年五月提出「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

力規劃方案」之草案，並於民國九十年五月廿八日至六月十二

日，在東、南、中、北部辦理四次公聽會，彙整與會者意見，

修正後送立法院審議，並於九十一學年度擇定全國共六十九所

國民中小學進行試辦，以作為日後繼續推行之依據（教育部，

2002）。 

 

二、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內容之分析 

組織再造及人力的規劃有幾項重要的策略： 

（一）在組織員額編制方面： 

採總員額管制教育部允許各校可開放八分之一的員額自行

聘任所需教師，並自行裁併、新增、調整學校組織（教育部，

2001）。台北縣則 35 班（含）以下學校得保留員額 1-4 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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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職員）；35 班以上學校得保留員額（含教師與職員）5％

（無條件進位）。 

（二）在行政人力規劃方面： 

1.專業專責。 

2.調整行政組織：90 年之短施程措調整重點為：（1）訓導處改名

為學務處；（2）採總量管制，僅訂定學校各組組數；（3）各

組設置原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定之，以應地方需求。 

3.勞務外包。 

教育部規劃教學無關的行政工作，採勞務外包等方式處理。 

（三）在教學人力規劃方面： 

其規劃重點整理如下：1.變動式按班編制 2.調整各科教師

教學時數 3.建立教師專業機制 4.彈性運用人力機制。台北縣目

前試辦學校採代課教師、約聘人員、臨時雇工等方式，彈性人

力機制。 

 

（四）在法制再造方面： 

1.處組法規鬆綁： 

包括修訂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將「處」的編制鬆綁，落實

教、訓、輔三合一制度功能；另進一步修改「國民教育法施行

細則」第 17 條，廢止有關組別之名稱及數量的規定，將「組」

的編制訂立彈性，由各校依實際需要設置。 

2.授課節數訂定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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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北縣「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之辦理情形 

目前台北縣九十四學年擴大實施的中學共有 42 所，其整理表（如附

錄三）所顯示： 

（一）在組織結構再造方面： 

1.組織彈性化： 

合併處室如輔導室變成圖書輔導室（義學國中）；主任減

少，組長增加，如烏來國中小。 

2.增減處室各組： 

在教務處，部分增加研究發展組、學生資料組、資料管理

組、課務組；減少註冊組、設備組。在輔導處，增加親師組；

減去資料組。 

3.改變各組名稱： 

課外活動組改回訓育組或改成學生活動組；資料組改成生

涯發展組；衛生組改成環境教育組。 

 

（二）在組織文化改變方面： 

      1.部分學校（新埔、溪崑、福營、義學）引進專長教師、心理諮

商師、資訊管理員及生活管理員，改變學校ㄧ成不變的科層體制。 

      2. 正式教師與職員的保留額度，以兼代課取代或約僱取代，代課

人員與約僱人員常是短期服務，造成人員流動率高。 

（三）在人力規劃方面 

1.人員角色改變： 

部分正式教師缺額變代課教師缺額，正式職員變約聘人員（如

欽賢國中文書組長改約聘）、臨時雇員、臨時工。 

2.人員總數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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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推行後的服務學校人數高於方案推行前。 

3. 總員額管制：目前以教師保留額比職員工保留額多。 

4.成本效益： 

支付較少的薪資，增加服務人員，少部分有結餘款，大多

數在增加人力，彈性應用人力資源。 

 

  由上述可知，台北縣政府順應外在環境變遷與教育改革風潮，正擴

大實施「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在教育基本功能與業務不受

影響下，彈性再造組織結構，並引入學校外部人員，注入組織文化新活

力，且以較少的經費、較多的人員服務學校，減少教育成本，增加教育

績效。 

 

第二節  「學校效能」之相關理論及其研究 

 

「學校效能」與教育品質息息相關。本節擬就「效能」（effectiveness）的

意義及其理論模式、學校效能的意義及內涵、影響學校效能之因素及其評

量指標進行探討，藉此形成本研究有關學校效能的測量工具。 

 

學校效能的研究，Ｍiller（1983）認為可追溯於一九六Ｏ年代中期

至一九七Ｏ年代初期，當時提出的法案與報告書，如一九六五年初等及

中等教育法案（1965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一九六

六年柯爾曼（J.S.Coleman）等人所提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可視

為研究學校效能起源。 

學校效能的發展，根據Murphy,Hallinger及Mesa（1985）的觀點，將

區分成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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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素認定期（ factor specification ）（1966-1979）：探討那

些因素是有效能學校的特徵。 

2.概念發展期（ conceptual frameworks）（1979-1989）：確認效

能因素的主要關鍵方向，並且以有組織的方式發展政策，以展開

相關具體行動。 

3.模式發展期（model development）（1989 年以後）：將學校效

能重要因素轉化為更具體的架構，藉以強調變項之間的互動性，

以多元層面來進行學校效能之探討與研究。 

以圖2-3 表示如下： 

先前研究            學校資源研究 

教師效能研究 

 

歷史沿革           因素認定期  

概念發展期 

模式發展期 

 

  

支援運動     

 

         

圖 2-3  學校效能運動 

資料來源： Murphy J.,Hallinger P.,& Mesa,R.P.(1985).School 

effectiveness：Checking progress and assumptions and 

developing a role for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 

School Effectiveness,86（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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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2-3可看出，學校效能的概念發展，開始由局部的研究，如教師

教學效能、學校特徵，進來發展至多元層面的探討，並強調彼此的互動

關係。 

 

Cheng（1996）分析學校效能新舊比較（如表2-2），新舊之間的改

變是：由單一層面到多元層面呈現。 

表2-2 學校效能新取向與舊傳統的研究 

學校效能新取向與舊傳統的研究 

 新取向 舊傳統 

學校效能

的本性 

1.基於多元化功能：專業、社

會、政治、文化及教育。 

2.五層次觀念：個體、團體、

社區、社會及國際 

3.長期與短期。 

1.單純的功能，只著重 

在專業及社會功能。 

2.只考慮一二種層次，特別

是個體及團體。 

3.主要考慮短期。 

學校效能

的望期  

1.不同的學校適應不同的學生。

2.重視不同的窘境。 

1.強調專業及社會效能，認

為彼此之間的期望是一樣。

2.忽略環境中的窘境。 

關係假設 1.關係是多元的。 

2.關係層次是複雜的。 

3.效能及效率之關係是複雜的。

4.彼此之間關係不必然是正面

的，而需要去研究及管理。

1.正向關係。 

2.正向的關係層次。 

3.效能及效率之間關係是正向。

4.並不需要去探討有關關係

的管理。 

研究定律 1.內部定律合作及成果是必須。 1.單一主要規律是被用，單

一的成果是必須的。 

研究及討

論的焦點 

1.多元效能。 

2.多層次效能。 

3.關係的分類。 

4.關係的層次。 

5.效能及效率的關連。 

1.單一的效能種類。 

2.單一的層次的效能。 

 

 

資料來源： Cheng,Y.C.(1996).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based management：Amechanism for development,16. 

London：Falme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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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效能的意涵 

ㄧ、效能（effectiveness） 

依據韋氏大字典（Webster＇s NewRiverside University）是一個

製造合適的或有意的結果有關的名詞（a noun related to producing  

a desired or intended effect）。效能本身為一「構念」，係指無法

由現實世界的具體事件接觸而來，必須經由高層次「抽象化」的推演（ 

呂祝義，1993）。部分學者認為效能是組織目標的達成（吳明清，1991 

；吳清山，1998；潘慧玲，1999）﹔部分學者強調達成目標的過程、方

法、程度（王慧秋，2001；林岐旺，2001；高義展，1998）。 

綜合上述：認為效能係指組織在一定時間內，運用有限資源與適當

的方法、步驟，有效達成組織目標的程度。 

 

二、學校效能 

（一）在考量觀點上： 

國內專家學者認為，學校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績

效，能夠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吳清山，1992；蔡素琴，1997）。或

者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達成教育目標所進行方法、步驟或程度（蔡進雄 

，2000b；鄭燕祥，2001；謝金青，1997）。 

而國外專家學者Scheerens與Bosker（1997）就經濟學模式認為效 

能是，學校投入經由教育過程而轉換成預期產出所達成的程度，包括學

生、財務與設備等學校投入，經由教學方法與課程選擇的教育過程，轉

換成教育產出的程度。Creemers (1997)考量情境因素，視教育為一系

統，提出整全性的看法，認為學校效能應同時考量不同層級教育系統對

教育結果的影響，包括學生層級、班級層級、學校層級與教育情境層級

等，且應重視多元教育結果，包括基本技能與知識、社會技能與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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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能力、後設認知能力以及創造力、科技能力與道德心等，故學

校效能的理論可說是一個有關學校教育結果的投入、過程與教育情境的

整合理論。 

 

（二）在層面觀點上： 

由層面角度分析，學校效能包括：行政領導，學習的安全、有秩序

的環境，教師普遍瞭解教學重心、學校管理、學校氣氛、紀律、教師和

教學、課程、學生的學習、學校建築及學校規模等、家長積極參與、教

學的安排與實施、學生高度的期望及要求、教師發展、學生學業成就、

校長的領導、學習技巧和策略、學校文化和價值、成員發展、教師工作

滿足、學校環境規劃、學校與家長和社區的關係、師生以及家長的需求

等層面（江志正，2000；林偉人，1998）。 

 

綜合上述，學校效能定義為：學校在各方面能夠運用資源、方法，

講求績效，達成學校所預定的教育目標。就學校效能的具體內容，本研

究歸成八類：學校環境規劃、教學品質與方法、學生的紀律表現、學校

行政溝通與協調、學生的學業表現、教師工作滿足、課程安排、社區、

家長與學校彼此關係等。 

 

貳、學校效能的特徵 

學校效能的特徵即是指有效能學校的特色： 

吳清山（1992，1998）認為有：強勢的領導、和諧的學校氣氛和良

好的學校文化、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習得、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教師

有效的教學技巧、經常監督學生的進步、教職員進修與發展、妥善的學

校環境與社區、家長的參與和支持共九項學校效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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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咏吟（1998）認為學校效能的特徵有：1.學校行政政領導層面； 

2.教師專業工作層面；3.生學習成就層面；4.社區認同支持關係層面。 

林明地（2000）認為學校效能的特徵有：1.以學校為基礎的管理以

及民主式的決定，亦即個別學校對於教育問題的解決有更大自主空間，

並承擔更大的責任。2.來自學區的支持，以增加學校定義及解決重要教

育問題的能力。3.強勢的領導；4.教職員的穩定性；5.有計畫、統整的

課程；6.全校性的教職員專業發展；7.家長的參與及支持；8.對於學業

成功的全校認同；9.強調用於教學與學習的時間，減少臨時活動的干擾 

；10.合作性的計畫與同僚專業互享關係；11.學校有一種猶如社區的感

覺；12.共享的明確目標與高可成就的期望；13.秩序與紀律的共識。 

 

Macbeath和Mortimore（2001）提出學校效能特徵的看法，主要有：

專業的領導、願景與目標的分享、充滿學習的環境、學校核心焦點為學

習與教學、高度的期度、正向增強、隨時監控的程序、學生權利與責任 

、有目的式的教學、學習型組織與家庭與學校的合作夥伴關係等十一項。 

 

歸納上述看法：學校效能是多層面、多向度的，而非單一層面獨立

構成。所以，建構一有效能的學校，應由外在環境與學校組織成員，就

其應盡的任務密切配合，以完成組織目標。 

以下對學校效能特徵做一完整之歸納： 

在組織結構方面能符合：1.提供適合物質環境；2.營造和善的組織

氣氛；3.建立暢通的溝通管道；4.提升教師進修與發展；5.增進與教師 

、家長間的凝聚力，提高學校效能為目的。 

在組織成員方面能符合：1.建立有效、多元的校長領導型態；2.教

師有效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與規劃、多元的評鑑方式；3.建立良好的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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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機制；4.家長積極參與校務，共同達成學校願景；5.社區扮演支持

與配合的角色。 

 

參、學校效能的理論模式 

學校組織不同於其他企業組織，但仍可借用其他組織效能模式進一

步闡釋學校效能及選擇評估指標。本研究將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理論

模式的看法臚列如下： 

吳清山(1998)綜合學者的看法，認為評量學校效能模式可分為三種 

，包括目標中心模式、自然系統模式及參與滿意模式。 

    蔡進雄(2000b)綜合國內外文獻資料，將學校效能模式歸納成四種理

論模式，包括目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參與滿意模式、統整模式。 

    鄭燕祥(2001)將評估學校效能的理念分為八種模式，包括目標模式 

、資源-輸入模式、過程模式、忍受模式、組織學習模式、無效能模式、

及全素質管理模式。 

    Scheerens和Bosker(1997)提出五種組織效能評鑑模式，包括經濟理

性模式、有機系統模式、組織的人際關係模式、科層體制模式、組織的政 

治模式。 

 

歸納上述專家學者的看法，本研究將學校效能的理論模式分為目標

模式、自然系統模式、過程模式、參與滿意模式及統整模式等五種，其

中統整模式融合了其他四種模式的特點，認為組織是一開放的系統，而

目標會隨環境的改變而調整，兼顧過程與結果，且組織亦鼓勵成員的參

與以激勵士氣，進而提升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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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的實施，因應外在環境

的改變，有短程、中程、長程的考量，並涉及文化內涵層次的改變，組

織成員的不同需求，所以採取統整模式。茲分述說明如下： 

Hoy和Miskel(2001)曾提出統整模式的四個層面： 

1.時間層面： 

此指出評量效能的時間可以從短程、中程與長程三連續性的

概念加以表示。 

2.組織層面： 

說明組織效能的標準依據，依組織不同層次加以選擇。 

3.多樣化的組成份子： 

此指出組織效能的規準反映出某些個人或團體的理念或價值 

。因此，在選擇時應考慮不同層級成員的需求。 

4.多樣化的規準： 

此指出組織效能是多面向的構念，是會隨外在環境的轉變而

調整，並沒有單一或永久的標準，故必須保有彈性空間。 

 

肆、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 

學校效能評量指標的建立，不像一般企業界所用的指標，包括利潤 

、生產力、成員離職率、成員工作滿意度等方面具體明確，加上學校效

能定義未獲共識，建立學校效能的指標更是不易。每位學者所持的觀點

不同，所採用的指標也不盡相同（吳清山，1998）。以下列出幾種不同

的評量指標： 

 

吳清山(1998)認為學校效能指標共包括十項：1.學校環境規劃；2.

教師教學品質；3.學生紀律表現；4.學校行政溝通協調；5.學生學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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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6.教師工作滿足；7.學校課程安排；8.學校家長間之關係；9.師生

關係；10.校長領導能力。 

 

高義展（1998）選取七個指標作為研究學校效能的內涵： 

1.行政方面：環境規畫、行政溝通。 

2.教師方面：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 

3.學生方面：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 

4.家長方面：家長與學校關係。 

蔡進雄(2000a)的研究中用四個面向七個指標來評量學校效能，包

括：1.行政方面：環境規劃、行政溝通；2.教師方面：教師工作滿意、

教師教學品質；3.學生方面：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4.家長方

面：家長與學校關係。 

 

魏建忠（2001）提出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為： 

1.學校建築環境及設備： 

表現於教學效能可由校長對教學活動的支，辦學具有教育理念 

，教師對工作環境、教學觀摩、教學活動設計、教室管理運用的滿

足感等績效而知。 

2.行政溝通與協調： 

指校長、主任、教師、家長對於校務的推展採取民主參與、共

同溝通的方式進行。 

3.學生學習表現： 

指學生在學習態度與學習表現的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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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1995)在一篇品質改進模式套用於評鑑學校效能的報告中，指

出評鑑學校效能的指標有教職員的工作滿意、學生的學習成就和學習滿

意、組織的和諧一致與效率、社會大眾對學校組織的滿意等四項。 

Rajek（1997）蒐集學校效能特徵，歸納出學校效能的指標有：1.學

生學習滿意度：包括學生學習滿意的比例；2.學校教職員工的工作滿意 

；3.學校經費問題：包括教職員工薪資和人力的配置是否相符、社區經

費回饋等；4.學校資源的有效運用：包括學校課程的安排、學生行為成

就表現、學校人力資源運用情況。 

 

Hoy與Miskel(2001)提出四項測量學校效能的層面：1.組織適應層面 

：係指組織成功適應組織內外影響力，不斷成長與革新；2.目標達成層

面：係指組織決定其目標，並善用資源達成目標；3.組織統整層面：係

指組織內的社會團結，營造組織氣氛而言；4.組織潛力層面：係指組織 

價值體系的維持與完整，如良好校風與規範、師生對學校有高度向心力。 

 

綜合以上學校效能評量指標，可知學校效能評量指標呈現多元的發

展趨勢，且具動態、普遍的特性。本研究參考上述各學者專家的觀點而

將影響學校效能的評量指標分為行政效能、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長及

社區認同參與四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ㄧ、行政效能：學校行政溝通與協調、學校環境規劃。 

二、教學效能：教師教學品質與方法、教師工作滿足、學校課程安排。 

三、學生學習成長：學生的紀律表現、學生的學業表現。 

四、社區認同參與：社區、家長與學校彼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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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校效能的評量工具 

對於學校效能的研究，學者的定義不一，所建立的評量指標也各異 

，相對的評量工具也有所不同。然有些學校效能的評量工具，值得參考

運用，列舉如下： 

 

一、吳清山（1989）的「學校效能量表」 

本量表參酌Cindianni與Wilbur（1983），Reid 與Hopkins 和 Holly

（1987）所整裡的學校效能文獻中，加以整理為二十四種，以開放式問

卷編製而成。內容包括：學校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與方法、學生的

紀律表現、學校行政溝通與協調、學生的學業表現、教師工作滿足、學

校課程安排、家長學校彼此關係、師生關係及校長領導能力等，十個因

素，計有四十個題目，採非常符合到非常不符合的五點量表，由受試者

對服務的學校和實際工作感受的符合程度加以填答。 

本量表全部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數Cronbachα為.86，各因素內部一

致性係數Cronbachα介於.68至.82之間。本量表之效度，經過因素分析

的結果，顯示具有良好的建構效度。 

 

二、蔡進雄（2000a）的「國民中學學校效能調查問卷」 

本問卷依行政、教師、學生及家長等四個方向，且斟酌國民中學現

況，選取環境規畫、行政溝通、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學生行

為表現及家長與學校關係等七個效能指標編擬成問卷。 

本量表採用李克特五點量表的填答方式計分。問卷信度在學校效能

各層面的Cronbach α係數介於.8455至.8982之間，總量表的係數為.9625，

顯示本調查問卷具有相當的內部一致性，信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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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嘉進（2004）的「學校效能」調查量表 

本量表皆採李克特式（Likert-type）之四點量表記分，並經專家審

核內容校度。 

整量表共計24題，Cronbach α 係數為.9287，就各層面而言，「學

校行政效能」的α值為.9259；「社區家長參與」的α值為.8888；「學生

成就表現」的α值為.8885，「教師教學效能」的α值為.8732，由此顯示

本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四、Connecticut學校效能問卷（Connecticut School Effectiveness 

Questionnaire） 

本問卷係由美國Connecticut大學所發展，它包含有國中用與國小用 

兩種。 

本量表的全部題目內部一致性係數Cronbachα在.66 至.93 之間（ 

引自周崇儒，1997）。 

五、Ogilvie與Sadler（1979）的「學校成果問卷」（School Outcomes 

Questionnaire,SOQ） 

本問卷由Ogilvie與Sadler（1979）修訂Tomgon所編至的「組織產出

問卷」（Organization Outcomes Questionnaire,SOQ）而成，用於測量

學校效能。 

問卷的內容包括學校產能、統整、健康及回饋等四個層面，十大題 

，採用十二點計分法。SOQ 本身具有相當的理論基礎，並經相關的實證

研究證明，該問卷之信度與效度極高，可供學校效能評量之用（引自蔡

進雄，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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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學校效能」的指標應包括多個向度、層面，因此在評

量工具之選擇，應與研究性質、研究目的相結合，因此決定以Roberts

（1995）、Rajek（1997）所建構的評量指標為主要依據，並參酌國內研

究者吳清山（1989）、蔡進雄（2000a）、張嘉進（2004）等人的相關研

究作參考。 

 

整體歸納：「學校效能」是學校運用資源、方法，以達成學校所預

定的教育目標。並透過行政效能、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長及社區認同

參與等四面向，學校行政溝通與協調、學校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與

方法、教師工作滿足、學校課程安排、學生的紀律表現、學生的學業表

現、社區認同參與八個指標來探討。本研究採統整模式觀點看「學校效

能」，並參考各相關研究指標後，作成調查問卷，以評量「學校效能」

表現。 

 

第三節 「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與「學校效能」 

的相關研究 

 

  在背景變項方面分為兩大類：人口背景變項，包括性別、服務年資 

、學歷、擔任職務、年齡等；環境變項，包括學校規模、學校位置、學

校歷史等。以下就背景變項對「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與「學

校效能」的相關研究結果論述如下： 

 

壹、背景變項與「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執行情形之相關研

究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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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性別項目 

  就性別而言，部分的研究發現在「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

的知覺上有顯著差異（林慧蓉，2004；張嘉進，2004；黃秀霞，2005；

曾金美，2001；鄭勝男，2004），其中（張嘉進，2004；鄭勝男，2004） 

的研究結果是男性感受顯著高於女性，而簡淑彬（2002）的研究卻發現

女性校長對組織再造中的「減輕負擔」與「發揮功能」知覺上有高度之

認知。 

  亦有研究指出性別因素與組織再造的知覺程度無關（林歧旺，2001）。

因此，不同性別教師對於組織再造的知覺程度，仍無一致的研究結果。 

  

 二、服務年資項目 

  大多數的研究發現服務年資不同會影響教師對於組織再造的知覺程

度（林慧蓉，2004；黃秀霞，2005；鄭勝男，2004；錢幼蘭，2001），

其中鄭勝男（2004）研究發現：服務 31 年以上者較服務 10 年以下者對

政策的認知程度來得高。 

  但是簡淑彬（2002）的研究發現：服務年資不會影響教師對於組織

再造的知覺程度。因此，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對於組織再造的知覺程度 

，仍不一致。 

 

 三、學歷項目 

  林慧蓉（2004）研究發現：不同學歷，對於學校人力資源運用整體

及其各向度的現況知覺有顯著的差異。鄭勝男（2004）的研究結論也顯

示：「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的教職員對政策的認知顯著高於

「師專師範畢業」及「其他」教育程度的教職員。但是也有研究發現並

無差異（簡淑彬，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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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擔任職務項目 

  部分的研究發現：不同職務的學校教職員工在組織再造的認知呈現

顯著差異（黃玉麟，2005；黃秀霞，2005；曾金美，2002；鄭勝男，2004），

其中鄭勝男（2004）的研究發現：校長的平均數顯著高於主任；主任的

平均數也顯著高於教師兼組長、級任老師、幹事。 

  但是簡淑彬（2002）的研究卻未發現相同的結果。 

 

五、年齡項目 

  鄭勝男（2004）的研究指出，不同年齡的國小教職員對學校組織再

造認知有顯著的差異，年齡愈大者的認知較高。 

  但是亦有研究發現年齡因素與組織再造的知覺程度無關（錢幼蘭，

2001；簡淑彬，2002）。因此，不同年齡教師對於組織再造的知覺程度 

，仍有不同看法。 

 六、學校規模項目 

  有些研究發現：學校規模會影響教師對組織再造的接受程度（林慧

蓉，2004；張嘉進，2004；黃秀霞，2005；錢幼蘭，2001；簡淑彬，

2002），其中，張嘉進（2004）的研究發現：12 班以下學校、城市地區

之學校教師，對學校效能知覺的程度較高。 

  但是鄭勝男（2004）指出學校規模與組織再造知覺程度無關。 

 

 七、學校位置項目 

部分的研究發現：「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執行情

形與學校位置有關（張瑞貞，2003；張嘉進，2004；黃秀霞，2005），

其中張嘉進（2004）的研究結論是：位於鄉鎮之試辦學校，知覺「國民

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執行情形的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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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曾金美（2002）的研究指出：學校位置與組織再造知覺程度沒

有關係。 

 

 八、學校歷史項目 

  張瑞貞（2003）與簡淑彬（2002）研究發現，實施組織再造的整體

滿意度會與學校校齡有關。其中簡淑彬（2002）的研究結果：設校歷史

「10 年以下」之教育人員在「減輕負擔」得分最高。但是錢幼蘭（2001）

的研究並未發現類似的結果。 

 

由上述可知：目前對於「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執

行情形的研究顯示，不同背景變項的學校教育人員，對於「國民中小學

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執行情形的知覺程度並不相同，由於試辦「 

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的時間不長、文獻尚有待進一步

研究，以便了解背景變項對「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執

行情形的影響。 

 

貳、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結果論述如下： 

 一、性別項目 

  部分的研究結果發現不同性別的教育人員對於知覺「學校效能」有

顯著差異（丁福慶，2004；林慧蓉，2004；陳燕慧，2001；張嘉進，2004 

；蔡文憲，2004；劉春芳，2005）。其中（丁福慶，2004；陳燕慧，2001 

；張嘉進，2004；劉春芳，2005）的研究發現：男性教育人員對「學校

效能」的知覺程度較高。 

  但是也有研究發現性別因素與「學校效能」知覺程度無關（柯志平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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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服務年資項目 

  部分的研究結果發現：資深教師知覺到較佳的「學校效能」感受（丁

福慶，2004；徐美琴，2004；陳燕慧，2001；張嘉進，2004）。其中張

嘉進（2004）的研究發現：服務年資 26年以上的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

的知覺程度較高。 

 

三、學歷項目 

  部分的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學歷的教育人員對於知覺「學校效能」

有顯著差異（林慧蓉，2004；徐美琴，2004；張嘉進，2004）。其中張

嘉進（2004）的研究發現：具研究所學歷的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的

知覺程度較高；徐美琴（2004）的研究為：研究所四十學分班結業的教

師表現較佳。 

但是丁福慶（2004）的研究卻發現：學歷對「學校效能」則無顯著

差異。 

 

四、擔任職務項目 

  部分研究結果指出：不同職務的教育人員對於知覺「學校效能」有

顯著差異（丁福慶，2004；林慧蓉，2004；徐美琴，2004；陳燕慧，

2001；張嘉進，2004；蔡文憲，2004）。其中發現：教師兼行政者知覺

到較高的「學校效能」（丁福慶，2003；徐美琴，2004；陳燕慧，2001）。

而丁福慶（2004）與張嘉進（2004）的研究發現：職務為校長的教育人

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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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齡項目 

  研究指出：年長者知覺到較高的「學校效能」（丁福慶，2003；徐

美琴，2004；陳燕慧，2001；張嘉進，2004）。其中，張嘉進（2004）

的研究發現：51 歲以上的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程度較高。 

  但是柯志平（2002）的研究卻發現不同年齡因素對於「學校效能」

的知覺程度無顯著差異。 

 

 六、學校規模項目 

部分研究結果發現不同規模學校的教育人員對於知覺「學校效能」

有顯著差異（林慧蓉，2003；徐美琴，2004；陳燕慧，2001；蔡文憲，

2004；劉春芳，2005；簡淑彬，2002）。其中，陳燕慧（2001）的研究

發現：學校規模小的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較高；徐美琴（2004）

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為 12 班以下的公立國民小學教師在「環境規劃」 

、「教師效能」和「學生效能」層面表現較佳；劉春芳（2005）的研究

發現：以 13-24 班的教育人員知覺度最高；簡淑彬（2002）的研究發現 

：國民小學「25~48 班」學校教師對組織效能有較高的知覺。 

但是丁福慶（2004）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大小，不影響整體「學校

效能」之表現。 

 

 七、學校位置項目 

部分研究指出：學校位置與「學校效能」有關。蔡文憲（2004）的

研究發現：不同學校位置之國民小學教師，其學校效能知覺有顯著性差

異；李幸（2001）的研究發現城市地區之國中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

覺上表現較佳；陳燕慧（2001）指出一般地區的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

的知覺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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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丁福慶（2004）的研究發現，「學校效能」不因學校所在地區而

有顯著差異。 

 

 八、學校歷史項目 

有些研究指出：學校歷史與「學校效能」表現有關。簡淑彬（2002）

的研究發現：設校歷史「10 年以下」與「21 年以上」學校教育人員對組

織效能較高覺知；李幸（2001）的研究發現：創校在 11-20 年之國中學

校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表現較佳；徐美琴（2004）則發現：學

校創校歷史為 21-40 年在「環境規劃」、「教師效能」和「學生效能」

層面表現較佳。 

   但是丁福慶（2004）的研究發現：「學校效能」不因學校歷史而

有顯著差異。 

 

  綜觀而言，不同的研究結果大部分顯示：不同背景變項，對於「學

校效能」的知覺程度並不相同。 

 

參、「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一、在「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執行情形方面 

  曾金美（2001）與鄭勝男（2004）皆認為國小教職員對學校組織再

造方案整體與各層面之認知程度偏低。而黃秀霞（2005）卻認為臺北縣

辦理「組織再造試辦方案」在各分層和整體層面的實施成效良好，其中

以「人力規劃」層面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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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學校效能」表現的相關性方面 

  張嘉進（2004）參與試辦方案學校的「學校效能」現況良好，其中

以「教師教學效能」之得分最高。丁福慶（2004）也指出國民小學學校

效能五個層面中，以「行政效能」及「教師效能」層面的平均數較高，

而以「學生效能」及「公關效能」層面的平均數較低。 

 

 三、在「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執行情形與「學校效能」表

現的相關性方面 

  在組織結構方面：陳根深（2002）發現調整國民小學行政組織結構 

，可明顯提昇「學校效能」。 

在人力資源方面：林慧蓉（2004）發現國民中學的人力資源運用與

徐美琴（2004）研究國民小學的人力資源管理和「學校效能」之間呈現

顯著正相關。 

在組織文化方面：發現組織文化和「學校效能」各層面相互間有正

相關存在（丁福慶，2004；陳燕慧，2001；蔡文憲，2004）。 

    在內涵、執行與創新方面：簡淑彬（2002）指出國民小學組織再造

內涵認知與組織效能得分有顯著的正相關；張嘉進（2004）發現「國民

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執行情形與學校效能呈現顯著正相關 

；劉春芳（2005）發覺臺北縣國民中學「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有

非常顯著正相關。 

    在預測力方面：陳燕慧（2001）的研究結果是教育人員背景變項、

學校情境變項及組織文化對「學校效能」有部份預測作用，以組織文化

的「人造器物」層面最具有預測力；簡淑彬（2002）則發現國民小學教

育人員在組織再造緣由與再造內涵對組織效能有顯著的預測力；徐美琴

（2004）則指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對於「學校效能」亦具有預測力；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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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芳（2005）的結論是臺北縣國民中學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有極顯

著的預測力。 

 

歸納上述研究的結果可發現：「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的

執行情形與「學校效能」表現，大部分呈現正相關，而「組織再造與人

力規劃試辦方案」各層面的內涵與「學校效能」表現的關係，會有差異 

，並且會有預測力。因此本研究以「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

案」為研究主軸，探討參與試辦方案學校的執行情形，並進一步研究與

「學校效能」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對學校組織再造議題做出具體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