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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計畫 

壹、 緣起

大學教育的任務是學術研究與創新教學及其扮演教育推廣與服務為宗旨，然

發揮大學教育的應有功能與本身教學特色是今天大學存在的核心價值，何況大學

負有社區或地方教育輔導的責任。尤其當因應教育鬆綁理念與地方自主變革的趨

勢，中央與地方教育發展的關係密切，教育部如何透過每一所大學，協助強化中

等學校以下的政策宣導與教育輔導措施，成為開創地方教育發展的新思維。目前

教育部已推動各項計劃，但這些政策缺乏有系統性與科學性之研究，產生問題包

含：對整體弱勢教育課業輔導政策執行與評估現況的瞭解十分有限、偏遠地區執

行成效上之困境、各類補助未能反應社會需求等等。換言之，當前弱勢者的教育

政策缺乏一套整體的規劃。本方案旨在廣邀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主管、專家學者、

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關心教育之民眾等，共同研討相關議題，俾增進我國

教育行政與教育改革論述及實務的發展。

貳、 辦理目的

本次學術研討會的舉辦，擬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教育實務工作者等相關人

士進行學術與實務的研討，具體目的如下：

一、探討學校領導與教育行政策的思潮與論述，深化學術研究。

二、激發東部地區對於教育行政與學校改革之關懷與參與。

三、營造開放有效的教育對話平台。

參、 研討主題

研討會主題：偏鄉教育

肆、 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泰國博仁大學東盟國際學院、福建師範大學、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文化大學教育學系、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銘傳大學教育研

究所、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花蓮縣教育處、花蓮縣中小學校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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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內容  
    一、辦理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二、辦理地點：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109 階梯教室  
  三、參加對象：  

本研討會預計參與對象包括教育領域相關研究人員（60 人）、學校

及教育實務工作者（140 人）、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100 人），共計約

300 人。 
    四、研討會議程：詳如附件一 
    五、研討會方式與內容  

（一）教育對談：邀請教育行政主管或教育學者專家針對大會研討主題進

行專題演講。  
（二）研究論文徵稿：對外徵求符合研討會主題之研究論文，研究論文採

全文審查 (詳如徵稿啟事)， 8 月 15 日截稿，9 月 10 日公告審查

結果。審核標準包括與大會主題符合程度 (25%)、原創性(20%)、嚴

謹程度 (20%)、對理論或實務的貢獻 (20%)、組織架構與文筆流暢

程度 (15%)。  
（三）研究論文發表：邀請錄取論文之作者與研討會中進行發表，並由教

育學者專家與教育行政機關等擔任評論人，評析論文相關內容，並

進行意見與經驗交流。 
六、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及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陸、 預期成效  
    一、能擴大弱勢教育行政學術基礎。  

二、能增進教育改革之認識與實踐。  
三、能凝聚教育革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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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地點：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A109階梯教室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泰國博仁大學東盟國際學院、福建師範大學、屏東大學教育學院、文化大學教育學系、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臺東大學教育學系、花蓮縣教育處、花蓮縣中小學校長協會 

時間 107 年10月 27 日（週六）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介紹來賓及來賓致詞（朱景鵬副校長、范熾文院長） 

09:10-10:10 

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陳寶山教授（文化大學） 

主講人：陳竑濬教授（中華民國學校行政學會理事長） 
主題：校長治理優質學校的理論與實務 

10:10-10:20 主席致詞 （東華大學梁金盛主任） 

10:20-10:30 全體合照（一樓） 

10:30~10:50 茶敘 

10:50-11:50 

專題演講二  
主持人: 范熾文院長（東華大學） 
主講人：梁忠銘教授（臺東大學） 

主題：近年日本教育政策趨勢-以中央教育審議會報告書分析為視點 

11:50-13:20 午餐 

13:20-14:20 
(A、B) 

(A場)主持人：陳成宏教授  評論人：蘇鈺楠教授 

1.林錫恩博士候選人、石啟宏博士候選人（擘畫學校發展計畫，領航

校務創新經營） 
2.胡永寶博士生（想要與需要？--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未來路徑之探索） 

(B 場) 主持人：簡梅瑩教授   評論人：吳新傑教授 
1.施惠珍博士候選人（運用KTAV學習食譜提高教師專業素養-以新北

市某偏鄉國小為例） 
2.陳紋瑩研究生、林清達教授（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n English Instruc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uodong Junior High School as an 
Example） 

14:20~14:40 茶敘 

14:40-15:40 
(A、B) 

(A場) 主持人：潘扶德教授    評論人：張文權教授 
1.林慧汝研究生、林清達教授（國中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人際關係

之相關研究） 
2.陳以靖研究生、林清達教授（少子女化趨勢下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

研究） 

(B場)主持人：林清達教授  評論人：范揚晧教授 
1.王立宇研究生、洪瑤研究生、姚越研究生（中國公費教育師範生面

對偏鄉從教意願問題之研究） 
2.殷雪梅研究生、鞠治安教師、許斌研究生、葉亞希研究生（大數據

視野下教育政策的權力嬗變—從單元性到多元性） 

15:40 
研討會議結束 

賦歸 

註： 

1.海報發表： 

(1)王秀靜（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幼兒合作行為之研究-以桃園某幼兒園大班班級為例 

(2)何子芸（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以學校行政倫理角度探究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 

(3)林怡秀（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偏鄉學校特色經營策略之探究 

(4)林榮萱（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國中代理代課教師困境與因應策略之探討 

(5)柳建華（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校園危機管理之個案研究-以花蓮縣一所山區小校天然災害因應策略為例 

(6)徐于晶（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偏鄉教育政策與面臨的課題 

(7)黃發斌（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高職學校績效管理提升辦學品質之探討 

(8)楊涵  （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家庭資本與家長參與：財務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之比較 

(9)劉文浩（東華大學碩士生） 主題：大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習動機之研究-以花蓮一所大學為例 

(10)潘扶德、林郁青（泰國博仁大學教授） 主題：A study on the society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strategy of education Innovation 

2.主持人 5 分鐘，論文發表之發表人每人約 12 分鐘，評論人共10分鐘，回應與討論時間 7~9 分鐘。 

3.研討會地點三樓: A 場~個案教室(1)       B 場~個案教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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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費教育師範生面對偏鄉從教意願

問題之研究 
 

王立宇  洪瑤  姚越 

泰國博仁大學中國東盟國際學院教育碩士生 

 

摘要 

中國公費師範生政策為了是能夠讓更多優秀的學生能到農村教學，鼓勵學生

堅守基層教育崗位，在偏遠鄉村長期任教甚至是終身從教，從而讓農村教育落後

的現狀得到優化，提升各地區的教師水準和整體品質，將全國的教育資源平衡發

展和分配。但從本教育政策執行之後，有研究調查顯示“公費生”於偏鄉從教的

意願並不高。因此，本研究目的是要剖析中國公費師範生偏鄉從教意願低的原因，

對新政策的變遷進行探討，進一步思考影響公費師範生鄉村從教意願的更多因素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發現瞭解影響中國公費生鄉村從教意願的有經濟、政

策、教學生活條件以及個人職業發展等多方面因素。根據以上的說明，並進一步

對免費師範生對偏鄉從教意願提出有效建議，俾供參考。 

 

關鍵字：師範教育；公費生；偏鄉從教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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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illingness of China’s 
Government-paid Normal Students to 

Teach in Remote Areas 
 
 

Abstract 
The policy for government-paid normal students aims to enable more excellent 

students to teach in remote areas, encourage them to stick to grass-roots education 
postsand teach in rural areas for a long time and even for life so that the backward 
situ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can be optimized, the level and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ers 
in various regions improved,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alanced. Howeve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some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government-paid 
normal students to teach in rural areas is not high.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low willingness of the government-paid normal students to teach in 
rural areas, discuss the change of the new policy and further consider mor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willingness of these students.By the use of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th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various factors are involved in influencing th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teach in remote areas, including economy, policy, teach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as well as individual career planning.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will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willingness of these students to teach in remote area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normal education;government-paid students; teaching willingness in     
          Remo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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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為了把教育發展成為最受尊敬的事業，培養德才兼備的教學團隊和優秀

的教師隊伍，加強教育水準和品質，促進發展教育和促進公平教育的一項示範性

舉措。宣導教育家卓越辦學，不斷形成尊師重道的學術氛圍，以此來激勵更多的

傑出教師和人才投入到教育行業。2007 年 5 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

財政部、中央編辦、人事部等部門關於《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免費教育實

施辦法 (試行)》，首先在六所部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

北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陝西師範大學、西南大學）試行師範生免費教育政

策（劉海濱，楊穎秀 2013）。實行免費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選擇對教育有熱情，有

長久從教、畢生從教遠大志向的學生，鞭策他們到偏遠鄉村任教，讓鄉村的基礎

教育現狀得以革新，進而提升教師的教學水準和整體品質，平衡發展和分配教育

資源。《辦法》雖然對免費師範生有許多優惠，但背後也有相關的限定，例如免

費師範生在畢業之後得回生源地任教，而且畢業之後至少要在中小學從教 10 年

以上。免費師範畢業生要去城鎮學校去就業，需在鄉村地區學校從教 2 年（王庭

照，楊鵑，王彥樸，2011）。社會大眾和學者一直在關注國家這個重大的教師培

育政策，在研究角度來看，有宏觀政策背景和執行成效的研究，還有微觀層面的

關於免費師範生的教育與進修情況研究; 如果在研究的學科理論來看，它還包括

了教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不同學科（趙萍，2012）。 
2010 年，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國

辦發［2010］48 號)，確定西北師範大學等高校成為試點項目，承擔“師範生免

費教育改革”。 2012 年出臺（國辦發〔2012〕2 號）《關於完善和推進師範生免

費教育的意見》，促使師範生免費教育在師範類院校結合地方實際的情況下執行

（楊納名，汪海燕，2013）。中國基礎教育教師隊伍人數大概有 1200 萬，但有將

近 80%的中小學教師在縣及縣以下的鄉村地區工作（許濤，2013）。所以鄉村教

師在基礎教育或義務教育階段佔有相當大的比例，而各地方的師範類院校主要還

是這些基層教師崗位的培養主體（吳亮，2014）。中國的教師隊伍建設中存在的

一大難題仍然是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為促進基礎教育平衡發展與教育資源的均衡

配置，師範生免費教育政策在地方師範大學的實行，不僅能使教師資源特別是品

質優良的教師資源得到有效平均的分配，還能把更多的教育機會提供給更多偏遠

地區的貧窮學生（趙彥宏，丁麗麗，2012）。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師範生免費教

育政策為家庭困難且品學兼優的學生提供了上大學的條件（曹晶晶，2017）。 
在對第一屆公費教育畢業生（17 個省區，4821 名學生）的受訪統計結果顯

示，公費師範生有意願下基層到鄉村學校任教的比例非常低。同時有研究調查公

費師範生在鄉村教育服務滿兩年後的就業意向，共有 98.8%的學生選擇去城市學

校工作（羅德欽，曾文婧，餘雲堅，2013）。根據梁淼與王雪沁的研究發現，從

整體上來看，免費師範生並沒有很強烈的從教意願，有著強烈從教意願的師範生

也只是佔據了少部分，從教意願不強烈的佔據了大部分，而有一些免費師範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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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無心從教（梁淼，王雪沁，2014）。國家希望提升農村教育品質，正是希望通

過免費師範生來改變。可是在免費師範生畢業後的就業傾向和許多的調研報告得

知，免費師範教育想要完成這一番使命，仍需完善（羅祖兵，毛婭婭，2013）。
近年來，為了均衡城鄉教育，政府還出臺了有關的舉措和方法，減小城鄉教育差

距。如鄉村教師支持計畫，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畫等。作為增

補鄉村教師隊伍的重要力量，師範生資源投入鄉村教育事業的概率最高（王紫恒，

蒲知臨，張玉涵，2018）。 
2018 年 8 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轉發《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公

費教育實施辦法》同時廢止《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免費教育實施辦法（試

行）》和《關於完善和推進師範生免費教育的意見》。公費師範生、部屬師範大學

和生源所在省份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簽訂《師範生公費教育協議》，確定了三方權

利和義務。一般來說，畢業後的公費師範生要回到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學從教，並

且允諾在中小學從教 6 年以上。公費師範生到城鎮學校工作的，需在鄉村地區學

校義務從教至少 1 年（國務院辦公廳，2018）。 
根據佘穎（2018）的研究發現，《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公費教育實施

辦法》會幫助並勉勵公費師範生們在未來能夠紮根鄉村教育。不過長期來看，公

費師範生的吸引力就是在於教師崗位的吸引力，讓免費師範生覺得成為教師是一

份有責任、有未來的職業。公費師範生如果在學習期間能獲得公費教育和生活補

貼，得到良好資源的培育，不必為畢業求職而擔心，進入到工作崗位後的薪資比

社會平均收入要高、有更多晉升和培訓的機會，如此一來願意報考公費師範生的

人數也會更多。假如教師有較大的社經地位、福利待遇、個人成長及發展空間，

即使沒有獲得公費教育，師範類專業也會是熱門選擇，也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

公費師範生的鄉村從教意願。 

貳、研究範圍與目的 

政府大力推行師範生公費教育，落實鄉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畫，

優化代償機制，鼓動畢業生到鄉村艱苦邊遠地區從教。表明了國家在公費師範生

教育政策上的持續性，讓公費師範生可以從點及面執行下去。發佈政策是要處理

實際問題，在樹立起某種價值期望的根基上，存在一定的價值傾向。然而並非所

有政策的價值默認與繁雜的實際情況都能吻合應對，當政策實施的成效與政策宗

旨相悖就會形成政策風險（申衛革，2013）。因此，本研究範圍在國家直屬六所

師範院校和地方師範院校來進行討論，主要在重點淺析以下三個方面： 
一、公費師範生鄉村從教意願為何較低？ 
二、剖析 2018 年《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公費教育實施辦法》作出哪些方

面的改變，以提高公費生鄉村從教意願。 
三、提出研究建議，由更多方面考慮影響公費師範生鄉村從教意願。 

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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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方法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收集以教育部官方檔為主的資料和免費生

政策有關文獻，通過媒體、中國學術期刊全文資料庫進行文獻檢索與分析，對所

收集的資料進行歸類和提煉，厘清免費師範生政策歷程。同時結合相關理論，對

資料分類整理，從中找出問題，之後對免費師範生政策進行分析，探討公費師範

生鄉村從教意願現狀，剖析新政策的變更對公費師範生鄉村從教意願的影響，找

出影響公費師範生偏鄉從教意願的更多因素。由於無法到實地進行調研和訪談，

研究結論和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可能會存在落差，此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限制。 

肆、文獻探討 

一、中國公費師範生的性質 

本研究中的目標群體有兩種表述方式，即“免費師範生”和“公費師範生”。免

費師範生系指 2007 年秋季開始錄取的師範類學生，主要是在教育部直屬的六所

師範大學實行，學生在進入高校就讀之前需簽下訂定的協議，在校期間可獲得各

種優惠政策（如“兩免一補”的政策即免除學費、免繳住宿費和補助生活費），畢

業後按照協議規定履行相應的義務的學生（徐士皓，2016）。2007 年以來，政府

開始對師範生免費教育政策中的目標群體形成的官方表述，“免費師範生”概念就

是來源於此，“公費師範生”的表述在後來才開始浮現。二者雖然指向相同群體，

可社會意義卻截然不同。“免費師範生”偏重在減免學雜費，日常生活以及其它的

補助，而“公費師範生”隱含教學的公共產品特點和公共性，更加突出該政策的內

涵，更貼切政策想要實現培養優秀教師的實際目的，而不是把教育關注在“免費”
這個點上。“公費師範生”、“師範生公費教育政策”為官方表述方式，因此本研究

講繼續使用此表述。關於學費與學生畢業後的自主就業方面，師範生公費教育政

策與高等教育制度環境之間是一個很大的矛盾，高等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要對

大部分的學生收取學費，學生畢業後有自主就業的選擇權，雖然公費師範生可以

享受到免費的高校教育，但是他們完成學業之後並不能獲得完全自主就業的機會

（雷莎莎，2018）。 
在校免費師範生的自我領悟中，“免費師範生”的這一詞側面反映了學費由國

家來負責的性質，然而公眾和各界對政策的一些不瞭解甚至是誤解，就會把免費

師範生混淆於貧困生的情況，疏漏了學生要在教育事業發展的意願。因而不管從

政策出臺的起點、目的還是政府機構對政策內涵的解讀，“免費”都不是免費師範

生政策的主要部分，培育優秀的教育後備力量，才是政策的核心。所以從理解和

聯繫內容的標準來考慮，公費師範生才是更為精確、明晰的表述（趙萍，2012）。 

二、公費師範生偏鄉從教意願現況評述 

“從教意願”是讓教師能有堅定的教學信念與教學信念，對特定主體的專業認

知或職業認同呈顯性、綜合的形態表現。簡言之，就是教師是否有從教意願的態

度（崔莎莎，2014）。同時張河森，林雲，崔莎莎（2016）指出“從教意願”即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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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從事教師行業的意願，如有強烈的意願表明他們發自心底的認可教師這

份職業，從而激發個人從事教育行業並成為優秀教師。 
在一項關於 2016 首屆免費師範生的調查結果令人尷尬：僅有 31.9%的免費

師範生有從事教師行業的意願，願意到鄉村從事教育工作的比例更低，總體上從

教意願不強（鄒章華，2016）。大學生不願意到西部及農村等經濟落後地區就業

是普遍現象，家庭背景較好的城鎮師範生源相比而言更不願意到西部及偏遠鄉村

從教。家庭社會資本條件越優越的師範生，鄉村從教意願極低（姜超，羅建河，

2010）。劉佳，方興（2015）在研究職前實習教師這一群體發現，絕大多數師範

生不願意到鄉村中小學長期任教，鄉村學校從教的積極性和意願很低。 
本研究的鄉村從教意願，主要指是否願意繼續在鄉村從事教師行業並且願意

長期或終身從教。 

三、国外相关教师教育舉措評述 

本研究參考國外相關教師培育政策的經驗，結合中國公費師範生教育的實際

狀況，通過借鑒對解決公費師範生培養的實施過程有重要的意義。 
與中國的師範生公費教育政策十分相似且同為 21 世紀職前教師培養與配

置改革舉措，其中有一項是美國的教師教育資助專案（TEACH 專案）。由於 1990 
年以來美國中小學教師隊伍出現數量短缺和教育教學品質下滑的兩重問題

(Brownell, Bishop and Sindelar, 2005)。為了解決當時緊張的教育問題，必須合理

考慮以合理配置教師資源，開展教師崗前培訓以加強教師素養品質和提高優秀的

師資力量，TEACH 資助項目應運而生。TEACH 專案針對不同學歷層次、不同

類別的資助對象提供的資助額度不同，其資助學生包括：在校本科生、在校研究

生和從事教育事業的在職進修的學生。(Proffit, Sale, Alexander and and Andrews,  
2004)。參與該專案的學生資格條件需通過嚴格的審核，專門負責人會審查學生

的合法身份、學生提交的專案申請協議、學生學業成績單、學生的相關材料等，

其中學生學業成績是審核是否通過的關鍵，通過所有審核專案的學生需要簽訂

《TEACH 專案服務協定》(Battle, 2009) 
《TEACH 專案服務協定》的內容主要包括：第一，受資助對象可延期完成

教學義務，但要在教師缺乏的學校並負責緊缺學科的教學任務，同時教學義務應

在 8 年內的 8 個學期（4 學年）完成。這是受資助者完成項目規定所有學業後

的要求；第二，受資助对象要完成自身的教學義務，對於學校的選擇也是從教育

部每年公佈的《年度師資短缺學校名單》中挑選；第三，受資助者自己每年完成

規定的教學義務後，要向相關負責機構呈交有關證明文件。第四，如果受資助對

象無法確保完成規定的教學義務，或自身學業成績不能正常達到項目規定的標準 
，那麼已經獲得的所有資助將被轉為貸款並計算本息，而且不能再次轉換為

TEACH 資助項目(TEACH Grant, 2011)。 
TEACH 項目的實施不僅解決了當時美國教師隊伍數量短缺和教師教學品

質下降的問題，緩解了學科師資緊缺的狀況，而且還為國家培養出大批優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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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隊伍注入鮮活的血液，使得教育資源豐足以完善國家基礎教育。為美國培

育優秀教師開闢了一條新路徑，但從經濟危機之後，該項目也因財政撥款數額的

減少而面臨挑戰。 

伍、問題發現及分析 

一、公費師範生偏鄉從教意願為何較低？ 

多數免費畢業生不想到鄉村地區從教的原因很直接，鄉村地區學校的工資水

準低難滿足教師的期望，鄉村地處偏遠且條件艱苦，經濟條件差（鄒章華，2016）。
同時，許多師範生認為農村教師發展前途渺茫，“長期從教、終身從教”的信念不

堅定。個人未來發展是影響公費師範生鄉村從教意願的最主要因素。不同家庭背

景的學生受家庭經濟條件、父母教育觀念等的影響，形成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

擇業觀，家境優渥的學生對農對農村教育缺乏認同感，影響他們的從教意願（張

河森，林雲，崔莎莎，2016）。 
二、2018年《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公費教育實施辦法》作出哪些方面的

改變，以提高公費生鄉村從教意願。 

根據羅德欽，曾文婧，餘雲堅（2013）基於公費師範生服務農村教育意願的

調查研究，揭示了目前公費師範生服務農村教育意願低的問題。進一步加強公費

師範生政策的改革，是教育進步的必然選擇（黃文輝， 2018）。公費師範生是國

家優秀師範生群體的代表，公費師範生政策著力於提高公費生鄉村從教意願，鼓

勵其到偏遠地區或少數民族地區任教。從“免費師範生”升級至“公費師範生”的過

程，2018 年《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公費教育實施辦法》針對公費師範生

作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進： 
（一）將免費師範生改稱為公費師範生 

2018 年 3 月，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了《教師教育振興行動計畫（2018—2022 
年）》，提出要改進和完善教育部直屬師範大學師範生免費教育政策，將免費師範

生改稱為公費師範生，以提高公費師範生的職業歸屬感、社會責任感和政治經濟

待遇（黃文輝，2018）。從“免費”到“公費”，一字之差，意蘊大不相同，“公費”
一詞彰顯了教育公益性和公平選拔的性質。正如我們一提起公費留學生、公費研

究生都會表示羡慕或肅然起敬一樣，“公費師範生”的稱呼體現出國家對師範生的

格外重視和培養，對師範生而言這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使命（小月，2018）。 
（二）調整師範生履約任教年限的問題 

將公費師範生履約任教服務年限從原來的 10 年以上調整為 6 年以上，任教

服務時間 6 年即是公費師範生在鄉村學校完成小學 6 年、初中或高中各 3 年的

完整教學週期，就能自主選擇再就業，政策調整將惠及10 萬名左右公費師範生，

也為公費師範生營造更大個人發展空間。同時，規定公費師範生到城鎮學校工作

應先完成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服務任務至少 1 年（任敏，2018）。公費師範生履約

任教服務年限 10 年也是師範生鄉村從教意願低的原因之一，服務年限長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公費師範生的生活，公費師範生在完成 6 年的任教服務年限任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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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完成了自己應盡的職責和義務，又一定程度上有更多的自由擇業方向。 
（三）優化師範生待遇保障 

國家公費師範生享受“兩免一補”公費培養，以及畢業後安排回生源所在省份

中小學就業並保證入編入崗等優惠政策。國家承諾適時調整公費師範生的生活補

助標準以保障師範生的學習生活基本需求，公費師範生享受非義務性獎學金，國

家設立專項獎學金，這些措施鼓勵支持公費師範生長久從教、終生從教（鐘安安，

2018）。 
（四）關心師範生職涯發展 

新政策規定公費師範生按協定履約任教服務滿一學期後，可免試攻讀非全日

制教育碩士專業學位，這一舉措激發公費師範生的學習動力，提升公費師範生各

方面的能力，為公費師範生營造更大發展空間。且新政策提出支持部屬師範大學

公開遴選出優秀的公費師範生組織參加國內外交流學習、教學技能比賽等活動，

要求各地方政府要將公費師範生履約任教後的在職培訓納入中小學教師國家級

培訓計畫，落實 5 年為一週期的教師全員培訓制度，支持公費師範生專業發展

和終身成長（佘穎，2018）。從公費師範生個人職涯發展角度出發，鼓勵公費師

範生參與鄉村從教志願。 
總之，從政策改進的方面來看，將產生以下影響：第一，國家放寬服務年限

限制，或將提升師範生學習情緒。第二，給公費師範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並

資助學生在服務基礎教育時所學習進修的費用以及給予相關的優惠政策，對公費

師範生鄉村從教意願將會產生積極影響。第三，除了惠普性“兩免一補”和就業保

障政策，進一步完善學校層面的學業獎學金和補助制度利於增強公費師範生的學

習動力和任教意願。第四，完善公費師範生的能力培養，開展教師技能的培養培

訓，增加教育實習基地建設，提升公費師範生任教適應力。第五，加大公費師範

生政策宣傳，確保公費師範生清楚並理解享受的權利和履行的義務，為公費師範

生在接受公費教育之前做好心理準備，提升學生的從教意願（雷莎莎，2018）。 
三、從更多方面考慮影響公費師範生偏鄉從教意願 

（一）偏鄉農村學校居住條件與工作環境的劣勢 
由於大部分鄉村中小學地理位置偏遠，缺乏教育基礎資源及醫療資源，辦學

條件艱苦，基礎建設和設備資源都不完善。鄉村學校基本上可以說是當地唯一的

文化機構，也是唯一的教育機構，鄉村教師的居住環境差，工作環境較封閉，缺

乏與外界的交流學習，工作內容繁重且單調，若公費師範生沒有較好的心理適應

能力和鄉村從教的奉獻愛心精神，恐怕自願選擇加入鄉村學校任教隊伍的意願是

比較低的（黎大志，劉洪翔，2015）。當公費師範生習慣了經濟發達、資源充足、

生活設施完備的都市生活後，公費師範生的城市生活習慣與現實中的鄉村生活現

狀將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生活心理落差，這些消極情緒都將影響著師範畢業生紮根

鄉村教育的的信心。（王仁彧，2016）。 
（二）偏遠鄉村發展的限制 

鄉村教育發展緩慢、教師流失嚴重的主要原因是鄉村社會的資源相對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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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從社會資源配置還是再生產角度來說，資源分佈不均一直影響與制約著鄉

村教育和鄉村教師師資發展的形勢（陳煜，2014）。曲鐵華，馬豔芬（2010）表

明不同地區間尤其是鄉村與城鎮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水準存在巨大差異 ,對於

公費師範生來講，執教於城鎮學校和任教於鄉村教落後地區的生活環境、發展空

間、教師的福利待遇等差異過大 ,這種對比使得公費師範生畢業後在鄉村任教服

務和鄉村學校就業產生了擔憂。 
（三）政策的倫理困境與價值目標風險 

周揮輝（2010）認為免費師範生在進校前簽訂的協定存在著某種倫理爭議，

尤其是對公費師範生履行協議任務期間的人身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對於許多家

庭來說高等教育費用是一筆不小的教育成本，在面對免費教育的利益誘惑之下，

他們選擇接受免費師範教育有可能只是權宜之計，只是為了低成本享受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免費師範生政策存在目標價值取向風險，免費師範生政策重要的出

發點之一是補充農村的師資力量，努力實現城鄉師資發展均衡。但是按照協定，

免費師範生在完成協定任務服務年限後，很可能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而離開。 
孫梅（2010）指出有較複雜的歸因使得師範生偏鄉從教意願低，鄉這些複雜

的原因包括鄉村教師收入偏低、社會經濟地位卑微、鄉村觀念、工作環境較差、

學校管理不規範、自身家庭和子女發展受限等。另一方面，公費師範生對師範專

業情感的缺失給政策目標的實現帶來很大的影響，若不是出於內心對教師事業的

情有獨鍾，他們的鄉村從教的意願不會很高（申衛革，2013）。 

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以上綜述，中國公費師範教育的落實目的之一就是促進偏鄉教育，這是國

家的期待，也是政策的初衷。但從當前公費師範教育發展的現狀來看，還難以完

全實現這一目標，因為公費師範教育本身存在問題導致真正願意到農村從教的人

數較少。為此，我們應考慮從提高鄉村教師待遇、完善公費師範教育加強公費師

範教育和強化職後的持續援助等方面去優化，確保提高農村教育這一任務的完成

（羅祖兵，毛婭婭，2013）。 

二、建議 

（一）提高偏鄉教師經濟待遇 

經濟收入不僅是影響公費師範生選擇鄉村從教的主要因素，也是決定公費師

範生是否願意長期從教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國大部分人對於鄉村教師這個職業

獲得的經濟待遇並不滿意，尤其男性鄉村教師對於職業待遇的滿意程度遠遠低於

女性教師。因此，應提高鄉村教師的經濟待遇，逐步建立“越基層、越艱苦、地

位待遇須越高”的激勵機制，吸引公費師範生和更多的大學生積極加入鄉村任教

隊伍，加強公費師範生留教意願，激勵他們在偏遠鄉村長期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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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公費師範生就業政策完善與調整 

在定向公費師範生就業方面採用靈活方式，在高中報考前做好意向調查，採

取簽定協議形式，公費師範生就讀適時階段有退出、准入調節機制，選拔出堅持

投身教育事業，真正熱愛教育事業的師範生來充實鄉村教育戰線。其次在公費師

範生服務年限方面能夠縮減或靈活調整，使得師範生因個性特點、婚姻發展等方

便及時退出並重新安排個人生涯規劃。對公費師範生工作後攻讀教育碩士期間，

教育部門在讀研經費、工作安排等方面給予更多的生活保障，大力支持公費師範

生個人提升。 
（三）加強在校師範教育 

著重對公費師範生進行在思想上引導。對在讀的公費師範生從思想上加強鄉

村教育精神引導。同時組織在校學生參加鄉村教育主題的各項活動，讓他們深入

瞭解鄉村教育，接納鄉村教育文化，激發公費師範生對鄉村教育的熱情。通過專

題講座、實地參觀具有鄉村氣息和鄉村符號的教育，強化他們對鄉村教育的認知，

讓他們掌握農村教育的現狀、農村教育的方法內容、農村的人才教育培養模式、

農村家長的教育觀念。幫助他們樹立“長期從教、終身從教”的強烈意願，為了讓

公費師範生提升教師職業的社會認同感，可以組織在校學生參與教學實踐活動以

積極尋求鄉村教師職業發展的優勢，把握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 
（四）改善基層教育條件，提供職業發展遠景 

對於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鄉村學校，國家應給與財政支持，借力社會各界愛

心人士和慈善機構建立完善鄉村學校基礎設施為鄉村教育做好基石，給與鄉村教

師福利、社會地位、生活環境、教育條件等方面應有的保障，從硬體上增強公費

師範生鄉村從教的信心，提高教師樂於鄉村從教、終身從教的意願。因此，需要

通過保證公費師範生個人能力發展和教師職業生涯發展、不斷提高教師社經地位 
、改善基層教育和鄉村生活條件，才能增強公費師範生到鄉村從教的信念，吸引

青春活力的師範生願意肩負鄉村教育事業的使命，並保持鄉村從事教育工作的熱

情。 
（五）引入公費師範生科學發展理念，注重以人為本 

教育部門應該多借鑒和吸取各方的建議特別是公費師範生的意見，並定期開

展廣泛調研。將公費師範生需求項目與從教地點選擇納入政策制定範圍，並適當

放鬆限制以加大公費師範生的自由選擇度。把控公費師範生的動態適時地對公費

師範生政策進行修訂、完善，重視以人為本，以良策引導優化公費師範生鄉村從

教環境，提高公費師範生偏鄉從教的意願。 
總之，需要解決公費師範生教育均衡問題，可以適當傾斜政策，採用靈活的

手段、思路方法和途徑縮小差距。公費生教育政策的最終目的是讓教育得到公平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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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人際關係之

相關研究 
 

林慧汝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林清達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之相關情形，首先欲

瞭解國中生參與線上遊戲之現況與其人際關係表現之現況，接著探討不同背景變

項下之國中生，其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人際關係之差異情形，最後再分析國中生

之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之相關性及可預測程度。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花蓮縣 106學年度國中生為母群體，採用問卷調查法，

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人際關係之調查問卷」，採分層

隨機取樣之方式進行調查，回收有效樣本為 456 份。茲將研究所得結論歸納如

下： 

一、超過七成的國中生有參與線上遊戲的行為。 

二、國中生會比較重視與同儕之間的互動，但在師生關係的感受上較沒有其他層

面的人際關係來得正向。 

三、國中生的線上遊戲成癮傾向會因為其學校規模、性別、主要照顧者學歷、參

與線上遊戲的年數、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時間、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消費等

背景因素而產生顯著差異。 

四、國中生的人際關係會因為其參與線上遊戲的年數而產生顯著差異。 

五、國中生之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呈現低度負相關。 

六、國中生之線上遊戲成癮傾向對其人際關係有顯著的預測力。 

 

關鍵字：線上遊戲、線上遊戲成癮傾向、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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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relation Study betweenOn-line 

Game Addiction Tendenc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uei Ru Lin 
 

Ching Dar Li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n-line game 

addictionpropensiti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kn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online games and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xt,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line game addiction propensiti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Finally, the 

relevance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on-line game addiction tendency and i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re analyze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ualien County of year 2017 was taken as 

research sample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of the on-line game addictionpropensiti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urther,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and a total of 456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he findings of research are concluded as followings︰ 

1. Above 70%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played on-line game. 

2. The student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ir pe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slightly 

weaker than other aspects of human relations. 

3. The scale of school, the gender, the primary caregiver’ career, the Years of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game, the time consuming in a week on on-line game and 

the consumption in a week on on-line game caus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n-line game addiction propensities.      

4. Years of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gamecaus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On-line gameaddiction propensities had the low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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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n-line gameaddiction propensitie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to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Key word︰On-line game, On-line game addiction propensit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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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隨著網際網路的盛行，同時也架構出在學生族群成長過程中難以置身事外的

數位資訊環境。同時，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所延伸出的各式社群網站及通訊軟體，

使得網際網路使用者能夠跨越時間及空間的限制。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成為了全

球化運動的催化劑，使「地球村」成為真實存在的現象，不僅促成了資訊時代的

來臨，也讓人類的社會文明發展呈現出一日千里的驚人進展(楊正誠，2003)。 

隨著網際網路的盛行率在全球日益提高，網路成癮的症狀也成為了各國都將

面臨的棘手難題(Lin＆Lin, 2003)。國發會(2015)數位機會調查報告指出，我國十

二歲以上約有73萬人有網路沉迷的傾向，該研究同時指出，目前國內十二歲以上

網路族中，有19.9％感覺自己的網路使用狀況已達「沉迷」狀態。這些自認沉迷

網路的網路族中，有22.2％坦言生活中離不開線上遊戲。同時，在各世代中，以

12-19歲年輕世代沉迷網路的風險最高(8.3%)，此年齡層也正與國中生的就學年紀

重疊(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 

線上遊戲儼然已成為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閒活動之一，而線上遊

戲的行為模式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今社會文化與教育現場所關切的議題，畢竟其

對青少年的學習行為、社交行為皆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Vorderer, Bryant, Pieper, 

& Weber, 2006)。Buckingham (2007) 亦指出，學生的人際互動、社交生活以及學

習模式，在在都受到網際網路科技的影響，數位環境對學生生活而言實有不可忽

視的地位。 

線上遊戲其實不只是一種休閒娛樂，因為在進行線上遊戲的過程當中隱含諸

多的人際互動模式，諸如聊天室、相偕探險、寶物交易、聯盟對戰等，使學生得

以透過線上遊戲獲致友誼，並從中得到成就感和自信心(蘇銘彥，2011)。由此可

知，線上遊戲最吸引人之處並非遊戲本身，而是透過此一線上遊戲平台，玩家得

以在其所營造出的虛擬世界中進行人際互動並從中獲得認同感。職是之故，學生

對於線上遊戲的涉入程度便與日俱增。 

本研究所探究的主題與網際網路的使用有所相關，而在網路的發展過程中，

城強鄉弱的差距現象確實存在，人口規模較大、人口密度較高、非農牧人口以及

專科教育程度人口比例較多的地區，其數位化發展的表現會較佳，所面臨的困境

與限制亦較少(項靖，2005)。楊雅惠、彭佳玲(2015)以行政院研考會自2004年至

2014年按年辦理之「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落差）調查」，觀察台灣地區城鄉間

及不同群體間數位落差現況，其分析結果顯示，縣市家戶的數位資源環境落差有

逐年縮小的趨勢，各縣市家戶連網率也有大幅度提升，其中，花蓮縣的家戶連網

率提升幅度超過20個百分點；花蓮縣寬頻連網率的成長幅度更高於三成。綜合以

上資料，可知雖然花蓮縣的網路使用狀況較以往提升許多，但相較於都會地區，

花蓮縣的數位化發展仍較為落後。故研究者以花蓮縣國中生為研究母群體，試圖

將研究結果與其他縣市之相關研究互相比較，以探究其異同及發展態勢，並試圖

瞭解青少年線上遊戲之使用行為及成癮傾向，及其背後所隱含之人際關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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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提供父母、師長與教育人員相關之因應策略，以引導青少年能理性地優游於

線上遊戲世界，並將積極關懷、接納包容的管教方式落實於親子與師生關係之中，

以陪伴國中生度過飛揚狂飆甚至輕狂叛逆之青少年時期。故本研究以線上遊戲成

癮傾向與人際關係為主題，進一步進行文獻分析及實證研究，期望透過此研究瞭

解花蓮縣國中學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人際關係之情況，並探究兩者之間的關聯

性，並希冀藉本研究獲致之成果提供教育工作者及教育相關單位參考，並對教育

實務有所裨益。 

貳、研究目的 

一、 瞭解花蓮縣國中生參與線上遊戲之情形。 

二、 瞭解花蓮縣國中生人際關係之情形。 

三、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花蓮縣國中生在線上遊戲成癮傾向之差異情形。 

四、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花蓮縣國中生在人際關係之差異情形。 

五、 探討花蓮縣國中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之相關性。 

六、 探討花蓮縣國中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對於其人際關係之預測力。 

參、文獻探討 

「線上遊戲」的歷史最早起源於1970年末，英國艾賽克斯大學學生 Roy 

Trubshaw所創造的冒險性遊戲 (Multi-User Dungeon or Dimension, MUD)，俗稱

「泥巴」遊戲，即為今日線上遊戲之前身，是一種沒有圖形、純文字化的線上遊

戲。MUD 是「多人地下城堡」 (Multi-User Dungeon)、「多人世界」(Multi-User 

Dungeon Dimension)或「多人對話」(Multi-User Dialogue) 的簡稱，此一電腦程

式僅依靠文字描述來進行，並可同時讓多位使用者於網路上進行溝通、互動（蘇

芬媛，1995；黃巧億，2004；曾家寶，2008）。然而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 MUD 

開始結合圖像的顯示，也使原先單純的聊天功能有了多樣之變化，從角色扮演遊

戲，進展到虛擬社群和虛擬社區等各式各樣的型態。於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匿名使

用者，都能在自己所屬的虛擬社群或虛擬社區中與其他玩家進行互動。1997年美

商藝電推出世界上第一款純線上遊戲「網路創世紀(Ultima On-Line) 」後，線上

電玩便蔚為風尚，形成凝聚力最強的虛擬電玩遊戲，也成為最有潛力的線上商業

活動（柯舜智，2009）。 

「遊戲」與「上網」是構成線上遊戲的兩大要素，雖然線上遊戲隸屬於電腦

遊戲，但並非所有的電腦遊戲都是線上遊戲，因為線上遊戲主要是透過電腦伺服

器擔任遊戲平臺，再透過通訊服務系統於網際網路上進行遊戲，對普羅大眾而言，

線上遊戲乃指透過電信公司的傳輸服務，使多名玩家同時藉由網際網路在線上進

行互動的遊戲，簡言之，線上遊戲必須依存於網際網路，且在一個虛擬的時空中

讓多名玩家們有所互動(柯舜智，2009；徐孟達，2005)。 

此外，線上遊戲玩家可使用相關的聊天程式(Chat)與配對程式(Match)來提升參與

線上遊戲的樂趣，透過這些附屬程式，線上遊戲玩家們能夠進行人際互動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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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戲進行的同時與所屬團隊討論對策，或是向敵對嗆聲，也可組織成群組論壇

進行組織傳播及討論的活動，甚至可進行虛擬寶物的買賣而在現實世界中產生金

錢交易的行為，至此，線上遊戲已經不僅僅是一項單純的休閒娛樂活動，而是一

個足以提供大量資訊交流、情感思想溝通與人際互動的空間(柯舜智，2009；徐

孟達，2005；黃彥達，2000；傅鏡暉，2003)。 

線上遊戲具備網際網路無遠弗屆的特性，參與其中的玩家有進有出，玩家們

在遊戲中交流的人際互動與營造的故事發展都是瞬息萬變的，因此線上遊戲中的

人物與時空便永不止息地在變化、流動著。加上線上遊戲的內容與情節具有可延

伸的特性，可視需求加以增添或修改(王少騏，2012)，在參與者、時間、空間、

遊戲中的事物及情節皆不斷更新的情形下，只要玩家離線，等到下一次再進入線

上遊戲時，其感受必定全然不同，因為之前熟悉的線上世界已在其未參與的那段

時間中，經由其他玩家的互動而產生不可逆的改變。 

線上遊戲將「電腦遊戲」與「網際網路」的特性加以融合，造就成一股獨特

的魅力，也因此吸引眾多學生上線遊戲，其特性包括時空與人物的流動性、匿名

隱藏性、高度涉入感、高度互動性、專注性與排他性、不確定性等六項（柯舜智，

2004，頁10-13），線上遊戲必須透過網際網路來進行，且同時會有多名玩家一

同悠遊在遊戲世界之中，但彼此之間不一定有真實的接觸，玩家們往往是以匿名

的方式進行交流互動。玩家們在遊戲公司所設計的虛擬世界中，可以將真實的自

己加以隱藏、修飾或美化，與其他玩家建立情感時，毋須考慮彼此的社經背景與

經歷，也就不會受到現實世界的羈絆與束縛，反而能夠自在地發揮創意與想像力，

扮演自己所嚮往的角色，並與合得來的玩家結盟以共同抗敵、破關。此種得以匿

名隱藏的特性，讓每位玩家都有機會成為遊戲舞台中的主角，以自己所認為最完

美的姿態出現在遊戲之中，並留下深刻的感受與回憶。 

線上遊戲提供了一個人際互動的管道，可能可以促進學生的認知行為，並有

助於角色定位(王少騏，2012)。張勻銘(2004)也指出，青少年可以透過網路活動

獲得情緒上的紓解及情感上的慰藉，因此，網路使用行為所能提供給人們最大的

幫助之一就是：讓使用者的心緒得以放鬆。韓佩凌(2000)亦發現，網路沉迷高危

險群在網路使用活動上以玩線上遊戲者為最多。職是之故，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

的現代社會中，使用網際網路進行線上遊戲已然成為不可或缺的休閒活動之一。

然而，凡事皆有一體之兩面，隨著線上遊戲風行全球，學子沉溺其中也帶來諸多

尚待解決的問題。網路世界雖然多采多姿，但不明的誘因與犯罪的陷阱也多不勝

數，必須謹慎使用以避免沉溺其中或觸法亂紀(聶志偉，2006)。 

王少騏(2012)的研究指出，蓬勃發展的線上遊戲隱含了諸多足以扭曲玩家道

德觀與價值觀的陷阱，如︰遊戲分級制度不明確，國中小學生很容易接觸到充滿

色情、血腥暴力的限制級遊戲；為了購買虛擬寶物進行線上交易而濫用金錢甚至

行竊；利用網路匿名性的特性，捏造身分欺騙他人或被網友欺騙；在虛擬世界中

打怪殺敵，而誤以為現實世界的生死也如此簡單無所謂。上述這些怪象，都是學

子參與線上遊戲時，有可能產生的令人擔憂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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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最受孩子們歡迎的往往是暴力型的遊戲，在所有遊戲的分類中，

有超過90% 都有暴力的因子存在(Anderson,2008)，這些線上遊戲的暴力畫面及

攻擊行為會對青少年產生負面影響(Dominick, 1984；  Greenfield, 1984)，也因此，

McMaham(2003)對線上遊戲的評價是︰一個令人沉溺且容易誘發暴力行為的遊

戲。在現實生活中，殺人是犯法的、是不被允許的，但在遊戲世界中，殺怪、殺

敵、摧毀對手等暴力行為卻不會受到譴責，反而會被獎勵。亦即，玩家必須不斷

藉由「殘殺」的動作來通過關卡，也讓自己在遊戲中得以生存，於是暴力行為得

到正增強也被合理化，這可能導致青少年與兒童對暴力攻擊行為的認知產生不正

確的觀念。而且，遊戲情節越逼真，玩家越投入遊戲角色，則其受到的影響越強

烈，也就更容易在真實人際互動中產生暴力行為 (Dill & Dill , 1998)。 

根據相關研究顯示，沈溺於線上遊戲是網路成癮的主要因素之一

(Yellowlees& Marks,2007)，此外，青少年往往自制力不足，再加上線上遊戲又是

極具成癮性的網路娛樂活動，一旦過度沉迷，甚至於成癮，對其認知、社會及生

理的健全發展皆有不良影響 (Scantlin, 2000)。根據國外的學者研究也發現，有網

路成癮狀況的青少年，在與人相處、互動時會具有較高的敵意(Yen, Ko, Yen, Chen, 

Chung&Chen, 2008 )，這也說明網路成癮的現象，會使青少年學生的人際互動出

現對立與不信任的敵對關係，甚而將線上遊戲世界中的情緒延伸到真實的生活中 

，例如為搶奪遊戲中所需之虛擬寶物而與其他玩家互相欺詐，此種遊戲中的爭鬥

行為與侵略性的心態可能演變成真實人生的犯罪舉動(何琦瑜，2003)。 

許多研究均發現互動性網路遊戲與網路成癮之間的相關(周倩，1999；韓佩

凌，2000；Young,1996；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1997)。網路角色扮演遊

戲，可提供多位玩家同時上線，並在虛擬空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這樣的遊戲內

容與互動方式具有滿足個體想像力及人際交流的雙重特色，連帶地使得網路互動

遊戲容易誘發玩家的強迫性上網行為，並促使沉迷者產生持續挑戰更高難度遊戲

的成癮耐受性。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1997)的研究顯示，網路成癮者比

非成癮者較常玩線上互動遊戲，如網路角色扮演遊戲。周倩(1999)亦發現，成癮

者比非成癮者花較多時間在網路互動遊戲上。從上述相關研究可以知道，互動性

網路遊戲容易使人成癮，這可能是因為成癮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取歸屬感與成

就感，故必須透過虛擬社群以得到滿足。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線上遊戲的蓬勃發展，許多父母擔心使用網路活動

及參與線上遊戲會影響孩子們在課業學習方面的表現(陳新豐、余民寧，2009)。

王秀玲（2004）、黃玉蘋（2004）的研究均指出，國中生的網路活動行為問題之

一，便是在連線遊戲上花費過多時間。Scantlin (2000) 即指出沉迷於電玩遊戲不

僅會影響青少年的認知能力發展，也會因耗費過多時間上線遊戲而剝奪其受教育

的機會，並干擾正常的學習活動。相關研究也發現，電玩成癮對青少年的學業成

就影響極大，學業成績與網路成癮呈現負相關，即網路成癮狀況越嚴重，學業成

績越低，而且大部份沉迷於網路的學生也認為上網會影響功課，而且自覺課業表

現變差了（王秀燕，2003；黃德祥、李介至，2003；謝龍卿、黃德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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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社會的人際互動必須面對面接觸，但網際網路的出現突破了時間、地域

的限制，不僅拓展了使用者的生活空間，也賦予人際關係發展的新契機，在網路

世界中，使用者得以隱藏在現實生活中的自我，透過匿名的虛擬世界，人我的互

動得以擺脫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壓力，人與人的交往則顯得較為容易。然而，已有

研究顯示，過度依賴網路上的虛擬社交，可能會對日常生活的真實社交活動造成

排擠，並引發網路沉迷行為，也因此使得現實生活的社交更加退縮不前（黃玉蘋，

2004；游森期，2001）。雖然虛擬世界的社交關係可讓使用者擺脫現實人際互動

的種種限制及壓力，並拓展了人際關係發展的空間，但若過於重視網路社交，而

與身邊的家人、師長或是朋友漸行漸遠，忽略真實人際互動的結果便是更加退縮

或逃避，於是更依賴與網友維繫互動，也因此加深線上遊戲成癮的程度而難以自

拔。 

相關研究指出，家長對於子女參與線上遊戲的行為若採取放任不管教的態度 

，則其子女會有較明顯的網路成癮情況，此外，欠缺家人陪伴受試者，網路成癮

情況也會較嚴重，由此可知，對於心智未臻於成熟的國中小學生而言，家長的管

教態度及陪伴關懷對其網路使用行為有一定的影響力，若親子的互動關係良好，

彼此的思想與情感能適時交流，則家庭教育與分享的功能便得以充分發揮（梁良

淵，2007；曾家寶，2008；黃淑惠，2005）。 

Suler (1998, 2000) 指出，青少年藉由網路遊戲的不斷升級，可以獲得立即的

心理回饋及自我滿足，同時，也能提升其自尊。可見，網路遊戲可以滿足人類擁

有權力的欲望，並滿足希望博取他人認可的需求，使用者藉由網路遊戲與他人互

動的過程，可以感受到被肯定的成就感，其自尊需求便能得到滿足。而憂鬱傾向、

焦慮感、低自尊、A型人格、人際疏離等人格特質，則是易形成電玩成癮的相關

重要變項(游森期，2002；Griffiths &Dancaster, 1995)。黃玉蘋（2004）也認為，

網路使用與自我概念之間存有相關性，自我概念或自尊偏於負面或消極的使用者 

，較容易產生網路沈迷現象，其研究亦指出青少年藉由網路遊戲的升級來獲得心

理回饋、自我滿足與提升自尊。 

薛士杰(2002)針對國中生網路遊戲使用時間與人際關係之關聯進行研究，結

果發現，國中生使用網路遊戲的時間多寡並不會對真實人際關係造成影響，但卻

可以顯著預測其在網路遊戲中的人際關係，亦即玩網路遊戲時間越長的國中生，

其在網路遊戲中的人際關係越好。蘇船利（2002）也指出，孩童若投入過多時間

於電玩遊戲之中，其發展社交技巧的機會便會相對地減少，也許電玩遊戲的人際

互動可以滿足一般的社交需求，但是與真實世界的人際互動卻會更加疏離，真實

人際關係挫折的感受又促使孩童退縮到虛擬的網路世界之中，於是形成一種惡性

循環。 

溫嘉民(2006)研究發現，國中生之電玩成癮傾向與人際關係呈現負相關，換

言之，若電玩成癮傾向愈高，則其人際關係感受愈差。林唯斯(2008)研究國中生

人格特質和人際關係對網路成癮的影響，結果發現，若學生使用網路的主要動機

是參與網路遊戲，則其網路成癮的比例越高，此外，網路人際關係與其網路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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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成正比，但真實人際關係卻與網路成癮傾向成反比。 

楊媛婷(2003)針對742 名國中學生進行線上遊戲經驗與社會適應能力之相

關研究，其研究顯示：具有線上遊戲經驗之國中生，男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優於女

生。蕭博諺(2010)針對青少年線上遊戲使用動機、網路社會支持與線上遊戲成癮

傾向進行研究，研究發現：線上遊戲之使用動機及網路社會支持對於線上遊戲成

癮傾向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李德治、林思行、吳德邦和謝正煌（2014）研究發現，線上遊戲對學生的影

響乃弊大於利，雖然學生可透過線上遊戲來紓解生活中的壓力，但卻會減少親社

會的行為，也會因此造成真實人際關係的疏離。賴亞歧(2011)之研究結果亦顯示，

國中生的人際需求動機越強，就越容易投入在網路遊戲中，因為網路遊戲世界能

滿足其情感支持的需求。因此，若國中生能在現實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就愈不需要投入網路遊戲中以尋求情感上的慰藉。 

肆、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內容主要包含與本研究相關之理論、實徵研究、並檢核相關的文獻

資料。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資料包括有關於線上遊戲、線上遊戲成癮、人際關係、

線上遊戲成癮與人際關係等之研究相關論文、書籍、報告、期刊資料等；進而將

彙整的資料做初步的整理與歸納，以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將文獻分析後所建立的理論基礎做為編定調查問卷之依據，再針對國

中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之相關層面來進行題目設計，最後由研究者

發展成「國中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人際關係之調查問卷」做為研究工具，並針

對花蓮縣國民中學之全體學生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研究，接著，研究者將研究結

果加以分析、歸納、與討論，最後提出結論與具體建議，藉此以了解國中生線上

遊戲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之現況及兩者間之相關情形。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針對正式問卷之有效樣本進行分析，將花蓮縣國民中學學生之基本資料進行

次數分配與百分比法之分析，以了解樣本資料的分佈情形。 

接著仍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法來分析花蓮縣國民中學學生「線上遊戲成癮傾

向量表」的得分結果，以獲得「有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無線上遊戲成癮傾向」

之學生所佔之人數與百分比的分佈情形。 

最後再針對正式問卷之有效樣本進行分析，計算受試者在「線上遊戲成癮傾

向量表」與「人際關係量表」之得分，以求得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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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國中生線上遊戲成癮傾向之現況，以及國中生人際關係之現況。 

（二）獨立樣本 t檢定 

以「有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者之「背景變項」(性別)為自變項，以「人際關

係」為依變項，進行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 t 考驗，以了解「有線上遊戲成癮傾向」

者之不同性別背景變項在「人際關係」上的差異情形。 

以國中生有無「線上遊戲成癮傾向」為自變項，以「人際關係」為依變項，

進行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 t 考驗，以瞭解有或無「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者在「人

際關係」量表各層面及整體上的差異情形。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薛費法(Scheffé)事後比較 

以「有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者之「背景變項」（學校規模、年級、兄弟姊妹

人數、主要照顧者職業、主要照顧者學歷、與長輩的同住狀況、同住長輩對其使

用線上遊戲的管教態度、使用線上遊戲的年數、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時間、每週

使用線上遊戲的花費、使用線上遊戲的地點、喜愛使用的線上遊戲類型）為自變

項，以「人際關係」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其結果達顯著水準，

則進一步以「薛費多重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有線上遊戲成癮傾向」

者之十二種不同背景變項在人際關係上的差異情形。 

（四）皮爾遜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受試者的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的

相關性。 

（五）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來探討受試者之線上遊戲成癮傾向對其人際關係之預測

情形。 

伍、結論 

一、 超過七成的國中生有參與線上遊戲的行為，未參與的國中生主要是覺得線

上遊戲很無聊，從參與之比例甚高可知線上遊戲對國中生而言已是不可或

缺的休閒活動之一。國中生最喜愛之線上遊戲類型為動作類、角色扮演與

冒險類，且大多數參與線上遊戲的國中生在國小階段就已經接觸線上遊戲 

，使用地點以自家居多，而同住長輩對國中生使用線上遊戲的行為大多能

有所約束，故有四分之一的國中生將使用時間控制在每周10小時以內，且

高達八成無須花費金錢。 

二、 在參與者之中，男生所佔的比例較女生為高；九年級學生參與線上遊戲的

狀況比七、八年級的學生更為普遍；主要照顧者職業為農林漁牧礦業的國

中生以及與祖父母同住的國中生，其參與線上遊戲之程度都較其他類別的

國中生更高。 

三、 問卷填答及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國中生之人際關係各層面得分高低依序

為︰「與朋友關係」、「與家人關係」及「與同學關係」，最後才是「與

老師關係」。由此可知，國中生會比較重視與同儕之間的互動，但在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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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感受上較沒有其他層面的人際關係來得正向。 

四、 國中生的線上遊戲成癮傾向會因為其學校規模、性別、主要照顧者學歷、

參與線上遊戲的年數、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時間、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消

費等背景因素而產生顯著差異。其中，小型學校國中生的線上遊戲成癮傾

向顯著高於大型學校國中生；國中男生的線上遊戲成癮傾向顯著高於國中

女生；主要照顧者學歷為國中(含)以下的國中生，其線上遊戲成癮傾向顯

著高於主要照顧者學歷為大學的國中生；參與線上遊戲年數滿5年以上的

國中生，其線上遊戲成癮傾向顯著高於參與線上遊戲年數未滿1年、滿1

年到未滿3年、滿3年到未滿5年的國中生；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時間達16

小時以上的的國中生，其線上遊戲成癮傾向顯著高於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

時間不到5小時、6至10小時、11至15小時的國中生；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

消費為101到300元以及501元以上的國中生，其線上遊戲成癮傾向顯著高

於每週使用線上遊戲都沒有花到錢的國中生。 

五、 至於年級、兄弟姊妹人數、主要照顧者職業、家庭同住狀況，家長管教態

度、使用線上遊戲的地點、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等背景因素對國中生的線

上遊戲成癮傾向則不會造成顯著差異。 

六、 國中生的人際關係會因為其參與線上遊戲的年數而產生顯著差異，統計結

果顯示，參與線上遊戲年數滿1年到未滿3年的國中生，其人際關係表現顯

著優於參與線上遊戲年數滿5年以上的國中生。 

七、 學校規模、性別、年級、兄弟姊妹人數、主要照顧者職業、主要照顧者學

歷、家庭同住狀況，家長管教態度、每週使用線上遊戲的時間、每週使用

線上遊戲的消費、使用線上遊戲的地點、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等背景因素

對國中生的人際關係則不會造成顯著差異。 

八、 雖然大多數國中生都有參與線上遊戲，但成癮傾向卻不高，且不論是否參

與線上遊戲，國中生在人際關係上都有不錯的感受。 

九、 參與線上遊戲的國中生及未參與線上遊戲的國中生，兩者在人際關係量表

各層面的統計結果一致顯示出，得分最高的是「與朋友關係」，而得分最

低的是「與師長關係」。而就人際關係量表整體統計結果發現，未使用線

上遊戲的國中生在人際關係的得分顯著高於有使用線上遊戲的國中生。 

十、 國中生之線上遊戲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呈現低度負相關，換言之，線上

遊戲成癮傾向較高者，其人際關係的得分則較低，但因本研究之線上遊戲

成癮傾向與其人際關係乃呈現低度負相關，因此亦可推知，人際關係的得

分高低，除了受到線上遊戲成癮傾向的影響外，另有其他影響因子。 

十一、 國中生之線上遊戲成癮傾向對其人際關係有顯著的預測力，換言之，線

上遊戲成癮傾向的程度愈高的國中生，可預測其人際關係表現也會跟著愈

差。雖然統計結果上有顯著，但可解釋的變異量只有4.9％，表示預測力

過小，因此只能說明線上遊戲成癮傾向對人際關係會產生相對性的影響，

而無法完全以線上遊戲成癮傾向得分來預測受試者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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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畫學校發展計畫，領航校務創新經營 
 

林錫恩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候選人 

石 啟 宏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以計畫領航發展價值，校長經營學校強調達到「成就人」與「旺學校」的雙

重價值，展現傳遞智慧資本、成就個人生命、創增組織價值。研究者以經營特色

學校的實務經驗與使命感，透過深度會談等方式，構思建構個案學校中長程教育

發展計畫；以符應其發展「真、善、美、新」的願景，期盼以「同聲鼓勵（童軍、

生命、鼓藝、實力）」精神持續紮根，發展以「童軍童顏」、「生活生命」、「鼓藝

人文」、「實力樂活」為課程主軸，營造學校成為社區學習的實踐中心！深切期盼

植基於「學校為建構課程發展的基地、社區是發展課程的資源、教師是轉化課程

的關鍵」的理念，落實「以計畫推動改革、以組織凝聚力量、以資源支持運作、

以專業作為依歸」，協助教師發展專業社群，有效整合社會資源，提昇教學績效，

讓學生得以適性發展，培育優質國民。 

 

關鍵詞：校務發展、創新經營、偏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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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school development blueprint, 
Lead school affairs 

and Run school creatively 
Shi-En Lin 

Principal, New Taipei City Xindian District Quchi Elementary School 
Chi-Hung Shih 

Prospective Principals, New Taipei City Jianguo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Developing value by plans, the principal leads school by emphasizing dual value 

of “achievement of people" and "success of school", deliver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chieving people’s life and increasing value of organization. We also hope to 
“Increase scout activities, Promote experience education, Chase truth and utilize 
knowledge”, “Expand life exploration, Advocate ecological education and food 
education, and Deepen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Develop drumming ability, Form 
art enthusiasm, Optimize aesthetic ability”, and “Enhance physical strength, Refine 
literacy, Create the value of Gung-ho”. Based on best practice and mission of running 
unique school, researchers develop middle and long term plans by deep interview for 
sample schools. We hope to create school vision of " Truth, Kindness, Beauty, 
Innovation ", make " Scout Experience"," Respect Life ","Drum Art", and " Life with 
strength “ as the center of the courses, and develop school to be the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 

 
Keywords: School development , Innovative management, rural education 
 
 
 
 
 
 
 
 
 
 

 

49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前言：以計畫領航發展價值 

新北市教育發展植基在「人才即國力」概念，積極擘劃出「卓越人才LEADING
未來」計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6），打造優質的教育環境、精進卓越的教

育品質、落實精緻的教育績效、追求創新的教育成果為目標；以「學習趣

（LEarning）、樂活力（Action）、品格心（Dignity）、創意行（INnovation）、全

球觀（Globalization）」，彰顯「引領、指引、卓越」的價值，創新前瞻引領群倫

發展。 
「學習趣」強調激發新北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讓其不再從學習中逃走；

「樂活力」為打造學校成為安全、安心、安定的學習環境，營造宜居的運動城市，

讓學生、市民都能強健身體增強活力！「品格心」讓品格實踐能從習慣成自然，

「知善、愛善、行善」成為帶著走的習慣；「創意行」讓學生發揮想像力，動手

做創意，能夠想的出來，更要做的出來；「全球觀」則以在地為基石，培養國際

視野的深度與廣度，強化全球移動力。強化「翻轉教學、適性揚才、健康樂活」，

開創學習新舞臺，邁向成功的未來人生，進而實現「卓越新北、擁抱世界、創造

未來」的願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6）！ 
新北市積極建構優質多元學習場域，陶冶良善品德，關照弱勢需求，營造文

化融合的教育環境，為新北市的教育奠定紮實的基礎；持續開展精緻教育，推動

優質平價幼兒園、優質特色學校、在地就學優質高中職、國際教育行動方案、新

北教育雲，打造成新北教育城。強化由教師教學轉變為學生學習，將環境、思維

與政策，轉化落實在學生多元精進、適性展能，涵育學生成為具備國民素養及國

際競合力的世界公民。 
個案學校依山傍水，位在蜿蜒如帶的新烏路上，是都市中的鄉村學校。下游

200 公尺處，南勢溪與北勢溪匯流，稱之為雙溪口。學校位居社區之尾端，位南

勢溪旁，交通便利，鄰近翡翠水庫，是臺北往來烏來必經之地，四周青山矗立、

綠水環繞，校園環境優美、景色如畫，經年花木扶疏、繽紛似錦，置身其間，宛

如世外桃源。學校在歷任校長努力經營擘畫與建設，加以社區協力、家長會、全

體教職員工的共同努力下，優質校園焉然形成，辦學績效成績斐然。 

二、計畫策略：立己達人、暢旺校務 

《校長學》強調「立己達人」、「暢旺校務」，透過交互作用、整合發展、共

好增能。「立己達人」的知識脈絡，包含「自我實現：成就人的尊嚴價值」、「智

慧資本：激發人的動能貢獻」、「角色責任：實踐人的時代使命」、「專業風格：領

航人的品味文化」。「暢旺校務」的知識脈絡，包含「計畫經營：帶動學校精緻發

展」、「組織創新：活化組織運作型態」、「領導服務：創化專業示範模式」、「溝通

價值：深化多元參與脈絡」、「評鑑品質：優化歷程績效品質」（鄭崇趁，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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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木金、李冠嫺（2009）研究校長專業發展與專業培訓運作情形，統整歸納

出「校長學→學校長→長學校」的三階段發展模式。「校長學」階段，強調求真

的知識管理；「學校長」階段，強調至善的創新技能；「長學校」階段，強調樂美

的實踐能力；進而追求達新的共好價值。《校長學》強調達到「成就人」與「旺

學校」的雙重價值（鄭崇趁，2013）。換言之，展現傳遞智慧資本、成就個人生

命、創增組織價值。 

目標一：【求真】深耕童軍活動，推展體驗教育，活化求真活用知識 
策略 1-1 策進童軍多元活動，提升適性卓越效能 
策略 1-2 落實體驗實作教學，增進瑰寶展能理念 

目標二：【至善】拓展生命探索，倡導生態食農，深化至善創新技術 
策略 2-1 豐富生命探索課程，促進人文素養精神 
策略 2-2 關注生態食農議題，涵養規矩處事態度 

目標三：【樂美】發展鼓藝律動，型塑熱情藝文，優化樂美實踐知能 
策略 3-1 實施鼓藝律動體驗，發揮活力自信思維 
策略 3-2 激勵熱情藝術人文，活絡規律生活行為 

目標四：【達新】落實體力樂活，精進能力素養，創化達新共好價值 
策略 4-1 精緻幼小基本能力，接軌鄉土國際視野 
策略 4-2 蓄積能力素養能量，經營優質品牌形象 

三、構思個案學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體系 

個案學校教育中長程計畫，是依據國家教育政策、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

教育目標、個人教育理念、學校願景、教師專業、學生能力、家長期望、社區特

性等，融入新北市教育發展藍圖，以現有校務發展為基礎，融入課程與教學實施，

塑造以「全人教育」為發展目標，營造「真卓越、善人文、美鄉土、新活力」為

願景的優質教育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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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執行策略 計畫執行內容 

深耕童軍活動， 
推展體驗教育， 
活化求真活用知識 

1-1 策進童軍多元活動 
提升適性卓越效能 

1.編組生生是童軍的團隊制度 
2.組訓師師服務員的專業增能 
3.整建營地設施深化體驗學習 

1-2 落實體驗實作教學 
增進瑰寶展能理念 

1.規劃校本體驗實作課程地圖 
2.執行專業增能創建歷程檔案 
3.建制適性揚才成果展示平臺 

拓展生命探索， 
倡導生態食農， 
深化至善創新技術 

2-1 豐富生命探索課程 
促進人文素養精神 

1.探索生命體驗關懷特教課程 
2.豐富生涯輔導社團試探關懷 
3.培養一生一專長的生命教育 

2-2 關注生態食農議題 
涵養規矩處事態度 

1.維護生態廊道食農體驗園區 
2.整合環保教育深化永續思維 
3.建置防災機制強化安全教育 

發展鼓藝律動， 
型塑熱情藝文， 
優化樂美實踐知能 

3-1 實施鼓藝律動體驗 
發揮活力自信思維 

1.恢弘師道尊嚴家長參與校務 
2.推展非洲鼓與國際文化理解 
3.開發藝術人文深耕行動課程 

3-2 激勵熱情藝術人文 
活絡規律生活行為 

1.整合產官學等營造空間美學 
2.建立敏捷熱情專業服務機制 
3.設計推展三好校園行動方案 

落實體力樂活， 
精進能力素養， 
創化達新共好價值 

4-1 精緻幼小基本能力 
接軌鄉土國際視野 

1.精進課程教學銜接幼小學習 
2.開創多語多元認同服務學習 
3.籌組角力團隊推展全民樂活 

4-2 蓄積能力素養能量 
經營龜山品牌形象 

1.重視拔尖扶弱激發學習動機 
2.強化差異輔導機制順性揚才 
3.行銷智慧創客品牌特色學校 

四、領航校務計畫發展與執行 

學校存在最重要的目的之ㄧ是發展學生潛能。學校教育須思考如何協助學生

學得「帶得走」的能力，以正確的中心思想做引導，建立信念經營學校，貴在能

「做對」（do the right things）與「做好」（do things right），為達此境界，先確立

教育中心思想與信念：實踐全人教育；以學生第一、老師為先、家長為要；關懷

弱勢學生，把每位學生帶上來。落實「學生第一」的最高原則，提供「教學為先」

的行政服務，發展「安全快樂」的教學環境，設計「多元適性」的學習內涵，把

握「前瞻正確」的行政決定，推動「親師合作」的伙伴關係，形塑「優質典雅」

的校園文化，建立「共治共榮」的學校形象，提升整體教育品質與績效，建立學

校共同價值。 

(一)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學習為先，尊重個別差異，開啟多元潛能 

1.肯定每位學生都可以學習，有能力可以學習，可恰如其分的學習 
2.以有教無類創造無障礙學習機會，以因材適教達成適性發展 
3.肯定學生多元性向發展，重視每位學生全人格發展，帶好每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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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專業為導向：提昇專業智慧與專業實踐力，強化型塑專業形象 

1.不斷進修充實，強化教育本職系統性知識，增能批判反思能力 
2.提昇專業自主，確立專業尊嚴，營造專業教師、快樂學生的理想 
3.建構專業社群，以專業對話、探究，塑造專業形象與品質保證 

(三)以服務為信念：以專業服務導向，提昇效能效益，創增教育品質 

1.充實教學專業與領導管理知能，為同仁夥伴提供專業服務 
2.以學生、家長為顧客，本顧客為先、品質為尚，提供滿意服務 
3.配合社區總體營造，主動積極建構教育社區的專業服務網絡 

(四)以共識為前提：民主參與、溝通協調，凝聚向心力，發揮生產力 

1.釐清教育本質，堅定教育信念，塑造學校教育經營發展願景 
2.擴大民主參與，凝聚共識，體現學校、家長及社區教育合夥經營 
3.以向心力提昇生產力，落實學校本位經營，建立學校特色文化 

(五)以學習為動力：營造學習型組織，以心創新，促進校務革新 

1.以持續學習轉化理論促進教育實踐，規劃終身學習的生涯發展 
2.主動營造專業、開放學習情境，激勵專業對話與研究創新動力 
3.整合資源營造學習型組織，建構教育社群，落實社區總體營造 

五、結語：持續精進、智慧實踐 

《少年小樹之歌》書中有段動人的話：「當您發現美好事物時，所需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分享任

何你遇見的人；這樣，美好

的事物才能在這個世界自由

地散播開來」！好喜歡以欣

賞的心情享受人生：情感動

人之處，不在兩人深情的凝

視，而在彼此往相同的目標

前進！感動為教育理念堅持

的奉獻，讓學校課程與社區

文化產生互動交融，讓校務

發展的實踐理念能持續深耕

與生根！ 
我們深切期盼植基於「學校為建構課程發展的基地、社區是發展課程的資

源、教師是轉化課程的關鍵」的理念，落實「以計畫推動改革、以組織凝聚力量、

以資源支持運作、以專業作為依歸」，協助教師發展專業社群，有效整合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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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昇教學績效，讓學生得以適性發展，培育優質國民。 

高品質的學校經營，必須仰賴細緻合理

可行的校務經營計畫，作為學校經營遵行的

依據。有好的校務經營計畫才可能經營出具

備高效能的學校園地。為了彩繪學生成長的

愉快經驗，學校應該擬定優質的校務經營計

畫，找到好的人才透過好的方法與教育策略

逐步完成學校經營內涵，與實踐學校教育工

作者的各項職責，從而創造出卓越的學校，

建構優雅快樂的校園環境，營造有效的學習

氣氛，進而培育出具備真、善、美的人文氣

質以及具備愛與希望實踐能力的優質學生。 

每個學生都有屬於自己的舞臺，親師協

力成為築夢的貴人。期許能在紮實的基礎

上，透過有效的校務發展計畫，經營全是贏

家的學校：「學生贏，學生受教權受到保護」、

「教師贏，教師教學權受到尊重」、「學校贏，

學校教育權受到尊崇」、「家長贏，家長選擇

權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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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與需要？ 

--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未來路徑之探索 

胡永寶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博士生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民小學校長 

 

摘要 

長久以來，學者們針對各項改革的主張與內容論述，常爭論的焦點在於甚麼

樣的改革是我們所想要(intended)與需要(needed)的。2014 年起《實驗教育三法》

立法通過施行後，「實驗」(experiment)成了教育當年度的夯詞；2016年起原住民

多所重點學校在學校自主規劃，以及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各地方政府的支

持下，亦開啟了所謂「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年」的原住民族教育新局面。至今 2018

年，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已有 14 所已正式掛牌運作，到底這樣的改革真帶來

原住民族教育體制與原住民學生學習機能與文化能力的改變嗎？這些改變是根

本性實質的改變，還是象徵性結構的位移？ 

起初我們對現有國家教育與學校體制戕害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習俗、社會結

構與內在法律規範的批判，是否有因著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與鬆綁、原住民族教

育實驗學校的開啟而有所解套與改變？換句話說，這些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的

整體面貌、課程發展與學生特質，是不是我們所「想要」的面貌？還是我們目前

所「需要」的？ 

本文主要是以文獻分析與筆者參與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課程協作與相關

論壇所觀察到之現象，再參考社會重建大師柯奧茲(G. S. Counts)的觀點，就原住

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的定位、教育目標、知識課程體系的建立與教師責任等議題加

以探討，共同探索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之未來路徑。 

 

關鍵字：George S. Counts、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民族教育、社會重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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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ded and needed? 

-- Exploration on the Future Path of 

Indigenous Experimental Educatio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cholars discuss the ideas and contents of various reforms, the 

main point of debate is what kind of reforms are what we "intended" and "need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Laws 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legislation 

in 2014,"Experiment" became the eulogy of the year of education. Since 2016, many 

key school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have been planning independently in the school,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Committee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Indigenous education of the 

"Indigenous Education Experiment Year" was launched. So far in 2018, 13 of the 

Indigenous education experimental schools have been officially listed. In the end, 

does such reform really br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Indigenous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learning 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 of Indigenous students? Are these changes a 

fundamentally substantial change or a displacement of a symbolic structure? 

At first we criticized the existing national education and school system for the 

Indigenous language, cultural practices, social structures and internal legal norms, is 

there any solution and change due to the adoption of the " Three Laws 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loosened, Indigenous education 

experimental school? In other word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student traits of these Indigenous educational experimental schools, is it what we 

always "want" to be? Or are we currently "needs"?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 phenomenon 

observed by the author in the curriculum collaboration and related forums of the 

Indigenous education experimental School, referring to the view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master G. S. Counts, discuss issues such as school orientation, 

educational goal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knowledg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er 

responsibilities, explore the future path of the Indigenous experimental education 

School. 

 

Keywords: George S. Counts, Indigenous Experi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Reconstruc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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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孫大川教授在其所著的「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

治》(2010)一書中，透過 1988 到 2000 年間原住民族社會部落變遷動向的觀察，

以「黃昏民族」做為台灣原住民族在現今時空環境中台灣的處遇，進一步來凸顯

我們原住民族面臨文化「雙盲」、語言「雙失」、規範「雙迷」與人格「雙重」的

兩難困境。 

1980 年代後，由於多元文化主義與後現代全球化浪潮之興起，讓原住民族

知識份子開始為自己的身分與泛族群概念產生了群體的反思與內省的批判，而掀

起了一連串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運動(俗稱原運)。迄今，台灣原住民族也在蔡英

文總統於 2016 年 8 月 1 日向「原住民族道歉」，並在總統府下設置「原住民族轉

型正義委員會」開始，更為積極地在歷史、土地、文化、語言與教育等相關議題

上力求突破，取回主導權與話語權。面對未來原住民族相關議題在各學術領域與

各地域實務操作模式可能有的官方對話、協商與內外在法律規範的磨合，筆者以

為我們可以努力的是「各在一方，各司領域，趕於發聲，勇於實踐，共同走出黃

昏民族陰暗未來的宿命」；相信這是一場硬戰，但也是一條應當走下去的路。因

此，現階段各項原住民族議題之改革，縱然無法達到我們的「想要」(intended)，

但至少我們應當力求得到我們所「需要」(needed)的路徑。 

做為在「教育」這一方的原住民族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想要」莫不就是要

讓原住民的孩子們，透過教育的過程找回他們自己的原有(being for self)；不僅讓

他們能習得應付現有與未來環境的實踐素養(practical literacy)，更要讓他們成為

一個愛好生命與自由、樂於分享與終身學習的「新原住民」(new aborigines)。此

「想要」的原住民族教育未來路徑，與賈馥茗教授「將學生待如人類」及「學生

生存及發展事實」之教育哲學觀與課程學習論(吳家瑩，2011)有所呼應。 

2014 年頒布的《實驗教育三法》(three-type act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讓臺灣教育邁入了一個嶄新的新紀元，其中又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下公辦公

營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為社會各界，特別是原住民族群體與地方部落所關注。

該法立法以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在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政策合體、

各地方政府的計畫推動，以及北、中、南、東區大學院校原住民族教育課程協作

中心的努力下，全台從 2016 年的 8 所驟增至 2018 年的 14 所；短短的四年間，

有這麼多原住民族重點學校願意投入並轉型為「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成效

雖令關心原住民族教育主體發展的群體及人士感到欣慰，從在運作的過程以及執

行後的預期成效上，是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原住民族教育學校或教育體系面

貌，還只是一種因應轉型正義及立法制度上的「需要」。 

基於此，本文將以文獻分析的方式，針對目前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教育

特定目標、學校定位、知識課程體系與教師責任等議題進行文獻探討與實務性反

思，期能透過「想要」與「需要」的交互思辯，共同探索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

之未來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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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驗教育的脈絡與意涵 

教育自由化是代表國家進步的象徵，而「實驗教育」(experimental education)

更是教育自由化中的深層指標(馮朝霖，2016)。《實驗教育三法》的入法，主要

也是落實《教育基本法》第 13 條的規定：「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

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以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易言之，實驗教育在

主流的公立教育及體制內的私立小學外，提供給家長及學生們更多樣的教育選擇

機會。 

一、實驗教育的理念 

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的差別在於「實驗教育」是一種大幅度的全面革

新，而「教育實驗」只是在既有的框架下做小規模的改變。在《實驗教育

三法》中，將實驗教育分成「學校型態」和「非學校型態」兩種實驗教育，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主要是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進行整合性實驗。換

句話說，學校實驗教育除了要有跟一般普通學校有不一樣的教育主張之外  

，還必須全校一起來改造。  

以「實驗教育」做為教育改革與學校革新的切入點，實際上就是表示教育的

關注點，已從過去統一化或單一化的教學模式，轉為關注學生多元與適性發展的

學習需求；換言之，過去強調由上而下的科層思考與目標規畫，已被強調由下而

上的教育實踐所取代(陳榮政，2016)。即使如此，對學生的成長與發展而言，教

育有其不可逆的歷程本質，必須要相當慎重，不應淪入「為實驗而實驗」(吳清

山，2015)的教育困境。因此，實驗教育的理念，必須堅守以學生為主體，保障

學生的受教權，並引導學生多元且適性發展的教育目標與理念。在實驗教育帶來

改變的結構上，Raywid(1998)認為有「改變學生」(change the student)、「改變學

校」(change the school)與「改變教育」(change education)等三個層級。 

綜觀目前多所掛牌運作的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大多以「復振原住民(本)

族文化與語言」為特定教育目的做為學校行政運作與整體課程發展與教學之依據 

。然臺灣原住民族目前經官方依法認定的共有 16 族 43 種語言別，因其各族之核

心文化與語言均有相當大的歧異性與獨特性，特別是各族對教育本身的理解、課

程目標與課程設計之文化思考，以及教學場域、人員師資與教材教法之想法，均

有不同之解讀與其相應之課程共識與教學策略，似而難以有一致的標準與衡尺看

待。就筆者所觀察及理解到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所帶來的結構性改變，不應僅是有

Raywid 所言之「改變學生」、「改變學校」與「改變教育」等三個層級，「改變部

落」(change tribe)也將是非常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之一。換言之，有效且有動能性

的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其影響的力道將促發並賦予原住民族社區與部落自主性重

建與改造的能量。 

二、我國實驗教育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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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持續發展的過程，為確保國家未來發展的厚植力與教育競爭力，培養

學生與時俱進的能力，教育改革與創新實驗始終在不同時代與不同環境變遷的教

育發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林清江，1989；許添明，2000；白雲霞，2003)。 

我國實驗教育合法化發展之脈絡，源自於 1989 年人本教育基金會成立，1990

年經教育部核准以「愛、尊重、誠實與公義」為校訓的森林小學正式立案、對外

招生開始，是國內體制外學校實驗教育之起點。其次，1994 年行政院為回應四

一０民間教改大遊行之訴求，通過《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正式開啟

了我國政府體制內重大的教育改革浪潮與變革；包括 1997 年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的《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1999 年教育《國民教育法》與《教育基本法》的

立法修正。經過十多年來政府和民間的努力與催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等實驗教育三法，卒於 2014 年 11 月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總統隨即於 2014 年 11 月 19 日及 26 日分別公布施行。從此，即確定了

實驗教育三法之法律位階，為我國教育的多元發展與學生的適性學習，開啟了新

的里程碑。 

叁、原住民族教育主體性重建的急迫性 

一、原住民族教育主體性的意義 

1999 年在夏威夷召開的世界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討會(World Indigenous 

Peoples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WIPCE) 中，各參與國代表共同發表了

《Coolongatta 原住民教育權利宣言》，為原住民族教育的自主權與自決權，有更

明確的依據與肯認。聲明的內容包括了「原住民族教育擁有『不容奪取』的教育

控制權與自決權」、「原住民族教育的主體建構，應植基於『文化與部落的族群意

識』下」、「透過『教育過程』，得以認識、尊重及發揚原住民價值、哲學、樂舞

與語言文學」，以及「提升社區部落存在價值，『學校應擔負專業介面』，促進原

住民教育的再昇華」等主張(胡永寶，2016)。聯合國大會亦於 2007 年 9 月通過

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第 14 條第一款，明定「原住民族有權建立及掌管他們的教育

體制及教育機構，並用自己族群的語言及適應其文化的教學與學習方式，來提供

教育」的宣示與主張。因此，整體而言，《Coolongatta 宣言》及《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皆是為原住民族教育的主體性尋求了合理性的基礎，促使早日實現以民族

自決與民族文化為基礎，社區為主體，學校為中心的理想性原住民族教育模式。 

即將於 2019(108)學年度執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中，其願景與重點

發展方向，也給了原住民民族教育在學校推展與落實的最佳契機。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的課程願景是「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落實此一願

景，並呼應 2010 年《中華民國教育白皮書》所提「尊重多元文化、發展原住民

族教育、提升新移民及其子女教育」之推動方案，在整體課程總綱與領域綱要的

60



2018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修，以及相關政策協作的配套上，除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原住民族主體性與代表

性外，更能藉此機會，擴展民族文化教育課程在正式教育體制實施的空間。更確

切的說，原住民族教育與課程教學的實施，實須應跳脫既有的課程框架，從民族

教育及民族文化核心為起點，讓原住民孩子透過課程設計與族語/雙語的學習過

程，找回對於民族的價值認同感。透過民族教育讓原住民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母體

文化內容，讓原住民族文化歸位，找回原住民的生命座標(周水珍，2007)。 

二、原住民族教育主體性重建的急迫性 

台灣原住民族，數百年來由於陸續受到強勢族群的遷徙與外來政權的統治，

對原住民傳統的社會制度、文化語言與族群認同等產生巨大的變遷，特別在學校

教育上，更是對原住民族學生的學習更加的不利。因為它充分的反映既得利益團

體的價值觀，順應宰制階層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進而來接受國家所認

定具有「合法性」知識和價值體系，作為課程內容(陳伯璋，1988)。回顧 1945 年

後的臺灣社會發展脈絡，政府雖對於原住民族社會與教育訂有相關之扶助政策，

且在不同的歷史背景脈絡下有階段性之調整與發展，但大抵還是以大中華文化為

認同目標，以漢族文化強力統整原住民文化，政府當局雖宣稱為融合或涵化，但

實際上只是一種「以同化為本質的涵化」(譚光鼎，1998)。換句話說，偏鄉的「山

地學校」或是「原住民族學校」長久以來實施的教育就是「非原住民族的教育」；

主要的教學語言「國語」或是「華語」，從來也不是原住民族各族常用的生活用

語，教育出來的原住民學生，即為不熟悉族語且對原住民(本)族文化陌生的新一

代原住民。這是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歷史的大浩劫，也是原住民族教育在台灣

步入「黃昏民族宿命」的悲哀。 

巴蘇亞‧博依哲努(2005)曾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四條有關「政府應依原

住民族文化特性與需要，設立原住民族學校，或於一般學校中開設原住民族教育

班的立法精神，確認並保障原住民族教育雙軌制實施的合法性」，提出以原住民

族為主體之「抵殖民教育論述與實踐」的教育理念，此亦勾勒出其對原住民族教

育與未來原住民族學校的「想要」藍圖，讓原住民族教育享有更高的教育自主權

與自決權。 

肆、從柯奧茲(G. S. Counts)社會重建論來看原住民族實驗教

育未來幾個路徑之探索 

筆者在參加有關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之座談會、公聽會或是說明會時，常會聽

到包括原漢與會者對原住民學生在學校學習情形的描述，如缺乏學習興趣、學習

成就低落、只喜愛運動與藝術課、回家不寫功課、家長配合度低、缺乏競爭力等，

甚至有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來描述原住民族學生學習的「本質」，來質疑原住民

族實驗教育學校的設立目的及傳統學校轉型為原住民族學校的疑慮。筆者以為此

論點實際上就是一種缺乏歷史知識與多元文化素養下《倒果為因》的說法，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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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川(2010：52)所言「將落後、懶惰、散漫、淫亂、沒有知識、沒有計畫、沒

有時間觀念等，視為原住民文化、性格的本質或特徵，乃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誤判。」 

從學習理論與差異化教學的觀點來看，造成上述這些原住民學生學習脫序或

不如預期的現象，主要還是歸咎於教育制度與課程偏誤等結構性問題。如課程設

計與教材內容全然脫離及刻板化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與文化的核心價值，加上早期

「請說國語，不說方言」荒謬的語言政策，造成原住民族長期的被汙名化、族語

的流失與文化的失傳，導致新一代的原住民不認同自己、不說族語、自信潰堤，

當然就會有不喜愛上學、學習低成就，甚至放棄學習的現象產生。 

觀照目前已開始運作的 14 所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預計未來還會有更多

的族群、學校投入運作。為讓我們「想要」的原住民族教育體系初衷透過原住民

族教育實驗學校，或是未來的原住民族學校具體實現，並跳脫短暫的實驗「需要」，

筆者嘗試以柯奧茲(G. S. Counts)「社會重建論」(SocialReconstructionis)的觀點，

就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的學校定位、教育目標、知識課程體系與教師責任等議

題加以探索與反思，以尋求可能的未來路徑。 

一、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定位」議題： 

Counts 認為「教育的目的基本上是社會性的，在沒有團體生活及社會遺產接

續成長的情況下，教育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白亦方、鍾鴻銘、歐用生譯注，

2014)。對他而言，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化過程；亦即僅重視知識傳授的學習，

重視兒童的興趣、能力與需要的教育觀實際上是過於狹隘的觀念。從教育社會學

的觀點來看，為學生建立有實用價值而持久的興趣，以及培養具社會實踐力之「公

共人」(public man)，才是學校的真正責任。 

倘若，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或是原住民族學校，其目的就是讓族語復振、

民族文化再現、教學情境與方式脈絡化，具體的做法就是要擺脫以國定課程/主

流文化課程為主要教學內涵的現有教育體制。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之相關規定，轉型以「民族語言文化傳承」為特定教育理念，是極為明確的方向。

但若在轉型或實踐的過程中，因外在環境或是內部因素的諸多考量，而失去了改

變與「想要」的初衷，成為「半幅風景」的圖畫，就會缺乏前進的力量。 

是故，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之願景定位，應有別於一般傳統原住民重點學

校推動點綴式或局部性校訂民族教育課程之課程模式，而是大幅度地「全面革新」 

、「改變課程與教學」、「鬆散結構與資源整合」，讓教學場域部落化、教學情境脈

絡化，教材內容在地化。就學生之圖像願景來說，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產出之

教育品質，除應具有國家教育課程綱要基本學力之標準外，尚應聚焦在培養學生

具有文化實用價值而持久的學習興趣，以及做為「部落人」(public tribe man)之

素養。所謂的「部落人」係指「深度關懷並體認社區部落的現在與未來，且將社

區部落的公共利益視為主要」，此亦符應泛文面族 gaya/gaga(族群內在規範)的精

神。若此定位明確，相信渠等必能擔負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傳承與部落重建的教育

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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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教育目標」議題： 

Counts 始終認為「教育及學校教師應勇於擔負社會重建、改造的使命」。依

此論點，讓我們也開始反思目前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及原住民重點學校扮演的

角色與定位問題。再者，依 Counts 的教育觀點，他認為自有教育以來，不管是

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便是以引領其新世代孰悉、傳承與發展既有文化為基礎，

並能以再建構與再脈絡化的思維角度，在真實的社會環境與部落情境中，培養昇

華本(原住民)族文化、影響主流社會觀點與改造部落的具體能力，並加以實踐為

主要目的。因此，我們可為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教育目標」下一個操作型

定義：「學校，不應只是扮演提供學生現代生活與傳承族群文化知識的教育任務，

它更應擔負所在社區部落文化重建與永續發展之使命。更重要的是，讓原住民的

孩子，清楚了解未來生存及發展之事實，能具有適應未來社會變遷發展、解決複

雜社會問題與永續族群語言文化能力之新世代原住民。」 

換句話說，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教育目標，除能讓新世代的原住民認知、

理解、內化既有的族群文化與在地知識，並予以傳承發展與改造部落的實踐力外，

更能有符應後現代社會變遷、全球化潮流、創客時代與民族自治的能力，加大競

合力，適應未來新社會。 

三、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知識體系與課程架構」議題： 

建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民族教育體系與內容，向來就是關心原住民民族教

育與文化傳承之學者專家們長期努力的重要目標，也是國際間非常重要保障原住

民族權益的最大共識。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構，應須跳脫既有的課程框架，從

民族教育為起點，讓原住民孩子透過沒有文字的族語教學與文化復振，透過學習

的過程，找回對於民族的價值認同感。 

為提升學生的社會實踐力，Counts 認為「這不代表我們應該透過教育系統來

提倡特定的改革，但是我們應該提供兒童一種未來的可能願景，並且在願景實現

的過程中，設法尋求其忠誠與熱誠。」易言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不應只是

在提供國家知識之場域，它更應扮演提供我們「想要」的原住民族知識與改造社

區部落的能量與信念。觀照原住民目前在經濟、土地、自然、社會、狩獵等層面

面臨之挑戰，「教育」應是幫助學生共同勾勒原住民社會與部落的未來願景，並

培養其實現此一願景的勇氣與責任感。 

就目前已運作實施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在各族知識體系未臻成熟以及

各有獨特與差異性，加上缺乏「統合性民族教育課綱」做為課程設計與教材編制

依據之利基環境下，各校發展的課程基模與內容架構均呈現多元面貌、各自發展

的課程模式。因各校都有不同的課程發展模式，當然在課程的實施與評鑑方面，

也就必須要有別於一般課程評鑑之思考。 

四、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教師責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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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要推動以「傳承民族文化」為核心之特定教育理念，

除了需要教師團隊多元觀點的教學專業與多元文化素養外，其人格特質與實踐委

身的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筆者認為 Counts 基於文明取向的教育觀下的理

想教師圖像，非常符合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教師特質」。 

他認為「一位教師不只是一位技師，不只是一位教學技藝的熟練實作者。他

確實應是一位技巧的完全精熟者，但是亦應知道其技藝所導向之更大目的。他應

是一位能運用其專門知識的學者；一位在社區生活中能擔負責任的公民；一位將

自身與多數人的利益與命運等同的民主主義者；一位深深關懷其國家與人民之未

來的愛國者；一位珍惜人類和平與同胞情誼之價值的人類友人；一位能感受時代

的悲劇、氛圍及光榮之希望的詩人；一位知道現實混亂及充滿挑戰之時代的境況

及問題的年輕人之睿智諮商者。」(白亦方、鍾鴻銘、歐用生譯注，2014：111-121) 

就以上 Counts 所描述之教師圖像，實踐上就是我們「想要」的原住民族實

驗教育學校的理想教師圖像。這些教師的特質，無關族群、性別、學歷與年資的

條件「需要」；「想要」的是對族群與文化的認同委身、對創新文化回應教學專業

的堅持、具社會環境與部落事務的覺察力與實踐力。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的改

革是否會帶來現行原住民族教育體制與知識課程體系的改變？「教師」扮演非常

具關鍵的角色。 

伍、結論 

「它(進步教育)構成一種太狹窄的教育意義觀，它帶來的僅是半幅風景

的圖畫。...假如一種教育運動，或是任何其他運動，欲自詡為進步的，

它必須有定向，必須保有方向。此字(進步)本身亦含著向前運動，在缺

乏明確界定的情況下，向前運動少有意義。(Counts,1932; 取自鍾鴻銘，

2012)」 

 

Counts 認為「現時情境亦充滿著希望與前景，這個時代孕育著各種可能性。」

又指出「(教育)因其居於社會秩序的策略位置，所以它(教育)理應處於此重建過

程的正中心。」(鍾鴻銘，2012：102)教育雖然是整體社會的一個環節之一，但

它卻賦予教育非常重要的角色。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知識與教育過程，是原住

民族在其歷史脈絡中的特定時期、環境與文明所發展出來的教育型態，是觸摸族

群文化靈魂(cultural soul)非常重要的意義。換言之，當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無法

透過教育加以強加、灌輸傳承而滅失時，原住民族的群體與個體將失去共有的希

望、企盼、價值與靈魂，生命也就失去意義。面對台灣現今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急

遽式微，甚至滅失之際，「學校」勢必就要擔負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傳承與部落重

建的教育與社會責任。此外，他也認為學校課程應該做為提升社會改革的主要機

制，因此學校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教導學生正義與平等的社會新視角與責任，以裝

備他們做為未來改造社會、重建社會的態度與能力(卯靜儒，2014)。 

同樣地，筆者認為「原住民族社會與部落的重建」，必須要從「原住民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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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學校的解構與重建」開始，而「原住民族教育與學校的解構與重建」則必須

從「原住民族學校的校長與教師團隊」擔負起責任開始。對筆者及所有原住民教

育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呼召 (calling) ，更是一個具回應能力的責任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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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KTAV 學習食譜提高教師專業素養 

-以新北市某偏鄉國小為例 

 

施惠珍校長  

新北市瑞平國小  

 

摘要 

本文旨在偏鄉國小運用 KTAV 學習食譜以提升教師專業素養。學校教師們先

秉持知識教育學、智慧創客教育的理念及 KTAV 教學模式進行教師專業增能，再

以學習領域或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為主軸，設計撰寫 KTAV 學習食譜並加以教學實

踐，教師們藉此引導學生創作出多元作品，並提升教師專業素養之探究。 

 

關鍵字：KTAV 學習食譜、教師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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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KTAV learning scheme to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literacy 

-Taking a Remote areas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as an example 
 

Huei-Jen Shih principal 

 

Ruiping Elementary School, New Taipei C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use the KTAV learning scheme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eachers. The school teachers first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wisdom maker education and adopt the KTAV teaching mode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hen design and use the KTAV learning scheme 

based o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By implementing the KTAV learning scheme, 

students can create diverse works and teachers can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s well. 

 

Keywords: KTAV learning scheme,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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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言 

面對 AI 人工智慧時代來臨，世界各國家及組織無不卯足勁，冀望能夠全力

提升國民素養，進而提高國家競爭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2014）界

定「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配合 108 年新課綱的實施，教育界全面展開「素養取向」的教學與

課程。「素養取向」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應關注學習與生活之

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吳清山，2017）。 

推動核心素養課程之重要關鍵之一取決於「教師」，所以教師專業發展是實

現核心素養導向教學的重要課題。倘若在教師教學之前，能先具備專業素養並能

時時精益求精，將能大大提升學生之素養，培育出能適應未來的國民。 

貳、 理論基礎 

一、 教師專業素養之內涵 

教育部 2014 年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提出三大面向九

項核心素養理念設計，「核心素養」定義為：「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

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強調學生學習不僅以學科知識及技能

為限，更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中

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2016）。吳清山（2017）認為核心素養的要素包含能

知、能行、能關心、能思。 

隨著時代變遷，素養（literacy）是個人為適應不同環境挑戰與解決問題的基

本必備能力。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al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素養十年的報告」（literacy Decade Report）

指出，素養是一切學習的基礎（UNESCO, 2008）。林新發（2018）提高教師專業

素養的實踐策略，有以下：（1）關注學生學習：關心「人」的培養，達到適性揚

才的教育目標。（2）轉化課程教學：素養著重一種共通性、跨領域之概念，應

鼓勵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強化課程教學設計和轉化能力，關注學生學習脈絡。

（3）具備關鍵能力。（4）涵養情意態度。（5）注重綜合展能。（6）強調實踐

創新：教師應掌握創新、翻轉與跨界三大概念。 

二、 知識教育學 

知識教育學（鄭崇趁，2017）認為教育的實體是「知識」，知識教育學定位

人類學習知識之後，所產生「知識(Knowledge，K）、技術（Technology，T）、能

力（Ability，A）、價值（Value，V）」四者之間的關係。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圓形外圈「知識、技術、能力、價值」四者之銜接界線隱藏著知識遞移說，

蘊含知識的「解碼、螺旋、重組、創新」的影子。因此，教師使用智慧創客教育

教學模式的「KTAV 學習食譜」，來轉動教育，幫助學校成為新五倫‧智慧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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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亦可提高教師專業素養，成就創客教師與學生。 

 

圖 1 知識教育學模式 

資料來源：鄭崇趁（2017）。知識教育學：智慧人‧做創客（頁 366）。台北市：

心理出版社。 

「新知能模組」是經由新知識的學習之後，由「真（致用知識）」、「善（經

營技術）」、「美（實踐能力）」、「慧（共好價值）」、「力（行動意願）」、「行（德行

作品）」六大元素建構而成，是謂「核心素養」。所以「素養」等同於人內在的「新

知能模組」。教師運用 KTAV 學習食譜（如表 1）進行教學，內外融合產生效果，

對於教師專業素養與學生學習素養可提高。  

表 1 智慧創客教育 KTAV 學習食譜 

 

資料來源：鄭崇趁（2017）。知識教育學：智慧人‧做創客（頁 124）。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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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出版社。 

三、 知識遞移說及知能創價說 

教育的目的在增進人的核心素養，鄭崇趁（2017）認為「知識遞移說」理論，

係指知識能遞移創新的歷程，即為教師身上及教材上的知識，能夠「遞送、遞移」

到學生身上，傳承或創新產出有價值作品，也是建構教師專業「核心素養」。其

步驟為：「知識解碼」→「知識螺旋」→「知識重組」→「知識創新」是知識的

運作(經營)技術。 

「知能創價說」包含「知識學習」、「知能融合」、「知能創價」以及「智慧創

客」四大元素，「知能創價說」，連同「知識遞移說」建構「核心素養」的理論基

礎。所謂教師們將「新知識」引導到學生身上，激勵學生「自主學習知識」，將

新習得的「知識」及「能力」用於創新：自己的生命價值、作品的價值、教學的

價值、行為表現的績效價值。 

參、 提高教師專業素養之實踐策略 

一、 學校簡介 

本文之學校位於西部濱海公路旁的偏鄉小校，校區方圓 1.5 公里內僅 2 戶住

家無任何商店，生活機能與交通相當不便，為國小 6 班共 92 位學生，學童學業

檢測成績未臻理想，另外，受到少子女化的影響，新生人數逐年下降，而青壯居

民多外移至城市謀生，故有隔代、單親或新住民子女教養諸多問題。學校亟需提

高教師專業素養與學習成效。 

二、 教師專業素養之實踐 

(一) 闡述教師專業素養與知能重組 

教師們獲悉新課綱將實施，多數教師內心惶恐於專業素養的概念、目標與內

涵模糊，更遑論設計或實施理論，學校邀請專家學者或輔導團員到校，闡述教師

專業素養之法令規定與專業指標表現，採用智慧創客理念，引導教師具備專業知

能、實踐、專業態度的向度和指標等，讓教師專業知能重組。 

(二) 建構教師專業素養新知能模組 

教師在實施理論之前，先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鄭崇趁教授的團隊蒞校指導

「智慧創客教學模式」的理論，提供教師們專業培訓、研討如何實施課程與教學、

自組專業社群、專業對話等，隨後教師著手設計 KTAV 學習食譜，輔以諮詢輔導，

釐清撰寫中的困惑，建構教師專業素養新知能模組，提高教師的專業素養。 

(三) 實踐 KTAV學習食譜與知能創價 

教師運用 KTAV 學習食譜，結合學習領域或校本課程進行教學，引導學生學

習、來厚實教師專業素養新知能模組，隨著教師 KTAV 學習食譜的實踐，學生學

習素養的奠基，探索體驗知識創新與實作作品的行為意義，由真實學習→體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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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生新學習→創價學習，進而培養孩子敏覺觀察、獨立思考、創作生新與審美。 

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教師採行 KTAV 學習食譜教學，可藉此實踐「核心素養」（內隱知識）的外顯

化，即由實踐價值行為（例如德行作品：智慧人．做創客）來提高教師專業素

養。 

2. 偏鄉學生學習藉由 KTAV 學習食譜之實作，教師著重於「學生主體」認知及情

意、態度的教學，並不侷限於單一學習領域，而是強調跨域之體驗學習，整合

孩子主動學習、敏覺觀察、獨立思考、創作生新與審美品味的能力，更是知識

展價值之彰顯與學習素養之建構。 

二、 建議 

1. 偏鄉學校欲提高教師專業素養之際，可採自主化、數位化的多元進修策略並落

實「教師是終身學習者」之觀念，教師唯有不斷地自我知識重組或創新教學法，

才能引導學生正確的學習。 

2. 偏鄉教育宜多提供學生實務、實境行動之體驗學習，從生活中建構學習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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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視野下教育政策的權力嬗變 

—從單元性到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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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對教育政策中說明權力因素內涵的探討，研究方法采文本分析 
、話語分析與內容分析，並嵌入“前大數據時代”與“大數據時代”的權力因素

進行瞭解，再運用大數據的思維形式進行反思。最終顯示在大數據的背景下，教

育政策中的權力嬗變過程，從單向性向多元性讓渡瞭解。 
 

關鍵字：教育政策；權力；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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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From unity to d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olicy power embedded in the "pre-Big Data Era" and 
"Big Data Era"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power factors highlighted in the education policy, especially in the policy, and then 
reflects on the thinking form of the "Big Data Era" and finally reveals the "Big Data 
Er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power of education policy is transferred 
from unidirectional to pluralistic. 
 
Key words: education policy; power;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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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數據被譽為“21 世紀的新石油”，被賦予解決社會難題的新使命，目前很

多國家已把其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大數據對於人類的價值，不僅在於技術層面

上的突破，還在於其對人類認識論、方法論、生存方式等的改變。21 世紀作為

資訊的世紀，教育在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塑造方面具有極其深刻的作用，故教

育亦是“資訊世紀”的題中之義。然而教育政策對於具有理論化的教育走向社會實

踐起著一定的促進性，在推進教育步入社會現實的進程中，教育政策的並非出於

“中性”的價值立場，而是內含著“好”①或者“不好”的價值評定，也存在著“責任倫

理”②的因素，由“責任”可知，“教育政策中的國家官方話語（例如核心課程，評

估系統或學校管理）則成為權力的工具和對象”③。本文主要通過對傳統教育政策

和大數據時代下的教育政策中的權力進行分析，進而歸納、概括出教育政策中內

含的權力因素，即從單一性向多元性的突變，並結合大數據的特徵對權力的突變

進行簡要的反思。 

本文研究的是慮析出傳統教育政策中的權力從單一性、單邊性，向大數據時

代下的多重性、多邊性嬗變，即對傳統教育政策的文本、話語和內容進行揭露，

深挖內含其中的權力因素的基本性質——單向性、機械性和線性，之後借助大數

據的思維方式而對傳統權力因素的特性進行批評、反思從中拓寬人們的思維外延

和對權力的稀釋，進而塑造、引導人們的民主訴求，同時凸顯政策主體在政策本

身的規劃、制定和實施中的界限和多維性。本文研究內容是通過對傳統教育政策

中的權力性質、權力分配及其實施進行簡要闡述，分析其權力的局限性和有限性，

①
王大泉,盧曉中,朱旭東,朱德全,鄔大光,劉志軍,劉善槐,範國睿.什麼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J].華東師範

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8,36(02):14. 
②
畢進傑.論教育政策制定的責任倫理[J].現代教育管理,2018(02):34. 

③
Ohn A Codd.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Documents[J].Education 

Policy,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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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把這些有限性和局限性置於大數據時代的背景下並通過大資料的思維進行拷

問、反思，即在大數據法庭面前找到自身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最終實現教育政

策中的權力的重新分配，實現大眾的民主期望，即實現政策權力的多維性、多元

性。 

二、教育政策權力的意涵 

（一）傳統教育政策中的權力性質 

權力作為一個一般性的、普遍性的概念範疇，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特殊影

響力，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預定影響的能力，或者是一個人或許

多人的行為使另一個人或其他許多人的行為發生改變的一種關係。”④權力具有公

權力與私權力之分，公權力：就是集體賦予領導主體（領導者個人或領導團體）

支配屬於集體或其他成員價值資源份額的一種資格。私權力：就是集體賦予其成

員支配屬於自身價值資源份額的一種資格。 

然而，教育政策裡也同時蘊含著權力的成分，而教育政策中的權力成分的彰

顯具體透過它自身的規劃、制定、執行、回饋以及政策自身的表達話語、內容及

文本，如：“話語是權力的體現，它涉及能說什麼，也與誰，什麼時候，在哪裡

以什麼權威說有關。話語嵌入在意義、命題和單詞的使用中。”⑤同時，政策抑或

教育政策被看作是一種官方的話語體系，“它不僅是權力的產物，同時也是權力

的象徵和社會權力結構的反映”⑥。在傳統的教育政策的規劃進程中，通常是採用

“精英的立場，而非顧忌芸芸眾生即草根立場”⑦，換句話說，就是在“集體主義”

④
林崇德,姜璐,王德勝主編;王彬分卷主編.中國成人教育百科全書·經濟·管理[M].海口:南海出版公

司.1994:452. 
⑤
S.J.Ball.What is Policy?Texts.Trajectories and Toolboxes[A].stephenJ.ball.sociology of 

education[C].Vol.IV.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Falmer.2000:1836. 
⑥
塗端午.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及其應用[J].復旦教育論壇,2009,7(05):22. 

⑦
王平.教育政策研究:從“精英立場”到“草根情結”——兼論教育政策研究的文化敏感性問題[J].清華

大學教育研究,2010,3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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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虛幻體下而演變出的“自上而下”的一種對政策，對權力的一種傳達或實行過程 

。也是說，傳統的政策抑或教育政策的規劃、制定初衷是圍繞以“集體”為原則服

從、回應大部分，而犧牲小部分為代價的過程，這與馬克思所說的“‘片面性’是

歷史發展的基本形式，歷史總是以某種‘退步’而實現自身的‘進步’”⑧具有某種“家

族相似性”。不過隨著政策的真正施行，政策會在施行的物件及過程中對受眾產

生不適應或者限制、規範，那麼此刻就是政策的權力因素的具體顯現，之後再通

過受眾的具體表現或者體驗而又自下而上的對政策抑或教育政策的具體內容及

其文本進行有針對性的修改或完善，最終在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受眾者和踐行過

程等三者的相互關聯中、相互的運動中、相互的影響中達到教育政策的發展和進

步。 

教育政策制定者、受眾者和踐行者三者間的迴圈過程，首先凸顯了教育政策

內在的權力的“自上而下”的線性的思維關係，然而隨著橫斷學科的產生，尤其是

“系統論”、“資訊理論”和“控制論”等橫斷科學的誕生促使人們的思維方式發生相

應的間斷性突變即由線性的、鏈條式的思維形態向非線性的、相關性的思維躍遷，

現當下成為“顯學”的“大資料”思維就是典型的“相關性”思維模態。其次，也彰顯

了傳統教育政策的制定、實施和回饋的“大小”、“方向”和“作用點”，進而突出了

傳統權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點’”⑨。最後，從此迴圈中能夠慮析出傳統權

力與權利的共生關聯性即我們常道的“權益”與“義務”關係性。換句話說，不存在

沒有權益的義務，也不存在沒有義務的權益，權益和義務是辯證統一的，或者正

如漆教授所說的“權力者，乃權衡、確認和保障實現權利之力也”⑩。也就是說“權

力”和“義務”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目的和手段的統一體。然而，隨著社會的

⑧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0. 

⑨
漆多俊.論權力[J].法學研究,2001(01):20. 

⑩
同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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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內含著權力的教育政策也從原初的“權利”與“義務”的平衡效應中或相互依

存中滑入“權力對權益的超越和異化”。由此而造成了傳統權力的困境。 

（二）傳統教育政策中的權力困境 

不過，通過對教育政策權力因素的具體顯現的具體分析，可以得知，傳統的

教育政策不論其制定抑或實施也罷，一般情況都是自上而下，抑或自下而上的這

麼一個線性的過程，也就是說一定的政策會導致一定的政策期待的結果，而一定

的政策結果也必須是由一定的、具體的政策所帶來的。這樣的思維形式是典型的

機械式的決定論，抑或是典型的線性思維或一般意義上的因果性。換句話說，傳

統意義上的教育政策凸顯出的權力因素總是攜帶者精英層面的願景和價值訴求，

內含著精英者們對未來的期許和對時代的認知深度，正如黑格爾所說“妄想一種

哲學可以超出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跳出羅陀斯島，是

同樣愚蠢的”11，也就是說精英們所制定的教育政策不僅內含著它們的權力要素，

也體現著政策本身制定的方法、標準和政策本身效應的局限性。歸根到底產生如

其所示的不足性是政策制定者們的思維方式的狹隘性和大眾參與政策本身制定

的政治覺悟性的缺位。然而隨著資訊技術、尤其是電腦網路的迅猛發展，即物聯

網、智慧終端機等的持續推進，進而產生了大量的、海量的資訊，從而促使我們

進入了大資料時代。大數據時代尤其是大資料思維會助推人們思維方式的突變和

躍遷。 

三、大數據的權力讓渡的發展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人們不僅面對、處理的資料量成指數級的增長，而

且人們產生的資料也是無窮大的、海量的。所謂大數據指“它資料量巨大，超過

11
孫正聿著.哲學觀研究[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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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級別，包含結構性資料、半結構性資料和非結構性資料。”12“大資料”早期時

候，其基本特徵可被歸納為“3V”，以布裡克·喬什·克拉為代表，強調大數據的資

料量的超大性（Volume）、資料類型的多樣性（Vvariety）以及資料變化的高速

性（Velocity）；隨後，隨著對大數據技術研究的深入與發展，逐漸意識到大資

料裡隱藏著巨大的價值，進而把大數據的基本特徵增加到“4V”，即在原有“3V”

的基礎上增加了“低密度的高價值（Value）”以趙剛等為代表，表徵了資料的潛

在性、價值性，甚至還有以方巍等提出的“5V”界定，即基於“4V”而提出的“高度

真實性（Veracity）”。本文對上述的大數據概念的梳理，認為大資料的基本特徵

主要表現為“4V”，即：（a）Volume（資料量巨大），從關於大資料的概念得知，

大資料的“大”就體現在存在的資料的量非常巨大，且這也是大資料的一個最基本 

、最顯著的特徵，且如此巨大的資料量導致傳統的存儲技術難以滿足，同時，資

料也能夠通過本身的“大”即“量”的積累而導致其“質”的變遷，亦即大資料參照以

前的傳統資料首先存在量的不同，同時也存在所採用的存儲技術或者存放裝置的

區別。（b）Variety（資料類型多），由於電腦技術的發展、進步，尤其是無線

互聯網和智慧技術的發展導致所收集的資料來源越來越廣泛，進而促使資料的類

別、種類更加多樣化，如日誌，圖片、音訊等結構化、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的資

料結構，使得各種複雜的資料結構至少在經典計算環境下得以實現。正因為大數

據的資料類型多，突破了傳統的關係式的資料庫而發展到如今的分散式的資料庫

類型。（c）Velocity（資料即時性強），通過物聯網和無線互聯網所收集來的資

料必須在極短的時間裡面進行處理，並傳輸給終端，速度是大數據區別傳統資料

技術的明顯的特徵之一，正如時下最流行的一句話“時間就是金錢”，它訴諸的就

12
李德偉,王海平,徐立等著.大資料改變世界[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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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數據的技術，同時，也彰顯出時代對資料的處理速度的要求。（d）Value（價

值密度低但潛在價值大），這是大數據的一個關鍵的特徵，也是人們追求大資料

技術的直接動力。由大資料的幾個特徵可以知悉，在大數據時代下的教育政策的

規劃、制定、執行也難繞“自上而下”的傳統模式，不過隨著人們思維形式的突變，

尤其是人們的“民主”意識的再次覺醒，最重要的是人們的思維形式“從一種線性

的因果性，而向非線性的、非因果性的思維形式讓渡”13即從特定的原因產生特

定的結果向一定的原因並非產生特別的結果，特定的結果也並非由特定的原因造

就的“複雜性思維”14的演變。也就是說，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它的實施更多的從

“關係”網抑或“語境”中去思索和考慮，或者是一定教育政策的制定、執行理應從

多方位的，多元的、多維的視角進行審讀和闡釋。而並非傳統上的“自上而下”

或“自下而上”的簡單的、單一的線性模式或者因果模式。 

四、教育政策權力嬗變的反思 

對傳統教育政策與大數據時代下的教育政策的規劃、制定和實施，可以知悉，

蘊含於權力的教育政策，隨著人們的思維形式的突變，隨著人們“民主”意識的覺

醒，這樣的“權力”體現在大資料的幾個主要得特徵之中。 

（一）整體性，即用整體的視角來看待政策的制定、實施等幾個分步驟，並

把它們幾個看著是不可分裂的有機整體。也就是說，教育政策的制定的進程中內

含著制定的前提條件以及制定的產物即結果，或者“制定”不僅規範、限制它往後

的步驟，同時在“制定”的內涵中已然包含著它的下一步的萌芽和結果。故此對分

步驟中的關注要從“關係”網中也就是從“關係”中進行闡釋和分析，而遠離孤立的 

13
鞠治安,潘平,周惠玲.超越經典博弈思維形式之量子博弈的思維形式[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2017,31(04):17. 
14小威廉·多爾,唐娜·杜伊特,張光陸.複雜性思維:存在於關係之中[J].全球教育展望,2011,4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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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止的視角進行解說。 

（二）動態性，即大數據中政策資料是變化、發展的而不是靜態的、一成不

變的資料。傳統的對政策資料的收集、處理、存儲和傳輸的流程都要經長時間的

靜態處理的過程，如美國早些時候的總統選舉的民意調查，先要經過電話或者問

卷式的收集資料，之後再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處理，最後得出早些時候的民意

調查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相對於此時此刻，早些時候的調查情況已經

成為歷史、過去式，而未能反映真實的民意情況。但是，隨著大資料的發展、運

用，就可以通過線上的方式，對具體的地區進行特定的民意調查，通過線上收集

的資料，經過大資料的相關技術對其進行存儲、處理和輸出而即時的顯示民意調

查情況，進而為競選進行策略的指導和選擇。隨著物聯網和無線互聯網的普及，

以及智慧設備的大量使用，收集的政策資料成指數級的增長，進而人們通過雲存

儲和雲計算等相關大資料技術的運用，收集的政策資料及其對資料的處理會在極

短的時間或者近乎即時地顯示出來，更新人們的政策資料資訊，為人們的行為選

擇，策略的制定起到一定的指導。由於大數據及其相關技術處理、存儲資料的快

捷性，加速了資料的更新速度，從而促使人們可以通過線上的方式進行即時地互

動，比如通過社交軟體發佈的日誌，心得，圖片等等，可以即時地與人們進行分

享和討論。這些通過不同管道所獲得的政策資料，經過大數據技術的處理和存儲，

並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更新，反映出了政策資料隨著時間運動、變化的動態的

演變過程，且大數據的資料的變化的過程是即時地、真實地反映此刻的資料狀態，

而非傳統資料的靜態處理的過程，反映的是過去的、已過時的新聞。 

（三）複雜性，即不僅體現了大數據系統的政策資料類型、政策資料格式的

複雜性，而且也凸顯了大數據系統的資料技術的複雜性。吳彤認為“複雜性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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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現為一種眾多因素相互作用，並交織在一起的東西和一種不可還原的特

性”15。苗東生則認為“複雜性的形成需要足夠的系統規模，規模巨大就會帶來描

述和處理的困難，小系統或大系統的方法無濟於事，以及組成成分的多樣性和差

異性造成組分間相互關係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且是複雜性的根源”16。故此，教

育政策的制定、實施也應本著複雜性的思維形式而對彰顯於其中的“權力”因素進

行一定程度的闡釋，進而會引起“權力”因素從傳統的垂直性向扁平性或從單一性

向多元性變異。 

五、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傳統教育政策與大數據時代下的教育政策中“權力”因素的分析

可知，人們的思維形式從機械性的、單一的、線性的因果鏈條向非機械性的、多

元的、非線性的、非因果性的思維方式突變，進而使彰顯於其中的“權力”亦從機

械性的、單一的、線性的因果鏈條從非機械性的、多元的、非線性的、非因果性

的權力模式讓渡。基於此思維方式的彰顯，不僅改良、完善教育政策的規劃、制

定和實施，而且亦激發人們的民主熱情對參政議政的欲望的自覺，進而改善政策

制定者的效率和服務理念。所以大數據教育政策是話語，是文本，也是論述，最

終實現如洛克所言的“有限政府”和“有限權力”。 

（二）啟示 

從以上教育政策集權到分權，一元到多元性，是隨時代的演變而不斷發展，

何況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環，自身離不開公共議題與討論，加上資訊科技與

數據研究發展，教育政策成為社會所關心的核心價值。因此，我們就合理教育政

15
吳彤.複雜性範式的興起[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1,(6):20. 

16
苗東升. 論複雜性[J]. 自然辯證法通訊,20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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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訂定與實施前後瞭解與反思，本研究啟示。 

1、 教育是項複雜的工作，含行政、教學、課程及人、事、物的管理，如何運作順暢，

必須藉助量化與科學管理，使之成為有系統，駕繁執簡的過程。 

2、 教育系統是靜態、動態、生態及心態的因素，顯然是有機的生命體，包括理論與

實際，必須善用方法論，大量數據化去思考與解決問題。 

3、 教育是整體與全人性，教育的主體是人，人是有機體，思維性。它不是部分組成，

是統整與思考範疇。所以大數據教育政策的方向必須是從全面性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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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n English Instruc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Luodong Junior High School as an Example 

 

Wen-Ying Chen & Ching-Dar Lin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of students’ escaping from classroom and a low 

willingness to learn English, the researcher has adopted collaboration.  A learning 

and teaching method as the core value of the experimen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whethe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as able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motivation.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tudy were 49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Yilan.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ed 

Hualien Education Long-term Database-Basic Competence Test of 2014 as the pretest. 

Participants’ first- and second-term exams as the posttests, and two sets of 

questionnaires, cover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qualitative reflection.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mainly through t-test and ANOV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carrying 

out collaborative-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participa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motivation both 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ich show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orked effective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subsequently submitte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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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學習在國中英語教學之應用與成效

研究-以宜蘭縣羅東國中為例 

 

陳紋瑩&林清達 

 

摘要 

有鑑於傳統教學造成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及從課室逃離的情形，因此從兩個班中選

取一個班改採學習共同體之協同學習教學法，藉由同儕間的共同合作學習來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於各單元結束後指派較有挑戰性的小組作業，以佐藤學所提

倡的伸展跳躍方式來達成協同學習的目標。研究對象為宜蘭縣一所國中的 49 位

七年級生。研究工具包含學生入學前所測驗之花蓮縣國小英語科學力測驗、104

學年第二學期第一、二次段考題目及回饋單。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二。第一、瞭

解協同學習能否有效提升國中生在英語科學習之成效。第二、瞭解協同學習能否

提升國中生在英語科學習的動機。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以一班為實驗組，採

協同學習法，一班為對照組，採一般教學法，前測為七年級生入學前所測驗之國

小英語科學力測驗成績，後測則為該國中英語科第一次與第二次段考成績。經由

t 檢定或 ANOVA 分析檢視，兩組學生在實施不同教學法後，不論在學業成就表

現、學習動機及自我效能方面均達顯著差異，顯示協同教學法能有效提升學生在

學習英文時成效、動機與自我效能。本研究最後提出對協同學習及未來研究的建

議。 

 

關鍵詞:協同學習、英語學業成就、學習動機、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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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s time changes, Taiwan’s education system also has changed from Grade 1-9 

Curriculum to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olicy releas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policy objectives are as follows:  

Raising nationals' quality, improv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romoting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realizing social justice; 

Easing pressure from seeking further education, guiding students to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ir dispositio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decreasing the educational gap.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Two research questions represent the foci of this study: 

1. I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ffective on promoting junior high students’ 

 English-learning achievement? 

2. I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ffective on promoting junior high students’ 

 English-learning motivation? 

 

Literature Review 

2.1 Learning Motivation 

 Motivation can be segmented further into two categorie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Researchers often contrasted intrinsic motivation with 

extrinsic motivation, and motivation is governed by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ies. 

(Emily, 2011). Traditionally, educators considered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be more 

desirable and to result in better learning outcomes than extrinsic motivation (Deci et 

al., 1999).  As Deci et al. (1999) observed, intrinsic motivation energizes and 

sustains activities through the spontaneous satisfactions inherent in effective 

volitional action.  Extrinsic motivation, like awards, snacks, money, gifts, the 

expectation from parents, and some substantial things, are used to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doing something and to attain the desired results.  As to intrinsic 

motivation, like praise, encouragement, interests, commitments, inner thoughts, 

self-experience, and other some insubstantial things, are used to prompt oneself to 

accomplish things.  Both motiva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reciprocally when 

teaching.  In the beginning, teachers can reinforce students’ extrinsic motivation 

accompanied by intrinsic motivation like praise, and then decrease extrinsic 

motivation step by step, and meanwhile, strength intrinsic motivation, developing 

students’ sense of honor and confidence to transfer extrinsic motivation to intrinsic 

motivation.  Thus, sustain students’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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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ization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2.2 The Basi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ory 

 Collaborative learning has been practiced and studied since early 1900s.  The 

principles ar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John Dewey (2009), Lev Vygotsky (1980), and 

Benjamin Bloom (1956).  Their collective work focusing on how students learn has 

led educators to develop more student-focus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at put 

students to be the center of instruction.  Vygotsky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learning is 

a social act and must not be done in isolation.  This principle is the foundation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 research of Vygotsky (1980) and Bruner (1985) indicated tha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was one of the necessities for learning.  Slavin’s research 

(1989) also noted that when working in a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 students and 

teachers learned more and engaged more and felt like they got more out of their 

classes.  Totten, Sills, Digby, and Russ (1991) found that those who were engaged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understood content at deeper levels and had higher rates of 

achievement and retention than learners who worked alone.  They suggested tha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giv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internalize their learn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3.1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7th graders in Luodong Junior High 

School, located in the downtown of Yilan County and there were approximate 55 

classes in this school.  There were 28 students who would accept traditional lecture 

instruction, while the others with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ere 21, 49 participants in 

total.   

 

3.2 Method 

 A pretest-posttest comparison group quasi-experimental non-equivalent design 

was employed.  The sample comprised two different classes, one was assign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 was assign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exposed to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struction, 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lecture-delivering instruction.  Both groups had 

the same learning materials, schedule, tests, and English teacher; the only different 

was the instruction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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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reatment 

 Vocabulary-teaching fo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cluded student-centered, high 

achievers read for low achievers, and have more time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reading.  

Vocabulary-teaching for traditional learning included teacher-centered and teachers 

taught for students.  However, grammar-teaching fo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group 

included teacher-centered and teachers illustrated sentence patterns for students. 

  

3.4 Instruments 

1. English-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2. Hualien Education Long-term Database-Basic Competence Test of 2014 

3. Qualitative Questionnaire 

 

3.5 Design of the Treatment 

The procedure of the experiment had three parts: 

1. Preparation Period 

2. Experimental Period 

3. Data Analysis Period 

 

3.6 Data Analysi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software package SPSS 20.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struction, pretest-posttest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t-tests and ANOVA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The effect size was an objective and standardized measure of the 

magnitude of observed effect.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adopted Cohen’s criteria 

to interpret the effect sizes.  According to Cohen (1988), the values of effect 

size, .059>η2>.01, .138>η2>.095, η2>.138 were indicative of a small, a medium, and 

a large effect respectively.  

Results 

 This chapter reveals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learning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instruction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lecture-delivering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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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articipant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able 4.1 The Summary of the Participants’ Background 

Dimension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Gender 

Boy 14 50% Boy 10 48% 

Girl 14 50% Girl 11 52% 

Total 28 Total 21 

Birth Order 

First 13 46% First 9 43% 

Second 10 36% Second 7 33% 

Third 4 14% Third 5 24% 

Fourth 1 4% Fourth 0 0% 

Living with 

Parents 15 53% Parents 17 80% 

Father 5 18% Father 1 5% 

Mother 3 11% Mother 2 10% 

Grandparents 5 18% Grandparents 1 5% 

Going to  

Cram 

School 

Yes 

No 

20 

8 

71% 

29% 

Yes 

No 

15 

6 

71% 

29%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Father Mother  Father Mother 

Junior 2 3 Junior 1 1 

Senior 7 6 Senior 6 8 

Bachelor 15 15 Bachelor 11 10 

Master 4 4 Master 3 2 

Parents’ Job 

 Father Mother Father Mother 

Professional 12 10 7 6 

Semiprofessional 8 5 6 5 

Employees 5 7 5 6 

Mechanic 2 5 2 3 

Temporary Worker 1 1 1 1 

  

4.2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After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results between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al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ther words, all variables which might influence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were 

excluded. 

 

4.3 The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Pretests 

4.3.1 Learning Achievement Pretest Result 

 Although the SD in control group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experiment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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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value was no difference (p>.05), which meant before carrying out collaborative 

teaching,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sidering in their 

English-learning achievement.  

Table 4.12 The Recapitulation of Learning Achievement’s Pretest 

 Group N M SD SEM t 
Sig 

(2-tailed) 

Achievement Control group 28 71.64 17.529 3.313 

-.054 .958 

Experimental group 21 71.90 16.474 3.595 

 

4.3.2 Learning Motivation Pretest Result 

  As Table 4.13 showed, the p-value was .072 (p>.05).  Apparently, the p-value 

exceeded .05, which indicated that before implement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two groups.  The result revealed the motivation 

in both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omogeneous. 

Table 4.13 The Recapitula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s Pretest 

 Group N M SD SEM t 
Sig 

(2-tailed) 

Motivation Control group 28 62.54 20.051 3.789 

-1.851 .072 

Experimental group 21 70.14 7.282 1.589 

  

4.4 The Pretest-posttest Results 

4.4.1 Learning Achievement Result 

 The statistics of p-value in the two exams were display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5), which revealed after carrying ou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was certainly able to be promoted. 

Table 4.15 The Recapitulation of Learning Achievement’s Pretest-posttest Result 

 Group N M SD SEM t 
Sig 

(2-tailed) 

Achievement 1 

(first mid-term) 

Control group 28 74.500 15.027 2.839 

-2.635* .011 Experimental 

group 
21 85.200 12.655 2.761 

Achievement 2 Control group 28 72.214 19.370 3.660 -2.23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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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mid-term) Experimental 

group 
21 82.852 11.630 2.537 

 Note. *p < .05 

4.4.2 Learning Motivation Result 

 As Table 4.16 shows, the p-value was .000 (p<.05), which indicated that after 

implement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the result of the participants’ 

learning motivation was certainly able to be promoted.  Namely, with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struction, students c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ir motivation in their 

learning. 

Table 4.16 The Recapitula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s Pretest-posttest Result 

 Group N M SD SEM t 
Sig 

(2-tailed) 

Motivation 
Control group 28 71.14 15.386 2.908 

-3.837*** .000 
Experimental group 21 85.00 9.813 2.141 

Note. ***p < .001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5.1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tudents who receiv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pparently made progress towards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motivation.  After 

implementing the 12-week experiment, through both of the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nd 

qualitative survey, the results of carrying ou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ere considered 

helpful to increase the two dimensions because all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1. Students who accepted collaborative-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 

2. Students who accepted collaborative-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5.2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can be 

proposed.  First, enlarge the sample size.  Restricted by the number of 

lecture-giving classes, add more participants as possible to make the research able to 

be used more extensively.  Secon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order.  Becaus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s a team work, discussion is required.  Teachers need to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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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the classroom, making sure students are discussing tasks related to the course 

instead of chatting.  Third, if possible, implemen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8
th

 and 9
th

 graders for they know more than the 7
th

 ones.  Teachers 

can design more challengeable tasks for them.  In this way, there might be some 

unexpec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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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少子女化趨勢下之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現況為何，及分析不

同背景變項下之教育人員，針對因應少子女化衝擊之學校經營策略知覺的差異情

形。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以開放式問卷調查方式進行探討，研究樣本乃以

慈濟教育體系之教育人員（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教師未兼行政）為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少子女化趨勢下之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研究調查問卷」，

針對慈濟教育志業四所學校教育人員發放了265份問卷，回收208份，有效問卷為

205份，將搜集之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分析慈濟學校的經營策略現況；以獨立樣本t
檢定了解不同性別之教育人員在學校經營策略知覺的差異情形；並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育人員對學校經營策略知覺的差異情形是否有所

差異，若其結果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薛費多重比較法」（Schffés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以考驗各組之間的差異情形。本研究獲致研究結果如下： 

一、 慈濟學校教育人員認為學校經營策略運作情況良好。 
二、 慈濟學校在不同「性別」、「服務年資」、「職務」、「行政職級」教育人

員對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未有顯著差異。 
三、 慈濟學校在不同「服務學校」、「學歷」、「服務單位」、「教師職級」教

育人員對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少子化、慈濟學校、學校經營、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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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u Chi Schoolsin Facing Dec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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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ing Chen& Ching Dar-Lin 
Senior Secretary, Tzu-Chi University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zu-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ed to explore how Tzu Chi schools came up with their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responding to the low birth rate in Taiwan, and analyze how differently 
the Tzu Chi schools’ teachers and staffs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comprehend their 
schools’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is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with closed-ended 
questions and supplemented with open-ended questions. It targeted teachers and staffs 
working for Tzu Chi schools, including staffs, full-time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ve 
duties, andfull-time teachers without any administrative duties. This study 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entitled “What do you comprehend of your school’s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responding to the low birth rate in Taiwan?” and asked 265 people to 
respond. A total of 208 responses came back. Based on the 205 valid ones to perform 
analysis.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employed to summarize all Tzu Chi schools’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was utilized for understanding how 
surveyees of different genders comprehend their schools’ management strategies. 
Moreover, for variances other than gender,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explore 
how surveyees with different variances comprehend their schools’ management 
strategies. If thestatistical result was significant, the Schffés method was then used to 
test variations among the different groups. This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Tzu Chi schools’ teachers and staffs view Tzu Chi schools as implementing their 

school management strategies well.  
2.Tzu Chi schools’ teachers and staffs of different genders, years of service, duties, or 

administrative ranks,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mprehending their 
schools’ management strategies. 

3.Tzu Chi schools’ teachers and staffs with differences in the schools they 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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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degrees they obtained, departments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or their 
academic/teacher ranks, d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mprehending their 
schools’ manag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Low birth rate, Tzu Chi Schools, School management, Uniqueness of 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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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近二十年來，臺灣人口結構產生很大的變化，人口出生數下滑的問題非常嚴

重，人口少化不但會影響政治、社會、經濟，同時也是國安問題，因此內政部著

手推出鼓勵婚育措施，而衛生福利部也著手成立相關機構以為因應，顯見人口問

題之嚴重性（蔡銘津，2012）。 

雖然低出生率是許多先進國家的普遍現象，但從內政部的國際指標中看出，2014

年臺灣的總生育率為1.17，遠比歐美先進國家低，也比少子女化問題同樣嚴重的

南韓日本還低，居於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來，我國少子女化的問

題相較全球性現象，更顯明顯，此結果，勢必會連帶影響國家各層面的結構與衍

生出相關問題（紀金山，2012）。 

出生人口數減少，對教育的影響最為直接，教育的主體是「人」，而國家社

會的發展與「人」和「教育」都有密切相關（薛承泰，2005），出生人口的減少，

人口成長面臨負成長，最終將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國家之進步，而少子女將

衝擊到各級學校教育，依據國家發展委員人口推估數據看來，人口數的持續減少，

對各級學校的發展產生莫大的衝擊，教育品質也受到影響，是值得政府重視的問

題。 

以學校而言，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沒有學生就沒有學校的存在，因此，學生

的人數也會影響著學校的經營與發展。台灣各級學校面對出生率的急速下降，招

收學生的減少，影響學校往後的經營，其影響包含班級數減少、教師超額及併校

裁校的危機等（林志成、童鳳嬌，2006；林昀臻，2013）；為因應少子女化所帶

來的困境，學校為了能在競爭的環境裡，以求永續發展，不得不重新思考學校經

營的面向與定位，希望可以在競爭激烈的招生環境中尋得學生來源以求學校的發

展與經營（林昀臻，2013）。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7）資料顯示，臺灣地區的國民小學學生人數從1996

年的1,934,756人，逐年減少至2016年的1,173,882人，國民中學學生人數從1996年

的1,120,716人，減少至2016年的687,204人，高級中學人數從1996年的788,219人，

減至2016年的776,112人，單就國小而言，這二十年來，學童人口數就減少了760,874

人，減少幅度達近40%，此現象在世界各國實不多見，其結果也將直接影響著學

校班級數縮減，而班級數的減少則影響著教師的超額、減班、併校或廢校的命運

（蔡銘津，2012）。 

近年來，為因應少子女化所導致的學校經營之困境，教育部訂有「教育部輔

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大專校院合併處理原則」等相關法規，

著手辦理公立大專校院的整併與私立大專校院的停辦，目前計有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與國立嘉義師範學院整併為國立嘉義大學、國立東華大學與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整併為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與臺中護理專科學校整併為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整併為臺北市立大學、國立屏東

商業技術學院與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整併為國立屏東大學、康寧大學與康寧醫護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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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專科學校整併為康寧大學，以及2016年的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整併為國立清華大學。另也有高鳳數位內容學院與永達技術學院因為招生人數不

足、學校經營困難，而面臨學校退場的命運，2017年臺灣觀光學院因為招生人數

不足導致2018年部份學系停止招生。以2017年大學考試分發結果為例，全臺灣各

校共有261個系組未足額錄取，其中有七所學校缺額率超過五成，創下歷年新高

紀錄，也顯見少子女化的問題已是各校要面對的嚴峻挑戰（中央社，2017）。 

慈濟教育體系各級學校面對少子女化之衝擊，無不積極尋求其可能的永續發

展之道，但如何提出有效的招生策略以維學校的永續生存？又在資源越來越有限

的情況下，學校如何有效的經營管理？學校如何創造自己的特色以吸引學生前來

就讀？這些議題在在都是慈濟教育體系各級學校重視及探討的議題。 

近年來，因為少子女化的影響，慈濟各級學校的招生已顯現略受影響，同時

因為慈濟各級學校屬於私立學校，又位處臺灣東陲，在這招生競爭的時代裏，形

成學校招生不利因素之一，面對少子女化之困境，學校思變求變尋求生存之道，

如何有效的經營管理及提升教職員生的行政績效？如何創新教學吸引學生學習？

如何提供友善環境讓學生學習？如何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如何整合校內外資

源？如何定位學校，做好學校行銷？如何吸引優質的教學與行政團隊？又如何開

創學校共同願景？這都是全校教職員工生應共同面對的課題，在在都是深值得探

討的議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了解慈濟學校因應少子女化趨勢，各級學校經營現況。 

二、比慈濟學校因應少子女化趨勢，各級學校經營策略知覺情形。 

三、了解慈濟學校因應少子女化趨勢，學校經營特色。 

貳、 文獻探討 

「少子女化」係指平均每名婦女生育率低於二人，形成總生育率越來越低，

生育孩子越來越少的一種現象（吳清山、林天祐，2005a；林昀臻，2013），而影

響生育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則是現代婦女的生育意願。臺灣近年來生育率屢屢達到

低點，特別是 2010 年總生育率為 0.9 人，低於先進的歐美國家，也遠遠還低於實

行一胎化政策的中國大陸 1.5 人（內政部，2017），由此可以看出目前臺灣少子女

化的問題嚴重情形。 

臺灣隨著經濟起飛，帶動著整體經濟環境及社會型態的改變，也間接影響對

子女的教育期待，加上教育體制的改變，讓父母有著對子女多才多藝的栽培，另

一方面「不要讓小孩輸在起跑點」的成績取向社會壓力下，補教及各式才藝班盛

行，教育成本相對的較以往增加許多，家庭成本的提高，相對影響著生育子女的

意願。 

早年農業時代，由於經濟環境不好，家庭子女人數多，無法負擔所有小孩的

教育經費，大部份的家庭多以重點栽培男孩子接受教育為優先，因此女生的教育

水準普遍不高，隨著社會的變遷，義務教育的年限不斷提高，加上家庭生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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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減少，女性的教育程度逐年攀升，女性教育水準提升的結果，絕大多數會

選擇職場工作成為職業婦女，加上近年來女性意識的抬頭，女性職場表現成就不

錯，因此經濟自主性提高，不一定會固守傳統家庭模式，形成晚婚或不婚的傾向，

使得生育年齡越來越晚，生育率相對降低，及隨著社會變遷轉型、教育水準提高、

教育觀念改變等因素影響，在工作繁重、長輩不一定協助家庭照護的情況下，許

多年輕的夫妻會選擇自己開心的生活，而不要終生為兒女奔波辛勞，加上弑親社

會事件頻傳，許多年輕夫妻會思考生養子女的必要性，進而產生少子女化之現象

（王婷榆，2014；林昀臻，2013；張憲庭，2005；莫藜藜、賴佩玲，2004）。 

國家構成的基要要素為人民、領土、政府、主權，而人民更是其中的基本要

素，人口數量、素質與結構，都會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發展。人口結構的老化，將

會使國家的勞動力高齡化，影響國家經濟的成長，國家的財政收入也會呈現萎縮，

家庭結構的改變也會影響家庭照護問題，而少子女化之現象更是會衝擊著教育體

系（內政部戶政司，2013；王婷榆，2014）。 

教育的主要對象是學生，面對少子女化的情況，教育機構不斷受到衝擊，學

生數、班級數大幅減少、「超額教師」的情況，其結果，勢必影響到學校經營。

國家教育經費大幅縮減，學生數減少經費不足，形成學校經營之困境，另一方面，

隨著教育政策的改變，學生的教育選擇受到家長的重視，中小學已不再倚賴學區

的保障，而高等教育也必須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學校無

法固守其原來的經營模式，須審慎擬定學校的經營策略以做為因應（張明輝，

2009）。 

如何培育學校的教育品質，如何培育具競爭力的優秀人才，如何形塑學校的

特色，都是現今學校經營的重要議題，基於上述，參考學校經營策略相關研究後

及對應慈濟學校其教育願景與發展目標，研究者擬從資源應用、校園營造、創新

管理、推廣行銷及人文教育等五大層面來探究學校的經營策略。 

「資源應用」是學校經營的一項重要策略，引進多元的教育資源及統整學校

內外部的人力與物力，提供學校充份運用，是學校經營者應該積極學習的面向（鄭

崇趁，2009；2012）。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適合學生活動的場域，形塑良

好的學習氛圍，培養學生全人發展，「校園營造」亦是學校經營的重要策略。因

應知識經濟的快速變化，學校內外部環境變化甚多，不能持續以以往過去的運作

模式，而要加以調整革新，須「創新管理」才能面對困境生存發展（范熾文，2008）。

而將學校的辦學績效與特色傳達予外界，可以提升學校的形象獲得認同與支持，

透過「推廣行銷」之進行，能有效的提升學校整體之形象以達學校永續經營之效

（何宣甫，2010；秦夢群，2013）。而學校教育之目的，不僅只有傳授知識，更

重要的是引導學生了解生命的價值，培養自我健全人格，建立人際關係，及關懷

社會，學校對「人文教育」的重視與推動，亦是學校經營的重要特色（王佩茹，

2015）。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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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少子女化趨勢下慈濟學校教育人員及學生對學校經營策略

之看法，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開放式問卷調查為輔。根據文件分析的結果

與發現，建構問卷的內容指標，編成「少子女化趨勢下之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研究

調查問卷」，作為蒐集實證性資料的工具。 

一、研究設計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主要包含整理相關理論、實徵研究、與檢核有關的文獻。本研究所

蒐集的文獻資料包括少子女化對教育體系之衝擊與因應、台灣教育之發展、學校

經營策略等相關之論文、書籍、報告、期刊資訊等；進而將匯集而來的資料做初

步的歸納整理，以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發展問卷題目與調查結果解釋之依據。

最後再將初步形成的研究問題仔細思考其價值性與可行性，並選擇合適的研究對

象與工具，再考量資料取得方便性以及可能面對的問題，讓研究問題更加明確。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針對少子女化趨勢下慈濟學校之經營策略之相關層面來進行題目設

計，並以自編之「少子女化趨勢下之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研究調查問卷」為工具，

針對慈濟學校（包含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南市

私立慈濟高級中學）的教育人員（包含行政人員、教師）為對象進行調查研究，

緊接著研究者再針對有效問卷歸納提出結論與具體建議，以了解慈濟學校在少子

女化趨勢下經營策略實施現況及其相關情形。問卷內容包括填答者的基本資料及

行政經營策略兩大部分；其中學校經營策略有：資源應用、校園營造、創新管理、

推廣行銷與人文教育等五個層面。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為主，並輔以開放式問題，以彌補量化之不足，透

過開放式問卷可以讓受試者自由發揮想法及意見。本研究由研究者編製開放式問

卷針對慈濟學校教育人員進行調查，以探討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在面對少子女化

衝擊下的經營策略之深入瞭解。研究者依據少子女化的趨勢、學校特色及競爭優

勢等面向擬定五個問題進行探究，期待廣泛收集慈濟學校教育人員的意見想法提

供學校經營策略之參考。 

二、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分析 

(一)專家內容效度 

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經指導教授推薦六位專家學者針對「少子女化趨勢下

慈濟學校經營策略」問卷的內容、架構、以及題目之適合度進行評析，並針對問

卷題目之用語、語意表述意涵清晰度、語意流暢性提供寶貴的意見與建議作為修

正問卷內容之參考，避免有不合適之題目或語意相近之重複題目產生，彙專家建

議形成專家效度，依專家所提供之意見，經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再進行修訂，成

為本研究之預試問卷。 

(二)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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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預試問卷經由「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後，再利用「信度分析」求

取求取 Cronbach’s α 值來檢視量表的可靠程度。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

考驗內部一致性，作為測驗的信度指標，而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研究調查問卷（教

育人員）中，各層面及總量表之信度皆在.85 以上，總量表信度更高達.960，表示

問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研究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慈濟學校教育人員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包含性別、最高學歷、服

務學校、服務總年資、學院單位別、擔任職務、行政職級、教師職級；學校經營

策略為依變項，包含資源應用、校園營造、創新管理、推廣行銷、人文教育等五

個層面，以探討不同背景因素是否導致教育人員對學校經營策略的知覺是否有所

差異。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6 學年度慈濟學校的教育人員（包含行政人員、教師）為問卷

調整的研究對象，根據慈濟各級學校人事室（2017 年）統計，全體教育人員共

計 1073 人，採分層抽樣 265 位教育人員填答問卷，實際回收 208 份，總計有效

問卷 205 份，佔總樣本數的 77.36%。 

（三）資料處理   

 根據受試者填答的結果，以描述性統計分析慈濟學校的經營策略現況；以

獨立樣本 t 檢定了解不同性別之教育人員在學校經營策略知覺的差異情形；並以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育人員對學校經營策略知覺的差異情

形是否有所差異，若其結果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薛費多重比較法」（Schffés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以考驗各組之間的差異情形。同時，將開放性問題填答

情形進行整理分析，進一步整合歸納報告。 

肆、 研究結論 

一、 本研究根據量化分析結果，可以獲得下述的結論 

（一）依據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慈濟學校教育人員對學校經營策略之實施現況有

良好知覺。在學校經營策略上以「人文教育」獲得肯定最高，再來是「資源應用」、

「推廣行銷」、「校園營造」及「創新管理」等層面，整體而言，慈濟學校教育人

員對學校經營策略實施情況表示肯定。 

（二）少子女化趨勢下慈濟學校教育人員對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在不同性別、

服務年資、職務、行政職級等方面，均未達顯著差異 

1.不同性別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未達顯著差異，顯示男、女性

別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的想法接近。 

2.不同服務年資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未達顯著差異，顯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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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年資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的看法相近。 

3.不同職務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未達顯著差異，包含教師兼行

政、教師未兼行政及行政人員等不同職務之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 

，在整體層面方面及不同經營層面分析看起來，也皆未達顯著性，顯示不同職務

之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的想法接近。 

4.不同行政職級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知覺未達顯著差異，包含一級主

管、組長、組員、約聘人員及其它等不同行政職級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

略之知覺，在整體層面及不同經營層面，皆未達顯著性，顯見不同行政職級之教

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的知覺沒有顯著差異情形。 

（三）少子女化趨勢下慈濟學校教育人員對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在不同服務學

校、學歷、服務單位、教師職級等方面，達顯著差異 

1.不同服務學校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達顯著差異，在學校經營

整體層面來看，慈濟大學高於台南慈中；慈濟科技大學也高於台南慈中。而從不

同經營層面來看，在「資源應用」方面，慈濟科技大學之教育人員高於台南慈中；

在「校園營造」方面，慈濟大學與慈濟大學都高於台南慈中；在「創新管理」方

面，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慈大附中都高於台南慈中；在「推廣行銷」方面，

慈濟科技大學高於慈濟大學及台南慈中，慈大附中也高於台南慈中；在「人文教

育」方面則未達顯著性。 

2.不同學歷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達顯著差異，在學校經營整體

層面來看，博士學歷高於專科學歷。而從不同經營層面來看，「資源應用」、「校

園營造」、「推廣行銷」、「人文教育」等層面未達顯著差異，但在「創新管理」方

面，博士學歷高於專科、大學及碩士等學歷。 

3.不同服務單位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在「創新管理」層面達顯

著差異，教育傳播學院高於中學部及小學部。 

4.不同教師職級的教育人員對慈濟學校經營策略之知覺達顯著差異，四所學校包

含中小學教師、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等不同教師職級對慈濟學校經營

策略之知覺達顯著差異，在學校經營整體層面看來，副教授高於中小學教師，而

從不同經營層面來看，「推廣行銷」及「人文教育」等層面未達顯著差異，但在

「資源應用」及「校園營造」等層面，副教授皆高於中小學教師，另外在「創新

管理」層面，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皆高於中小學師。 

二、教育人員在開放性問題中提出多項對慈濟學校經營之建議，綜合

彙整如下： 

（一）學校應與慈濟人文結合，強化師生人文教育素養，突顯學校特色。 

（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重視學生專業訓練，讓學校教學與學生就業充份連結。 

（三）因應少子女化之趨勢，學校宜小班教學，降低班級學生人數，精緻化授課，

差異性教學，以提升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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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及科技大學宜重整現有系所，依學校發展方向設立相關系所及學程，

培養慈濟志業體所需之專業人才。 

（五）善用慈濟志業體所提供之資源，強化教師、研究、服務等工作。 

（六）透過慈濟海外志業，強化國際交流，增進師生國際視野，並加強招收外國

學生。 

（七）加強推廣行銷，利用各種管道加強學校宣傳。 

（八）簡化與優化行政流程，健全行政制度，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以提高教職

員生之向心力。 

（九）強化教師教學方法、技巧與知能，設計豐富及多元的課程學習內容。 

（十）加強在地合作，慈濟志業連結，與產業產學合作，與他校策略聯盟，進而

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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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合作行為之研究 
-以桃園某幼兒園大班班級為例 

王秀靜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在幼兒園的教室裡，常常看到有些小朋友個性比較膽怯，總是做甚麼事，都

說不敢或躲在角落邊等別人注意他，非常需要老師的引導才肯慢慢進入狀況，也

有些孩子上課總是沉默不語，不跟他人互動，凡事只坐在位子上，或有些孩子會

表現出不合群，常與人吵架，偶爾吵完架後，自己孤單的躲在牆角哭泣及生氣，

完全不與其他幼兒互動。現今社會孩子生得少，獨生子女也越來越多，社會互動

能力也越來越弱，在家父母寵、祖父母更加寶貝。孩子在家裡雖活潑聰明，但是

私下卻搗蛋、自我意識強的小霸王，進入幼兒園與其他小朋友遊戲時，常傳來吵

架、跟老師告狀的狀況，面對這些不知道如何開口與別人合作的孩子，進而引發

研究者的研究動機。 
寶貝在幼兒園，孩子們想與別人互動，但卻不知道如何開口和朋友一起玩，

這種狀況在教室裡是常發生的，因此本研究想了解孩子們在教室裡是如何與人相

處，並要學習如何一起與人分享與合作，孩子們的心靈教育是需要被啟發及教育

的。在此幼兒階段如何學會與他人一起合作互助，會進而影響孩子們未來的社會

能力及人際關係。 
 
關鍵詞：心靈教學、幼兒、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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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operative behavior 
among young children 

-  in  the  senior  c lass  of  k indergar ten 

A b s t r ac t  
In the kindergarten classroom, saw frequently some child individuality quite is 

timid, what matter always makes, all said does not dare or hides and so on others pays 
attention to him nearby the quoin, needs teacher's guidance only then to be willing 
extremely to enter the condition slowly, also some children attend class are always 
silent, with other people interaction, everything only does not sit on the seat, or some 
children can display do not get on well with others, Chang Yuren quarrels, after 
occasionally quarrels, own lonely hiding in the corner of a wall sob and the vitality, 
does not interact completely with other babies. Nowadays the social children live little, 
the only child more and more are also many, social interaction ability more and more 
is also weak, favors, the paternal grandparents treasure in the home parents. Although 
child at home lively intelligent, but actually makes trouble in private, the 
self-awareness strong spoiled child, when enters the kindergarten with other child 
game, often transmits quarrels, the condition which complains with teacher, facing 
these did not know how opens the mouth with others cooperation child, then initiates 
researcher's research motive. 

The treasure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children wants with others interaction, but 
did not know actually how opens the mouth with the friend to play together, this kind 
of condition is often occurs in the classroom,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ants to 
understand how the children are together in the classroom with the human, and how 
has to study and the human share and the cooperation, the child mind education is 
together needs to inspire and the education. Learns how in this baby stage with other 
people to cooperate together the cooperation, will meet then affects the child future 
the social ability an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Keywords: Mind teaching, baby, manner and behavior 

  

111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 

心靈教育是啟迪人類心靈的工具，透過感性的言語來澄清價值及信念。近年

來情意教育也逐漸受到重視，希望我們的孩子不僅只是知識的增長，更重要的是

情意的表達。周天賜（1988）強調提倡心靈教育、情意教育並不是在反知識，也

不是在減低學生的智能發展，而是在確認教育的終結目標，發展每一位學生最大

的潛能，使其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一份子。 
林真美表示孩子是繪本的主人，繪本是老師與小孩間的互動媒介，而老師則

是將繪本的內容講述給孩子聽，使孩子可以感受到繪本生命的「傳遞者」。這樣

的傳遞角色，在三邊關係中，可謂舉足輕重。然而，透過圖文並茂的繪本，讓孩

子有興趣可以開口說合作性語言的能力。所以本研究者想利用繪本做心靈教學，

提高幼兒開口說合作性語言的頻率之研究。藉由繪本來心靈教學-合作性語言，

能讓孩子願意開口與他人合作完成某些事情，從繪本中讓孩子獲得合作互助的重

要性。 
對於幼稚園大班的的學童，研究者常常藉著師生共同欣賞繪本，討論故事內

容，因而拉進師生間的關係，也消除學童進入國小新環境的恐懼。學童喜愛繪本，

因此，引起研究者試圖以繪本作為銜接閱讀與寫作素材的動機。繪本可以豐富孩

子的想像力。 
透過繪本的教學，讓孩子願意開口與他人做合作性的學習，因此，研究者試

圖藉由繪本豐富的圖畫及文字，透過有效的閱讀指導、賞析、討論、延伸到語文

學習、擴充寫作教學，以培養學童濃厚的閱讀興趣，提升學童寫作能力及口語表

達能力，進而可以開口與別人共同完成。 
國內學者杜淑貞曾指出：凡是任何一種能力的獲得，皆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

習和培養，而兒童期天賦的「可塑性」，又是最適宜學習的寶貴階段和時機，千

萬不可錯過了。 
心靈教育是情意教育更深層的部份，羅素亦（1998）指出「情意教育是學習

過程中的一部份，潛在課程尤其具有情意的意涵，學習不可能是情意中立的。」

因此我們必須將心靈教育融入各方面的學習，重視幼兒均衡的發展。 
本研究旨心靈教育是長期的教育、生活的教育，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心

靈陶養。而任何的學習都必須從小扎根，即使只是一個觀念，也能根深蒂固的影

響我們的幼兒。我們寄望能將心靈教育落實到幼稚園的教學中。有鑑於此，幼兒

在團體生活中如何開口與人一起合作互動並且與他人團結合作的心態，是一個非

常需要被啟發及開導的。  
合作是幼兒未來發展、適應社會、立足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格特質之一。

因此，從小培養幼兒的合作意識和合作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在品格合作活動

中幫助幼兒建立與人合作的意識，為幼兒創設寬鬆、自由、平等、愉快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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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和諧的氣氛，採取多種形式、途徑，抓住時機，培養孩子分工、容納、商量

等合作行為，讓幼兒體會到合作活動帶來的積極地有感體驗。 

二、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研究動機，基於上述班級的現況，本次行動研究實施品格繪本的創

意教學活動於班級中，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 對心靈教學活動時之後，對能開口說出合作性語言的頻率是否提高，並

是否願意嘗試簡單的合作活動。 

（二） 幼兒園能否運用繪本教學策略來提升幼兒增加說出合作性語言，透過活

動，讓幼兒藉由繪本的教學策略，能讓寶貝們在實際活動學習合作進而理解

團結力量大，以增加幼兒說出合作性語言的頻率，並能了解合作的方式。 

（三） 如何設計創意的繪本教學策略活動來增加幼兒說出合作性語言的頻率，

增進研究者本身對於運用繪本的合作性語言的教學活動的設計能力。 

三、名詞釋義 

（一） 心靈教學 

本研究的心靈教學是以培養孩子純淨寬廣的幸福心靈為目標，來統攝一般性

的認知、技能學習，具體來說是希望孩子能歡喜接納自己，實在的與世界建立聯

結。（引自簡美宜，2003。正大幼稚園園訊）本研究之心靈教學其理論源於情意

教學，其教學理念重視幼兒合作態度及學習的選擇、與他人合作分享價值的澄清

與行為的實踐。以接近幼兒的生活經驗為教學原則，並運用楷模學習、故事繪本、

角色扮演、體驗學習、合作學習、幼兒心靈畫冊等策略進行教學。 

（二） 幼兒 

本研究中的幼兒是指研究者所管理的班級，幼兒園大班的幼兒。 

（三） 態度與行為 

態度是指幼兒對自我、他人的看法；行為是指教室行為（黃月霞，1989）。

在本研究中所要探究的為如何開口說「合作」主題的態度與行為。「合作」指幼

兒能在寬鬆、自由、平等、愉快的環境下，營造環境的氣氛，採許多種形式、途

徑，抓住時機和他人分工、容納、商量及合作行為，學習樂於與朋友一起分工合

作，達到願意開口與他人做朋友、做事、分享及主動關心幫助同學朋友。 

貳 、 文 獻 探 討  
心靈教育即是更廣義更深層的情意教育，更涵蓋了高尚情操及健全品格培養

的精神層面或性靈層面的教育（曾春燕，1996）。謝水南（1995）指出心靈的教

育是引導學生敏銳的感受、深刻的領悟、適切的表達情感，還要教導學習控制情

緒。心靈教育是以陶養學生性格及提升心靈層次為依歸，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能

夠在人格和心靈上有健全的發展。心靈教育的精神，重視的是自我的省察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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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省。心靈教育的精神是希望幼兒秉持著一顆真誠的心，學習感受開口與他人

合作的話術，對待其他小朋友更能以合作圓融、互相、幫助的本質去體會與領悟

團體生活，以豐富幼兒的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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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研 究 方 法與 設 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繪本做心靈教學在幼稚園的實施狀況，所要探究為幼兒

開口說合作性語言的頻率是否有增加，採觀察幼兒的方法。就研究方法而言，本

研究是屬於質化研究取向。 

其主要架構是設計心靈教學繪本活動並在實施後觀察大班幼兒園同儕互動

情形、師生互動是否能說合作性語言的情形，並有意識的選擇合作的方式和物件、

能掌握並調整自己的情緒，與他人友好合作、能仔細認真完成合作任務、活動時

能與同伴分工、合作，遇到困難能積極思考，一起想辦法克服解決、不同意時能

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針對心靈教學團體合作活動內容所涵蓋的態度行為輔以觀

察。 

一、研究場地 

 本次研究地點為桃園某幼兒園大班教室。 

二、研究對象 

 以桃園某幼兒園大班為對象。 

三、研究時間 

 每週固定時間，行動研究的時間為每星期三下午 2:00-3:30(約 90 分鐘)進行為

期一年的研究。 

四、研究策略-透過繪本採用很多種活動策略，以下舉出其中一例:活動策略為兩

人運球（體能活動方案）  

(一)活動準備：報紙、皮球、彈跳球、大籃子 

(二)活動流程：引起動機：教師拿出皮球、彈跳球、報紙，問：「小朋友，你們

知道這些是什麼嗎？」並給幼兒球讓幼兒自行玩球（踢球、開汽車…） 

(三)活動內容：熱身活動:請全班幼兒手拉手做大圓小圓的遊戲，並一起蹲下起

立。 

(四)分散活動：幼兒自由選教具嘗試兩兩合作自創玩法,教師巡視觀察。 

(五)集體活動：（交代遊戲規則並示範）交代遊戲起點，聽指令開始遊戲。兩人

合作想辦法完成任務。 
本研究活動之策略分析 

活 動  描 述  問 題 與 省 思  修 正 策 略  成 果 表 現  

一  

、  

故 伸  

事 合  

繪 作  

本 語  

延 言  

老 師 指 導 合 作 性

語 言 的 故 事 繪

本 、 讓 孩 子 知 道

甚 麼 是 品 格 的 生

活 用 語 。 目 標 ：

「 我 們 一 起 來

做 」、「 願 意 和 我

1 . 孩 子 們 剛 開

始 膽 怯 、 沉

默 、 不 合 群 ，

會 不 知 道 如 何

與 人 合 作 甚 麼

事。2 . 老 師 人 力

不 足 ， 無 法 多

多 指 導 並 引 導 幼 兒 瞭 解 合

作 的 方 式 ， 並 讓 孩 子 畫 出

可 以 開 口 跟 家 人 或 朋 友 說

出 我 們 可 以 一 起 做 … ， 並

嘗 試 與 他 人 合 作 ， 並 能 常

說 出 簡 單 的 合 作 性 語 言

「 我 和 你 一 起 做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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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一 起 合 作

嗎 ？ 」  

做 幫 忙 。  嗎 ？ 」  

以 拍 照 記 錄 的 方 式 呈 現  

二  

、  

體 兩  

能 人  

活 運  

動 球  

 

透 過 兩 兩 合 作 ，  

用 報 紙 運 球 ， 手

不 能 碰 球 ， 球 倒

八 大 籃 子 中 ， 讓

孩 子 會 說 。 目

標：「 我 們 一 起 來

運 球 」、「 我 們 一

起 完 成 兩 兩 運

球 」  

孩 子 們 運 球 中

掉 球 ， 會 不 好

意 思 說 合 作 性

語 言 。  

孩 子 們 掉 球 後

會 有 爭 執 ， 老

師 們 會 想 出 方

法 要 如 何 讓 他

們 繼 續 執 行 活

動 ， 並 引 導 願

意 說 出 我 們 再

一 起 撿 起 來 後

再 運 球 。  

老 師 從 旁 引 導 孩 子 們 如 何

邀 請 別 人 怎 樣 再 跟 我 們 一

起 玩 遊 戲 ， 可 以 再 多 說 甚

麼 「 請 你 跟 我 玩 」、「 謝 謝

你 一 起 跟 我 玩 」、「 對 不 起

我 球 掉 了 ， 可 以 再 跟 我 一

起 玩 嗎 ？ 」  

 以 口 述 記 錄 方 式 呈 現  

 

小 朋 友 A：「 對 不 起 我

的 球 掉 了 ， 可 以 請 你

在 跟 我 運 一 次 球

嗎 ？ 」  

小 朋 友 B : 「 沒 關 係 ，

我 們 可 以 把 球 撿 起 來

再 一 起 去 運 球 」  

小 朋 友 A：「 謝 謝 你 一

起 跟 我 成 功 地 把 球 運

好 」  

小 朋 友 B ：「 不 客 氣 ，

也 謝 謝 你 願 意 跟 我 一

起 合 作 的 完 成 運 球 」  

三  

、  

小 貨  

小 員  

理  

 

 

 

 

 

 

 

請 小 小 理 貨 員 ，

協 助 一 起 搬 運

貨 ， 到 來 而 且 一

起 完 成 理 貨 工 作

讓 孩 子 會 說  

目 標：「 我 們 一 起

來 搬 貨 」  

「 我 們 一 起 來 完

成 理 貨 」  

經 過 上 個 活

動 ， 孩 子 們 比

較 會 說 合 作 中

的 語 言 ， 但 部

分 孩 子 仍 會 忘

記 或 興 奮 過

頭 。 孩 子 們 會

互 相 提 醒 ， 彼

此 要 記 得 說 合

作 性 語 言 「 我

們 一 起 」 也 跟

老 師 說 遊 戲 好

有 趣 ， 我 們 以

後 也 要 在 學 校

或 回 家 多 說 合

作 性 語 言 「 我

們 一 起 … 」  

經 過 從 旁 的 幫 忙 及 協 調 在

第 四 次 的 活 動 ， 孩 子 們 可

以 準 確 表 達 合 作 的 想 法 ，

並 會 主 動 說 出 要 一 起 合 作

要 做 或 玩 的 事 ， 我 們 一 起

完 成 … 願 意 和 我 們 一 起 合

作 整 理 貨 物  

以 口 述 記 錄 方 式 呈 現  

小 朋 友 A：「 我 們 一 起

來 搬 貨 及 理 貨 好

嗎 ？ 」  

小 朋 友 B ：「 好 呀 ， 我

們 就 一 起 來 搬 貨 及 理

貨 比 較 快 完 成 」  

小 朋 友 C ：「 請 你 讓 我

加 入 你 們 一 起 來 搬 貨

及 理 貨 好 嗎 ? 」  

小 朋 友 A：「 好 呀 ， 歡

迎 你 加 入 我 們 理 貨 的

工 作 ， 謝 謝 你 願 意 來

幫 忙 。 」  

小 朋 友 B ：「 真 是 太 開

心 了 ， 有 你 和 我 們 一

起 搬 貨 及 理 貨 ， 這 樣

就 團 結 力 量 大 」  

小 朋 友 C ：「 謝 謝 你 們

願 意 讓 我 和 你 們 一 起

合 作 搬 貨 及 理 貨 ， 我

們 大 家 都 是 最 好 的 好

朋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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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研究架構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採參與觀察、訪談及文件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並輔以錄音、錄影，

經資料分析後，運用繪本提高幼兒說出合作性語言頻率之研究紀錄獲得以下研究

結果： 

期初： 

（一） 不了解什麼是合作的語言 

（二） 膽怯、害羞 

（三） 沉默不合群 

（四） 自己孤單的坐著不與其他幼兒玩 

（五） 與其他小朋友時，常傳來告狀的狀況 

（六） 不瞭解合作的方式 

（七） 不願意嘗試簡單的合作活動 

（八） 不願意嘗試與他人合作 

（九） 不願意說簡單的合作性語言 

 

期末： 

（一） 願意嘗試說出簡單的合作性語言 

（二） 願意嘗試與其他人合作說出合作性語言 

（三） 學會較複雜的合作性語言 

（四） 有意識的選擇與他人合作互助 

（五） 能掌握並調整自己的情緒，與他人友好合作。 

（六） 能仔細認真完成合作任務 

（七） 活動時能與同伴分工、合作，遇到困難能積極思考，一起想辦法克服

解決 

Problem 

發現幼兒
合作性語
言的問題 

Plan 

利用繪本
做心靈教
學策略了
解甚麼是
合作性語
言並指導
如何說出 

Do 

執行會說
合作性語
言的活動 

Check 

教師自我
檢討反省 

Review 

檢視本次
活動成效 

撰寫行動
研究 

Feed back 教師修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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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不同意時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九） 能積極參與合作活動，積極加入同伴遊戲(發生衝突時能在他人幫助下

和平解決)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以一個幼稚園大班班級的幼兒為對象，探討幼兒間的合作行為，其

目的在瞭解幼兒是如何產生合作行為、幼兒決定小組合作目標的歷程、幼兒合作

角色的分配、幼兒於合作過程中產生的行為，幼兒在表現合作行為的過程，其與

周遭之人、地、事、物及環境因素互動之關係為何，以及幼兒對合作的概念與想

法，並能透過內化開口與別人做出合作行為的互動。 

（一） 幼兒合作行為的產生可能由「教師」或「幼兒」所啟動。 

（二） 幼兒為達成共同目標，其合作過程會產生「幫忙」、「溝通協商」、「提醒」、

「解決問題」、「詢問」與「專注目標」等正向行為。 

（三） 幼兒對合作的概念有：合作就是互相幫忙、大家一起工作、要約定好討

論好才是合作、強調合作的整體與一致性。 

（四） 透過合作提升了認知能力－知道甚麼是合作性的語言，願意參與合作性

的活動，知道和同學共同完成工作的意義。 

（五） 透過合作提升了情感能力－積極參與合作活動，喜歡和同學共同完成工

作，享受合作活動的快樂，也了解要如何說出合作性的語言 

（六） 透過合作提升了意志能力－對於合作的任務能堅持完成，與同學共同完

成工作，也學會了說合作性的語言 

（七） 透過合作提升了技能能力－能說合作性語言，會做合作的事情，也會運

用合作性的語言，增加一起工作的能力 

（八） 透過合作提升了研究者本身也增進了運用繪本的創意、心靈教學活動設

計能力也同時增加幼兒說出合作性頻率之研究。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是以桃園某幼兒園為研究對象，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多採幾家幼兒園作為研

究對象深入瞭解各幼兒園幼兒能利用繪本開口說出合作性語言及能積極參與合

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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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行政倫理角度探究國民中學導師

遴聘制度之合理性 

 

何子芸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行政學系研究所 

摘要 

    本文旨以學校行政倫理理論探討現行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首先

探究現今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現況，並以學校行政倫理理論探究其是否合理，

並指出學校行政倫理應包含：正義、關懷、批判、效益、德行和專業倫理面向，

並分別就此六大面向之理論加以探討，進一步以此六大面向分析國民中學導師遴

聘制度是否合理，並對學校教育行政單位修訂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提出建議。

結果指出：學校行政確實需要學校行政倫理作為規準，而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

以學校行政倫理理論檢視其合理性，可以發現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不具備合理

性。研究方法以文獻探討為主，閱讀分析現行法規、學校行政倫理理論文獻，進

一步探討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 

 

關鍵字：學校行政倫理、導師遴聘制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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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urrent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in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He Zhi-Yu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urrent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in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Firstly, it probes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in the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explores whether it 
is reasonab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should include: justice, care, criticism, 
efficiency, virtue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After respectively discussing these six 
dimensions of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the research further analyz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in Taiwan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tries to make a sugges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the schools to revise the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The results point out that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really needs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as the standard, and the 
current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in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its 
rationality by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the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in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is not 
reasonable.The research method is mainl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cluding 
reading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and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theory, and then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urrent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in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Keywords: Shool administrative ethics,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class mentors,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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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近年來因為遭逢少子化以及師資培育多元開放與課稅減課政策實行種

種因素影響下，形成國民中學學校班級數逐年減少，各縣市政府大多以進行員額

控管的方式以期解決教師超額的問題。在員額控管的政策下，許多縣市已多年未

舉辦教師甄選，反映於國民中學的教師任用上，往往是以遇缺不補、聘用代理代

課教師解決國民中學學校教師不足的問題（蔡明學，2013）。 
在校園中代理代課教師的人數日漸增多。105 學年全國國民中學長期代理教

師人數為 5,604 人，占該級教師人數之比率為 11.7%（教育部，2017），在未來

少子化、員額控管、退休潮、年金改革等問題多方衝擊下，代理代課教師佔該級

教師人數比率會日趨提升。 
在學校教育環境中，學生的日常輔導、生活起居等都與導師息息相關，需要

導師耗費大量的心力從中陪伴，更甚者，國民中學時期的孩子正是處於俗稱人生

狂風暴雨期的青春期，國民中學導師的辛勞及所耗費的心力可想而知。擔任導師

是身為教師的義務(教師法)，但基於導師工作之重要性且工作量繁重，國民中學

導師是學校推行訓導工作的基本單位，導師的工作是經營一個充滿生機的班級，

其工作範圍小則在於學生個人本身，大則擴充到該生的家庭及校外環境所接觸的

人、事、物。而工作時間包括上學前、上學期間、放學後，幾乎時時有情況發生，

刻刻都得待命處理，整天都是服務時間（蔡蕙如，2010）。導師制度在國民中學

校務運作上占很重要的地位。各校皆有遴聘導師的相關辦法，導師遴聘辦法必須

顧及教師專業背景、學校教學需求、教師意願、學校校務運作，其出發點便是為

了維護學生學習之利益及導師身心平衡，其難度、複雜性實為學校行政與教育主

管機關的挑戰。 

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教育部於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九款中提及：「經學校指派擔任導師。」與第二

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單位定之。」是故，各校導

師遴聘辦法係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依各校校務會議決定。蔡蕙如（2010）「導

師法制研究－以國民中學導師為中心」論文中有關國中導師遴選法制的相關資料，

收集共 57 所國民中學學校導師遴聘辦法，進行分類後，可知國民中學的導師遴

聘辦法方式可分為三大類：成立專責單位聘任導師、由學務主任簽請校長核定、

教師會擬定名單（僅台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此三類方法都需要導師遴聘辦法

加以規範導師遴聘制度，使其合法、合理、合情。導師遴聘辦法在法規灰色的地

帶中實需要學校行政倫理作為規準，使其趨於合理，此為研究目的之一。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十條中規定：「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不得擔任中小學導師或各處（室）行政職務。但情況特殊，經各該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者，代理教師得擔任之。」在現今國民中學充斥代理代課教師、正式

教師人數日漸下降的現象，舊有的導師遴聘制度實難兼顧工作公平性及學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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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而運作－正式教師人數不足亦無法任用代理代課教師擔任導師，危及正式教

師負擔工作之公平性；任用代理代課教師擔任導師，影響學生學習的權益。更甚

有者，有部分國民中學導師聘任制度有違法免除擔任導師義務之虞（文超順，

2012）。藉由此研究了解現今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的現況，為研究目的之二。 
中小學教育而言，受教者年齡組成皆為未成年的學生，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

在進行任何與學生學習權益相關的決定，都應該從學生的利益出發，此即涉及「對、

錯」的價值判斷。如果凡事講求效率、經濟，那麼行政人員成了官僚者而非教育

家，其思想長期受到理性－工具的宰制，故遇到倫理兩難之問題，即以慣例、技

術處理，使得學校問題重覆發生（范熾文，2000）。而有效的行政運作，要有倫

理規範，只講求效率，而無倫理道德為指引，可能成為「強盜的行政」（吳清基，

1990）。 
Greedfield(1991)提出：學校行政行為要注重倫理學的理由之一，即學校是道

德的機構，負責道德社會化的重要功能。承上所述，國民中學的導師遴聘正是學

校行政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在處理導師遴聘所需思維的相關議題與層面，必須同

時考量到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學生的權益，才能使導師遴聘工作建立更加完善、

合理的處理機制，導師遴聘制度需要合情、合理、合法，正如倫理學中所涉及的

「公正」、「公平」、「人道」（吳清山、黃旭鈞，1999），如此可推知，從學

校行政倫理的角度出發，探究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有其必要性，此

為研究目的之三。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條列如下： 

一、了解學校行政倫理理論。 
二、了解目前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現況。 
三、以學校行政倫理角度檢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學校行政倫理理論為何？ 
二、目前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法規規範為何？ 
三、目前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的現況為何？ 
四、學校行政倫理角度探究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為何？ 
五、就學校行政倫理角度提出適切的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 

參、學校行政倫理理論探究 

本節先探討就本研究之主題－學校行政倫理進行文獻探討，先自倫理一詞之意涵

進而延伸至學校行政倫理之意涵、必要性、面向、實踐。 

一、學校行政倫理之意涵 

在中國早期社會中，倫理與道德並無明顯區分（林立武，2004）。倫理通常

指涉為倫常、仁義，通常指的是對於外在事物做決定時所依循之準則，而道德則

是指個人品行的自我要求，兩者所涉及之層面確有不同，但的確息息相關。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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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會中，倫理相對應於英文中的「ethic」、「ethics」，源自於希臘文中的「ethos」，
其本意為本質、人格，也與風俗、習慣相連繫（何懷宏，2002）。倫理是實踐理

性在外在現實中，亦即在某種特定習俗、制定和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具有客觀

性和普遍性原則（黃光國，1996）。蕭武桐（1998）認為倫理是哲學的一支，處

理有關道德或相關問題、適當行為判斷之思考準則。倫理學是有關哲學及價值道

德的研究（林立武，2004）。倫理可以是為個人在特定脈絡中成為倫理的人，從

事倫理作為及過倫理生活的知覺、態度、德行（Beck & Murphy,1994;1997）。 
吳清山（2004）在教育名詞解釋中提出：「行政倫理」(administrative ethics)

一詞，又稱為公務道德、服務道德或服務倫理，係指行政人員處理行政事務時，

遵循一定的道德規範，建立適當及正確行為，以達成組織目標。由此可以推知行

政倫理，可以分為行政及倫理兩個概念，行政一詞依其字義即為管理或引導事務

之意，若運用在組織上，乃是指一個機關利用適當方式，有效管理人、事、財、

物等行為，以達成目標的過程；至於倫理一詞依其字義，則有人倫道理的原理、

事物的條理、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種種的道德等意涵，若將倫理運用在行政上，就

成為行政人員處理事務時應掌握的分際，及應遵守的行為規範。 
學校行政人員的決策關係到教育的成效、影響師生的福祉，其所作為不僅要

依法行事，更是要經得起良心的考驗，秉持一定倫理規範行使職權。學校行政人

員從事行政工作過程中行使專業自主、應用專業知能所依循之道德原則，進而言

之，以倫理作為的態度與成為倫理人的特質和德行，以倫理理解及回應學校行政

問題（馮丰儀，2007）。 
本研究將學校行政倫理定義為學校行政人員從事行政工作過程中行使專業

自主、應用專業知能所依循之道德原則，並意識到自己對他人、組織的道德責任

可能造成的結果與衝擊，以確保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 

二、學校行政倫理之必要性 

    謝文全（1998）認為教育是一種道德事業，學校是一個道德機構，欲擔任學

校組織的領導者，應該運用道德的理念與作法，價值判斷與抉擇，領導學校成員

朝向教育目標的方向前進，期能達成共同的目標。林明地（1999）認為學校行政

人員支領導本身即有倫理的意義，因為傳統學校領導的觀念忽略領導道德權威及

專業權威的發揮，致使學校領導者經常面對道德兩難問題而無法有效解決。鑒於

學校中各校教育問題充滿著脈絡性、不確定性及倫理性，忽略了倫理議題，往往

使學校問題不斷再製（黃琬婷，2003）。正視學校行政倫理存在之必要性，可謂

是多元價值介入但尚混淆不清的學校教育中解決的方法。本研究就倫理學的不同

觀點反思學校教育中存在的議題作為學校行政人員做決定時參考的依據。 
    Greenfield(1993)更提出五項理由，說明學校行政必須要自倫理角度出發：一、

學校是一個道德的機構，負責道德社會化的功能；二、學校服務的對象多為未成

年，且多數沒有就學與否的自我選擇機會；三、學校行政人員乃道德行動者，有

責任從事有意識的道德行動；四、學校領導的倫理觀念已被列入美國學校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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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倫理宣言(The Statement of Ethics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之規準中；五、

學校領導者每天皆面對數量不一、程度高低不同的道德價值衝突。 
    在多元社會環境下，所有的事情必定有些人獲利較多，有些人的利益就被犧

牲，此時便需要倫理思考的介入，Starratt(1994)提出一所倫理學校的建立應該包

含三種倫理：關懷倫理(the ethic of caring)、正義倫理(the ethic of justice)與批判倫

理(the ethic of critique)。在符合倫理的學校情境中，學校行政人員在處理學校行

政事務時，應同時兼顧學校機構的利益、共同擁有的善的價值、學校成員的權利、

學校資源分配與取得之公平性、政策形成與實施，進一步應該做到積極層面：關

懷學校成員、提升學校共同體之利益。 

三、學校行政倫理之面向 

參閱國內外學校行政倫理的相關文獻，整理其中與學校倫理面向有關之主張

（李英姿，2014；林立武，2004；林奕民，2004；黃維揚，2015；傅寶宏，2002；
黃琬婷，2003；蔡進雄，2003；謝文全，1998；馮丰儀，2007；Greenfield,1993；
Nix,2002；Starratt,1991;1994），如表 2-1 所示，以正義、關懷、批判三個倫理面

向被採用的比例最高。馮丰儀（2007）認為效益論、義務論並列為倫理學的兩大

理論，正義倫理面向係以義務論為基礎，納入了義務論的主張，立基於效益論的

效益倫理面向也應被列入。學校行政的本質即與人有關，涉及學校行政人員的應

然作為，也與學校行政人員應成為怎樣的人有關，德行倫理學即與此面向相關。 
表 2-1 學校行政倫理面向(作者自行整理) 

 效益 

(目的) 

德行 正義 

(義務) 

關懷 批判 專業 

李英姿(2014) ◎  ◎ ◎ ◎  

林立武(2004)   ◎ ◎ ◎  

林奕民(2004)   ◎ ◎ ◎  

馮丰儀(2007) ◎ ◎ ◎ ◎ ◎  

傅寶宏(2001) ◎ ◎ ◎ ◎ ◎  

黃琬婷(2003) ◎  ◎ ◎   

黃維揚(2015) ◎ ◎ ◎ ◎ ◎  

蔡進雄(2003) ◎ ◎ ◎ ◎ ◎  

謝文全(1998)   ◎ ◎ ◎  

Greenfield 

(1993) 

  ◎ ◎ ◎  

Nix 

(2002) 

  ◎ ◎ ◎ ◎ 

Shapiro & 

Stefkovich 

(200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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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ratt 

(1991;1994) 

  ◎ ◎ ◎  

總和計算 6 4 13 13 12 2 

 
黃維揚（2015）提出：學校行政倫理可視為學校行政人員從事行政工作所依

據的重要道德原則和指引，正義論和效益倫理面向即與學校行政人員從事道德推

理與判斷所依據的道德原則有關；關懷、批判倫理面向則是指學校行政人員對情

境脈絡中倫理議題的知覺有關；德行倫理面向則是涉及學校行政人員的特質與德

行之展現。 
Shapiro & Stefkovich(2001)提出：學校行政人員在面對學校行政事務時，應

發展出一套可供倫理思考的依據，雖然目前仍未完備，但卻是不可忽略的趨勢。

其本身除了認同 Starratt(1994)所提出的三種倫理：關懷倫理、正義倫理及批判倫

理外，其認為行政人員在作出倫理決定的多面向思考上，更應加入第四面向－專

業倫理。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學校行政倫理面向應包含正義、關懷、批判、效益、

德行及專業等六個倫理面向。因為教育係無法脫離道德、倫理，此項特質使學校

行政人員所做的每一項決定皆需要透過多面向倫理進行思考、評估，以下為此六

大面向之探討： 
(一) 正義倫理面向 

正義倫理係主張個人為理性、自由的個體，對於個人的權利應予以平等尊重，

而個人也應履行義務，強調個人基於義務，遵守普遍、客觀律則及應用公平程序

來做決定之重要性（馮丰儀，2007）。其中與正義倫理相關的倫理理論是 Kant
的義務論與 Rawls 的正義論。 

Kant 其哲學思想大體上屬於一種「義務論」，認為倫理並非偶然，而是絕

對且建立於理智之上，並以自律觀念為核心，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自身的價值

及尊嚴，人有天生的理性能力，立基於自律的觀點上，他認為人做為一個自律人，

能基於理性選擇一些行動法則並加以遵守，而此自我規約的原則，須是普遍的法

則（李奉儒，1997）。Kant 提出以無上命令作為判斷動機與意向的標準，無上

命令即道德的應然、亦即絕對的道德義務，係為道德義務本身而做的行為，康德

認為：道德，作為因堅定存心而在意志與每項義務之間建立的協調一致，就像一

切形式之物一樣，僅是同一個，但是就行為之同時是義務的目的而言，這種以義

務為義務的行動，即道德義務，因此，有許多的道德義務（李明輝，2016）。無

上命令即是要使你的行為箴規去行，依照你的意志，使其變成如同普遍的自然律

那樣去行動，意謂個人憑自由意志選取行動的道德律則時，應考量此一律則是否

可以放諸四海皆準，才是真正可貴的道德律（歐陽教，1996）。 
Kant 的義務論強調「以他人作為目的，而不只以他人作為工具」，都是自

明的道德律則。林立武（2005）認為若將義務論運用在學校行政倫理中，強調人

的價值與尊嚴在於其能自我決定與自我規範，並表示道德本身即具有內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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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原則注重規則、正義感及平等的尊重原則，主張應該為義務而義務的普遍化，

自律成實踐道德法則的最高原則。身為學校行政人員，如何能在學校行政決策、

事務中，如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導師遴聘制度中，做出合乎合理性規範與正

義原則的倫理決定。 
Rawls 在其《正義論》中提出兩個著名的正義原則(principles of justice)。正

義原則是建立社會所有基本制度的指導原則，用以規範社會制度，決定個人的基

本權利、義務，與分配社會合作利益之原則，其正義理論是建構在純粹程序正義

之上，以公平的程序定義結果的公平性（林火旺，2004）。故 Rawls 的正義論強

調正義及公平（馮丰儀，2007）。 
Rawls 主張正義原則是自由與理性的立約者在原初立場(original position)用

來考量個人利益的原則。原初立場係一個引導出特定正義概念的純粹假設情境，

在這個情境中，立約者是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之後進行選擇。此一無知

之幕。就是假設立約者對自己與他人的社會背景、階級、偏好、優缺點都是一無

所知的，僅具有對普遍性知識的理解，而且所以立約者都處於相同的情境。因為

立約者的一無所知，便無法從自身的利益或偏好來考量利害，也不受任何其他因

素所影響，使得正義原則成為原初立場中公平協議或是協商結果的唯一依（林火

旺，2004；馮丰儀，2007；Rawls,1971）。 
根據 Rawls 的推論，原初立場的立約者會選擇兩個正義原則做決定。（馮丰

儀，2007；Rawls,1971）。這兩個原則分別是：第一個原則為平等自由原則(the 
principles of equal liberty)，指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最

高度的自由，而且這些自由都與他人的自由相等並相容。第二個原則包括機會平

等原則(the principles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與差異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下，所謂的機會平等原則即所有的職位和工

作都需要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加以開放；所謂的差異原則即必須對最不利地位的

人最有利，符合正義的補救原則，即視個人的個別情況，給予差別對待。（馮丰

儀，2007）。其中特別需要強調的是：Rawls 的正義論認為每個人都有基於正義

的不可侵犯性，即使為了全社會的福祉也不能被超越。因此正義論否認了為了使

某些人享有最大利益，而使另一些人喪失自由的正當性。不承認眾多人所享有的

較大利益強加於少數人的犧牲更加重要。因此，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平等公民

的自由權是確切不移的（李英姿，2014）。 
承上所述，將正義倫理面向實踐於學校行政，學校行政人員應視人為目的，

對利害關係人的權利予以維護和尊重，著重透過公平、公正程序，透過專業律則

以獲致正義的結果，以致力履行專業義務（馮丰儀，2007）。在本研究中所論及

的導師遴聘制度的合理性，就正義倫理面向實踐探討之，學校行政人員在進行導

師遴聘制度之運作時應考量正義倫理面向。 
(二) 關懷倫理面向 

關懷倫理以關懷為核心，主張從關懷的角度去思考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及責任，

透過同理、真誠的理解被關懷者的需求。給予相對應之關懷（馮丰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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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0 年代出現的倫理觀點便是關懷(caring)的觀點，提出關懷倫理學說之學者

主要有兩位：分別是 Gilligan(1982)在其著作《In a Different Voice》提出，另一

位則是補充學說相關哲學內涵的 Nel Noddings(1984)。 
關懷倫理學創立者是心理學家 Carol Gilligan，針對 Kohlberg 認為女性的道

德觀念只能發展到道德發展六階段的第三階段提出反駁，Gilligan 認為 Kohlberg
此項研究排除女性經驗，特別是女性對關懷(care)、人際關係(relationship)及連繫

(connection)在道德判斷中的考慮及價值（古旻陞，2010）。 
Gilligan 發現女性把道德定義為實現關懷和避免傷害的義務問題，與男性對

公正及權利探討時表現出的形式邏輯形成強烈對比，女性是基於對現實複雜性的

了解、人際關係的推理而形成道德問題的判斷，如同 Gilligan(1982)所言：「正

義之邏輯分析是理性社會的、道德理論的及假設的兩難情境之解決；關懷倫理學

則依賴於對關係的脈絡理解」(1982:9-10)。 
Gilligan 的關懷倫理學也要求聆聽女性的聲音，要求男性世界重新衡量「自

私」、「關懷」及「公義」的意義及價值，Gilligan 放棄傳統倫理學的抽象論證

手法，不相信以少數命題推導結論、指導現實決定的正義倫理學（古旻陞，2010）。 
關懷倫理反映了人類關係的知識，以及自我與他人是彼此相互關聯的概念

（馮丰儀，2007；Gilligan,1982）。關懷者不將被關懷者屏除於認知之外，更不

會依照公式化的步驟思考問題，而是發自內心的提供關懷給予被關懷者，非制式

化的處理某項東西或是事件。 
Nel Noddings 以自身女性經驗為基礎發展出關懷倫理的哲學內涵，強調女性

在面對道德命題時，希望能更加貼近道德真實情境，其選擇以關懷為主的母親語

言，不以數學式的邏輯論證攻擊傳統倫理學之是非，分析事物表象後，探究其核

心－「關係」（古旻陞，2010）。Noddings 也指出關懷是存在於關係之中，人

都擁有被人關懷與照顧的渴望，一個關係的形成必定包含兩方面，Noddings 將

關 係 的 兩 方 名 之 為 「 關 懷 者 」 (one-caring) 及 「 被 關 懷 者 」

(cared-for)(Noddings,1986:4)。對關懷者而言，關懷意味著體諒(feel with)別人，亦

即接受他人，關懷的對象不外於我，而是內在於我，在關懷關係形成時，我就是

我，你就是我。可見，維持關懷關係的需求和回應都應受到重視（馮丰儀，2007）。 
Beck(1994)認為關懷是倫理亦為行動，是以他人福祉為目的之基本人類活動，

福祉可係指成長、發展、滿足他人需求與慾望、或者政治或精神上的解放。其次，

關懷是在存在著相互依賴關係的社群脈絡中發展，社群的建立亦是關懷的理想。

人類的彼此的相互關係意味著每個人的福祉必然與他人福祉相關（馮丰儀，2007）。
可推知，發自於己施於他人的關懷，事實上也是關懷自己。 

就學校行政組織本身而言，組織即為一個整體，其中的教師及行政人員，自

然是無法自外於組織，且教育工作本身即被賦予母職－照顧、培育之特質，此與

Noddings(1992)主張－學校的首要任務即在關懷孩子相呼應，就此思維，便可以

發現與關懷倫理學所探討的關懷者及被關懷者的關係同理，學校的師長們首先需

要要求自己成為一位具有關懷能力的人，對學生如此，對同事亦然，立基於學校

128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是個大家庭的隱喻上，情感的關係非僅限於對學生，關懷的領導者－學校的行政

人員－以關懷者的角色建立良善學校並加以維持之，對於學校教育是極為重要的，

關懷倫理強調人際互動關係，重視成員的情感及心理需求，謝文全（1998）認為

關懷倫理指的是對人的關心與照顧，行政人員除要完成學校任務之外，亦應關心

成員個人的需要與福祉，予以必要的尊重、鼓勵與支持，學校行政人員須以關懷

倫理為基礎，透過情感的投資改變學校、關懷學生及關懷教師。 
綜上所述關懷倫理面向對於校園內整體人力配置、聘用之脈絡分析﹐有其極

為深刻的意義，站在關懷者與被關懷者的立場，導師遴聘之議題，能用法規外的

角度審視之，讓校園編制內的教師站在關係、責任、情感隸屬等角度看待此項教

師義務。反之亦然，學校行政人員亦能站在屏除於認知外的思考方式，考量學校

各教師不同情況，了解學校社群的整體發展，避免衝突及建立良善的學校關係，

與本研究中所探討的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相關的部分為學校成員的內在心理

因素，學校行政人員執行導師遴聘制度，實應以關懷倫理面向作為內在考量。 
(三) 批判倫理面向 

批判倫理及源自批判理論而發展，批判理論學者主張社會充滿了壓迫與不公

平，希望透過改變社會以解放被壓迫者與不自由者(Capper,1998)。馮丰儀（2007）
認為批判倫理主張為了維持社會正義，個人應對現狀加以批判反省，以知覺不平

等、壓迫的權力關係，並能採取行動加以轉化，可以作為強調維護個人權利之正

義倫理的補充。 
批判理論認為學校教育係作為傳遞既有文化和權力關係等意識形態的社會

建構場所，在教育的過程中，再製了支配的社會關係與利益(Giroux,1985)。從學

校科層體制至教室師生權力關係，都可以將學校視為是再製社會不平等意識形態

的場域（馮丰儀，2007）。由此批判理論學者提出：唯有透過實踐問題的理性、

知性的對話，對教育採取批判的觀點和重視權力關係，社會方能完成改變

(Apple,1986)。 
批判理論代表學者之一的 Harbermas 認為在多元的社會中，對於所謂倫理規

範的意見亦是多元的，主要是因為對於公平、均等的認定不同導致許多衝突，正

義便成為每個人須自願遵守的普遍性原則，為此，Harbermas 提出以溝通理性為

基礎的論述倫理學(Diskursethik)，其關心的焦點由正義倫理學者所強調的主觀的

自我經驗轉向客觀的語言論述，亦即對先驗概念的反駁（林立武，2004）。

Harbermas 進一步提出論述倫理，指出規範的有效性在於所有的參與者以特定的

論述接受規範的結果，強調社群道德主體對話的重要性，其認為有效的溝通在於

相互理解的先驗條件，並提出四種有效宣稱：第一，可理解性(verstandlichkeit)
代表語言，行動者的言詞是可理解的；第二，真實性(wahrheit)代表真實世界，

溝通的命題內容是真實存在的；第三，適當性(richtigkeit)代表社會世界，言詞的

行動是適切的；第四，真誠性(wahrhaftigkeit)代表個體內在世界，其意向的表達

是真誠。如此方能使溝通行動持續進行(Harbermas,1995)。 
Harbermas 認為使得人們能跳脫被扭曲的意識型態，必須以理想的溝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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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標準，對現實社會進行批判，其所提倡的是人們能夠自主且理性的進行思想

行動及溝通行動（林立武，2004）。Bottery(1992)指出組織中的權力使用與分配

必然是屬於倫理與政治議題。而批判倫理強調學校行政人員必須察覺：社會與政

治以既定理性與法律習俗的合理化反映對權力、特權、利益和影響力的安排，學

校作為官方組織可能會促進成員權力與權威誤用(Starrant, 1994)。 
綜上所述，批判倫理強調個人應透過理性進行有意識的反省思考，主動的知

覺學校場域中的壓抑及不平等，並透過相互主體性的對話過程，建立符合社會公

義的教育場域，與本研究中所探討的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相關的部分為學校行

政人員於學校行政上事務推行是否合乎公平、正義，學校行政人員執行導師遴聘

制度，實應以批判倫理面向作為內在考量，建立合理、正常的溝通管道、確實依

法行政。 
(四) 效益倫理面向 

所謂的效益倫理即以效益主義為倫理衡量標準，即以行為產生的整體結果

(overall consequences)決定行為的道德正當性，而效益倫理的最佳結果，是指人

類社會甚至宇宙整體善的最大化(maximization)與利己主義的行為利益最大化有

所不同（林火旺，2004）。效益倫理主張以為最多數人謀求最大利益的原則做為

決定依據（黃維揚，2015）。效益倫理就善的定義可以分為兩大不同派別，分別

是：享樂的效益論(hedonistic utilitarianism)，其認為快樂、幸福才是善的，代表

人物是 Bentham 和 Mill；理想的效益論(ideal utilitarianism)，其認為除了快樂、

幸福之外，知識、自我實現、健康等本身具有價值的東西亦是善的，代表人物為

Moore（林火旺，2004）。 

Bentham 的效益論主張個人的快樂與痛苦是可以測量的，提出享樂的

(hedonic)計算法來判斷行動的優劣，以苦樂的強度、長短、確定性、頻率、多寡、

純度及範圍做為計算的依據，以便做合乎道德的選擇（馮丰儀，2007；但昭偉，

2002a；Pojman, 2001）。由此可推知：以此面向做為標準，舉凡能產生最大愉悅

或最小痛苦的行為，即是正確的行為；反之，則為錯誤的行為。 
Mill 認為：效益原則就是道德的根本原則以及道德義務的根源，並試圖提出

有助於理解與接納效益主義或幸福理論的說法，以證明並闡明這套哲學理論（林

火旺，2004）。他主張若行動傾向於促進幸福就是對的，若傾向產生不幸則是錯

的。幸福就是人所意圖的快樂以及免除痛苦；而不幸就是痛苦和欠缺快樂。但在

衡量快樂時，得要同時看重質與量（馮丰儀，2007；但昭偉，2002a）。他指出

抨擊者甚少正確體悟到，效益主義關於正確行為標準的幸福，並不是行為者自身

的幸福，而是所有相關人等的幸福(Rebore,2001)。 
Moore 認為，幸福不應該單純地視為快感的取得或苦痛的消失；主張在計算

行動是否能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時，應考慮的不僅是快感，更要包括美德、

愛、知識和美。這種主張往往被稱為理想的功利主義(ideal utilitarianism)（林火

旺，2004）。此理想的功利主義放在學校教育行政的實踐中，確實是一項值得探

討、與教育善的本質較為相關的效益論述，身為教師、學校行政領導者，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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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效益層面時，亦可以此作為行政決定衡量的參考標準，本研究主題之導師

遴聘制度之合理性，乃涉及現實層面及教育理想層面，實可從效益理論之面向檢

視之。 
效益倫理係以效益論或稱之為效益主義、功利主義作為理論核心，而「以最

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之結果作為行動考量」之單一原則即提供了效益倫理面向的

客觀判斷標準，其中，就學校教育行政而言，如何定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是身為學校教育行政人員在推動校務時，所需要思考的部分。當然，除了行政舉

措外，還有單一行為的短期和長期影響也都應予以考量，因為教育往往需要時間

才能得知教育的效果，若欲以效益論的標準來作為決策判斷，需要提升評斷的標

準層次、延長效果的檢核時限。對此，Mill 認為可透過資訊蒐集來彌補此一限制，

而過去經驗的累積即是個人資訊蒐集的過程，換句話說，經由鑑古知今，即可指

出何者才是真正的最大幸福（馮丰儀，2007；Rebore, 2001）。Strike, Haller 和
Soltis(1998)提出的最大利益原理：最好、最公正的決定是對最多數人而言，能產

生最大福利或最大善的決定，即是效益論之主張。 
承上所述，若將效益倫理面向實踐於學校教育行政中及用於探究本研究中所

探討的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若考量效益倫理，便是站在謀求學校社群最大的

效益，也就是學生本身的受教權益及學習的幸福的維護與保障。 
(五) 德行倫理面向 

德行倫理學可以追溯至希臘哲學家 Plato 及 Aristotle（林火旺，2004）。德

行倫理不僅與行為有關，也與情感、人格和個人的道德氣質傾向有關(Pojman, 
2001)。德行倫理學強調：道德應該重視人的性格特點、氣質，德行倫理學有兩

個主張：第一，至少有些德性的判斷可以單獨地確認其有效性，不必訴諸於有關

行為正當性的判斷；第二，一個對的行為最終之所以對，是因為他以善的性格為

其前提（林火旺，2004）。德行倫理重視培養個人道德品格與實踐，主張個人應

依有德行的方式來過美好的生活。黃藿（2002）則認為：德行倫理即立基於德行

倫理學來發展，德行倫理學主張個人應透過個人本有能力的卓越化與良好人際關

係的滿全，來達成幸福的倫理終極目標，故又稱幸福論。 
Plato 在其《The Republic》中所提出的主要論點是企圖證明道德和利益一致、

正義比不正義的人幸福(Plato,1955)。Plato 不是以最佳結果定義對的行為，此點

與目的論主張不同，對 Plato 而言，一個道德上對的行為就是正義者會實踐的行

為，換而言之，道德之所以會產生好的結果便是基於正義的品格，Plato 是從人

的品格定義道德的對錯（林火旺，2004）。 
對於德行的闡述，最重要的便是 Aristotle，事實上德行概念是其倫理學主張

建立的基礎（林火旺，2004）。Aristotle 認為德行是一種習慣養成的氣質傾向

(dispoosition)（林火旺，2004）。Aristotle 所指的「德」或「德行」(arete)是追求

幸福(eudaemonia)的一項必要條件，其所謂的幸福絕不是指個人心理上短暫的愉

悅和舒適感，而是個人整體生活的成功、順利和圓滿(living well and faring well)
（但昭偉，2002b）。「德行」(arete)在希臘文裡本是「卓越」(excellence of any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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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他進一步將德行分成理智德行（intellectual virtue）與道德德行（moral 
virtue），前者係指聰明才智表現的卓越，後者則是指品格的卓越（黃藿，1996：
29）。其中，理智德行的獲得主要可從教學活動來獲得；道德德行則是習慣養成

的結果，正義的德行是透過個人正義的行動來養成(Aristotle, 1925/1992）。 
Aristotle 認為，每種道德德行都是一種居於中庸狀態的品德，每種德行的中

庸性質與與情感及行動有關，德行即在各種場合的情緒與行動表現都能展現出不

偏不倚的中道，反之，過與不及的氣質傾向則皆視為惡行（vice）（黃藿，2002）。
德行是與抉擇有關的品德狀態，取決於由實踐智慧所決定的理性原則（Aristotle, 
1925/1992），實踐智慧係「一種關於人類是非善惡的真正推理能力」，即個人

據以作出正確道德判斷的實踐理性。 
當代德行倫理學的代表人物首推 MacIntyre。MacIntyre 認為德行在不同文化

脈絡下似乎具有不同的意涵，在其審視西方各個時代的德性理論後，將德行的觀

點歸納為三種：第一種主張德行是一種品質，可使人能執行社會角色，要求個人

善盡個人的社會角色來養成德行。第二種主張德行可使人完成特殊的人生目的，

本身是達致良善生活的要素，是達成自然或超自然人生目的手段，所以由人類的

目的來決定哪些品質是德行。第三種主張德行是一種效益，是達成目的（如快樂、

健康、財富）的一種外在手段（李祺明，2003；MacIntyre, 1984）。儘管上述三

種主張有所不同，但是 MacIntyre 仍提出一個統合性的觀念，德行的應用須先接

受道德或社會生活的某些樣貌，德行就是依據這些樣貌來定義和解釋，故須從實

踐（practice）的概念來對德行加以定義和理解（林火旺，2004：156）。 
MacIntyre 認為實踐是任何藉由社會既存之人類合作，所建構之複雜、一貫

的活動形式，個人透過此一活動形式，來追求最佳的德行，及體現此一實踐的內

在價值（internal goods）（林火旺，2004：156-157）。所以 MacIntyre 從實踐的

概念來定義德行，德行是一種可獲得的人類品質，德行的培養和運用有助於我們

獲得實踐的內在價值。但是每一項德行都與社會的其他參與者有關，個人依德行

來界定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不論個人的道德立場或社會的標準為何，德行是維持

人際交往與實踐活動進行的要素。而正義、勇敢和誠實等德行，就是實現內在善

的最佳德行（林火旺，2004：157-158）。 
承上所述，若將德行倫理面向實踐於學校教育行政中及用於探究本研究中所

探討的導師遴聘制度合理性，可以發現行政人員從事行政實踐時實應考量德行倫

理面向，以德行倫理作為推行校務時的準則，基於學校的道德的獨特性、教育人

員的神聖性，方能達成學校整體事務的成功、順利和圓滿。 
(六) 專業倫理面向 

一般在探討學校行政倫理面向時，大多數學者認為學校行政倫理面向應該分

為：正義、關懷、批判、效益、德行倫理五大面向，如本文所整理的表 2-1 學校

行政倫理面向，但亦有學者認為專業倫理亦需要被納入，如 Nix(2002)、Shapiro & 
Stefkovich(2001)。美國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早在西

元 1975 年頒布教育專業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 of the Education Profession)，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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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亦有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所訂定的學校行政人員倫理守則，吳清山和黃

旭鈞(1999)亦訂定教育行政人員行政專業倫理準則草案。 
Shapiro & Stefkovich(2001)在《倫理領導與教育決策》書中亦明白指出，行

政人員在面對學校行政事務的倫理議題時，應該要發展一套可供倫理反省思考的

依據，雖然目前僅屬於萌芽階段，但將來會是學校倫理領導研究的趨勢。他們認

為要幫助現行及未來的行政人員處理繁瑣複雜與困難的倫理困境，其本身除了認

同 Starratt（1994）所提出的三種倫理：關懷倫理、正義倫理及批判倫理以外，

他們認為行政人員在作出倫理決定的多面向思考上，更應加入第四面向倫理－專

業倫理(the ethic of profession)之考量。 
專業倫理(profession ethic)，係指專業領域人員（如：醫師、律師、教師、法

官、工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所應該遵循的道德規範和責任。現行學校行政

人員處理學校內部及外部有關之各項事務，所執行專業的對象包括學生、家長、

同事及社區人士（社會大眾），因此教師在教育專業上所作之決定，其牽涉的社

會關係也就包括了「學生、家長、學校同仁、社區人士及上級機關等彼此互動關

係」，所謂教師「專業倫理」即教師專業領域中一套行為規範，其涵括個人及團

體倫理、專業標準、個人專業倫理守則等規範，並以學生為中心主體之最佳利益

為著眼點，作出符合專業之倫理判斷決定並避免衝突的教育專業決定（林立武，

2004）。 
對於教師在學校中從事教育工作時所應掌握的價值倫理，詹棟樑（1996）提

出三大思考方向：其一、教師人格的形成應是善的；其二、教師應具有道德能力

與道德意願去指導學生的行為，使學生在某種情境準備去行動；其三、教師的情

緒反應不能踰越應守原則的限度；最後、教師應注意到「道德的事實」，這樣對

道德的價值比較能了解。 
國內教師法第四章第十七條所訂的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

列義務守則： 
1. 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2. 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3. 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4. 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5. 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6. 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7. 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8.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9. 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吳明隆（2002）研究歸納出有關教育專業倫理，以下幾點特徵：符合公平正

義的原則、民主方式的運作機制、尊重學生學習的主體、符應學習型班級組織、

全人教育理念的實現、教師多元角色的展現、恪遵教育法規的規範、教育行動研

究的啟航、教育專業評鑑的指標等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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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會依據教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應訂定全國教師自律公約，做為全

國教師專業倫理之規準，以維護教師專業尊嚴及自主的方向，專業倫理面向對於

學校教育行政而言，實屬內在自我約束的道德準則，對於教育人員豎立專業有其

必要性。以下為全國教師會所訂定的教師專業守則： 
全人格及獨立思考以下事項，教師應時時引以為念，以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1. 教師應以公義、良善為基本信念，傳授學生知識，培養其健考能力。 
2. 教師應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為優先考量，以公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學生，

盡自己的專業知能教導每一個學生。 
3. 教師對其授課課程內容及教材應充分準備妥當，並以教育原理及專業原

則指導學生。學校或家長及學生對教師教學內容及方式有意見時，教師應提出說

明。 
4. 教師應主動關心學生學習情形，並儘量與學生及家長溝通連繫。 
5. 教師應時常研討新的教學方法及知能，改善自己的教學方式，在教學過

程中成長自我。 
6. 教師應以身作則，遵守法令與學校章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倡導良善

社會風氣，關心校務發展及社會公共事務。 
7. 教師應為學習者，時時探索新知，圓滿自己的人格，並以愛關懷他人及

社會。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對於學校教育行政人員所應具備的專業倫理

面向之內在精神、外在準則研究已久，但在學校行政倫理面向之研究中，卻僅有

少數學者認為學校行政倫理應獨立分析專業倫理面向，自國內外的教育人員專業

準則中可以發現，其專業準則的內在精神大多與正義倫理面向、關懷倫理面向、

批判倫理面向重疊。Shapiro & Stefkovich(2001)主張之教育「專業倫理」必須融

入正義、關懷和批判等三種倫理考量之中。專業倫理面向實則包含了正義倫理、

關懷倫理、批判倫理三大面向之內容。 

肆、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現況 

一、法規 

    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教師有擔任導師之義務，並將此條款中的辦法交由各

校校務會議決定，並在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中規定聘任人數及資格

上規定： 
(一) 每班依規定應置導師一人。 
(二) 各校編制內之教師，依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均具有被遴聘為導師之義務。 
    國民中學導師聘任方式及程序則規定如下：各校導師聘任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由校長依聘任辦法聘任各班導師。 
    研究者亦於2018年1月字國家圖書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中，

以「國民中學導師」為搜尋關鍵字，共發現五十五篇論文，其中以導師輪替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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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兩篇與本研究主題相關，其中以導師工作倦怠、工作壓力大的論文達十篇之

多，可見導師遴聘制度的運作目前在國民中學階段已面臨困窘之境。而導師遴選

制度的問題未來將會因少子化現象、大量聘用代理代課教師而日益嚴重。 

二、中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聘任辦法及義務 

    依據民國 105 年 6 月 29 日修訂之中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聘任辦法，可以

了解所謂的國民中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定義為： 
(一) 兼任教師：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後尚餘之課務或特

殊類科之課務者。 
(二) 代課教師：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

者。 
(三) 代理教師：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

者。 
    其聘任辦法為：中小學聘任兼任教師，應由校長就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

合格教師證書者聘任之。中小學藝術才能班因課程安排需要聘任兼任教師，得由

校長就校外具藝術專長者聘任之，不受前項規定資格之限制。中小學聘任三個月

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選，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一) 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二) 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三) 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資格，應以具出缺科（類）專長者，優先聘任之。第三

項甄選作業，得以一次公告分次招考方式辦理；甄選作業完竣後，學校應檢附甄

選簡章、錄取名單及相關會議紀錄，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但經各該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免報者，不在此限。中小學聘任未滿三個月之代課或代理教

師，得免經公開甄選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程序，由校長就符合第三項規定資格

者聘任之。 
該辦法第八條中，明確規範國民中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

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 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 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 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 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 參加經指派與教學、行政有關之研習或活動。 
(六) 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八) 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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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中第十條規定：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不得擔任中小學導師或各處（室）

行政職務。但情況特殊，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代理教師得擔任之。

此條文與本研究有密切相關，在現今國民中學正式教師退休潮日盛，少子化衝擊

而以員額控管、大量聘任代理代課兼任教師因應課務需求，兩大因素衝擊下，此

法條規定無疑是將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加上緊箍咒，衝擊現有的國民中學導師

遴聘辦法，其中的輪替制度形同虛設，教師工作的公平性、學生學習權益的保障

將會受到影響。 

伍、合理性 

社會學者韋伯（M.Webber，1947）認為：「合理性的意義，為有意義的順

應組織以達成目標，其運作在透過規則的，非人情性的應用，而不考慮個人目標

功能的需求。」就一個組織的運作而言，合理性係為一摒除私心、依循組織規則

的運作，使其有利於組織目標的達成。 
賽蒙(H.A.Simon,1975)認為：「合理性是對某些蘊含價值系統，且行為結果

可以被評量的備選方案，做為一種較好的選擇。」賽蒙在《社會科學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中提出合理性，其意義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

去了解：廣義的合理性定義為一種行為或形態，一方面適用於獲得某一賦予的目

標，另一方面其本身卻又受到所賦予的情境和約束的影響。在目標上，合理性其

旨在於獲得期望價值極大化，同時強調效用功能的存在。而在情境和約束的影響

上，合理性強調的乃是抉擇時情境特性的考量。 
黃宗顯（1987）將合理性定義為一種抉擇的行為，能夠就情境的狀況加以考

量，並依循某種特定的準則或邏輯程序運作，以利目標的達成或期望價值的增加

而言，其本質乃是一種較佳的行為抉擇。黃昆輝（1988）則認為所謂的合理性，

一言以蔽之，即是「較佳的選擇」，這包含了兩個基本概念，即「較佳」及「選

擇」。由此，可推知合理性亦即適當性，合理性是在情境特性考量下，對於獲得

目標在理性的合宜性、適應性、功能性的追求下，從中作了最佳的選擇。 
綜上所述，合理性是一種抉擇的行為，透過理性行動追求合宜性、適應性、

功能性，就其情境的狀況加以考量，進行較佳的選擇，並依循某種特定準則運作，

以利組織目標的達成或期望價值的增加。 

陸、結論 

就上文所述，可以得知合理性是一種抉擇的行為，透過理性行動，就其情境

的狀況加以考量，進行較佳的選擇，以利組織目標的達成或期望價值的增加。將

合理性落實於學校教育行政中，且基於學校是教育場所、道德的機構，學校教育

行政的合理性，係透過道德倫理的規準所採取的理性行動，進行理想的選擇，達

成學校教育的目的，道德倫理的規準即本文中所探討的學校行政倫理的六大面向，

以此六大面向作為學校行政合理性之規準，學校行政人員在處理校務時，基於行

政職權中的自由裁量權，所做的符合人之常情、適當、就學校行政現況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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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利於目標的達成或學生學習權益的維護、較佳的選擇，及學校根據工作公平

性的原則使國民中學教師獲得同等對待、同等報酬。 
現今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面臨的困境為：國民中學導師工作壓力沉重、工

作倦怠度高，導師遴聘辦法原有的輪替制度因少子化、退休潮、員額控管等因素

而無法正常運行，且教育部日前頒布代理代課教師不能擔任導師之法規，國民中

學的正式教師在沉重的導師工作壓力下，無法喘息，此現況對於國民中學正式教

師的工作公平性、國民中學學生受教權益等實有極大的損害。以下就學校行政倫

理之六大面向：正義、關懷、批判、效益、德行以及專業六大倫理面向，其中專

業倫理面向實可分述於正義、關懷三大面向之中探究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的合

理性： 

一、 正義倫理面向之分析： 

(一) 尊重個人權利 

    正義倫理主張視人為人，個人的權利與自由選擇都應該受到平等尊重與維護。

故學校行政人員在從事行政決定時，對於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的權利都應予以公平

的對待與尊重，如尊重學生的受教權益，但也需要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及本研究

中所提及的教師工作平等權，不應為了追求效率而損害少數人之權益，若以正義

倫理面向審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可以發現正式教師對於擔任導師

與否的並未受到保障，因教師法規定每位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但沉重的導

師工作，對於正式教師不得輪替，年年擔任導師的現況，教師身心負荷巨大，學

生的受教權益亦受到損害，以此為準，導師遴聘制度實不具備合理性。 
(二) 履行專業義務 

    正義倫理強調基於義務行動的行為方具有道德價值。是以學校行政人員、教

師對應盡之專業義務須有所體認及理解，無論教師是否為學校行政體系內的正式

教師，身為學校的一份子，對於學生的管教與輔導應致力於履行專業義務，不應

其職務為代理代課教師而失去教師專業能力，託言無法擔任導師，若以正義倫理

面向審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代理代課教師不能擔任導師實不合理。

但對於學生受教權益而言，代理代課教師能力之考核，應由教育行政單位把關，

學校教評會委員在舉辦校內代理代課教師甄試時即可檢視之，且亦可評選已曾獲

聘之優良代理代課教師擔任其職務。 
(三) 遵循專業律則、公平程序 

    正義倫理主張人為理性、自由的自律人，能以普遍性的道德律則行動，因此

學校行政人員除了遵守一般的道德規則外，與學校行政有關之法律、倫理守則，

都應被視為是學校行政此一專業的普遍性道德規範。 
正義倫理著重透過公平的程序確立結果的公平性。本研究所探討的導師遴聘制度

合理性，在遴聘導師時，應秉持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

的權利都能夠受到保障，不受到任何利益或是特權的影響，以獲致公平的結果，

對於保障教師的工作公平性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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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若以正義倫理面向審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在少子

化、教育經費縮減、員額控管影響下，學校正式教師編制不足的教育現場，實不

應以學生受教權益無限上綱，對於正式教師年年擔任導師無法輪替的現況置若罔

聞，以此為準，導師遴聘制度實不具備合理性。教育行政單位應依循專業的律則、

公平的程序，保障教師的工作公平性、合理性，學生受教權益的完整性。 

二、 關懷倫理面向之分析 

(一) 思考自身責任 

    關懷倫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若學校行政人員在實行導師遴聘制

度時，首先能從自身出發，思考自己身為關懷者的責任，發自於己、施加於他人

的關懷，出自於對於學生權益的關懷，更進一步關懷身為同一學校社群教師，以

此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並予以社群內教師適當的回應及協助，而非僅以法條法規

作為學校遴聘導師的唯一考量。 
(二) 同理他人需求 

    關懷者強調對被關懷者的真實理解並對此予以真實回應，對於學校行政人員

而言，需要同理關懷的對象除了學生外，還有身處同一學校關懷社群之教師，學

校行政人員必須學習以同理的態度傾聽不同聲音、理解他人真正的需求，並進一

步提供協助。站在擔任導師為正式教師義務的立場，學習同理、聆聽擔任導師者

的需求、意見，學習理解他人無法擔任導師的緣由，更一步提供協助，對於學生

受教權益、學校整體發展，實有其價值。 
(三) 營造良好的關懷學校社群並致力於共同成長 

    學校行政人員必須將關懷關係建立於充滿信任與支持的環境中，讓學生、學

校教師願意誠實表達個人真正想法，建立良好的雙向溝通管道，讓學校行政人員

能確實有效掌握其需求，採取適當的關懷，透過關懷的關係及活動讓學校成為一

個良好的關懷社群，進而共同成長，在職務分配、導師遴聘上，也能彼此理解，

進而共同謀求解決之道。 
    綜上所述，若以關懷倫理面向審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目前各

校的國民中學導師遴聘辦法均有免任導師或可申請免任之條文，此部分即可見其

制度符合關懷倫理面向，實際施行狀況則必須看各校學校行政人員是否依法行政，

及其學校關懷社群的關係為何。 

三、 批判倫理面向之分析 

    此面向與本研究的導師遴聘制度相關的部分即為公平正義行政實踐、有效溝

通的管道建立，與前兩面向的論點皆有重疊之處，後續的研究探討，將此面向相

關之分析分述於正義、關懷倫理面向中，而察覺不合理導師遴聘制度並勇於轉化

的批判精神，則是與本研究問題四：就學校行政倫理角度提出適切的國民中學導

師遴聘制度，較為相關。綜上所述，若以批判倫理面向審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

度之合理性，可以從下面三點檢視：第一，在意識上，學校行政人員必須具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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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意識，避免事先預設立場，應跳脫框架看到教育現場需要改變的部分；第二，

關注於不合理、不公平事物，並勇於轉化，促使學校組織的轉化與改變；第三，

知覺學校與社會廣大脈絡之關係及葛人的社會責任；學校行政人員以這三點，追

求公平正義的行政實踐，並透過有效溝通的行動建立符合公平原則之教育現場。

但就目前導師遴聘制度所面臨的困境，批判倫理面向所提供的規準尚未落實至現

況的改變。 

四、 效益倫理面向 

(一) 謀求學校社群的最大善 

    效益倫理強調「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行動準則，所以倫理的行動係

立基於此一原則之行動。就學校組織而言，整個學校社群的福祉即為所有利害關

係人之福祉，學校行政人員執行導師遴聘制度時應從學校社群的利益來思考，超

越個人的私見與自我利益，並努力營造所有利害關係人之社群意識，共同謀求學

校社群之共善。 
(二) 以學生最大福祉為依歸 

    教育最主要的對象是學生，最主要的目的在為學生謀求幸福，進而連帶影響

到家長與廣大的社區，甚至擴及整個社會的福祉，此乃教育的社會責任。學校行

政人員在執行導師遴聘制度時，宜以學生的最大福祉為依歸，為學生慎選優良、

適切的教師擔任導師，效益倫理面向即認為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即建立於挑選

最適任擔任導師人選者。 
(三) 採取合乎最大利益原則的行動 

    效益倫理主張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行動即能獲致對所有決定

利害關係人最佳結果的行動。就本研究中所探討的導師遴聘制度而言，因為只有

學校教師本身較清楚其各自的需求，因此學校行政人員須就各人的利益加以溝通

理解，以便做出最佳的決定或者行動，謀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效益倫理面向

所考量的是學校最大利益的結果，更加需藉由關懷倫理面向的學校社群關懷關係

之建立、批判倫理面向的溝通行動，多方活用學校行政倫理面向的實踐與運用。 
    綜上所述，若以效益倫理面向審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學生的

權益即為效益倫理面向所追求的最大善，以最適任教師擔任導師方能維護學生的

受教權益。那麼使用積分制度遴聘教師，事實上已不符合效益倫理面向，因為積

分制度乃是用教師的年資、曾任職務等所換算的分數作為評比，最適任導師的人

格特質不在此列，以效益倫理面向作為規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實不具備合

理性。 

五、 德行倫理面向之分析 

(一) 察覺身為學校行政人員所需之德行 

    德行倫理強調個人的道德品格。就學校行政人員而言，道德品格的高度標準

即往往來自社會的期許。因此學校行政人員應體認察知到自己身為學校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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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角色應具備的德行，檢視自己具備了哪些德行，有哪些德行仍有待努力，

如此方能有助對學校行政工作之特殊性的掌握。 
(二) 力行實踐以涵養德行 

    德行倫理主張個人的德行會導致個人表現有德的行為，而德行是透過習慣養

成的氣質傾向，經由實踐所獲得的，進而達至所謂幸福的境界。故學校行政人員

應在從事行政實踐的過程中、導師遴聘制度推行過程中，應展現符合有德者應有

的德行，自我砥礪與落實道德德行的實踐，經過不斷的實踐，養成德行，進而使

達成學校整體事務的成功、順利和圓滿。 
(三) 扮演道德楷模 

    德行倫理強調理想的人格典型，主張透過對此理想人格的學習來獲得德行。

學校是道德機構，學校行政人員須扮演學生、學校其他成員、甚至社區及社會的

道德楷模，故不管在公德、私德方面的言行舉止都應特別注意。此外，學校行政

人員應培養其堅強的意志力，在推行導師遴聘制度時，在面臨衝突及挫折的情境

下，能做出正當合理的道德判斷，確實依法行政，避免任何舉措失當而產生對學

校、對教師、對學生不良的影響。 
    綜上所述，若以德行倫理面向審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之合理性，所有教

育人員應具備專業角色的德行，對於導師遴聘制度的推行應確實依法行政，目前

導師遴聘制度是由各校校務會議制定相關辦法，其辦法條文有許多模糊可供操作

之處，學校行政人員應就其條文確實依法辦理，更進一步積極修訂更為適切的導

師遴聘辦法，以此為內在精神，以德行倫理面向檢視導師遴聘制度，其合理性建

立的基礎在於學校行政人員的自我要求與實踐，若學校行政人員品德操守不足，

進而自行解讀、操作導師遴聘辦法，如此導師遴聘制度便不具備合理性 
目前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已現困境，就學校行政倫理面向探究其合理性，可以

發現其中有許多不合理之處，以學生受教權益為旗幟，未能保障教師的工作合理

性，就研究發現：導師無法輪替實使學生受教權益受損，其未能得到適任教師擔

任導師，在俗稱狂風暴雨期的國中階段，導師身為學生的重要他人，實需要健全

的身心擔任教育下一代的責任。教育行政單位應正視國民中學導師遴聘現況、修

訂國民中學導師遴聘制度，以期讓教師工作合理化、學校教育發展趨於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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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校特色經營策略之探究 

 

林怡秀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少子女化現象、辦學績效的重視及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抬頭，學校組織已由保

護型組織進化成競爭型組織，在教育市場高度的競爭下，位處偏鄉學校更是居於

不利位置，面臨裁併危機，偏鄉地區學校必須深切反思未來的發展願景，分析內

外環境優勢、機會條件，發展獨特優質的學校特色，進而建構學校品牌，吸引教

育顧客即使位處偏遠仍選擇至該校就讀。 

    品牌是現今社會消費方式的主流，建構學校品牌助於明辨學校辦學願景，而

學校特色是學校品牌建立的基石。本文意旨即在探討學校特色的意涵與特性，並

以此發展建構成學校優質品牌，進而分析期能助益偏遠地區學校經營特色品牌；

本文最後進一步提出擬訂學校發展特色計畫其考量面向包括：一、發展特色永續

經營；二、妥善規劃課程內容；三、由下而上凝聚共識；四、加強結合社區資源；

五、擴展學生學習視野；六、善用學校特色行銷。 

 

關鍵詞：偏鄉學校、學校特色、學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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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Remote School Feature 
Brand Run Tactics. 

 
Yi-Hsiu Lin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fewer children,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performance and the 
rise of school choice, the school organization has evolved from a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to a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 Under the high competition of the 
education market, the school in Remote and Isolated Areas facing a crisis of 
reconciliation, schools in rural areas must deeply refle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vision, analyz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opportunity 
conditions, develop unique and high-quality schoo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build 
school brands to attract education customers even if they are remote. The school is 
studying. 
Brand is the mainstream of today's social consumption mode.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brand helps to clarify the vision of school running, and the schoo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cornerstone of school brand build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s characteristics, and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the high-quality brand of the school, and then analyze the 
period to help the school to operate the characteristic brand in the remote areas; this 
paper finally proposes to formulate the schoo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plan.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s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Second, properly plan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Third, from the bottom up to build consensus; Fourth,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resources; Fifth, expand students' horizons of 
learning; Six, make good use of school characteristics marketing. 
 
Keywords: school’s feature, remote area school, school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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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灣在少子化影響的浪潮下，學齡人口數逐漸減少，偏遠地區學校學生人數

跟著銳減，偏鄉學校之經營也日益艱鉅，也因為地方政府經費績效的考量，部分

偏遠學校甚至造成廢校或合併的情形。學齡人口數的減少，小學首當其衝，國中、

高中職類似的問題也逐漸浮現，高等教育同樣面臨招生不足的窘境，國內教育體

系都無法避免於嚴苛的市場機制考驗（教育部，2015）。偏鄉學校相關議題在近

幾年成為教育界開始重視的話題，不論是偏鄉教育的補救教學課程、數位學伴計

畫、師資延攬政策、小校裁併，以及教育部推動的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等，無

一不在設法翻轉偏鄉學校弱勢角色，解決城鄉教育落差的實際問題。因此，對於

這一波教育大環境的衝擊，偏遠地區學校若不能發展卓越特色與差異化的學校特

色，建立優質品牌，學校經營則將面臨嚴峻的考驗。 

當今學校教育在高度競爭下提倡家長教育選擇權，形成教育市場化，其概念

影響學校經營管理。現今社會經濟以品牌導向為中心，顧客消費習慣有所謂「品

牌忠誠度」，對於產品的認知瞭解、情感連結與價值觀影響消費者的接受程度。

PC WEEK（2003）指出在全球新經濟時代中，消費者採購時大多仰賴品牌所建立

的形象，在任何產業生態中，如何建立優質品牌形象，已成實務界與學術界共同

探究的課題。而學校品牌的建構也大大影響學生是否選擇該校就讀，學校要能順

利招生則應在學生及家長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蔡金田，2009），發展學校特色

形塑學校品牌才能有效吸引學生入學就讀，方能讓學校得以永續經營，再創教育

新價值。 

綜上所述，隨著教育選擇權的提倡，現今家長為孩子選擇越區就讀的現象比

比皆是。尤其位屬邊陲地帶的小學校，家長棄區內擇他校的現象比例更高。再加

上隨著少子女化浪潮的到來，不少學校以發展學校特色以為因應。因此研究者探

究國民中小學偏鄉小校發展特色的因素與策略，建立學校特色品牌，探討學校發

展特色的較佳模式，希冀能提供未來偏鄉學校發展特色的經營之參考，實踐學校

教育多元樣態，為後續偏鄉教育的經營，建構在地化的發展思考。 

貳、 我國偏鄉學校現況分析 

偏遠地區學校的裁併問題，一直是近幾年來教育研究者所關注的議題。教育

部的統計指出，民國100年到年單就公立小學的學校數，就從原本的2623所下降

至2599所，由此可看出五年間台灣公立小學數目呈現遞減的走勢（教育部，

2016）。偏鄉地區受人口外流和少子化影響，學生數量日趨減少，部分政府基於

節省資源，而選擇用裁併校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各縣市目前為止還是以學生人數

作為裁併校之基準，學生的受教全會隨著學校整併而有所變動。政府雖然選擇了

符合比例原則的政策，卻可能變項剝奪了學生們完整的學習權力（姜博超，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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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2017）資料顯示，105學年度全國國小校數共計有2,630所。其

中偏鄉國小校數計有879校，佔全國國小總數的33.4%。另外，105學年學生人數

在100人以下的國小校數計956所（占36.3%）。另外，宜蘭縣的偏鄉國小有13所（全

縣77所，占16.9%）。學生數在100人以下，則有32所，占41.6%。 

吳清山與林天祐（2009）指出：由於受到地理位置的影響，偏遠地區的居民

有學習動機相對較弱，人口結構相對老化、文化刺激相對不足、社會風氣較為封

閉、日常生活勢必較貧困等諸多不利教育推動之狀況。 

陳聖謨（2011）認為造成偏鄉困境最關鍵的因素是人口結構產生變化，包括

少子化、高齡化、多元化等結構性變化，造成城鄉落差、經濟弱勢、教育成本升

高、學校規模不足、教育經費不足，設備維護不易、人力超額浮動、師資供需失

衡、文化刺激不足等問題、同儕互動機會減少。 

林秀芬與許振華（2014）分析臺灣偏鄉教育問題有四類：第一，地理位置偏

遠造成交通不便、資訊傳播不易和師資流動過高；第二，各地文化脈絡（包括族

群、宗教和歷史背景等）的特殊性，導致部分課程內容與設計與當地民情不符；

第三，人口不足造成政府經費分配不足；第四，多數家庭為低社經背景，無力提

供學習資源，學童甚至需要分擔家計。 

何黃欽（2014）研究發現：少子女化、學校人力物力調度不易、親師溝通不

足、行政工作壓力過重及社區參與度等五部分，是影響偏鄉學校發展的阻礙因素。  

偏遠地區教育問題與其他教育不利團體多有重疊，常被認為已處理過而受到

忽視。長期下來，偏遠地區的教育發展遠落後於一般地區，城鄉之間的落差日益

擴大。茲分析偏鄉教育遭遇之困境有以下幾點： 

一、教育政策取向仍偏向供給模式  

我國教育優先區主要偏向教育基礎建設，如教學設備更新、交通車的提供、

學校硬體設備等資源投入，就政策分析模式而言，主要仍偏向供給模式，缺乏依

據「需求模式」、「績效責任」等模式進行規劃。  

二、師資流動率高之問題  

由於地理位置偏遠，造成交通不便、生活機能較差，教師任職意願不高，不

易形塑教師對在地之認同。加上學校規模小，師資編制較都會區少，常須兼任大

量行政業務無法專心投入教學，致使師資流動頻繁，校內師資結構不穩定，也直

接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三、家庭教育功能相對缺乏 

家庭、社區是影響學生學業成就及教育機會均等的主要力量。偏鄉地區許多

家庭為低社經背景，生活基本需求已匱乏，更無法為孩子的教育投入充足精神與

物質。 

四、地理因素及學生文化資本缺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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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由於交通不便，文化刺激少，資訊傳播不易，學生較難獲得多元的

學習刺激與楷模，造成城鄉的差距越來越擴大。 

五、數位落差及社會資本缺乏  

數位化學習固然能跨越時空限制給予偏鄉孩子相關的學習刺激，然而數位教

學之推廣，卻乏相關設備、師資之投入，亦可能拉大偏鄉與都市之距離，學生於

缺乏社會支援關係 下，亦造成社會資本缺乏。 

六、 學校規模影響學習刺激不足 

偏鄉學校規模普遍偏小，班級數少，學生數銳減的情形下，同儕間互動亦大

為降低，學生學習動機通常較為薄弱，也影響學生人際互動和學習品質。 

綜觀以上，均衡城鄉發展，拉近都市與偏鄉學生學習差距，強化偏鄉學校競

爭力，讓每個孩子都能獲得妥適的照顧，是政府及學校單位亟需面對的課題。 

參、 學校特色意涵及特性 

    學校的教育最終目標即是以學生為主體，啟發學生多元智能，引導學生適性

發展及培養全人教育為核心。但學校之間存在著複雜的差異性，牽涉許多學校本

身條件與外在環境的因素。在不同的發展背景脈絡，學校應分析本身特質與利

基，應用 SWOT 分析，體認學校優勢與劣勢及外在機會與威脅，進一步探討學

校藍海策略分析，發展學校特色，形塑創新學校價值，並求減少成本，擴大需要；

強調差異化與新價值，建構學校優質獨特品牌，達永續經營目的。茲就學校特色

意涵與特性之重要概念分析整理如下： 

一、學校特色意涵 

特色（feature）係指獨特（uniqueness）出色或優異之處，優質（quality）、創

新（creativity）、榮譽（honor）、效益（effectiveness）及品牌（brand）常是卓越特

色的表現或效應。（林志誠、李重毅，2013） 

而所謂學校特色（school features）是學校因應時代變遷與教育價值新理念，

進行解析學校內部條件與外在環境因素及所在區域之特質，縝密規劃創造學校整

體性、多元性、創新性、獨特性、優異性的教育環境，以提升教育品質達到教育

目標。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04）優質學校係指學校在各方面均有良好的績效，包

括校長的領導、學校行政與管理、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全體教職員

之專業發展、資源統整、校園營造以及學校的文化和價值等。 

詹棟樑（2002）認為學校特色是指學校在辦學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色

彩、風格，是與眾不同，獨有的優勢發展成強項或是特別的教學活動，體現了學

校的差異和學校個性。 

林進山（2006）進一步指出特色學校的內涵包括：卓越的校長領導風格、精

148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緻的課程設計、創意的教學方式、優質的生態環境、前瞻的綜合領域、創新的評

量方式等等，並能啟迪學生欣賞與發表能力，足以彰顯校園永續經營與延續管理

的學校特色，達成學校預定辦學績效。 

要言之，學校特色有下列幾項意涵： 

〈一〉 學校內外在環境資源整合：學校特色是以分析學校內部優勢與劣勢，進

而界定學校的願景、任務與目標；並分析外在機會和威脅與地方資源特色，結合

優勢與機會，創造共榮互惠之雙贏學校特色。 

〈二〉 整體性與多元性脈絡：學校特色規畫非校長一人所為，也不僅是行政人

員等少數人的意見，需要集合全體教職員的共識及親師生共同合作，具整體性與

一致性，共同發展，才能事半功倍，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且學校特色具有多元發

展可能，不管是校長領導、課程、教學、環境、設施等，只要是創新並能創價，

都能發展其特色。 

〈三〉 獨特性與優異性意涵：學校特色經營是以創意、創新的的各式教育活

動，以提高學校效能，各學校條件性質不同，發展的特色也不一樣，性質相近者，

為有所區別，亦發展出差異化及優異特色風格，即是「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

優我特-特別優異、特別出色、特別突出」差異化的傑出表現。〈林志成、林仁煥，

2008〉 

〈四〉 達成教育目標以永續發展：學校特色發展及一切策略主要是以學生為本

位，達成教育目的與學校績效目標，讓學校得以永續經營發展。 

二、學校特色特性 

吳明清（2011）認為，發展學校特色須具備五項規準，分別為：1 展現獨特

性，並強調用心與創意；2 符合教育目標，且教育目標不可割捨；3 具有優良品

質，在學校環境設施，以及教育形式、內容和過程中力求精緻化；4 反映社會正

義，謀求學生最大學習利益；5 發揮學校效能，並從資源使用效益、學生學習成

就的水準及教育目標的實現三方面驗證。林志成與田玉昆〈2011〉也認為學校特

色應符合教育的規準要使學生能自主學習、樂校學習、多元展能為最重要的考量

點，學校特色是發展特色學校的重要基礎。 

歸納專家學者（吳明清，2011；吳清山、賴協志、王令宜，2010；林志誠、

李重毅，2013）所論學校特色之特性，歸納簡述如下： 

（一）教育性與價值性： 

學校本身是一個教育機構，須符合相關教育法令，展現學校教育功能及目

的、發展學生潛能、使學生具備生活知能與培養關鍵能力之核心價值，並能普遍

性受惠，照顧弱勢學生，突顯教育的意義和目的，充分發展多元潛能，不放棄任

何一位學生。 

（二）獨特性與優異性： 

學校利用內外部條件特性，展現高創意創新思維與高識別性的獨特風格和表

現，形成與其他學校產生差異化、與眾不同；並進一步將學校內部優勢與外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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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極大化，比其他學校更優異、更卓越優質，更深入，更廣泛，則能擴大學校特

色發展利基，發展卓越優異學校特色。 

（三）精緻性與合作性： 

學校之所以比其他學校優異，在於展現精緻性的教育，包括卓越性、績效性

和科技性三項特徵（吳清基，1990），而學校特色的發展除要有精緻性的理念外，

必須透過集體參與，親師生共同合作，相互分享，才能彰顯學校特色。 

（四）績效性與永續性： 

學校面臨少子女化、異質化等各種挑戰，發展行政管理、教師專業、課程教

學、學生學習等層面的創新，提升競爭力，展現優良辦學績效，強化績效責任意

識，展現多元績效與全品質的學校教育特色，提高學校競爭力及卓越績效；且學

校特色是學校文化的一部份，是有故事性，才能長久性；並研訂學校特色發展短

程、中程及長程計劃，透過永續性及延續性發展計畫，使學校特色不斷傳承與創

新。 

肆、偏鄉學校發展特色經營策略 

從學校方面來看，發展學校特色領導者應考量學校各項優勢條件，審慎擬訂

學校發展之特色計畫，而其考量之面向如下：  

一、發展特色永續經營 

計畫應考量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空間規劃等條件，發展特色是透過社區

資源及學校本身具有的師資條件為基礎，且學校經營為達永續，長期推動學校特

色所需經費除了爭取社會資源外，應朝開源節流方向著手，以達經費自主，降低

影響學校特色發展的阻礙。  

二、妥善規劃課程內容 

學校發展特色的步驟應從納入正式課程著手，並善加規劃課餘學習時間，當特色

發展已具績效並希望能繼續傳承下去時，注意避免因發展特色影響到教學，對於

課程的安排須更進一步調整，結合課程發展。  

三、由下而上凝聚共識 

特色課程推廣宜先從有興趣的老師開始，由內部推展並建立各處室溝通機制，互

相協助，凝聚共識。  

四、加強結合社區資源 

結合社區，強化學校和社區的互動，亦引進社區師資及增置員額教師以彌補師資

空缺，有助於學校特色的長期發展。特色學校的永續經營不僅讓學校身為教育學

子的場域，更是社區的教育中心，透過課程教學，結合偏鄉在地特色，除富含教

育意義外，亦可活絡當地經濟發展，達到雙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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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擴展學生學習視野 

平時多加規劃學生展示學校特色活動，特色要以學生的學習為優先考量。給予學

生不同的發展機會，使其適性發展，學校發展特色能提供學生擴展視野與外界接

觸的機會，透過不一樣的接觸，增進人際互動的能力，強化學習刺激，縮短城鄉

差距。 

六、善用學校特色行銷 

善用學校特色行銷以獲取更多家長認同與助力。學校特色的展現具活化課程、突

顯學校本位課程之效，如能透過策略性行銷，較能顯現學校的差異性及獨特性，

讓家長易於掌握學校之辦學方向。  

伍、結論與建議 

少子女化現象、教育政策鬆綁、辦學績效的重視及家長教育選擇權的抬頭，

在教育市場高度的競爭下，學校組織已由保護型組織進化成競爭行組織。偏鄉學

校位居不利更須深切反思未來的發展願景，分析內外環境優勢、機會條件，發展

獨特優質的學校特色，吸引教育顧客選擇學校就讀，俾利學校永續發展。發展特

色學校的關鍵在於找到學校特色所在，而特色學校成功的關鍵在於資源與人力的

有效配置。因此，盤整學校與社區資源，歸納出具有獨特性的在地化元素，進行

SWOT 分析內部優劣及外在機會、威脅，將有利於規劃，發展特色學校的行銷策

略。因此，偏鄉學校教育欲求永續發展，其核心關鍵在於學校特色的發展，具特

色的課程規劃、創新的教學、高品質的服務、精緻的校園空間等，建構成優質的

學校品牌，並將訊息傳遞給學區內外師生大眾，學校經營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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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代理代課教師困境與因應策略之探討 

 

林榮萱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生 

 

摘要 

近年來生育率降低而衍生社會的少子化，國中教育界出現了一項重要的教育問題-

流浪教師問題，每年未正式教職四處奔波應試，因此很多老師在通過教師檢定取得教

師證照、但尚未能考取正式教師之前，即轉而報考代理代課教師。加上每年學校都招

不足教師，而許多代理代課教師都未修習過師資培育，因此代理代課教師在各個學校短

暫停留、代課，因此代理教師在學校校園中也成為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與文化。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先擬具訪談大綱再與研究對象經常有人際互動的同校

教師、班級學生進行訪談。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國中代理代課教師的心路歷程，及其

角色所帶來在人際互動、學校生活、專業成長和教師生涯發展的所承受的壓力與遭遇到

的困境。研究結果發現，有些家長及學生對於代理教師有一些既定的刻版印象，他們

會認為代理教師的教學專業就是一定比不上正式教師，對於代理教師即以一種輕視、

不認同的眼光看待；代理教師在成為正式教師之前，不受教師法之規範，因此無法

享有教師應有的福利及權益，代理代課教師有著正式教師所沒有的生涯發展困擾。 

 

關鍵字：教師困境、因應策略、代理代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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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ilemma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Substituting Teacher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Jung Hsuan L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ertility rate has decreased and the society has become less 

protagonized. There has been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problem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the 
country--the problem of wandering teachers. Every year, there are no formal teaching 
positions to go around, so many teachers have obtained teacher certificates through teacher 
certification, but they have not yet Before you can take the formal teacher, you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agent substitute teacher. In addition, every year, the school recruits less 
teachers, and many agent substitute teachers have not practiced teacher training. Therefore, 
the agent substitute teachers stay in each school for a short time and substitute classes. 
Therefore, the acting teachers have become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and culture in the 
school campus. 

In this stud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nd interviews were first prepared 
with interviews with classmates and class students who often interacted with the subject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mainly to explore the mentality of the agent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ole of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chool life,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er's career 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The study found 
that some parents and students have some established impressions on the acting teachers. 
They think that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of the acting teachers is inferior to the formal teachers, 
and the acting teachers are treated with a contemptuous or disapproval view; Before becoming 
a formal teacher, teachers are not regulated by the teacher law, so they cannot enjoy the 
benefits and rights that teachers should have. Agent substitute teachers have career 
development problems that formal teachers do not have. 
 

Keywords：Teacher dilemma、Response strategy、Agent substitute teacher 

 

 

154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壹、 緒論 

隨著整體經濟環境的變遷，不像以往的環境還有很多不錯的就業機會選擇、多數的

人選擇從事教職，除了有著當老師的熱忱及抱負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當老師是

所謂的「鐵飯碗」，在經濟不穩定的狀況下，當老師相對穩定，但是隨著師資培育政策

的實施、師資培育管道多元，有愈來愈多的人想要從事教職，但是大多數的老師又還未

到退休年齡、或是到了退休年齡但是還沒有退休、還有少子化的影響，使得教師職缺可

說是少之又少，因此想成為一名正式老師可說是難上加難。 

本章分成四節，第一節研就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由於近幾年來，社會變遷迅速、社會問題接踵而來，校園生活也不例外。學校教師

為了配合家長及學生的需求，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心態下，就必需進行各項額外考

試。教學環境本身即是一種具有高度壓力的工作情境，而且容易造成工作倦怠。 

中小學師資培育歷程包括：在大學修習職前教育課程、到實習學校從事半年的教育

實習、國家檢定考試通過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參加教師甄選擔任正式教職。而許多的師

資生在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後，因為缺額短少的緣故，選擇擔任代理代課教師的工作。剛

取得合格教師證書的大學畢業生，有些因為極低的正式教師甄選率，早已另覓職場他就，

也有些未考上正式教職，到學校擔任代理代課教師，可能面臨來年參加教師甄選、取得

正式資格的壓力。師資培育政策上的轉變、工作上教師甄試的競爭、社會上少子化的衝

擊、以及其他的原因造成校園無法進駐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每年需重新考試、工作的待

遇不公、社會地位的次等等，每一個原因都形成生活上的壓力來源，對生活造成很大的

影響，也成為代理代課教師生活上的課題。對於教學過程順利推展及教學目標的圓滿達

成均有不良的影響。希望藉本研究可以讓教師更深入了解自己在職場上所面對的困境，

並從中找到自我因應壓力的策略，讓教師都能提升自我生活品質。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國中代理代課教師的心路歷程，及其角色所帶來在人際互動、

學校生活、專業成長和教師生涯發展的所承受的壓力與遭遇到的困難，研究者從個人經

驗中感受到學生與自己之間的關係，這促使研究者聯想到教育場域中，代理代課教師的

如何思索個人的身分認同、社會地位、角色的位置與價值，面對目前與未來的教育發展

狀況，會有什麼轉變？李文惠（2007）表示教甄與教學的平衡點、班級經營管教、專業

自信等是代理代課教師縈繞在心頭的困擾，在學期期間是教師;在寒暑假期間是考生，代

理代課教師擁有半穩定、半流浪的生活，在這些工作上所遭遇到的困擾，省思當前師資

培育政策，進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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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1. 因應策略：指個體在壓力情境中為避免焦慮與威脅，所採取的對策。因應策略包含

有思想和行動，目的在減輕壓力並解決困難。 

2. 國中代理代課教師：指以部份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後尚餘之課務或

特殊類科之課務者。2011 年修正「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內容對

於代理代課教師資格有更詳盡明確的規定。根據辦法第二條定義所稱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如下：（一）兼任教師：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

後尚餘之課務或特殊類科之課務者。（二）代課教師：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

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三）代理教師：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

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 

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國中代理代課教師，每位教師所處的教育環境也截然不同。代

理代課教師所面臨的困境，不只有教師甄試、工作的壓力，還要面對更多來自社會觀感、

家庭包袱、人際互動等的種種壓力。國中代理代課教師還要面臨中學生升學問題與家長

方面的壓力。故本研究再探討國中代理代教師困境與因應策略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代理教師之困境；第二節代理教師之專業發展；第三節代理

教師之規範。 

第一節  國中代理教師之困境 

    代理代課教師的議題影響當前教育的層面十分廣闊，在教育議題上具有前瞻性的意

義。代理代課工作的待遇不公、社會地位的次等…等，每一個原因都成為教師的困境，

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也成為他們生活上的課題。 

    政府財政國教經費日漸減少，國教經費不足更是難以增加正式教師的員額（吳清山，

2005）。師資培育機構培育了大量的合格教師之後，這一群合格教師卻無法取得正式的

教職，加上教師需求員額逐年遞減，多數的合格教師轉而投入代理代課教師的場域，校

園中代理代課教師的人數逐年增加。在 2017 年 8 月於教育部全國高中以下學校教師選

聘網資料顯示：106 年度第一學期全台灣國中教師所需的職缺數，2017 年 8 月到 2018 年

1 月期間，仍需要的教師職缺數，國中正式教師還有 6 名缺額，國中兼任、代理、代課

職缺數需要 1142 名缺額，數量極為懸殊。配合教育部 2012 年開始實施「教師課稅減課」，

修正「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正式教師減下來的課，須由代理代課教師扛

下，因而各校出現「代理代課化」的現象漸趨嚴重。 

立法院於 2011 年 1 月 7 日三讀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取消軍教免稅，並從 2012

年開始實施，從 2013 年國中教師將必需開始申報綜合所得稅。有鑑於教師課稅的推行，

教育部擬以降低國中教師授課節數為配套措施之一，國中教師基本鐘點每週減兩節，若

所減授課節數未達專任教師授課節數時，則由學校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聘請代理代課教師加以協助。研究者透的個人經歷及經驗故事，呈現「哪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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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就往哪報名」與「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奔波與煎熬，為了保障原先正式教師的權益，

且因應社會脈絡的改變，這些增加的教師員額，多數學校都採取不聘足正式教師的策略

因應，以免將來學校超額教師無路可去，然而正式教師不聘足，也代表學校代理代課教

師的比例增多（李文惠，2006）。減課的概念是減輕正式教師負擔，代理教師也能受惠，

但是在教育部只補助到鐘點費的同時，學校可能會讓老師繼續上課然後補鐘點費，或加

以聘請代理代課教師來協助課務（陳姿伶，2012）。 

第二節  代理教師之專業發展 

教師職業是一種專業性工作，教師是持續發展的個體，透過持續性專業學習與探究

的歷程，進而不斷提升其專業表現與水準 (饒見維，2003)。 

Kariuki (2009) 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為了改進其教學知識和技能，參與校內外正

式和非正式的過程和活動 (Jackson & David, 2000)。教師專業發展應該是目標導向、具持

續性、以及和教師日常工作情境相連結。 

教師專業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改進學生的學習成果也是增加社群成員終生學習能

力的過程，以促進所有學生達到高標準的學業成就以及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Michigan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2000)。 

對代理代課教師而言，教學方式與理念是他們表現自己的途徑，即便面對不穩定的

身份，代理代課教師仍期許能自我精進教學技巧、營造好的班級氣氛等，在教學現場肯

定自己是許多代理代課教師努力的方向。 

代理代課教師的教學困境，來自公私領域的時間分配不均，教師甄試是關乎自己的

人生方向，而學生行為與學習是作為教師不能放手的理念，代理代課教師因為個人身份

的因素，時常無法權衡天秤的兩端(葉宛瑜，2016)。 

第三節  代理教師之規範 

教育部為規範公立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之兼職，特訂定本原

則。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其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 教

師所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

之虞者。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

面報經學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新申請。 

教師兼職不得有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有洩漏公務機密行為、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

送、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違反教育中立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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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台灣師資培育多元化政策，已導致許多具有合格教師證者當不成正式教師，要先當

代理代課教師的問題，而這個現象已非國內前幾年研究代理代課教師之論文所關注的焦

點。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民中學代理代課教師在面對困境下所採用的因應策略之情況，

以文獻分析作為研究架構基礎，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在方法上乃採取訪談和問卷調

查以更多直接來自於教育現場和長期持續性的資料蒐集，來了解這項議題。本章共分四

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方法；第四節研究工具。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困境 

                                1.教學與輔導工作  

                  2.學生行為  

                  3.教師的專業知能  

                  4.學校組織  

                  5.人際關係  

                  6.工作負荷  

 

 

 

因應策略 

                         1.解決問題  

                                                2.情緒調適 

                                                3.尋求改變 

                                                4.避免逃避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來源，係由研究者先行製作邀請函、雙方同意書，再透過工作同

仁找出已取得國中合格教師證，但未考上合格教師，目前在學校擔任代理教師進行訪談；

再找出未取得國中合格教師證，目前在學校擔任代理教師進行訪談 

 

背景變項 

1.性別  

2.年齡  

3.婚姻狀況 

4.服務年 資  

5.工作職務  

6.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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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設計，找到受訪者後，進行訪談，再找出下一次訪談的對象，並

考慮這些候選人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代理年資的分布，據此進行訪談，來探討受

訪者的差異來增加個案的多元背景。 

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深度訪談 

為了深入了解代理代課教師心中想法的重要方法之一，先擬具訪談大綱，談論一些

研究者預設的問題外，更重要的是配合觀察發現，詢問一些較深層的問題或是受訪者給

予的分享。由於隨著學期的進行，在教學上遇到事件、困擾、感受等發生。另外，與研

究對象經常有人際互動的同校教師、班級學生，則視需要隨機進行訪談。 

二、敘說經驗 

代理代課教師從個人教學的經驗中尋找對自己的意義，並透過言語敘說，聽者與說

者共同思考這個經驗意義。研究者應在這經驗中，發掘故事本身凸顯意義的部分，林美

珠（2000）提到將故事意義化是說故事者的任務，根據 Chase（1995）所提示的，研究

者則是要注意受訪者者有興趣的故事，而不是研究者自身有興趣的環節。 

三、研究者反思扎記 

研究者在研究進行過程中，在學校受訪現場時，利用錄音設備留存當時的聲音，事

後做逐字稿、分析外，也同時記下研究者在訪談過程的反思，作為研究資料編碼、分析

時，交叉檢證研究結果。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以下針對對照文獻和現行法令規定做討論。並對代理教師因角色和身分所引起的困

境、專業成長、人際關係，加以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代課」的刻板印象 

許多家長都不放心讓代理教師擔任自己孩子的導師，也有些比較驕傲的家長只願意

和正式老師溝通，不願和代理老師溝通。也有家長及學生對於代理教師有一些既定的刻

版印象，他們會認為代理教師的教學專業就是一定比不上正式教師，因此對於代理教師

即以一種輕視、不認同的眼光看待，而這也更讓代理教師在學校的生存又更艱難了。 

第二節  代理教師的困境 

以「制度、權益」層面而言：代理教師在成為正式教師之前，不受教師法之規範，

因此無法享有教師應有的福利及權益，尤其代理教師的聘期通常到六月底，因此有兩個

月(七月、八月)是無法領薪資的。 

以「教學」層面而言：代理教師能填補學校正式教師因為各種原因所遺留下來

的課務問題，有些學校因為正式教師都沒有意願擔任導師，因此請代理教師擔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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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但也有家長為此向學校提出抗議，他們認為代理教師流動率高，也許明年班級

又會再面臨要更換導師等。 

代理代課教師如同林昭仁（2009）「逐教缺而居」，結束在學校一學期一聘的代理代課

工作後，參加教師甄試，有些人捯以很幸運的一路過關斬將考上正式教師，也些人則以些

微或極大的差距飲恨兵敗如山倒，最終又必須重新再找個一學期一聘的代理代課工作，長

久下來消磨代理代課教師的身心理負擔，在加上家長與目前社會環境對教育的觀感，使

許多代理代課教師不免有些心力交瘁。 

第三節  斷斷續續的人際關係 

家長會擔心代理教師的專業能力影響到自己孩子的受教權益。但最重要的原因還不

僅止於此，其實有許多代理教師因教學表現良好，後來也得到家長的肯定。所以，家長

最擔心的是小孩子若被代理教師教到，會常常更換老師。而影響小孩子的適應、師生互動

與學習。 

代理代課教師在同儕互動上也會有困擾，有些學校人員不一定能平等看待這群人。

在班級經營上，則因為只有短暫一年代理，會有學生常規該不該管理的困擾。上述這些

都可能是斷斷續續的人際關係所造成的。 

第四節  不安的學校生活和專業成長 

代理代課教師的學校生活出現的第一個不安現象，是上課時間和放學回家時間運用

的，白天要上課、處理學生事務，課餘後的晚上除了備課和批改作業外，還要準備教甄

考試，以因應一年一次的教師甄選。蠟燭兩頭燒的狀況，雖然未必會影響教學，但容易

導致身心俱疲，非常辛苦。 

學校生活出現的第二個不安現象是代理代課教師上、下學期心情。部分教師在上學

期時幾乎還未展開教甄的準備工作，心情上比較好，看得開。然而，隨著寒假結束後，

心情愈來愈緊繃、莫名的考試壓力愈來愈大，加上期末學生事務和教學工作也到結束前

的忙碌時刻，「蠟燭兩頭燒」的感覺更強烈。 

伍、 結論與建議 

透過研究結果對國中代理代課教師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代理代課教師有著正式教師所沒有的生涯發展困擾。在角色和身分上，因為代理代

課教師的刻板印象，使其不想揭露甚至盡量隱藏其代理代課身分，以免帶來工作上的困

擾。而在人際關係上，雖然代理代課教師有比較大的選擇學校機會，但是，人際互動卻

是斷斷續續的，過客的性質無法避免，這些現象改變了以往教師工作穩定的性質，對重

視人際關係的教師工作有不利的影響，也間接影響學校教育的品質。 

然而層出不窮的學生行為，也讓初任的代理教師疲於奔命、身心倦怠，唯有妥善的

規劃，及時的完成任務，才能夠擁有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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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限制代理代課教師的工作年限之外，學校更直接決定代理代課教師的去留。研

究者目前也是學校的代課教師，內心也不時的擔憂自己自己下年度工作地點是否有著落，

因為每一年的暑假就是一個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時刻。有人終於可以考上，有些人會因此

轉換跑道，轉換跑道過程中，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成功的人會慶幸自己離開了，失敗的

人所面對卻不只是轉換生涯的挫折。研究者也曾經想轉換跑道過，但很喜歡教學這份工

作，因此選擇繼續打滾。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對於當前師資培育政策有以下建議： 

一、 將「代理代課教師」更名為「約聘教師」 

可以比照大學研究計畫約聘之教授，給予「約聘教師」之名稱，表明其已經取得合

格教師證書之身分，避免無謂的困擾。 

二、 考慮代理的性質，延長聘約期限 
可考慮將代理教師二到三年一聘，如此可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免於經常更換教師影

響學習。對於績效卓著之代理教師，可透過像學校教評會機制，直接予以續聘一至二年，

免受公開甄選的限制，免除年年應考的焦慮，有相對較長的教師生涯規劃。 

期許能在制度及權益層面、教學層面、行政層面，讓代理教師能持續擁有著理想及

抱負、繼續前往從事教職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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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危機管理之個案研究– 

以花蓮縣一所山區小校天然災害因應策略為例 

 

柳建華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個案學校因天然災害撤退下山的校園危機管理原因及類型、校

園危機的困境及實施策略具體作法。研究方法採取個案研究，選擇一所地理位置

特殊的偏鄉學校為個案。研究結論如下： 

一、個案學校地理位置特殊，校園危機管理的類型以天然災害為主。 

二、個案學校的校園危機的不確定性及難以掌控的困境。 

三、個案學校面對校園危機管理之因應策略為:  

(一)危機管理策略首重危機前的預防 

(二)校園危機管理必須全體總動員 

(三)行政應該與老師、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以提升危機管理的效果。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建議供參考。 

 

關鍵字:危機管理、校園危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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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Campus Crisis 
Management 

–Taking the natural disaster response strategy of a 

small mountain school in Hualien Coun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reasons and types of campus crisis 

management in case schools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the predicament of campus crisis 
an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a case study, and 
a case of a local school with a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was selected as a cas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ase school has a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types of 
campus crisis management are mainly natural disasters. 

Seco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campus crisis in the case school and the dilemma 
tha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ird, the response strategies of case schools facing campus crisis management 
are as follows: 

1.The extremely important is the prevention of crisis management strategy. 
2. Campus crisis management must be mobilized.  
3.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sis managem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o propose for reference. 
 

Word key: crisis management; campus crisi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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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學校這樣的地方應該是一個大家認為最安全的地方，隨著時代的變遷及政策的開

放，使得學校不再是一個安全無虞的場所，當校園危機可能時時威脅校園安全時，

深入了解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落實危機管理策略，克服危機管理困境，是學校

經營與管理的重要課題。 

一、研究動機 

近幾年來，校園所產生的危機事件層出不窮，包括天災或人為因素所引起的，甚

至校園外的事件亦對學校構成危機。本校位於遇到風雨就容易產生土石崩落的路

段，所以研究者第一個研究動機是想要了解個案學校的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及類

型。 
校園危機管理就是學校本身，對於危機的預防及發生後的處理。當校園發生危機

時，無論是學校行政主管、教師、學生甚至是家長都會受到一定的威脅與困境，

均常因反應時間有限，或是生命受到威脅等因素造成決策困境，而無法有效處理，

導致結果未如預期，且常招致檢討與批評。針對個案學校校園危機管理的困境加

以了解探討是本研究動機之二。 
教育界一向平靜但現在則是時時處於驚滔駭浪中，所以我們能否透過有效的校園

危機管理作為避免校園危機的發生？或讓傷害減少？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對環境

危險之覺察性與應變度較低，學校行政、教職員及家長之角色扮演與機制建立格

外重要。針對個案學校的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做深入了解，是本研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個案學校校園危機發生原因與類型。 
(二)分析個案學校校園危機管理的困境。 
(三)探究個案學校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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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校園危機管理相關文獻分析 
校園危機的發生不僅容易造成師生彼此的傷害及學習環境上的危害，對於學校的

聲譽及形象更是重大打擊，因此在探究校園危機相關研究前，必須得先針對校園

危機之意涵、校園危機的因素、校園危機的類型及校園危機的管理策略做深入性

的探討。 

一、校園危機的意涵 

顏秀如(2001)校園危機為:突發於校園內、外的緊急事件，其對學校組織個人產生

嚴重危脅，並可能造成全體或部分學校成員心理或生理的傷害，極需學校人員加

以注意並迅速做出有效的回應 
徐士雲(2002)發生於校園內，所造成的極不穩定狀態或情境之緊急事件。此種不

穩定的狀態或情境中斷學校乃至其所在社區的正常運作，為學校及成員帶來深刻

而負面的影響，是一種與學校有關的創傷經驗所造成的生理或心理的災害。 
楊碧枝(2011)校園危機係指事件於突然、無預警的情況下發生於校園內外，與全

校成員有關的情境及引發之事件對全校園成員的心理及生理，造成很大的傷害，

且干擾學校正常的教學及業務運作，並造成學校組織的損害，甚至可能以學校現

有的人力與資源難以立即解決，進而造成學校形象及聲譽負面之影響，甚至對教

育場所帶來很大的後遺症。 
綜合上述學者的意見，研究者將校園危機定義為：「緊急事件在校園內、外突然

的發生，學校組織因而受到損害並影響運作，使得組織全體或是部分成員造成心

理或是生理傷害，無法照一般程序來處理，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出快速有效

因應的情境或狀況。」 

二、校園危機的類型與成因 

經由校園危機的意義探討，接著分析校園危機的類型與成因，就顏秀如(1996)；
陳啟榮(2005)；徐士雲(2002) ；何文達(2002) ；楊碧枝(2011) ；王延煌(2017)
等學者之論述，可歸納出校園危機的類型與成因如下： 
（一）校園危機類型 

1 意外事故，如交通意外、遊戲傷害、食物中毒。 
2.天然災害事件，如地震、颱風、水災、豪大雨。 
3.學生犯罪事件，如鬥毆、恐嚇、傷害、勒索。 
4.學生自我傷害事件，如自殺、自我傷害、自閉。 
5.安全維護事件，如建築物老舊、環境設備不良。 
6.管教衝突事件，如師生衝突、親師衝突、行政人員與教師衝突。 
7.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如中輟、性侵害、性騷擾。 
8.行政幣案，如受賄、工程弊端。 
9.教師行為偏差，如體罰、行為不當造成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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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毒品侵蝕如濫用藥物。 
11.其他事件。 
 (二)校園危機成因 

1.學校內部因素：如人事、時、地、物、行政管理上、資訊上。 
2.學校外部因素：如家庭、社會、媒體、經濟、政治。 
3.天然災害因素：如颱風、地震、水災等。 
4.其他因素  

三、校園危機的管理策略 

了解校園危機的意涵、類型及成因後，就顏秀如(1996)；陳啟榮(2005)；徐士雲

(2002) ；何文達(2002) ；楊碧枝(2011) ；王延煌(2017)等學者之論述，可歸納

出校園危機的管理策略如下： 
(一)危機發生前： 

1.成立校園危機管理團隊：成員包括校長、家長會長、教導主任、總務主任、校

護、導師、職員、學生與社區人士。 
2.建立危機管理預警系統：危機管理預警系統之建立，其實就是指擬定危機計畫

書。 
3.對各種危機進行模擬演練：再好的計劃若不經實際訓練與檢視便是紙上談兵，

形同具文，是沒有任何用處，因此計畫的必經模擬演練方知其是否有效。 
(二)危機發生中： 

1.啟動校園危機管理團隊。 
2.成立臨時指揮中心，指定發言人。 
3.進行緊急處置。 
(三)危機發生後： 

1.加速復原工作的進行。 
2.持續追蹤與監控危機。 
3.召開危機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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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及處理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花蓮縣一所偏鄉個案學校因為天然災害而撤退下山時採取哪

些危機管理的策略，使得教師、學生及家長都能夠因為學校的的處理都能夠安心

讓學生繼續就讀。研究者採個案研究法，訪談對象包括個案學校前後任校長、行

政代表、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等，目的是欲了解個案學校校長及行政團隊其具體

作法與策略，進行訪談及資料的蒐集。 
研究參與者共八位:前任及現任校長共 2 位、主任 1 位、組長 1 位、導師 2 位、

家長代表 2 位，進行正式訪談。受訪教師及行政教師的選取則以在校年資資深為

優先考量；受訪家長選取則考量學生長期就讀且長期參與及支持學校發展的家

長。 
表 1 

序號 代碼 職務 於本校服

務時間 

性別 學歷 

1 P1 前任校長 6年 男 研究所 

2 P2 現任校長 1年 男 研究所 

3 M1 主任 4年 女 研究所 

4 M2 組長 3年 女 研究所 

5 T1 級任導師 3年 女 大學 

6 T2 級任導師 4年 女 大學 

7 C1 家長會長 3年 男 專科學校 

8 C2 家長委員 6年 女 高中職 

 

二、相關文件蒐集 

為了增加研究資料的周延性，及提高對問題的解釋，研究者也廣泛蒐集相關文件

資料，包括學校學校歷年學生名單及來源、重大天然災害資料、學校新聞資料、

學校災害防救計畫書等。以利了解影響個案學校進行校園危機管理時的決策及處

理策略，並作為訪談的佐證資料。 

 

168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肆、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經過訪談、以及文件的蒐集，就個案學校校園危機管理的因素、具體作為與省思

問題說明如下： 

一、個案學校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及類型以天然災害為主 

學校位置地理特殊，位於中橫公路上，近幾年因天候因素及路況影響，常常有因

天候狀況及路況不佳的導致有落石或是封路情形，無法上山上課或是緊急撤離學

校並移地上課。訪談的八位人員最少都碰過三次以上因上述情形發生的校園危機

事件。(P2)(P1)(M1)(M2)(T2)(C2) 

二、個案學校校園危機的困境 

(一)目前校園危機管理已有共識，惟在落實上仍需加強。 

校園危機管理已是學校經營與管理重要的課題，但要宣導與執行並重才能提升危

機管理的效果，但通常真正碰上危機事件，大都是校長及主任在處理，因此，將

危機管理的策略落實於生活中，讓全體教職員都清楚明白是很很重要的。(M1)(P2) 
(二)校園危機因素及不確定性難以掌控，也是目前校園危機管理的困境。 

天然災害除了明顯的颱風會有明確的撤退事宜，其他像是豪大雨都是要校內首長

自行判斷，但首長的判斷又取決於個人及行政團隊的經驗，所以不確定性難以掌

控。再來下山之後支援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是否能夠馬上因應機制並落實，

也都是無法很精準的掌握，都是校園危機管理上的困境。(T1)(T2)(M1)(P2) 

三、個案學校危機管理策略的具體作法 

(一)危機管理策略首重危機前的預防。 

危機管理首重預防工作，因此在問題發生前，行政、教師、學生及家長能夠先做

好預先的準備，將這些步驟視為每天的例行工作，等到災害發生時，就能提升其

成效。(M1)(M2)(T1)(T2) 
(二)校園危機管理必須全體總動員。 

校園危機管理要全體總動員，才能做得完善，師生若缺乏危機意識，容易一時疏

忽，而造成校園危機，因此平時加強辦理危機管理相關研習或是師生晨會多加宣

導，配合防災逃生演練，可加強師生的危機意識，有助於提升校園危機管理的成

效。(P2)(T2)(M1) 
(三)行政應該與老師、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以提升危機管理的效果。 

學校權力結構的改變，讓家長及教師參與校務運作的機會大增因此家長與教師觀

念上若與學校教育有落差，將會引發校園很大的危機，因此行政應該多與教師及

家長溝通觀念，建立良好的關係。(T1)(T2)(C2)(C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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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個案學校，以訪談為主，文件資料為輔進行研究。透過研究以了解個

案學校在校園危機發生時所採取的策略。 

一、結論 

(一)個案學校地理位置特殊，校園危機管理的類型以天然災害為主。 

學校位置地理特殊，位於中橫公路上，近幾年因天候因素及路況影響，常常有因

天候狀況及路況不佳的導致有落石或是封路情形，無法上山上課或是緊急撤離學

校並移地上課。天然災害類型主要為颱風、連續豪大雨，師生往來的道路就會有

落石掉落及土石坍塌的情形，導致無法通行。學校水源源頭為山泉水，災害發生

時水管容易阻塞及斷裂導致學校無水可用，學校也會因道路坍方壓斷電線導致學

校停電。 
(二)個案學校的校園危機的不確定性及難以掌控的困境。 

天然災害除了明顯的颱風會有明確的撤退事宜，其他像是豪大雨都是要校內首長

自行判斷，但首長的判斷又取決於個人及行政團隊的經驗，所以不確定性難以掌

控。再來下山之後支援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是否能夠馬上因應機制並落實，

也都是無法很精準的掌握，都是校園危機管理上的困境。 
 (三)個案學校面對校園危機管理之因應策略為:  

1.危機管理策略首重危機前的預防。 
危機管理首重預防工作，因此在問題發生前，行政、教師、學生及家長能夠

先做好預先的準備，將這些步驟視為每天的例行工作，等到災害發生時，就能提

升其成效。 
2.校園危機管理必須全體總動員。 

校園危機管理要全體總動員，才能做得完善，師生若缺乏危機意識，容易一

時疏忽，而造成校園危機，因此平時加強辦理危機管理相關研習或是師生晨會多

加宣導，配合防災逃生演練，可加強師生的危機意識，有助於提升校園危機管理

的成效。 
3.行政應該與老師、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以提升危機管理的效果。 

學校權力結構的改變，讓家長及教師參與校務運作的機會大增因此家長與教

師觀念上若與學校教育有落差，將會引發校園很大的危機，因此行政應該多與教

師及家長溝通觀念，建立良好的關係。 

二、建議 

(一)對學校行政方面 

1.平時應加強教育人員及學生的防災教育。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學校應重視成員的防災教育及防災事項的宣導，落實於日常

生活中，因此加強學生防災教育，可以相對提升學生的危機意識，化解危機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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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將帶來的傷害降到最低。各項教學措施均先妥善規劃，以防範意外事件的發

生，並融入各科教學中，或以主題教學的方式，全面提升師生及家長的危機意識。 
2.平時應仔細評估校園環境，做好校園安全維護，完善設計校園危機預警機制。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為了防範未然，確保學校面對緊急撤離的情況時能夠有所預

備。事前做好校園安全設備及器材的檢查，隨時予以定期與不定期的檢視改善與

更新。另外針對可能發生的情況，編制危機處理手冊，使全校人員及家長能心生

警惕，期使校園危機發生時能夠減少影響。 
3.加強與教師及家長的觀念溝通，建立良好的關係。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學校行政應與教師及家長多溝通，針對校園危機管理的相關

理念、學校可能發生的危機因素、平時的管理策略，都要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

的管道進行溝通，凝聚共識，並建立良好的關係。 
（二）對學校教師方面 

1.年資較淺的教師應和資深教師多交流，並多參與危機管理研習活動。 
年資較淺的教師愛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上，應與較有經驗的教師多做交流與分享，

增加危機管理的知能與經驗，並透過相關研習活動，增進相互觀摩的機會。 
2.教師應對校園危機裡有較多的體認，並能教導學生危機意識與危機預防。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個案學校對於因天然災害撤退下山有一定的標準流程及經驗

因應措施，因此教師本身須多參與校園危機管理的研習，認真參與危機應變的演

練，充實本身危機管理的相關知能。教師對校園危機管理有較深的體認，才能在

平常的教學活動中，融入危機的相關概念，並適時給予學生正確的觀念與演練的

機會，以避免或減少校園危機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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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育政策與面臨的課題 

 

徐于晶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偏鄉教育政策與面臨的課題，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及資

料收集的方式進行研究，蒐集偏鄉教育相關政策。從許多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得知

教育的失衡不單單只是單一因素造成，但可以建議教育單位應在師資培育時針對

偏鄉的真實情況提供師培生該有的知識準備與體驗。期望政策保持彈性，針對不

同偏鄉教育情況(山地、離島…等)擬定相關的辦法，並顧及社會情況、教師需求，

期望台灣的偏遠地區教育能更趨完善。 

 

關鍵字:偏鄉教育、偏鄉教育政策、教育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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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Education Policies  
and Education Problems Currentl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our policies for rur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 currently. I conduct my study by researching on document analysis, data 
collection, and collecting policies relevant to rural education.  
 
From various research results, I have realized that our education imbalanc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more than one single factor. As a researcher, I suggest our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should provide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Furthermore, I hope our policy makers remain flexible, formulating relevant measures 
for different rural educational situations (mountain, outlying islands, etc.).  
 
Last but not least, we should consider social conditions and teachers' needs, so our 
remote area education in Taiwan will be more perfect. 
 
Keywords：The rural education、The rural education policy、The education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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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追求教育機會的均等與教育品質的提升是世界各國所

致力實現的教育理想，一方面藉以保障人的基本權益，達到社會公平之理想，另

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培育人才，促進社會的流動與進步（甄曉蘭，2007）。貧富懸

殊城鄉差距是臺灣社會問題，更是教育隱憂，當我們看到各類的教育統計數字時，

相信大家都很擔心：高中學測、國中會考成績雙峰現象越來越嚴重，弱勢生進不

了頂尖大學；偏鄉地區聘不到老師；小校裁校…，這些問題環環相扣，使強者越

強弱者越弱。臺灣雖然是個小島，但地形狹長、山多平地少，又因中央山脈阻隔，

人口分配不均，大多集中於西部都市，近年來社會朝向 M 型發展，貧富差距加

大，更加深了城鄉差距。陳聖謨（2012）的研究顯示，偏遠地區的人口結構變化，

包括少子女化、高齡化及多元化等情形，進而影響教育發展，包括城鄉教育落差

擴大、學校規模日益縮小，教育成本墊高、學校經費短絀、代理代課教師比例偏

高，師資不穩定，學生同儕互動少競爭不足，學生學習落差加大、家庭背景殊異，

文化刺激不足等。駱明慶（2002）研究發現都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如台北市，

其學生考上臺灣大學的比率遠高於花蓮縣台東縣的學生，可見城鄉差距會影響學

生可分配的教育資源，偏遠地區的居民在社會階層中處於弱勢的比例偏高，而偏

遠地區的學童，在教育成就上明顯落後於都市地區的學童，偏遠地區面臨嚴重教

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臺灣從南到北只不過 400 公里，但是教育資源的分配卻是

如此失衡（吳寶珍，2016）。 

此外，家庭的社經地位、家長職業聲望，對子女的學業表現或是教育成就有

顯著的影響力（陳正昌，1994；許崇憲，2002；甄曉蘭，2007；謝孟穎，2002）， 

家庭社經地位越高、家庭結構越完整對成績越有利（巫有鎰，2005），偏遠地區

的學童，在家庭結構與家庭社經地位上，通常屬於弱勢族群，為了追求教育機會

均等與教育公平理想的實現，並降低城鄉差距，回顧我國近年來致力於教育普及

的努力，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也不惶多讓。這期間陸續施實了許多教育計畫，

仍因地理環境上的差異及社會環境的變遷，仍然未能完全解決教育發展失衡的問

題。根據王麗雲與甄曉蘭（2007）指出偏遠地區的教育問題是較艱難的，因其所

造成的問題不易引起社會關注；居民少又多是弱勢；加上偏遠地區教育問題與其

他弱勢協助團體多有重疊，常被認為已處理過，受到忽視。早期偏遠地區的研究

不多，而研究者本身服務於偏鄉，有感近年來，城鄉落差越來越大，且有越來越

多人關注偏遠地區的教育議題，政府也持續推動許多相關政策。 

故本文擬以政府針對偏鄉教育相關政策說明，採用文獻分析及資料收集的方

式進行研究，蒐集偏鄉教育相關政策，進而論述偏鄉教育目前的現況與所遇到的

困境，期待能藉由本文呈現出目前教育的失衡狀態。 

貳、偏鄉教育相關政策 

偏遠地區教育有其特性及問題，其實需要多方考量及相當多資源的投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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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早期教育並未特別加以關注，針對偏遠地區教育改進擬定之政策，遲至

1980 年代末期才漸漸獨立受到重視，憲法中教育均衡發展的精神也逐漸落實（王

麗雲、甄曉蘭，2007）。 

教育機會均等理念明揭於《憲法》中，為了確保偏遠地區教育經費預算之保

障，於《教育基本法》第五條更明確規定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育，應優先予以補

助。我國於 1996 年開始每年編列預算積極全面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以實現

所謂的「積極差別待遇」的概念，計畫將不利地區規畫為教育優先區，以改善其

社會環境，增加文化刺激、促進智力展，藉以追求教育機會的真公平（蔡進雄，

2000）。根據「教育優先區計畫」的主要目標在於「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發展，實

現社會正義教育理想」。依最新修訂的「107 年『教育優先區計畫』」之指標有六

項，補助項目中有（一）推展親職教育活動；（二）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三）

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四）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五）

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通車；（六）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七）修繕離島

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但從上述補助項目來看，經費運用多半集中在改善硬體設

施，並未真正處理學校正式課程中可能存有的不利條件。也因此先後成立了各種

不同的課後補救學習及輔導計畫來加強偏遠地區學校學生的教育學習機會。而計

畫有下列： 

表 1 

教育部推動弱勢關懷之教育政策 

計畫名稱 期程 目的 主要內容 

教育優先區計

畫 

1996 迄今 1.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發

展，充實文化不利地

區的教育條件。 

2. 解決城鄉教育差距的

問題，以期實現「社

會正義原則」的精

神。 

 

1.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2.辦理學習弱勢學生之

學習輔導。 

3.補助文化資源不足學

校發展教育特色。 

4.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

師生宿舍。 

5.開辦國小附設幼稚園。 

6.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

備。 

7.充實學童午餐設施。 

偏鄉數位關懷

推動計畫 

2005~2015 1. 縮減數位落差 

2. 創造數位機會 

1. 於偏遠鄉鎮市區建置

數位機會中心（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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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耕數位關懷 DOC）。 

2. 成立線上即時學習平

臺。 

3. 推行數位學伴、資訊

志工專案。 

攜手計畫課後

扶助 

2006 迄今 1. 縮短國中小學習成

就低落學生之學習

落差，彰顯教育正

義。 

2. 提供經濟弱勢大專

學生服務機會並紓

解其經濟壓力，實現

弱勢關懷。 

1. 招聘人員於課後輔導

弱勢學生課業。 

2. 受輔對象：（1）在學

學習成就低落需補就

者：都會地區以班級

成績後百分之五，非

都會地區以班級成績

後百分之二十五為指

標。（2）弱勢學生：

如原住民、低收入

戶、外配子女等。 

3. 教學人員：匯聚國中

小現職教師、退休教

育人員、大專學生、

國中小儲備教師、及

其他。 

夜光天使點燈

計畫 

2008 迄今 藉由延續性的輔導方

案加強輔助弱勢家庭

功能失調的缺口與學

校課業學習之不足。 

1. 結合在地民間資源，

免費提供弱勢家庭學

童在17:00~21:00課後

安全、愛與關懷的教

育環境。 

2. 供應學童晚餐。 

偏鄉數位應用

推動計畫 

2016~2019 1. 縮減數位落差。 

2. 為偏鄉民眾創造教

1. 成立數位機會中心。 

2. 培訓資訊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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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化、經濟及

社會面向之數位機

會。 

3. 推動數位學伴計畫。 

偏鄉教育創新

發展方案 

2017 年

1~12 月 

1. 提升偏鄉教育品

質。 

2. 及提升偏鄉學生學

力基礎。 

3. 促進多元發展。 

1. 推動實驗教育與教育

創新。 

2. 數位融入、虛實共學。 

3. 資源媒合、社群互聯。 

4. 看見改變、典範分享。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分析表 1，雖然教育部自 1996 年以來，為縮減城鄉落差、提升弱勢學生之學

力陸續推出相關政策與計畫，雖其政策目標是弱勢學生，然而依前述偏遠地區之

教育特性與困境，偏遠地區的學生有相當大的比例為原住民、新住民，或經濟弱

勢家庭；加上家庭環境問題與文化刺激問題，學習成就也較差，故偏遠地區學校

幾乎都符合表中政策條件，甚至同時進行二種以上。 

上述的計畫中看似針對弱勢孩童的輔助計畫，但偏鄉教育的孩子多來自於弱

勢家庭，家庭又難以提供學生所需的協助，需要政府或其他外界資源介入。綜觀

這些輔助計畫雖達到些許效果，但成效不明顯，城鄉差距仍大，而在提振偏遠地

區學校教育品質上，整體成效仍有其限制性，需要新的思維與策略來因應面對（江

嘉杰，2016）。近年來教育部除補助弱勢學生學習時數外，更放寬關注範圍，重

視多數弱勢學生的整體環境，也就是偏遠地區的教育問題。2017 年進行「偏鄉

教育創新發展方案」，期望扶助偏鄉學校穩定發展，進而成為偏鄉地區的社區機

能中心，支持家庭功能，安定偏鄉教育發展。從政策之面向，可知教育部愈來愈

關注偏遠地區之整體教育問題，並多管齊下，從學校特色、數位資訊設備、實驗

教育、教學品質等各方面著手，以期縮短城鄉教育差距，2016 年更首度針對偏

遠地區學校研擬「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專法。 

本條例被稱為教育法令當中的「轉型正義條例」，期能落實憲法中保障人民

教育機會均等的權利，並讓偏遠地區的教育能夠均衡發展(吳忠勇，2017)。茲將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教育部，2017)重點說明如下： 

表 2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制定重點整理 

重點項目 內容 

偏遠地區學校定

義部分 

在界定偏遠地區學校範疇時應考量交通、文化、生活機能、

數位環境及社會經濟條件等面向，並予以分級，且每 3 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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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討認定標準。地方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標

準，據以認定偏遠地區學校，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及公告

（第 4 條）。 

穩定偏遠地區學

校師資策略部分 

透過採取積極措施，讓具熱情且願意深耕偏遠地區學校的教

師得以久任，以降低教師流動率： 

（1）訂定正式教師留任年限：對於透過公費生分發或專為偏

遠地區學校辦理之專任教師甄選錄取者，規定應服務滿六年

以上（第 5 條）。 

（2）保障並培育公費生名額：為落實地培、地用之精神，各

師資培育大學應保留一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名額給偏遠地

區學生，並得依學校需求，提供公費名額或開設師資培育專

班，讓在地人回鄉服務，減緩流動率（第 6 條）。 

（3）訂定彈性之代理及專聘教師制度：偏遠學校甄選合格專

任教師確有困難者，主管機關得控留學校教師編制員額三分

之一以下人事經費，公開甄選代理教師或以契約專案聘任具

教師資格之教師(以下簡稱專聘教師)，聘期一次最長二年。另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專聘教師取得第二專長。專聘教師連續

任滿六年，且依前項取得第二專長，表現優良者，得一次再

聘六年或依其意願參加專任教師甄選，並予以加分優待（第

7 條）。 

（4）確保代理教師具備教育專長：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

教師，最近三年內於偏遠地區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且表

現優良者，得參加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前項人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

179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其通

過教師資格考試且經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由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第 8 條）。 

（5）提供校長、教師特別獎勵及久任獎金：針對在非偏遠地

區學校服務成績優良且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之校長及教

師，給予特別獎勵；另針對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教師及相關

人員，提供久任獎金及其他激勵措施（第 21 條）。 

支持偏遠地區學

校學生學習部分 

採取以下積極措施，提供安定學習環境、合宜之教學及輔導

人力、多元學習資源等，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 

（1）提供偏遠地區學校合理之教師員額：除置校長及必要之

行政人力外，其教師員額編制，應依教師授課節數滿足學生

學習節數核給，所增加之人事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第 11

條）。 

（2）提供偏遠地區學校輔導人力：地方主管機關應以國民中

學學區為範圍，於偏遠地區學校置專業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

人員，以維護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第 11 條）。 

（3）於一定條件下，偏遠地區應設立國民小學分校或分班：

為協助國小學生就近入學，符合一定地理、交通條件且國小

學齡學生人數達 15 人以上者，地方主管機關應設立分校(班)

等教學場所；學生人數未達 15 人者，地方主管應設立分校(班)

等教學場所、安排交通工具或安排學生住宿，以解決通學問

題（第 12 條）。 

（4）提供相關學習活動及兒童照顧服務、鼓勵並補助偏遠地

區學校實施混齡編班、混齡教學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特色課程、戶外教育、提供自主學習資源及實施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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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第 17 條）。 

（5）提供符合學生學習進度之多元補救教學方式、內容及訂

定學習輔導相關措施，穩固偏遠地區學生基本學力（第 16

條）。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參、現況與困境 

在變化快速的社會變遷下，社會財富分配 M 型化，而且家庭收入高低越來

越懸殊，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成就與中高家庭的落差加大，容易形成惡性循

環。目前現況造成同齡孩子學習城鄉差距大。依目前現況與困境分述如下: 

一、現況： 

根據台灣在 2012 年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十五歲學童的數學表現中，為全世界排名第四，成績

看似不錯，但台灣內部受測成績最好及最差的分數卻高達 310 分，差距之大為全

世界第一名。對此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也坦言：「平均來講孩子們的成績是不

錯的，但是後段孩子太多，他們的學習力弱，將來便會反映在他們的生活品質上

面」。另一項由兒童福利聯盟針對「2013 台灣偏鄉弱勢學童貧窮分析報告」中，

更指出偏鄉弱勢學童家庭教育資源不足比例高達七成，與優勢學童相比竟差了

16 倍之多，教育資源的落差連帶反映在孩子的學習能力及學習機會上。 

2014 年教育部正式實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希望能促進教育機會的均

等，以及均衡區域與城鄉的發展，然超額比序的制度設計，比的是才藝競賽、上

台表演、比賽獲獎經驗的累積，拉大了城鄉間學童的差距。 

二、困境： 

其實相較於先進國家，臺灣偏鄉的教育資源並非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或是不

當的問題。整體而言學校所需的硬體資源已足夠，所嚴重欠缺的是軟體資源，尤

其是人力資源的缺乏（何俊青，2017）。人力的缺乏是目前偏鄉教育中的現況也

是困境，偏鄉小孩年年在問「老師你這學期教完了還會留在我們學校嗎？」因少

子化現象，各縣市政府紛紛停止辦理正式教師甄試，學校管控員額，並以聘用代

理、代課教師的方式因應。然而在偏鄉地區學童與老師的關係如同家人一般，也

就是教師親職化現象是相當普遍，當學童打開他的心靈裡時，卻發現老師又要走

了。師資的不穩定，不僅讓校方頭痛，也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肆、研究發現與問題 

分析臺灣偏遠地區的教育特性與教育問題，再比較目前臺灣對於弱勢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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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地區、偏遠地區施行的相關教育政策，乃至新通過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

展條例」，提出幾點相關探討如下： 

（一） 現行教育政策於縮減城鄉差距上效果並不顯著 

落實教育機會均等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然而在社會經濟變遷、地理條件

的限制與人口結構轉化之下，偏遠地區學校與教育仍有許多問題待克服，臺灣近

年來對偏遠地區教育投注許多心力，然而目前成效並不顯著，有待教育主管機關

多加研究相關議題。 

（二） 教育部對偏遠地區教育之關注逐漸提高 

綜觀臺灣教育部歷年來提出之弱勢關懷政策，1996 年迄今的「教育優先區

計畫」及 2006 年迄今的「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扶助目標是廣泛的所有弱勢家庭、

弱勢學童，至 2005 年「偏鄉數位關懷推動計畫」、2007 年「活化校園空間暨發展

特色學校方案」尋找偏遠學校的存在價值、2017 年「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

與剛立法通過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實施規模從廣泛性普遍性轉變

至聚焦偏鄉且深入，可見教育部愈來愈關注整體偏遠地區鄉教育的提升，關注角

度也從硬體設備與數位資訊層面擴展至整體偏遠地區教育質的提升。 

（三） 擬定新法以穩定偏鄉師資為重點 

教育部首度針對偏遠地區學校研擬「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專法，此

條例之目的在保障偏遠地區學童受教權益，施行重點為改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在

師資、行政和組織上所遭遇的各種問題。故可見臺灣教育部認為偏遠地區師資不

穩影響重大，所擬定新法以穩定偏鄉師資為重點。 

（四） 非僅有臺灣面臨偏遠地區教育困境 

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為臺灣教育政策目標之一，然而偏遠地區教育問題非

僅有臺灣專有，許多國家都有類似問題，如 Özoğlua（2015）的研究顯示土耳其

也有偏遠地區的教育及教師流動問題；張繼寧（2010）提出澳洲偏鄉學童學力低

落及師資培育問題。似乎全球偏鄉教育處境都大同小異：由於社會經濟與地理條

件的限制，使得偏鄉出現人口外移、家庭功能不彰、教育環境不利、教師流動率

高、學生學習成就低落…等問題。這是各國都須克服的議題，為縮減教育城鄉差

距，應加以關注，並且可以借鏡其他國家的作法來改善臺灣目前的問題。 

（五）對偏遠地區學校認定保持彈性 

在之前公布的草案條例一改之前各縣市自行認定之亂象，明確定義偏遠地區

學校認定標準，然而規定是死的，太過明確則缺少彈性，最新通過的條例則採折

衷方案，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法規標準認定，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而偏

遠地區學校予以分級；其分級及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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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訂定，並每三年檢討之。 

（六）以專聘教師及代理教師取代正式教師 

主管機關得控留所轄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以下之人事經費，

由主管機關採公開甄選方式，進用代理教師或專聘教師，全國教師總工會和立委

陳亭妃曾經共同召開記者會抨擊：這樣的設計只會讓偏鄉學校出現大量「沒有教

師資格」的「專聘教師」，將使得偏鄉學校成為次等區，也扼殺了年輕學子的教

師夢。依政大教育系的調查，偏鄉學校正職教師留任的期間平均是 4.5 年，難說

是不穩定；然而，偏鄉學校經常聘不到人或聘到了又留不住的是「代理教師」，

這些一年一聘的代理教師工作沒保障，薪水又差，當然不會願意留在生活不便的

偏鄉地區，全教總主張應該要讓偏鄉學校都開出「正式教師」職缺，搭配良好的

配套措施，自然能讓偏鄉學校有良好、穩定的師資。 

（七）減少教師流動不一定能減少教育落差 

偏遠地區的教育問題情況複雜，除了教師的品質與流動率之外，更大的原因

出自家庭，家長的教養方式與價值觀比學校教育更深入的影響孩子，尤其是在現

在削弱教師的管教權並注重個人意志的社會氛圍下，學校越來越難要求孩子在課

業上努力，而研究顯示：教學成效的好壞取決於教師本身的素質，如果教師素質

不佳，即使減少教師流動，或規定教師要任滿六年才能提出調動，也不一定能減

少教育落差。強制性的不流動是否能讓偏鄉教育的品質提升？實情可能只是量化

的數字好看，限制教師留任偏鄉六年的確減緩了偏鄉教師的流動情形，但可能產

生了一批人在偏鄉心不在的行屍走肉教師（何俊青，2017）。 

（八）教師適度流動是好事 

教師流動率過高是偏遠地區的一大問題，過高的流動率會導致校務無法正常

運作發展並影響學生穩定學習，然而過低的流動會使人事停滯，學校組織教師人

力無法快速新陳代謝，也不利於教師經驗新知的交流互動（范熾文、張文權，2015） 

。缺少新的教師帶來新的觀念與作法，學校人事僵化，易淤塞腐爛，阻礙發展與

創新，故不宜阻止教師流動，適度的流動是好事。 

（九）提供足夠獎勵 

即將施行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中提到「對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

服務，及在偏遠地區學校久任且服務成績優良的教師，授權子法另定獎勵辦法」，

然而並未說明是何種的獎勵措施，美國的一個研究中顯示：教師的薪資與教師流

動呈現負相關，最低薪資學區的教師流動率是最高薪資學區的兩倍（Garcia, Slate 

and Delgado,2009）。因此薪資的確會影響教師流動率，適當的獎勵也會，問題是

這些獎勵措施之誘因是否足夠讓教師願意留在偏遠地區任教，故建議教育主管機

關審慎訂定具體的獎勵辦法，並要有足夠的誘因，才能讓教師願意忍受在偏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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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任教的不便。 

（十）可參考其他國家政策 

由於偏遠地區教育困境不獨臺灣專有，土耳其、美國、澳洲都有偏鄉教育問

題，故可借鏡其他國家的相關措施來研擬改善辦法，如日本與韓國的定期異動制

度（董保城、秦夢群、陳添丁，2014）；中國甘肅、江蘇、四川等地的教師「區

管校用」制度（王江城，2014）。 

（十一）兼顧偏遠地區教師的需求 

身為偏遠地區教師的一員，最大的使命就是教育好國家的下一代，培養學生

適應未來世界的能力，除了以學生學習權為優先的立場來思考外，也期望相關教

育政策考量教師的處境與待遇，尋求既不影響學生權益，又能讓滿足教師需求的

策略。期望在教師身心安頓的情況下，提供學生優質的教育品質，提升學習成效，

提振臺灣整體的國際競爭力。 

偏鄉教育環境最缺乏的並非硬體設備，而是願意長期在偏鄉耕耘的老師，以

及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教學。以去年通過的偏鄉教育條例內容而言，似乎不難發

現政府以優厚的條件想留住偏鄉教師，但這真的可以改善問題嗎？以條例中的分

發到偏遠地區學校的公費生，或經甄選初次受聘的教師都必須服務滿 6 年以上

才能申請介聘調校，但過程中不免有人提早辭職再從新考取教師徵試，這樣偏鄉

教育師資依舊呈現不穩定。 

綜觀偏鄉教育的失衡不單單只是單一因素造成，但可以建議教育單位應在師

資培育時針對偏鄉的真實情況提供師培生該有的知識準備與體驗。避免大多數初

到偏鄉服務的教師，縱使具高度熱誠與意願，但常因為對於偏鄉地區的陌生、不

適應或教學挫折而放棄理想。 

五、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在資訊傳播技術的進步、人民自主意識的覺醒及朝野各界的關切下，

偏遠地區的教育困境，教育程度落差也越來越受到關注，教育部體認到偏鄉教育

的重要性，在 106 年 1 月公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其

中第四條提及：「學校新生或各年級有一人以上者均應開班。」正式確立偏鄉教

育的主體價值，落實憲法保障國民的受教權利。 

而 106 年 11 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更是教育部首度針對偏遠地

區學校設立專法，為保障偏遠地區學校的特別法，從中可見教育部對偏遠地區教

育之重視。由於此條例訂定前有先參考各區教育單位意見，故能有較具體、落實

與貼近偏遠地區學校教育需求之相關規範。 

此條例敘明中央主管機關優予補助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措施經費，以減輕地方

政府財政負擔，除了對於降低教師流動率及提升學生學習品質訂有積極措施外，

並從行政減量、校長連任、教職員專業發展、住宿設施、激勵措施等面向多管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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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協助偏鄉學校發展，落實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整體提升偏遠地區

學校教育品質。 

雖然任何法令規定很難求其完備，此次訂定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也有些地方不甚詳盡，但在訂定之前經過長時間醞釀與討論，匯集眾人的智慧，

以對於偏鄉教育的發展跨出一大步，值得加以肯定，未來期望政策保持彈性，針

對不同的偏鄉教育情況(山地、離島…等)擬定相關的辦法，並顧及社會情況、教

師需求，期望台灣的偏遠地區教育能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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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學校績效管理提升辦學品質之探討 
 

黃發斌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摘要 
為能增進高職學校行政效能、教師教學成效，積極提升學校整體辦學品質，

學校的經營與管理有許多層面，本文探討學校績效管理與提升高職辦學品質之間

的重要性，在績效管理導入學校辦學成效評估時，亦應用可行的評估機制，平衡

計分卡、績效指標訂定達成目標設定，並再檢討循環機制來提升辮學品質。由文

獻的研究整理歸納出，學校績校管理能達成：一、改變學校文化、檢視辦學成果；

二、推動教師精進、促使教師成長；三、激發團隊能量、提升辦學素質。並對行

政機關、學校行政、教師，三方面提出建議供學校績效管理之參考。 

 

關鍵詞：高職學校、績效管理、辦學品質、平衡計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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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unning Schools by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Efficiency Management 

 

Fa-Bin Huang 

Teacher, National Hualien Industrial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of teachers in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teaching, and a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chool running, there are many aspects of school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troduces 
i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the assessment of school effectiveness, a feasible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also applied. Balanced scorecards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re set to achieve the target setting, and the circulation mechanism is 
review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ropou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the literature, 
the schoo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an be achieved: First, change the school culture, 
examine the results of running schools; Second, promote teachers to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teachers; Third, stimulate team energ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nning schools. And for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school administration, 
teachers, three recommendations for schoo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ference. 

 

Keywords: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Efficiency Management, Quality of 
Running Schools Balanced Score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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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台灣面對少子化的衝擊、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家長對學校教育的期待

越來越高，並非常重視辦學成效，這些的期待、希望，也都變成了推動學校經營

改革的重要推手。各級學校如何運用企業化的經營模式，積極提升學校辦學品質，

也是大家所關注的。 
追求卓越的品質是優質學校經營的目標，具體做法包括：重視學生、家長、

老師的需求、隨時掌握並維持高的滿意度、以學生受教權為最大利益考量、不斷

的改善行政運作流程、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持續創新工作方法與成果等，以達成

學校行政服務「高績效」、「高品質」、「師生家長滿意」與「持續改進」的目標（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2004）。世界眾多先進國家，在推動教育改革的作為上，大多

致力於建構卓越學校教育之相關指標，並拔擢辦學績優的學校，繼而宣導推廣，

作為其他學校觀摩學習之標竿（吳清基，2005）。例如，美國聯邦教育部於 1982 
年推動「藍帶學校計畫」（Blue Ribbon School Program），選拔全國辦學最成功的

學校，這些學校在行政領導、課程、教學、學生成就、家長參與和表現上均非常

傑出，證明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和學生的團隊工作、努力與承諾的結果（張明

輝，2003）。 
Peter F. Drucker 認為：「管理應有目標，才能使組織內個人的力量與責任

感充分發揮，使大家的眼光與努力凝聚在一個共同方面。」（引自徐風和，2012）。
組織需有其明確之使命，進而組織目標將能有跡可循而設立，組織之管理也需依

靠組織目標，使組織內成員的力量與責任感充份發揮，凝聚共識。並透過組織績

效指標評估組織內各項活動的執行情形及成效，藉以進行後續的管理、檢討、回

饋，以期達成良好的組織績效，學校組織亦是如此。 
學校教育對於一個人的發展影響深遠。由於人們對教育品質的要求日益提升 

，因此學校更應不斷革新來提高績效，以符合社會大眾的需求與期盼。隨著學校

事務的日趨複雜與教育改革的快速推動，學校經營管理的事務亦更加廣泛，在良

好的學校管理中，人員政策的評鑑和計畫是相當重要的，學校教育要能有效、永

續發展，績效管理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而高職學校又分為群、科，每一職業類

科屬性又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除普通科目外，以專業類科及實習科目為高職主

要教育目標，若高職各科能針對本科訂定明確的績效指標，進一步做績效管理，

提升各職業類科持性進步、學習，達成有效教學成果，提升高職學校辦學品質。 
綜上所述，績效管理一直都是學校組織在實務中非常重要的議題，為達成行

政效能、辦學品質等目標，績效管理為推動成為優質高職學校之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此，績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也成了優質高職學校經營的重要指

標，若能在各績效評估上建立「績效指標」來做有效的績效管理，能引導高職學

校教職員努力達成目標，亦即績效管理能促使學校積極提升辦學品質，績效的提

升與評估亦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績效管理的意義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教授在《有效的管理者》一書中對「績效」

（performance）的解釋為「直接的成果」。而「管理」（management）一詞，依

據美國管理學家 R.M. Hodgetts 的定義是指：「管理是經由他人之努力與合作而把

事情做完。這是人類共認的定義，亦為千百年來個人事業成功及人類科學文明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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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就之鑰」。 

曾振興（2008）認為績效管理可定義或基本概念為「以整合性、系統性的策

略規劃展開組織目標，透過人力資源管理的措施連結組織策略目標與成員個別項

目，以達成組織整個資源的有效整合與運用。」 
曾兆興（2012）認為學校績效管理係指基於績效責任的概念，以改進為核心，

運用統整性的分析方法，遵循計畫、監控與檢討的循環歷程，透過對話與回饋的

策略，經由學習與成長的過程，有效地發展成員的能力，並轉化為學校的績效，

以達成專業自主與專業責任的動態歷程。 
績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包含目標、督導、結果評估和發展，

是一個持續不斷進行的流程，目的在藉由個人和團隊的發展，提升組織的經營績

效；其所蘊含的意義除了目標設定和回饋外，還包括追蹤輔導與發展，關注焦點

從過去轉向現在與未來，從評鑑轉向發展（余佑蘭譯，2002）。Bae（2006）指出

績效管理系統包括定義與評估成員之績效、以及提供成員績效之回饋，如圖 1
所示。為求靈活運用有限資源，創造更寬廣的教育空間，滿足學習者多元化的需

求，優質學校的績效管理必須重視過程與結果，兼顧質與量的均衡，而績效管理

指標的理念在於：績效管理是一項有系統、持續性的評估過程，透過不斷的改進、

調整，以增進組織效能，達成組織目標，確保優質學校的永續發展（楊念湘，2008；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4）。 

圖 1 績效管理系統之基本架構圖 
資料來源：出自 Bae（2006: 1430-1437）。 

 
綜上所述，績效管理係指透過各種管控方式，包括績效目標之訂定、績效評

估、監督和績效控管、提供績效回饋、透過績效進行決策、發展績效等，用以評

估及考核效率、效能與績效的一套程序或技術；績效管理所蘊含的意義除了目標

設定和回饋外，還包括追蹤輔導與發展，其聚焦於從過去轉向至現在與未來，從

評鑑轉向發展，最終目的在提升組織效能與品質。換言之，優質學校的績效管理

係一套定義與評估教育績效、以及提供績效回饋之流程，並在實行策略時，確保

策略執行的效度，建立績效標竿及雙向溝通管道，進而達成組織整體績效目標的

歷程。亦即先設定教育目標，由學校領導者帶領教育同仁共同運用教育資源，凝

聚教育共識，再依據目標確實執行與評估成果，評鑑結果要能形成回饋機制，同

時要不斷追蹤與檢討教育績效評鑑制度之優缺點，作為下次評鑑績效之參考依據 
，以確保優質教育之績效與學校的永續經營。 

二、高職學校績效管理的內涵 

績效管理包括組織的績效管理與個人的工作績效管理，無論績效管理是從哪

個角度切入，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升「組織」績效。組織面的績效管理，首要

則為根據組織的願景與使命，釐清企業要用什麼策略來實現願景，確認策略如何

經由企業的內部流程、組織學習與財務等功能的執行貫徹，即由上而下溝通的組

織策略；其次，必須擬定明確的目標與衡量方式，以確保所有單位的目標與組織

策略目標彼此呼應，藉以分配預算與資源，進而能執行達成目標的行動方案。最

評估成員績效 定義成員績效 提供成員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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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期間內，衡量各單位的目標達成度、分析各單位的目標與整體策略目標之

相關性等，進而進行必要的策略或目標修正，此即組織層次的績效評估

（performance appraisal）。個人面的工作績效管理，通常附屬在組織績效管理之

下，其目標設定則需呼應自所屬單位的目標內。績效評估的重點在於人能盡其才，

即除了個人與工作之間的契合外，尚需著重個人與組織間的契合，意指個人對組

織文化的瞭解與適應，以及個人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的契合（夏侯欣鵬，2009）。 
Storey 對於學校績效管理提出三個重要的觀點：1.管理的範圍從個別的員工

到整個組織。2.關心的不僅是努力與效率（efficiency），且包括效能（effectiveness）
－「對」的事情必須全力以赴。學校績效管理的目的之一，是以連貫的與統整的

方式建置一個能協調目標環境，評量與獎賞的組織系統。3.廣泛的整合不同管理

績效之機制，如直接視導、評鑑會議與獎賞，可以設計成相互增強的統整策略（引

自鄭新輝，2008）。 
另外，Haynes 等人（2003: 77）認為學校績效管理的程序為一種持續進行的

週期，不是一個靜態的事件（an ongoing cycle, not an event），包含了三個階段： 
階段 1：計畫（planning）：團隊的領導者與其團隊的每一位教師討論與記錄優

先事項與目標。他們真誠的討論進步是怎麼被監督的。 
階段 2：監督（monitoring）：教師與團隊領導者在整個週期的檢視中保持進步，

並採取必要的支持行動。 
階段 3：檢討（review）：教師與領導團隊重新檢視一整年的成就，且評鑑教師

對照目標進步的整體績效。（引自曾兆興，2012） 
歸納上述學者的看法，並參酌其他相關文獻的論述，補充、擴大與延伸其內

涵，就學校行政組織與行政個人、教師個人績效面，提出學校績效管理之內涵如

下： 
1.教師需求與學校目標配合學校計畫。。 
2.教師的個人計畫由學校所規劃引導。 
3.學校建立系統監督學生進步情形。 
4.學校每年定期的檢討績效，以力教師有效的教學改進。 
5.學校能提供增強教師能力的訓練與發展之機會。 
6.學校提供正向溝通管道，讓教師自我檢討，及目標達成之修正。 
7.校長能有效引導學校行政團隊與教師檢討與改進提升績效。 
8.學校能對合乎績效表現資格的教師提供獎賞，以激勵其士氣。 

經由以上績效管理之內涵探討，可歸結出績效管理包括控制、管制考核、績

效評估與績效追蹤等活動。更細部的活動則包含事先績效目標的設定、評量指標

的設計、工作分析及分配、追踨考核（進度掌控）、實施成效（自我評估）、績

效達成率（受評量者檢視）、問題檢討（擬定改善）等，依擬定改善結果，提供

下一次績效目標設定之參考依據。如圖 2 所示，是一個有系統且不斷循環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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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校績效管理的內涵循環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可行的績效評估制度－平衡計分卡 

平衡計分卡是由學者 David P Norton 和 Robert S. Kaplan(1992)所發表，是近

幾年來建構績效評估指標時，廣泛被採用，以「財務」、「顧客觀點」、「內部流程」、

「學習與成長」等四層面來思考建立評估指標，已較過去更具反應組織問題能力

（吳安妮，1999；高翠霜，2000）。茲將四個層面分述如下： 
1. 財務層面（financialperspective）：財務量度應能反應組織的策略目標與營運績

效。 
2. 顧客層面（customerperspective）：顧客層面屬於引導指標，亦即從顧客導向的

觀點出發，藉由滿足顧客的需求，轉化為具體的評估指標，以顧客的觀點來

評估部門的績效表現，達成企業的願景及策略。 
3. 內部流程層面（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 perspective）：除了財務及顧客層面，

應進一步改善企業內部流程、降低成本等因素，長期而言有助於達成組織目

標。 
4. 學習成長層面（learning and growth perspective）：學習成長層面代表企業永續

經營的決心，確保達成前述三個層面所設立之目標。 
平衡計分卡是用科學的方法來落實策略的構想，它有願景，也就是努力的目

標；有策略，也就是達到目的的方法；有績效驅動因素，也就是創新的動力，它

融合了聚焦、整合、學習的功效，讓組織的每一項行動，都能沿著計畫、執行、

考核、學習的軌跡達到最佳的效果（施昭顯，2007）；依據組織價值觀界定組織

的中、長期組織目標，也就是組織願景；再依據組織願景，進一步擬定組織目標

與策略，並據以訂定行動方案及行動流程以落實組織目標的達成，層次井然，環

環相扣。 
Niven（2002）指出政府機構需制定清楚明確的策略目標，釐清機構最終目

的在於達成使命與滿足顧客需求，而非財務層面的營利目標。另外，KaplanKaplan
（2001）曾指出非營利機構中的政府部門需制定清楚明確的策略目標，釐清機構

績效目標 
設定 

評量指標的
設計 

工作分析 
及分配 

追踨考核 
（進度掌控） 

實施成效 
（自我評估） 

績效達成率 
（受評量者檢視） 

問題檢討 
（擬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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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的在於達成使命與滿足顧客需求，而非財務層面的營利目標。 

由上歸納得知，應用在高職學校的平衡計分卡，最需關切的是組織的願景，

即確認組織的顧客－學生，以學生的習表現為組織的願景，同時關注改善機構內

部流程、組織成員的成長，再輔以財務層面積極爭取充經費、有效應用，並訂定

相關的績效指標，方能有助於實現高職學校組織的願景或使命。 

參、學校績效管理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教育改革的快速推動，有關學校的辦學績效的各種研究亦逐漸發展，

學校績效管理的相關研究論述如下。 
曾振興（2008）探討的主題為：國民小學校長辦學績效管理系統建構之研究。

研究的方法採用文獻分析、焦點團體座談、德懷術問卷調查及訪談等研究方法，

針對與國民小學校長辦學績效管理有關的利害關係人為對象所進行的研究。歸納

出九項結論如下： 
1. 校長辦學績效管理系統的整體架構包括：三層面、十三構面及四十七項評估

指標。 
2. 本系統建構校長辦學績效管理的「檢核項目與衡量標準」參考用表。 
3. 本系統界定校長辦學績效等級為「高績效」、「中績效」及「低績效」。 
4. 本系統界定校長辦學績效分數為 C=B-A+2。 
5. 本系統訂定校長績效管理運作歷程為四階段八步驟及十八項說明。 
6. 校長辦學績效管理檢核時機結合校長任期，分任期初、任期間及任期末檢核。 
7. 本研究歸納校長辦學績效管理實施方式共六種評估方法及五類評鑑人員。 
8. 本研究歸納校長辦學績效管理的十一項遭遇問題及二十三項配套措施。 
9. 本研究建構完成校長辦學績效管理系統的整體架構模式。 

曾兆興（2012）探討的主題為：國小校長創新領導、教師創意教學與學校績

效管理關係之研究。此研究以問卷調查法及訪談法進行研究，問卷調查對象為臺

灣北部與中部地區國小的校長、主任、組長及教師；訪談四位臺灣彰化以北地區

國小的校長，而獲致以下結論： 
1. 整體而言，目前國小校長創新領導屬於中高程度，其中以領導者創新特質層

面得分最高。 
2. 整體而言，目前國小教師創意教學屬於中高程度，其中以創意教學的策略層

面得分最高。 
3. 整體而言，目前國小學校績效管理屬於中高程度，其中以學校績效的設計層

面得分最高。 
4. 整體校長創新領導因「不同性別、年齡、現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

學校校齡」而有顯著差異。 
5. 整體教師創意教學因「不同年齡、服務年資、學校校齡」而有顯著差異。 
6. 整體學校績效管理因「不同年齡、現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校齡」而有顯

著差異。 
7. 校長創新領導、教師創意教學與學校績效管理三者，兩兩之間均存在中度至

高度正相關。 
8. 校長創新領導、教師創意教學對「學校績效的設計」、「教師教學的品質」、

「學生學習的成就」及「整體學校績效管理」層面有交互作用存在。 
9. 校長創新領導、教師創意教學對學校績效管理具正向的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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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教師創意教學對學校績效管理之結構方程模式獲得

支持，且具顯著的影響效果。其中教師創意教學為中介變項。 
鄭新輝（2008）探討的主題為：以校長績效管理取代績效評鑑：英國經驗的

啟示。透過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與文件分析進行探究，文獻分析的內容，主要聚

焦在有關校長績效管理的基本概念與英國的發展現況；問卷調查以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教育局，負責校長績效評鑑業務的科（課）長為對象，採取普查方式，以

自編調查表，請其就該縣市目前用來瞭解各國民中小學校長辦學績效有關評鑑的

問題，提供實施現況的描述。結論指出，將來如果能夠以績效管理來取代評鑑，

並依不同學校的環境條件，考量校長不同的生涯經驗與能力，透過專業輔導的支

持系統，有計畫地引導校長設定目標並持續改善，將可減輕校長的評鑑焦慮，並

有效提升學校經營的品質。 
陳木金（2007）於 114 期國中主任儲訓講義中提出：以品質管理為核心的優

質學校績效評估策略。透過分析學校推動優質行政管理的方案，發現優質學校績

效管理指標之內涵與具體策略： 
1. 訂定近、中、長程學校績效表現參照指標：如透過校內外競賽及活動，展現

學生作品與卓越表現；鼓勵教師進行行動研究以創新教學，定期發表及分享

研究成果；募集與應用社會資源，協助學校充實各項設備，同時定期整理書

面及電子檔案等。 
2. 規劃績效管理程序訂定相關管理辦法：如規劃優質的在職進修計畫與教師教

學輔導機制，以提昇同仁的專業素養並促進其相互支援學習，亦建立不適任

教職員工之合法合理的處理機制，同時依據民主機制訂定相關辦法，並據以

實施，適時檢討修正不合時宜或窒礙難行之辦法。 
3. 建立績效管理制度落實績效管理執行：如建立學校各項標準作業流程，透過

管控公文流程、定期彙整成果及定期維修保養設備等，充分掌握時效、檢討

績效與留有記錄，對於預算方面，能強化編列精確度，以提昇預算執行率。 
4. 強化會議功能評估績效管理機制：如重要會議邀集公正人士與會，於會議中

落實民主精神，建立順暢溝通管道，並可利用視訊會議，達到即時溝通之目

的；會議後之紀錄應建檔與追蹤列管，並確實執行會議決議，同時追蹤執行

成效。 
5. 善用激勵策略，有效提昇行政效能的作法或方式：如將教職員服務成績考核

反映於職務安排與年終考核上，並讓同仁參與學校願景與目標之擬訂，以凝

聚共識，此外，鼓勵教職員工愛惜與維護教學設施與設備，遵守工作學習紀

律，針對服務績效優良者，則公開推薦予以表揚。 
6. 運用績效管理策略達到學校教育目標：如處理各處室間的行政溝通障礙，以

進行密切合作，並規劃完善的人力資源，據此進用人員；提供親師生完善的

學習資源支援體系，同時瞭解師生、家長與一般大眾對學校的滿意度；經由

適時的組織再造與適當的經費運用，符應學校經營需求，並達到永續經營之

目標。 

肆、高職學校績效管理之探討 

近年來，績效責任的理念受到企業界的重視，許多企業管理開始採用績效管

理來提升行政效能、增加組織績效並增進組織競爭力。在歐美各國，已將績效管

理列為政府致力改革方向，績效責任成為教育決策者及社會大眾所關切問題（劉

慶仁，2000）。因此學校校長必須掌握創新改革的契機，引導創新的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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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分析，產生創新的理念，執行創新的過程，增進學校教師的創新力，同時

有效整合社會資源，推動行政與教學創新，創造學校的績效責任（曾兆興，2012）。 
學校績效管理的目的是為了導引教師個人行為，確保策略能確實執行，進而

達成教育目標。學校績效管理係指基於績效責任的概念，以改進為核心，運用統

整性的分析方法，遵循計畫、監控與檢討的循環歷程，透過對話與回饋的策略，

經由學習與成長的過程，有效地發展成員的能力，並轉化為學校的績效，以達成

專業自主與專業責任的動態歷程（曾兆興，2012）。 
教學績效評量提供行政階層有關教師之教學品質與貢獻的資訊，可協助相關

人事決策之制定，如升等、優良教學教師選拔與資源分配等；其次，亦可提供授

課教師必要之回饋資訊，協助教師了解自己之優點與缺點，以便針對缺點加以改

善，進而提昇教學成效，增進學生之學習效果（周齊武、杜榮瑞、顏信輝，2000）。 
綜上所述，欲有效提升高職學校績效管理之策略，分析說明如下： 

一、整合有限資源，聚焦執行策略 

平衡計分卡由學者 Norton 與 Kaplan（1992）所發表，它透過因果關係，將

財務、顧客、企業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大構面互相連結。主要目的是將企業

的願景落實到策略中，提供管理階層凝聚組織力量，有助於長期成功的策略上，

規劃每一位成員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 
平衡計分卡可應用於學校組織乃至學校的行政系統上，且適用之策略重點涵

括學校創新經營、校務評鑑指標建構、學校行政決策等面向，可見其對教育組織

本身和組織的行政運作，可提供全面性的績效衡量及管理的整合觀點，並提升學

校辦學及運作管理之成效（陳威龍，2005） 
平衡計分卡是一套策略管理工具，它兼顧了傳統財務層面的衡量及顧客、內

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等非財務層面的衡量。導入平衡計分卡時應考量學校願景、

學校目標、短中長期發展計畫、內外環境變化等，以創造組織的獨特性。 

二、推動教師評鑑，提升教學績效 

順應社會潮流的變遷，教育已經不再只是閉門造車，教師權利提升、家長對

學校事務的參與度增加，教師素質便深深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及身心發展，教師

法第四章中明確規定了教師的權利與義務，雖有效提升了教師的專業地位，然因

近年來部分教師過度講究自身權益，而避開教育中教師應負起的道德責任，以致

教育專業形象受到影響，因此對教師績效的要求變應聲而起。 
隨著對學生受教權益的重視、績效責任的呼聲及國際教育發展趨勢，教師評

鑑已是一股不可逆的時代潮流，教師必須做好心理準備，採正向和積極的態度面

對評鑑、接納評鑑。（吳清山，2012） 
教師評鑑有兩層意涵，一是形成性評鑑，即在促進專業發展；一是總結性評

鑑，即在做績效管理。但權衡二者，實施教師評鑑，應當是以促進專業發展為主，

績效管理為輔。（呂錘卿，2013） 
「教師評鑑」（teacher evaluation）是一種對教師表現作價值判斷和決定的

歷程。其步驟為根據教師表現的規準，蒐集一切有關訊息，以瞭解教師表現的優

劣得失及其原因，其目的在改進教師的服務品質和確保教師的工作績效（張德銳，

1992）。 
從以上學者論點可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勢在必行，具體了解客觀的評鑑標

準，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且增進學生學習效果。教師透過系統性的評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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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亦能瞭解自己在教學實務、親師溝通、學生評量各方面是否具有成效，亦是

評鑑的績效功能。 

三、善用領導行為，推動組織再造 

教學與行政密不可分，唯有行政體系提供良好的支援才有優質的教學環境，

而學校要有效行銷，亦端賴教師在教學品質上的提升，這些都要靠校長有效的領

導行為。 
曾兆興（2012）校長的創新領導主要是希望把教師創新的知能誘發出來，增

強教師的創新行為，建立創新科技的基礎設施，塑造創新的文化，最後希望創新

的理念能成為學校的例行工作。 
江明曄（2006）認為校長創造性領導者特質為：1.校長應具備發展教師創造

力與創造性工作的專業知能；2.校長須能適時激勵教師從事創造性工作；3.校長

應尊重支持教師個別的創見與觀點；4.校長須對自己的行為表現充滿自信；5.校
長須充滿精力與對事物的熱誠；6.校長在觀念與處事上應具備彈性與應變能力；

7.校長應具有產生新構想的動機；8.校長須無懼於選擇對的事情並執行之。 
研究者歸納整理發現，基於授權增能及活化組織的功能與目的，校長需依據

學校外教育政策、學校內組織成員、團體之不同需求，並考量學校文化背景、價

值期待等因素，以建構學校整體與學校成員間相契合、共同致力之績效目標。 

四、發揮多元創意，實施有效教學，提升高職學生技能 

許多教學現場的老師對於「教學」的理解僅僅限於對問題重複答案的解法或

解決題目的能力，然而學生對於「學習」應包含有創造，而非一味的重複或複製。

因此建構多元的創意教學與評量方式，實施有效的教學策略，學生對於學習的動

機自然能有所提升。而高職學校職科學生以技能實作為首要，重點實習科目、技

能檢定、技能競賽等，如若能訂定相關指標，以提升學生技能，有效達成教學的

目標。 
Armstrong 由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認為「績效管理」是指，藉由改善組織

中個人的績效，發展個人與團隊的能力，以達成組織永續成功的一個策略性與統

整性歷程（引自鄭新輝，2008）。個人績效改善後，團隊績效自然有所提升，因

此，老師實施有效的創意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學校整體的表現亦能有

所獲益。 
最後，學校績效管理是基於績效責任的概念，以改進為核心，依循組織所訂

定的目標、實施計畫與方法，整合校長領導能力、教師有效教學能力與團隊目標，

達成學校整體表現提升的終極目標。 

伍、結論與建議 

學校績效管理確實能提升辦學品質，學校行政效能及教師教學效能。雖然實

施過程中，可能會遭遇誤解或排斥，但只要能充分掌握績效管理的實施原則，透

過良好的溝通、整合、凝聚團隊共識與向心力，即能達到提升學校辦學品質的成

果。 
從學校的角度來看，績效管理的重要性分述如下： 

一、改變學校文化、檢視辦學成果： 

透過教育政策的鬆綁，每個學校的教育目標在達成國家規定的方向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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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各校的願景與目標，學校必須建立財務、總務、教務等各項行政流程及學習

與成長等構面績效表現評估，作為績效管理的指標，也要能訂定對目標以及如何

達成該目標的績效表現共識辦法，進而作為績效表現管理的依據，還要對將績效

表現指標的任務與策略，加以具體行動化以創造競爭優勢的執行情形。並能透過

會議機制協助將績效評估聚焦在策略議題，並整合資源於策略重點有效執行。這

樣的思維與做法，將大大的改變學校文化，也就是學校辦學績效的評估方面由過

去重視"投入"的控制，轉變為強調"成果"的測量，由被動而到主動，由各自為政

到團隊討論，所有的辦學成果可透過績效管理進行檢視。 

二、推動教師精進、促使教師成長： 

教育投入了大量的資源，社會對於學校績效充滿著期待，父母總會期待孩子

有更高的學業成就與更好的發展機會，因此，日益增加學校績效責任的壓力。面

對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教師自身必須不斷地進行專業發展，獲取教

育專業知識，並應用在教師工作上，以提高教師本身的專業能力。期望透過一套

完整的績效評估制度，評鑑教師的教學績效。實施績效管理正可以促進老師對專

業不斷提升、成長，改變觀念與態度。 

三、激發團隊能量、提升辦學素質:  

現今的工作內容不僅日趨繁雜，更強調分工協調的特性，已無法靠個人的力

量獨立完成；而需要透過團隊，集合每一個人的能力與特色，透過團隊力量共同

協力完成。尤其在知識快速流通的競爭下，組織受迫於個人對資訊及知識上的認

知有限，以及團隊所能創造出強大的力量因素下，組織不斷增加對團隊工作的依

賴及促使團隊學習以改進工作的程序、策略規劃，以應付複雜變動的社會環境。

而透過績效管理，可以更有效的建立團隊並有效的運作，使成員在團隊中互相合

作，不但發揮個人專長及工作潛能，更能與其他成員合作愉快，互相學習，充分

激發團隊能量。 
依據相關文獻研究及分析後，對學校經營方面提出關於績效責任推動的建議

如下： 
一、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訂定學校績效責任法，建立支持協助系統 

參考歐美國家，訂定台灣學校績效責任法令，讓教師能更厚植自我專業能力，

進而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讓學校發展更有競爭力與特色。也成立專責輔導小

組，對於教師的優異表現提供支持系統，在實質上或經費上提供協助。 
（二）改善教學條件，提升教師效能 

高職教師除了教學以外，常常身兼許多額外的行政工作，以致無法全心於教

學工作中，期待未來教育行政機關能在教學條件上，逐年降低班級人數、增設專

職行政人員，讓教師在教學現場能有更充裕的時間餵雞學做準備，而不是焦頭爛

額於行政與教學之中。 
（三）推動學校績效評鑑，落實績效責任 

學校評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刻不容緩，然而如何讓更多教育工作者

能信服於評鑑的制度與規準，期待教育行政機關能針對評鑑的標準、過程、人員

及時間做全國性的規劃，發展出適宜的評鑑系統，以落實績效責任。 
二、對學校行政的建議 
（一）凝聚成員共識，型塑學校績效責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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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開宣導將績效責任的概念與內涵傳達給學校組織成員，凝聚大家的共

識與價值觀，共同為學生學習成效及學校發展特色而努力，讓大家自然而然跟著

績效責任制度前進，充分落實績效責任制度。 
（二）暢通溝通管道，滿足各方要求 

隨著教育鬆綁，教師專業自主權力提高，家長參與學校事務後，學校不再只

是閉門造車的場所。學校應開設多方管道，多瞭解學校成員、社區及家長的需求，

藉以調整學校的作為與改進的方向。 
（三）舉辦績效責任研習，培養組織成員相關知能 

研習舉辦的目的是要讓教育行政單位、教學人員、家長及社會大眾，對於績

效責任的內涵及理念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釐清，強化組織成員的信念，讓績效

責任在推動時能更順利。 
三、對教師的建議 
（一）提升自我專業能力，多參與各項研習進修活動 

教師應掌握自主進修的權力，讓學校間充滿正向及積極的風氣。教師成員間

亦能採協同合作模式進行教學，讓彼此不同的專業分工在教學現場中，也期許老

師們能在校內共組專業成長的團體，工作之餘能共享資源，讓彼此皆能成長。 
（二）協助弱勢學生，提升競爭力 

「所有的孩子都有接受良好教育及實現他們潛能之機會的能力」，而美國則

致力於強調「不讓孩子落後」。因此，針對學校的弱勢學童，如：原住民學童、

中低收入戶家庭、隔代教養家庭、新住民家庭……等，學校應在各方面提供教學

資源，如課後照顧、補救教學，加強學習環境，甚至引進外界資源，讓「教育機

會均等」落實，以達成教育公平的使命。 
（三）鼓勵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目前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政策上仍然遇到許多阻礙，大部分老師抗拒

排斥的心態仍非常明顯，一來因為對教專評鑑的認識不深，二來對評鑑的客觀性

與標準仍存有疑慮，因此心存顧忌者眾。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多加宣導並說明，

減少教師的疑慮。而教師們也應追求自我專業的成長與進步，與校內同仁共組教

師社群，參與教專評鑑，讓自己接受考核評鑑除了得到自我肯定外，也能在自我

成長的階段更上層樓，進而使學校及學生受益。 
高職學校最需關切的是組織的願景，即確認組織的顧客－學生，以學生的習

表現為組織的願景，同時關注改善機構內部流程、組織成員的成長，再輔以財務

層面積極爭取充經費、有效應用，並訂定相關的績效指標，方能有助於實現高職

學校組織的願景或使命。且若組織團隊績效管理若能充份溝通了解，不是為檢核

而檢核，而是為了下一次做更好的準備，讓錯誤不重覆，質量再精進，帶動學校

團體榮譽感，使成員皆有共同目標，積極承擔身為教育者的使命，必能充分提升

學校品質，打造優質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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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資本與家長參與：財務資本、文化

資本及社會資本之比較 
 

楊涵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社經地位的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時，財務資本、文化資本

及社會資本的比較，結果發現中上階級家長與勞工階級家長受到社會、文化和財

務資本的影響，在家長參與有所差異，財務資本的多寡牽涉家長出席率、陪伴孩

子的時間及教育資源，更會轉換為文化及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則是家庭符合（或

不符合）與學校教育的評價標準（多帶有中上階級色彩），在言行舉止及教育技

能部分具有差異性，更會轉變為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則是與家庭內及家庭外的社

會網絡相關，不僅伴隨著是否保有良善的互動，也會衍生教育資訊的多寡，因此

中上階級家長在財務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均占有優勢地位，而教育工作

者不僅應設法讓每一位家長均有參與的機會，更應藉此瞭解不同家庭的文化與需

求，分別對症下藥，才能對於家長及孩子設法達到公平。 

 

關鍵字：家庭資本、家長參與、財務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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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Capital and Parent Involvement: 
Comparison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s 
 

Han Yang 

 

Abstract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involvement in schools among parents who 
differ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by comparing their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parent involvement between upper 
middle class and working class parents due to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apitals. 
Size of economic capital affects parent attendance, time with children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an even transform into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s. Cultural capital is a 
criterion (that largely leans towards upper middle class) for evaluating whether 
families are in alignment with school education or not.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speech and behavior and educational skills between these parents, which can even 
transform into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is connected with intra-family and 
extra-family social networks. It concerns not only whether good interactions can be 
maintained, but also amou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herefore, upper middle 
class parents have advantages in all the three capitals: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In response, educators not only should find ways to ensure that each parent has the 
opportunity to get involved, but should also understand cultures and needs of different 
families and provide the right solutions to their challenges in order to achieve fairness 
for all parents and children. 
 
Keywords: family capital, parent involvement, economic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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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自一九八零年代起，社會民主化風潮、對於家長權利的重視、家長知識

水平提升、民間教育團體紛紛成立，為此政府在一九九九年公布了《教育基本法》，

將家長權利明定於法規，其中第八條指出：「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

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

利。」，此後使家長在教育體制中逐漸以消費者自居，擁有個人和集體參與學校

事務的權利，因此各界均認為如何使家長參與，並發揮其影響力是重要的課題。 

    但事實上並非所有具備家長身分的父母都有同樣的參與權，多數文獻指出勞

工階級家長因受到經濟困窘、工作忙碌、心理因素、學習經驗與學科知識等現實

因素而不利選擇及參與學校事務（王麗雪，2008）；中上階級家長則被認為其主

動且有能力為孩子挑選較好的學校，並投入較多資源及時間予子女，對其學業要

求也較高，較能參與孩子的學校活動，進而子女的學業成就也較佳（鄭淵泉，1998；
王麗雪，2008；程湘芸，2015），以上均證實了社會階級確實影響孩子的學習成

就，然而我們不能僅由結果論來看，應該檢視當中的環節，而不同社經地位所擁

有有的家庭資本不同，其中又以財務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較被廣為討論，

因此本研究以家庭資源與家長參與：財務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之比較為題，

來比較中上階級家庭與勞工階級家庭的財務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之差異。 

貳、名詞釋義 

研究者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劃分，加以釋義，分別為：家庭資本、家長參與、

財務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茲將敘述如下： 

一、家庭資本 

家庭資本其實包含家庭可運用的有形及無形的資本，本研究基於研究焦點考量，

借用 Bourdieu 文化資本理論及 Coleman 財務資本理論及社會資本理論，定義家

庭資本為家庭可運用的財務、文化及社會資本。 

二、家長參與 

本研究主要以財務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為比較目的，並且基於研究焦點的

考量，故聚焦家長參與內容於學校、家庭和社區三個層次，而定義家長參與為家

長基於本身的能力與意願，為落實教育選擇權與有利子女的教育，透過學校、家

庭和社區層面的參與，使能建立夥伴關係，並能同時受益的過程。 

三、財務資本 

Teachman（1988）將物質上的教育資源也納入財務資本的範疇，本研究亦採納此

種說法，將財務資本定義為家庭的財富及收入，還有透過此財務所購買的教育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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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資本 

Bourdieu 區分文化資本為三種類型：形體化文化資本、制度化文化資本、客觀化

文化資本，而本研究因把客觀化文化資本納入財務資本的範疇，並針對本研究的

焦點，只將文化資本侷限在家長的言行舉止及相關的教育技能上。 

五、社會資本 

本研究基於研究焦點的考量僅界定社會資本為家長所產生的社會網絡，包含家庭

內（親子關係）及家庭外（家長為孩子的教育額外產生的交際圈）。 

參、財務資本與家長參與 

首先，在家長到校參與之情形而言，中上階級家長（學歷越高、職業越佳及

雙薪家庭）比起勞工階級家長（學歷較低、職業為農林漁及無固定收入家庭）出

席學校正式活動的比例較高，另外，他們也可以運用家庭較多的財務資本來支持

學校及教師（何瑞珠，1999；張菁芬，2006），以建立對家庭有利的社會資本；

反之勞工階級家長因為忙於工作到校出席率低（王麗雪，2008；侯世昌，2002），
因此轉化的社會資本亦是有限。 

此外，中上階級家長比起勞工階級家長，更能提供適合學習的場域及設備（房

間、書桌及書籍），可以安排較高層次的學習資源（課外讀物、文化活動、暑期

經驗及出國機會）（何瑞珠，1999；陳曉佳，2003；藍佩嘉，2014；Teachman, 1987），
亦可以調動時間來陪孩子完成學校的課業要求或者以金錢尋求他人協助（補習及

家教）（周新富，2008；孫清山、黃毅志，1996；Reay, 2004），以弭平中上階級

家長即使忙於工作賺錢，仍能運用財務資本引進外界教育資源，使孩子能符合學

校的課業需求；綜上所述，中上階級家長不僅能協助孩子應付學校的基本門檻，

更能使其趕在前頭，裝置適合學習的場域及設備，並購買更高層次的教育資源。 

肆、文化資本與家長參與 

學校所蘊含的慣習以中上階級為標的，當不同家庭背景投入時，則具有二分

法，中上階級家庭較容易符合學校標準，則被視為主流；勞工階級家庭則被看為

非主流，被學校認為是有問題的且需要矯正的，無論是因為缺少中上階級相關的

文化接觸或是自己主觀選擇的結果，在語言方式的部分，Bernstein 指出中上階級

（個人取向家庭）所使用的開放型溝通系統，說話方式比較傾向於精緻型符碼，

跟學校所能夠接受語言方式不謀而合，其說法也在陳建州、劉正（2001）的研究

中證實，國小一年級的國語文成績受到家庭社經地位（家長教育程度、職業階層

高低）的影響顯著，甚至差距隨著年級而加大，國語文成績往往與其他科目成績

有密切的關係，因而其他科目的表現也會受到家庭的語言方式影響。 

    中上階級家長比起勞工階級家長擁有更佳的教育技能、學習經驗、父母效能

感，他們能輔助孩子關於學校的課業要求（周新富，2008）；反之，勞工階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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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僅能有限或無法達到校方的要求，對孩子的幫助則被侷限（謝文豪，2000）；
藍佩嘉（2014）指出中上階級家長具備的教育技能、經驗及信心，讓他們熟悉學

校的情況，甚至進而質疑或改變現有措施；相比之下，勞工階級的家長與老師交

談時，顯得較猶豫和歉意(Reay, 2004；Skeggs,1997)，也沒有勇氣推翻現有的體

制及校方的權威（劉昌和；2008）；總結之下，無論是在家庭及校內的參與，中

上階級家長與勞工階級家長的教育技能有明顯的差異，不僅牽涉到是否能夠達成

校方的要求，能否自然地與教師應對進退，進而可否幫助到孩子，這些均有明顯

的差異，其中不僅包含了文化資本，更經由文化資本的轉換為社會資本，讓雙方

的社會資本也連帶有了差別。 

伍、社會資本與家長參與 

家庭內的社會資本最重要的莫過於親子關係，所謂關係貴在兩者的正面雙向

回饋，然而中上階級家長先天擁有充足的財務資本，以便於空出工作之餘的時間，

來進行親子互動，並且張芳全（2006）指出家長社經地位越高，則家庭文化資本

越豐富，又會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對孩子的學業成就也有正向影響；在管教過程

之中，張建成和陳珊華（2006）提出中上階級家長採取較柔性的親子溝通，若孩

子的表現不如預期或犯錯時，透過道德勸說或替代處罰，讓孩子心生警惕，改善

自我行為，如此不僅使親子像是非強制及內化，也有助於子女的認知及組織能力，

來符合未來白領工作所需的升學管道及工作特質（藍佩嘉，2014）；相較之下，

勞工階級家長忙於生計，並且無多餘的財務資本以便挪出時間，讓親子互動的機

會較少，缺乏家庭文化資本下，對孩子的教育期望相對較低，使得孩子的學習動

機及成就受到侷限，對於未來生涯規劃也較為鬆散的規劃，石玲惠（2004）認為

較常使用強制性的方式來管教孩子，使得親子之間距離拉大，不利於低社經地位

家長將自己的期望傳達給孩子，也缺少相關文化資本的支援且較無計畫下，使得

孩子缺乏相關特質及能力，被學校視為是不足和有問題的，不利於未來翻轉為白

領階級。 

受到財務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多寡影響下，周新富（2008）指出中上階級家庭

看重家庭與學校互動所建構出的社會資本，以支持取向為主；反之勞工階級的家

長，受限於有限的資源及機會，多只能夠短視和直接的以利益取向來參與學校事

務，將不利創造社會資本（吳迅榮，2013）；此外，中上階級家長，則能夠既得

利益操控與權力交換運作，將維持其子女的學習優勢外，進而將教育場域的不平

等延伸至「代間傳遞」，造成不同家庭對於學校不同的感受及態度（陳成宏，2011），
而勞工階級家長即便參與了，也不被學校的主流價值觀所接受，不能被學校委以

重任，替孩子發聲的力道亦會減弱，使孩子在學校及家庭具有不連續性。 

在與其他家長的交流方面，台灣地區的中上階級家長較有機會及意願接觸關

於教養孩子的訊息，他們常參與學校活動或課後活動與其他家長形成潛在的信息

網絡，並獲得相關的教育資訊；勞工階級家長則是與親族之間互動密切，缺少豐

富的教育資訊（許殷宏、朱俐嬛，2014；劉昌和，2009；Lareau,1987），教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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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多寡也會影響到家長了解孩子在校情形的程度，對於幫助孩子學校事務的程

度亦受影響，最終將使孩子的學習情況具有差異性。 

陸、結語 

每個家庭所提供的財務資本並不相同，不同的財務資本牽涉不同的參與程度，

更涉及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在文化資本方面，學校及教師多帶有中產階級的色

彩，不同家庭所能給予的資源大不相同，他們所定義的主流家庭（中上階層家庭）

和非主流家庭（勞工階級家庭）的文化背景、知識、語言型態、思考模式、價值

體系、教養方式及生活風格等都大不相同，而教師多代表主流家庭的特徵，而會

使非主流家庭相對趨於弱勢，除此之外，社會資本也會展開作用力，也會拉開中

上階級與勞工階級間家長參與程度的距離，更將以此影響到兩者孩子的學習，綜

合而言，財務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先造成家長參與的起跑點不一致，再

直接或間接造成孩子的基準點並不相同，導致其學業成就的差異。 

    然而，我們不能將孩子完全阻隔於家庭之外，更抵擋不住家長所想藉由各種

管道，想要幫助孩子更容易達成學業上的成就，我們不能只關注學校是否給予相

同的條件與資源，則會欠缺公平，無助於每個人有相等的基礎去追求學業成就，

身為教育工作者不僅應設法讓每一位家長均有參與的機會，更應善用文化資本較

高的家長，鼓勵此類家長參與學校事務，藉此有助於教學或輔導等教育目標的達

成，教師可由家長參與能夠瞭解不同家庭的文化與需求，時時檢視自己的標準是

否有所偏好，才能夠因應不同家庭的父母採取相對的應對之道，更可以藉由家長

所提供的家庭資訊，也針對不同的孩子採取積極性的差別待遇，雖然無法達到完

全的公平，但至少可設法降低因家庭背景所帶給學生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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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習動機之研究 

-以花蓮一所大學為例 

 

劉文浩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在探究大學生知覺自我學術樂觀與學習動機之關係，目的是希望瞭解

在目前的花蓮某一所大學學生的學習情況下，及大學生對於學習動機和學生學術

樂觀之現況為何，比較不同性別、不同年級、不同學院的學生是否有所差異，並

討論學生學生學術樂觀對學生學習動機是否具有相關。研究方法是以「大學生學

生學術樂觀及學習動機量表」作為研究工具，探究大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生學術樂

觀之影響。 

 

關鍵詞：大學生、學習動機、學生學術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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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tudents’Academic 
Optimism and Motivation to Learn – A 

Case Study of One University in Hualien 
 

Wen-Hao Liu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academic 

optimism and motivation to learn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state of 
students’motivation to learn and academic optimism in one university in Hualien in 
their current conditions of learning through comparison to see if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grades and schools and through discussion to 
see whether university students’academic optimism is connected with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use of the ‘Sca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Academic Optimism and Motivation to Learn’ as an instrumen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university students’motivation to learn on their academic 
optimism. 
 

Key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motivation to learn, students’academic opti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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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背景 

一、大學為培育頂尖人才必須提升學術專業 

    高等教育是培育知識、觀念與思想的階段，對於國家發展與提升競爭力格外

的重要。教育學術中核心的專業領域與知識發展，與社會民主發展、經濟產業、

尖端知識創新、階級流動，甚至與公平社會都息息相關（詹勝如、黃庭玫，2016），

可見學術專業地培養在高等教育階段的重要性。如何藉由增強學習動機，以連動

影響學習成就，並且提升學術專業的素養，杜威的《經驗與教育》一書也提到，

教育的經驗主要是激起學生好奇心，並且形成足夠強烈的欲求和目的，才能讓學

生能在未來克服困難，樂觀者凡事預期正向結果，他們總是會把自己帶入一個預

期正向結果的情境，因此培養學生保持樂觀正向的態度去面的他的學術領域，並

且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動機，因此如何提升大學生學習的動力以及正向的面對大

學的學術環境，就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二、大學生學習動機與學術樂觀之相關研究仍然付諸闕如 

近年來學術樂觀的研究開始興起，雖然已發展出許多的學生學習動機量表，

惟許多的學習動機研究都朝向初等、中等教育學生做為研究對象，但高等教育的

學生創新教學的研究卻非常稀少，因此本研究就現今相關教師創新量表加以修

改，並施予研究對象之大學生，來獲得大學生學習動機的程度，並探討學習動機

對學生學術樂觀之影響。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以下項目： 

一、 瞭解花蓮某一大學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習動機的現況。 

二、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習動機態度，有無顯著之差

異。 

三、 大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習動機是否具有顯著相關。 

 

 

貳、文獻探討 

一、大學生學習動機之理論及相關研究 

    在教育的過程中，學習動機一直是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之一，有良好的學習

動機才能使學生產生有效的學習。吳清山、黃建翔(2013)認為，學生為教育主體，

任何教育行政作為或教學活動當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為優先考量，成為教育發展

的重要課題。因此學生學習動機更是相對重要，而大學階段對於學習動機的提升

相較於其他教育階段來的複雜且困難，本節先依據相關文獻來探討學習動機的定

義；其次說明學習動機之相關理論；最後就學習動機的層面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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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比照動機的定義來看，是指教師於教學時能引起

學生的學習行為，並且維持學習行為，促使該學習趨向教師訂定的教學目標的內

在心理歷程(張春興，1994)，而 Mckeachie（1987）認為對學習動機的組成，是個

體會依照個人主觀的預期和達成的可能性作結合，並且做出一個最能滿足或最不

會後悔的選擇，而這樣的情狀於學習上就是所謂的學習動機。 

    綜上所述，學習動機為學生於學習歷程中，可能因為自身或外在所產生的一

種驅動力，其可以促使學生持續的努力學習，並且在記憶與運用上獲得良好的效

果，因此在教育的教學上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各國內外學者對於學習動機層面有

所不同，測量的工具設計亦包羅萬象。綜觀所有學者所歸納的學習動機特性，劉

政宏、黃博聖、蘇嘉鈴、陳學志、吳有城（2010）所提出的「國中小學習動機量

表」 之編製及其信、效度研究，將學習動機分為價值、預期、情感及執行意志

四個層面，對於大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未來發展的鉅觀層面較為符合，因此本研究

參考其學習動機構面及量表，將學習動機分為以下四種層面： 

(一) 價值：學習者從事學習工作的理由，包含對學習工作知覺的重要性、效用

性和興趣。 

(二) 預期：學習者對學習能否成功的預期，包含學習者自我效能信念、學習的

控制信念。 

(三) 情感：學習者對學習的情感反應或對自己的感覺，包含自尊等情感需求與

考試焦慮。 

(四) 執行意志：意志主要在學習動機上扮演了驅動、執行與維持動機，其影響

學生在學 

    習行為的過程中，是否能迅速將想法驅使為行動、堅持動力達到目標、盡善

盡美等 

    與意志有關的特質。 

二、學生學術樂觀之理論及相關研究 

    學術樂觀是一個新興且特殊的教育理念，其概念是以心理學中樂觀態度來建

構，樂觀(Optimism)是正向心理學的主要面向之一，其主要是強調樂觀積極的正

面個人特質：主觀的幸福感、樂觀和自我決定...等，而這些特質包括各種性格、

態度、信念或取向，在個體的內在之中發展，然而也會受到外在的影響而改變，

例如環境、經驗和人為的改變，心理學的增強效能、內部控制及高層次的動機理

論也經常與樂觀主義共同討論(Adams,C.M.； Forsyth,P.B.,2012)，曾雪芳、張景媛、

陳淑苾、何其安(2009)的研究指出，樂觀的期待能引導入人們堅持的、有效的並

成功的追求目標，這樣的影響也出現在學生的課業學習或人際互動上，國內外許

多研究也認同樂觀導入課程的重要性。學術樂觀也不只出現於教育組織，並且對

於學生在學校的學業成就以及未來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academic optimism」

一詞，國外學者 Hoy、Tarter and Woolflk Hoy(2006)表示，學術樂觀是十分靈活的

概念，並與正向心理學與學校相關角色的學校參與有著密切的相關，而這樣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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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理論已被證明是提高學生成就的重要因素。其研究顯示學術樂觀是由學術強

調、教師的信任、集體效能相互的影響，如圖所示。 

    Ruyle(2014)認為，學術樂觀的結構是建立在正向心理學的框架下，因此領導

人(教師)可以透過促進學生良好的信念以及面對挫折的任性來複製成功，而學術

樂觀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就是學校改革中強大的力量，幫助學校在教育上達到有效

的教學成效並且促使獲得學生學業成就。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大學生學術樂觀分為「學生對教師的信任感」、「學生及

老師對學術的強調」及「對學校的認同感」三大層面。 

(一)學生對教師的信任：當學生進入學校，他們會對教師產生依附情感，而這種

情感所產生信任關係將可為學生帶來安全感，亦可能影響著學生的學業成績。 

(二)學術的強調：又稱「學術推力」，指學生為了獲得更多的成就感與期望，專

注於學習的學習成就，對於學習過程中養成喜歡接受挑戰並且對於學習過程感到

有趣的態度。 

(三)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學生對於自己的學校與班級具凝聚意識，並認為自己

是這組織及群體中不可或缺的成員。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整理內涵以第二章之文獻探討為基礎，將學生學術

樂觀與學生學習動機現況及相關理論，統合整理形成。本節依據研究動機、研究

目的與文獻所探討之結果，設計本研究之架構，其主要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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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圖 

 

 

 

 

 

 

 

 

 

 

圖 3-1 本研究的觀念性架構 

    本研究架構包含大學生背景變項、大學教師教學創新、大學生之學習動機、

大學生學術樂觀變項等四部分，研究架構如圖。以下就各部分變項分別說明之： 

1. 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大學生性別、大學年級(二~四年級)、就讀學院三項。 

2. 大學生學習動機動：包括價值、預期、情感及執行意志等四個層面。  

3. 大學生學術樂觀：包括對學校的認同、學術強調、對教師的信任等三個層面。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使研究對象和施測範圍更加明確，使研究的內容更加透徹，因此

以花蓮縣內一所大學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者擬先針對 106 學年度入學之大

學生進行施測，研究者依據此校學務處註冊組在學校網站上提供之「106 學年度

第一學期在校生統計表」，歸納出全校學生人數共計 6,929 位學生，其中不包含

碩士與博士班學生，為施測母群體。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進行抽樣研究，期望透過調查問卷瞭解花蓮某一所大

學教師教學創新、學生學術樂觀及學習動機的相關性。為求資料完整及研究工具

的妥善，本研究施予預試問卷及正式問卷兩次問卷的發放，以下對於兩次問卷的

抽樣做說明： 

三、研究工具與預試分析 

    本研究為探討大學教師創新教學與學生學術樂觀影響之研究，在參酌相關文

獻後，編製「大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生學術樂觀影響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

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級 

3. 就讀學院 

學習動機 

1. 價值 

2. 預期 

3. 情感 

4. 執行意志 

學生學術樂觀 

1. 對學校的認同 

2. 學術強調 

3. 對教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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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內容包含四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為「基本資料」，第二個部份為「大學生學習

動機調查量表」，第三個部份為「大學院校學生學術樂觀程度量表」。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大學生學習動機與學術樂觀現況分析 

(一)學生學習動機現況分析 

    本研究所稱「學生學習動機」係指大學生在本研究自編之學生學習動機調查

問卷上得分情形，包含「價值」、「期待」、「情感」及「執行意志」等四個層面。

大學生知覺自我學習動機現況屬達高度水準，平均得分為 4.04，各題層面得分界

於 3.88~4.29 之間，平均得分高低依序為價值層面、期待層面、執行意志、情感

層面；顯示目前大學生知覺自我學習動機程度良好。 

(二)學生學術樂觀現況分析 

    本研究所稱「學生學術樂觀」係指大學生在本研究自編之學生學術樂觀調查

問卷上得分情形，包含「學校認同感」、「學術術樂觀」及「對教師的信任感」等

三個層面。大學生學術樂觀現況屬達高度水準，平均得分為 4.26，各題層面得分

界於 4.06~4.43 之間，平均得分高低依序為學術強調、對教師的信任、學校認同

感；顯示目前大學生學生學術樂觀程度良好。 

二、大學生學習動機與學術樂觀差異分析 

(一)大學生學習動機之個別背景差異分析 

1.不同性別學生對於學習動機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經獨立樣本 t 檢定後，發現不同的性別在學習動機層面中之「執行意

志」上達顯著水準(p<0.05)，表示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學習動機層面中的「執行

意志」的平均得分有顯著差異，且男性大學生的得分高於女性大學生。至於不同

性別大學生在其他學習動機之「價值」、「期待」、「情感」上的得分並無顯著差異。

此結果彭柏翔(2014)的研究大致相同，在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對於學習動機或是行

動控制都沒有明顯差異。但在「執行意志」上，男女性別的不同有著差異性，東

華大學男性學生的執行意志大於女性，顯示在其他事務的影響下男性學生還是會

解決學習上的任務。 

2.不同年級學生對於學習動機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在不同年級的大學生知覺自我學習動機之

「價值」、「期待」、「情感」及「執行意志」層面上，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

年級之大學生在學習動機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3.不同學院學生對於學習動機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經由研究數據顯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在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知

覺自我學習動之「價值」、「期待」、「情感」及「執行意志」層面上，皆未達顯著

水準(P<.05)，表示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學習動機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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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學術樂觀之個別背景差異分析 

     依據本研究將大學生知覺學術樂觀區分為「學校認同」、「學術強調」、「對

教師的信任感」等三個層面，並且將三個層面之數值綜合整理，再來與背景變項

進行 T 檢定，最後分析研究對象之大學生在不同背景變項中認為自我學術樂觀的

程度是否有所不同。背景變項分為性別、年級及不同學院等三項，以下分述之。 

1.不同性別學生對於學術樂觀的差異情形 

    依據學生性別不同(分為：男、女兩類)進行差異分析，以 t 檢定考驗分析不

同性別之大學生所知覺自我學術樂觀之差異，發現不同的性別在大學生學術樂觀

層面中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學術樂觀之「學校認同」、「學

術強調」、「對教師的信任感」層面上的得分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在不同性別對

於學術樂觀之「學校認同」的結果與鄭博仁等學者(2011)對於大學生在科系認同

感及呂嬉紋的研究相同，都顯示無顯著差別。而在大學生對教師信任感及學術強

調的層面，也顯示在不同性別上對於學術樂觀並沒有明顯差異。 

2.不同年級學生對於學術樂觀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不同年級的大學生知覺自我學

術樂觀之「學校認同」、「學術強調」及「對教師信任感」層面上，皆未達顯著水

準(P<.05)，表示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學術樂觀上並沒有顯著差異。這也顯示在不

同年級東華大學的學生對於學術樂觀的態度是大致相同。 

3.不同學院學生對於學術樂觀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知覺自我學

術樂觀之「學校認同」、「學術強調」及「對教師信任感」層面上，皆未達顯著水

準(P<.05)，表示不同學院之大學生在學術樂觀上並沒有顯著差異。這也顯示在不

同學院的東華大學的學生對於學術樂觀的態度是大致相同。 

三、大學生學習動機與學術樂觀相關分析 

    從本研究大學生學習動機與學術樂觀中積差相關係數可以發現，整體大學生

學術樂觀與學習動機各相關在.231~.549 之間，均呈現正相關，並且達.001 的顯著

水準，可見大學生學習動機程度越高，則學生學學術樂觀越佳。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花蓮地區某一大學學生學習動機與學術樂觀之現況，以及探

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在學習動機與學術樂觀上之差異情形，並探究此兩個變

項間相關性為何，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統計結果如下，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後，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茲分別

敘述如下：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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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試者之大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整體趨向良好，尤其在期待與價值層面，得

分都達到 4 以上，顯示大學生在學習的動機上，學生較為注重未來就業、獲

得得能力等實質的外在因素。而在學術樂觀上也均趨向良好，尤其在「學術

強調」的部分的分最高，表示學生對於學習的要求上有著正面的態度。 

(二) 學生在不同性別、年級、學院等背景變項，對於學術樂觀並沒有顯著差異；

學習動機上，不同性別之外，不同年級、不同學院背景變項大致沒有明顯差

異，但在學習動機之「行為意志」上，不同性別顯著差異，而男生的行為意

志大於女生，表示研究學校之男大學生在面對學習任務時，較不受外在因素

(誘因或干擾)所影響。 

(三) 受試者之大學生，在學習動機得分與學術樂觀得分情況均呈現正相關。表示

在本研究中大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習動機是具有正向影響。 

二、建議 

(一)對大學的教育與課程規劃 

1. 大學生在對於學習的動機上，普遍呈現較高的正向感受，但在行為意志上相

較於其他層次較低，表示學生在自我控制上還是較缺乏；但在價值於期待上

有著很高的程度，因此大學在課程的設計上不只是學術的培養，應該更加強

未來就業能力或可發展的輔導機制，藉此提升學生對於學校系所的學習動

機。 

2. 大學生在學術樂觀上，均呈現較高的正向感受，而在「學術強調」的得分最

高，表示大學生在受到困難或任務時，會以正向積極的態度去面對，並且提

升自我能力。故建議學系給予學生更多的表現機會或挑戰，藉此提升學生對

於學術樂觀的程度 

3. 雖然沒有「學術強調」程度高，但學生對於教師的信任也達到很高的分數，

因此在校內建立良好的師生溝通，並且建立教授的教育專業，也是相當重要

得。 

(二)對未來研究建議 

1. 本研究只針對某一大學為研究對象，未來可以對高中、國中或國小之學童進

行學術樂觀以及學習動機之研究，除了釐清學生學習的態度及學習成就外，

更可以將學術樂觀的理論應用在實務之上。 

2.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其他因素來對學術樂觀進行更深的探究，並且除

了量化研究之外，建議以質性研究的方法，對學生進行訪談，使研究更加豐

富。 

217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何佳瑞（2014）。學生學術樂觀：驗證性因素分析（上）。教育研究月刊。第 241

期，第 102-121 頁。 

吳清山、黃建翔（2013）。提升學生學習成就策略之探析。教育研究月刊。232，

5~17。 

洪淑儀（2009） 。創新教學之操作應用研究-以感官學習型態為例。新北市：揚

智文化。 

曾雪芳、張景媛、陳淑苾、何其安（2009）：樂觀創意教學對國小學童樂觀解釋

型態影響之研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第五期，105-139 

彭柏翔（2014）。大學生學業動機、行動控制策略與學業拖延之關係研究。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市。 

黃建翔（2015）。少子化時代的大學校院招生策略方針—以應用校務研究為例。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11），第 111-116 頁。 

詹勝如、黃庭玫（2016）。臺灣高等教育研究現況分析。評鑑雙月刊。第 60 期，

第 32 頁。 

劉政宏、黃博聖、蘇嘉鈴、陳學志、吳有城（2010）。國中小學習動機量表之編

製及其信、效度研究。測驗學刊，57 輯 3 期，371-402 頁。（TSSCI）。通訊

作者。 

鄭博仁（2010）。農學院大學生的科系認同感與農業態度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外文部分 

Adams,C.M.& Forsyth, P.B.(2012).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Confirming a 
Construct.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29. 

Ladd, G. W., & Dinella, L. M. (2009).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rly school 
engagement: Predictive of children’s achievement trajectories from first to 
eighth grad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1(1), 190-206. 

218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OQ.7/record?r1=20&h1=9


2018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A study on the society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strategy of education 

Innovation 
 

Fu-Te Pana*, Yu-Ching Linb 

aDepartment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b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ve,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o jointly portray Taiwan blueprint for 
futur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sent Taiwan education reform 
and post-modern knowledge economy. Particularly, in the current E-society, there are 
many reflections about knowledge economy education strategy an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is study adopts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ain th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ducation policy. 
The conclusion is: 
 
A.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society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 

additi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ety,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society. 

 
B.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knowledge and function of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Especially, teacher education needs reflection of ecological viewpoint, when facing 
the school system, curriculum, teaching, teaching material and assessments as well 
as teachers' professional attitude. 

 
C.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must be combined with the humanistic spirit. 

The school should consider the general knowledge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refore, school education must be improved 
and the "innovation" of E-educa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Keywords: Knowledge economy, Educational innovation, Educational strategy, 

Education policy, Teac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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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1.1 Research Background 
 
Nowadays, the trend of the knowledge society has moved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and it is also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knowledge society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is the 
propeller of the knowledge-based society. Consequently, education is the basi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at is why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ian, 1973). 
 
The knowledge economy is not just a new concept and a hot topic, but also a focus of 
attention in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any years ago, Lester C. Thurow,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isited Taiwan at the invitation of our country. 
Simultaneously,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were held with domestic entrepreneurs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Professor Xiao 
Xinhuang of Taiwan University in Lester C. Thoreau's "knowledge economy era" of 
the Chinese version proposes a causal analysis regarding the creation and control of 
knowledge compares to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and even the rich 
and powerful of countries. The knowledge in the development so far has become a 
new cornerstone of wealth (Thurow, 2000). It is also one of the functional indicator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st of the long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human history. From the view of evolution 
of objects, after three important changes,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now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developed. Peter F. Drucker, a managing guru, also said, 
"Knowledge is the new benchmark fo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He added: "The next 
50 years in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upgrade knowledge to the 
productive enterprise nation. " This shows that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knowledge and 
proves that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in the community. 
 
1.2 Research Purposes 
 
A. The meaning of knowledge economy. 
 
B.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economy. 
 
C. The feasible strategy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knowledge economy. 
 
D. The enlighten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2.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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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mainly adopt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is often 
categorized as primary or secondary literature. The primary literature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the primary literature is based on Turrow’s (2000) knowledge economy 
connotation for the scope, system to read and summary of the relevant content, 
arranging its theoretical thrust for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and discussion.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is based in Leadbeater’s (2002) books. It includes articles on 
educational reform policies scattered in journals and books, teacher education policies, 
school improvement and related literature. 
 

3. Literature Review 
 
 
 
3.1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Knowledge Economy 
 
As early as the 20th century, 40s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1911, Joseph A. 
Schumpeter propos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combin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novation,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a ground-breaking discussion. Also, the type of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and reason. In addition, Thurow uses the "outside growth" model to 
discuss the impact on th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urow argues that planned investment and planned savings ar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long-term economic equilibrium. 
 
Until Romer further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knowledge as an input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ransition to an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solves the doubts about 
the growth of the population outside and the growth of real incomes per person. In 
1994, Romer proposes again: A.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B.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driven from the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C. Production knowledge can be reused. Romer add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ariables i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with knowledge as the main input. 
 
The above theory is only the embryonic and embryonic form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ory. In 1971, Kuznets in "The Economy of Nations” book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knowledge, science,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conomy. This also shows that knowledge for economic growt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t produces a chain effect and it exists in the modern economic growth. 
 
3.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Econom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has shown a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rol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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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play in economic growth. Knowledge is embedded in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erefore,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and perfect 
knowledge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2.1 Knowledge and Power 
 
In dealing with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knowledge and power are also 
illuminating. For example, knowledge should have practical value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is inevitable. Michel Foucault argues that knowledge should have practical 
value. Certain social groups recognize this point. The production side of knowledge is 
to control and monitoring,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is explored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society. However, at different times and in different areas, both have 
different results. Foucault stresses that knowledge is the power management operation 
of the results and elements. 
 
Foucault is a follower of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Nietzsche argues that 
knowledge has no source, but is created, and experience is useless. This shows that 
Foucault thinks that creation of knowledge is normal. In terms of power, i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synonym for repression and lack of, but with the productive forces, is 
beneficial to society. Based o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balance of 
power must become a "knowing the knowledge". 
 
"Knowing the knowledge" shows the existence of knowledge to its economic benefits. 
Knowledge is a competitive force. On one hand, it embraces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full of power to face the strife. To push it, the knowledge economy is 
also a critical criterion. 
 
3.2.2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organizes and collects information and then passes it to the 
appropriate person to continu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synthesis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Obviously,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has an 
unprecedented high value.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to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elements. The question of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 also being rais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s a learning economy (OECD 1996: 41). Thus,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school should do a good job of 
education environment, so it can provide knowledge flow and share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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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Valu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based economy or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s based on knowledge 
creation as the basis for wealth cre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Gao and Li, 2002). 
Therefore, it is based on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s the pillar, innovation as the soul, to educate the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Its output value is based on the 
ever-changing knowledge advantage. 
 
3.3.1 Knowledge Economy Wealth Pyrami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economy and wealth are quite close. Economic 
emphasis on practical and its purpose has always been the pursuit of wealth. The new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essence of wealth pyramid. Therefore, the pursuit of 
wealth is just like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sand into the tower, starting from the 
found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each 
one is different. Productivity is the real treasure of the wealth pyramid. Thoreau 
proposes 13 criteria which i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pyramid, to mee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expert technology, knowledge, entrepreneurship, tools, and 
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3.3.2 Creating a Pyramid of Economic Territory 
 
Knowledge is the new gem of wealth, and is also a major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When some future capitalist talk about their wealth, the premise is that who is the first 
person which has right knowledge. Nowadays, there are three forces which are the 
social orient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tellectual capitalism, and social capitalism. 
The three forces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ests, the overall socialization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target, and ensuring community interaction. It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economic map and efforts. 
 
3.3.3 Talents Starting from the Teacher Education 
 
Teachers are preachers who could propagate the doctrine, impar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resolve doubts. In one word, teachers are the school's helmsman. The 
primary goal of education reform is nurture of teachers. In conclus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education is teachers. In the overflow of economic knowledge 
society, facing teacher training pipeline and the law change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ed economy (Wu and Li, 1997). 

 
 

4.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aced by 
Knowledge Econom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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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 economy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refore, 
knowledge becomes the core input cond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economy referred to today is the knowledge economy which is based on a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 as the centre of the economic business 
model. Since the economy is characterized by "knowledge"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n the "knowledge" of the economy must 
be a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use, practical value, efficiency, efficienc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dam Smith, an economist, argues that "fixed capital is a useful resource for 
education which is a factor in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refore,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promote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oday 's world economic system, education has two common functions: A. To 
promote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B. To adapt the changing economic structure. 
 
Therefore, the task of education is not only in ethic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social entities, but also need to consider the need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the knowledge-based education confirm that knowledge 
is power. The primary task is to transform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and sustained 
learning growth. That is, the "education" is a reform target. Return to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it is the first step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economy. To measure the 
current state of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and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educational measures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 Education policy must be forward-looking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to meet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B. The contents of education must be up to date and updated at any time. 
 
C. Utilizing teaching methods to break the old school of teaching. 
 
D. Strengthening schools’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to have good knowledge 

management. 
 
E. Teachers training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and school teachers should have the 

basic concept of knowledge economy. 
 
F. Under the constructivist postmodernism vis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the teacher 

education emphasizes spirit and spirituality of lofty value and significance. 
 
G. To play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promotion, research and service, 

and to achieve the mission and ideal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H. To promote adult lifelong learning, to build an e-learning society, and to become 

an enrich life of everyo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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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lusion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knowledge economy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the two have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ust have the abil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as well as networking. Simultaneously,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ing good training system for teachers. Schools are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of education. Schools provid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human resources 
courses to deliver manpower for business needs. Consequently,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relations are increasingly close. Also, nowadays, education is an 
investment concept which advocated by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economists. And 
education is a concept of consumption, as opposed to development, but there is no 
conflict.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the economic nature of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consumption, but also an investment (Leadbeater, 2002). 
 
Adam Smith, an economist, argues that "the factor that drives economic growth is 
fixed capital, which is the useful capacity of education." Malthus also advocates that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in all capital is the investment of people." Therefore, from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promote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oday's world economic system, education has two common functions: 
A. to promote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B.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economic 
structure. Therefore, in ethic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social entities, the 
task of education also needs to consider the needs of economic growth (Huang, 1989). 
 
This study gives us the inspiration: 
 
A.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society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economy. 

Also, educ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which promotes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B. Education is an elem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focuses on 

educational functions at all levels, especially, the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Facing continuous changes, the system, curriculum, teaching, teaching materials, 
assessmen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attitude, need to have some thinking and recycling (TEARC, 1997). 

 
C. Develop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 must be combined with the humanistic spirit. 

Schools should balance affective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ive 
education contents and the education of community emphasize e-education 
“innovative spirit” and “team”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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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e should focus on basic science by combining with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Confucian Modern Spirit. Linking culture, education, academic and technology 
together, we can create a refined, high-quality, creative style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s a top-down, bottom-up building consensus and 

dialogue with each othe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s a top-down and bottom-up 
relationship which builds consensus and dialogue with each other (Huang, 1997).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s the consensus of 
educational reformers. In addition, we must follow a certain procedure to obtain a 
teacher certificate, and als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pecial education. 

 
“Advice from others may help one to overcome one's shortcomings.” Government, 
academics, experts, and business community should have more exchanges. If so, they 
can capture the 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countries. Also, they can 
recognize the benefits of practicing knowledge economy. Finally, we hav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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