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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校長自我領導之個案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民小學校長自我領導之信念、作為與對校務產生之影

響。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對校長、教師及家長進行訪談，並輔以文件分析、

觀察記錄及省思札記蒐集相關資料。研究主要結論如下：一、校長自我領導的

信念呈現對自我、人我及組織三大面向。（一）對自我而言，要建立健康自我概

念，不斷自我激勵、超越，逐步達成目標;（二）對人我而言，要善用影響力成

就他人，為更有價值的成功而努力;（三）對組織而言，要運用理性及感性交融，

發揮感性領導力，凝聚組織集體力量。二、校長運用行為聚焦、自然酬賞與建

設性思維三種策略來實踐自我領導:（一）行為聚焦策略：包含設定目標、穩定

情緒、妥善運用時間、以同理心建立圓融之人際關係、形塑熱情積極之形象、

不斷學習精進等;（二）自然酬賞策略：包含發掘工作意義、宗教信仰指引、複

製成就經驗等。（三）建設性思維策略：包含秉持正向信念、進行正向自我對話、

預演成功歷程等。三、校長實踐自我領導能引導校務卓越發展，對師生產生正

向的影響:（一）形塑優良校園文化，建立學校特色;（二）引發教師組織承諾，

提升效能與效率;（三）激發學生學習渴望，培養關鍵能力 

關鍵詞: 自我領導、領導行為、領導信念、個案研究 

范熾文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教授 

林姿妙 

花蓮縣北昌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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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Bryman（1993）在《魅力與組織領導》（Charisma and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一書中，就整理出自從 1980 年代中葉以降，領導研究的重心改

變，從「舊領導」轉向至「新型領導」。在此變革時代中，校長有必要採取新

興領導以因應社會變遷與學校組織轉化。新型領導是在既有的領導理論基礎上

推陳出新，與教育相關者多達 60 個（楊振昇，2008；葉連祺，2004），內容涵

蓋自我成長、道德修為、文化象徵、價值、人本、服務、創新、專業、願景、

賦權共享、組織轉化等觀點。其中，較受關注的有：自我領導（self-leadership）、

教師領導、文化領導、分散式領導、火線領導、加值型領導、服務領導、家長

式領導、混沌領導、第五級領導、創新領導、道德領導、課程領導、教學領導、

賦權領導、轉型領導、競值領導與靈性領導等（范熾文、林清達，2009；黃宗

顯，2008a；顏國樑，2011）。 

這些領導新理論，在領導者特質部分，特別重視領導者之自我成長；在領

導權力基礎上，更加強調專家權及參照權之影響力（范熾文，2012；黃宗顯，

2008a）。質言之，做為一個領導者，如欲有效的發揮影響力，追本溯源，必須先

學會領導自己，才能令人信服（晴天，2007）。誠如 Waitley 所言：「領導者唯有

燃起自己生命之火，才能點著他人心中的亮光。」（羅竹茜，2001），自我領導

可說是領導者首要之務 。再者，於組織中實施自我領導，除可點燃成員的工作

熱情，激發其主動性，滿足其自我實現的需求，進而發揮潛力與創造力，同時

也有利於領導階層將更多的精力用於策略思考及溝通協調（曹威麟、陳元勇、

郭江平，2009）。以此視之，新興領導理論中，主張個體自我激勵，以提升自我

效能之「自我領導」（Manz, 1986），不啻為提升個人能力、領導品質與組織效能

之鑰。 

自我領導自 1983 年 Manz 提出後，被廣泛應用於管理領域，國外在此方面

之研究已有二十餘年，成果十分豐碩。但檢視國內文獻，有關自我領導的實證

研究，目前僅有邱晏麟（2008）及鍾安宜（2011）兩篇博士論文。前者以醫院

醫護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自我領導能力對工作滿意度與服務績效之影響；後

者調查私部門從業人員的知覺，以探究魅力領導、自我知覺、自我領導以及組

織承諾之間的關係。至於在教育組織運作與影響如何?校長實踐自我領導有何功

能，至今尚未有明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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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Leithwood、Begley 和 Cousins（1992）觀點，領導乃是領導者秉持理

念與行為之實踐，之後對於學校校務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到學生學習與教師。

據此，校長堅守何種信念，以持續燃燒辦學熱情？校長如何自我驅策，以完成

繁雜工作進而對校務產生何種影響，為本研究探討之重心。基於上述緣由，本

研究旨在探討個案校長之自我領導信念，進而剖析個案校長在此信念下，分別

展現哪些具體作為，同時探究在此實踐過程中，對整體校務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自我領導的基本概念 

自我領導的概念，乃由美國麻薩諸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伊

森伯格管理學院（Isenberg School of Management）商業領導學教授 Manz 於 1980

年代所提出。自我領導首先被運用在自我管理團隊及賦權領導兩方面；之後，

經學者專家不斷發展與研究，被應用在企業、非營利組織、軍隊、醫療等不同

類型組織的領導與管理等方面，有豐碩的實證研究成果 （Neck & Houghton, 

2006） 。例如 Manz （1986） 從廣義的角度，認為自我領導是個體信念引導

自己去執行任務，以及管理自己去執行必須完成的任務。本研究歸納相關文獻

將自我領導之涵義歸納為：領導者具備高度組織使命意識與覺察角色功能，進

而連結與驅動其自律、自主與自發之行動力，運用多元激勵策略與目標導向，

引導成員共同學習以促成組織目標的實現。其特點如下： 

（一）自我領導是自我影響的歷程。自我領導，顧名思義就是自己領導自

己。人們透過適當的行為方式約束自己、影響自己、作用自己，以

達到自我激勵和自我指導（劉峰，2005；DiLiello & Houghton 2006; 

Manz, 1991; Neck,1996）  

（二）自我領導的發動者是「個體」。自我領導視個體自身為激發、控制及

引導行為的主體，意即個體本身才是其自己的真正領導者，而此個

體可以是各個層級的個人、團體、團隊或整個組織（黃宗顯，2008b；

Manz, 1983; Manz & Sims, 1991; Neck & Manz, 2012;Yun, Cox, & 

Sims, 2006）。 

（三）自我領導為目標取向。自我領導最終在於達到預立的目標，因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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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領導者須先設定具體可行的目標，以作為努力的方向、行動的指

針（黃宗顯，2008b；劉峰，2005）。 

（四）自我領導者透過特殊策略增強效能。自我領導者為了達到目標、完

成任務，會運用行為、認知及心理的策略來激勵或影響自己（Bligh, 

Pearce, & Kohles, 2006;Manz & Sims, 1991）。 

（五）自我領導需具有執行力。自我領導從衡量情境及評估需求開始，無

論是設立目標、採取行動、克服困難、自我激勵、達成目標等等，

整個過程都是動態的，需要個體以行動貫徹策略意圖，切實完成目

標或任務（Stewart, Courtright & Manz, 2011）。 

（六）自我領導是不斷學習的歷程。每一個個體皆可進行自我領導，須在

與他人及情境的互動過程中，提升自我領導能力（劉峰，2005；Manz, 

1983）。 

二、自我領導之策略 

茲就相關文獻（黃宗顯，2008b；鍾安宜，2011；劉峰，2005；Brown, 2003; 

Carmeli, Meitar, & Weisberg, 2006; DiLiello & Houghton, 2006; Elloy, 2008; 

Georgianna, 2007; Houghton, 2000; James, 2009;Kazan,1999;Manz, 1983; Manz & 

Sims, 1991; Neck & Manz, 2012; Norris, 2008; Stewart et al., 1996）對自我領導策

略之分類歸納如下： 

（一）行為聚焦策略 

行為聚焦策略 （behavior-focused strategies），以自我控制及自我管理理論為

基礎 （Houghton & Yoho, 2005），主要目的在於增強個體自我意識，以有效的管

理行為、執行任務。首先是自我觀察，將個體之意識專注於何時、為何特定行

為會發生，使個體察覺哪些行為必須改變、增強或停止，此為改變行為的第一

步 （Houghton & Yoho, 2005），之後方是自我目標設置。自我目標設置，透過設

置具體明確、富有挑戰性的目標，引導及激勵個體完成任務。目標的難度，需

與能力相稱，若缺乏挑戰性，容易產生沮喪和厭倦感；反之，則導致焦慮與挫

4



 

國小校長自我領導之個案研究 

 

─ 5 ─ 

折感（劉復苓，2006）。 

其後是自我獎懲，於設置自我目標的同時一併訂定。自我獎賞，無論是物

質的或是抽象的，對個體的積極度有顯著的提升作用，例如完成重要任務後，

在心理上祝賀自己的成就，或到旅遊勝地休假等；至於自我懲罰，為正面的自

我糾正回饋，個體透過內省、檢討，促使行為重塑，但不宜過度使用，以免形

成負面的自我批評和內疚而影響表現 （D’Intino, Goldsby, Houghton, & Neck, 

2007）。 

最後，自我提示的做法包括：焦點提醒、增加正面線索及移除負面線索等

三種。「焦點提醒」是在環境中最醒目之處，放置提醒工作重點的具體實物（如

字條、筆記或表單），使自己獲得最有力的提示；「增加正面線索」是添置可刺

激或引導正面行為發生的線索（如偶像海報、座右銘），激發自我產生建設性行

為；而「移除負面線索」則是減少或移除會誘發負向行為的刺激物（如從書房

中，移走電視，以避免分心）（黃宗顯，2008b）。 

（二）自然酬賞策略 

自然酬賞策略 (natural reward strategies)主要是從工作、任務或行動本身尋

求激勵因素，如勝任感 (feeling of competence)、控制感 (feeling of self-control) 和

意義感(feeling of purpose)，進而產生內在激勵力量與行動力 (Neck & Manz, 

2012)。 

勝任感或能力感，是指個體喜歡或經常去做某一項工作，結果該項工作愈

做愈順手，進而獲得「自己是有能力」勝任工作的感覺。控制感則是個體感覺

一切皆在掌握之中，接受工作乃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 而非被迫。另外，

工作者感覺工作本身是重要的，必須去完成，肯定任務具有意義及價值，值得

去執行，這種「只要是善的、值得的，就去做」即是意義感(Manz,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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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酬賞策略作法有「發覺自然酬賞因子」及「聚焦於自然酬賞」(Houghton 

& Yoho, 2005; Neck & Manz, 2012)。發覺自然酬賞因子，是找出潛藏在工作中的

樂趣、意義與價值，例如：在路口執行導護工作，可以認識更多的學生，讓學

生平安上下學；利用假日舉辦活動，可以深化孩子們的學習等。而聚焦於自然

酬賞，即是在實際行動過程中，將思緒聚焦在這些樂趣、意義及價值上，以獲

得動機及滿足感。 

（三）建設性思維策略  

Neck 與 Manz (2012)認為建設性思維策略 (constructive thought pattern 

strategies)鼓勵個體透過正面思考，重新調整或改變個人思維模式，提升自我效

能，進而達成自我領導。其具體作法有三種：自我對話 (self-talk)、心理意象 

(mental imagery)、信念與假設 (belief and assumptions) (Neck & Houghton, 2006)。 

自我對話，是個體對自己說話，尤指個體對自己傳達內在的認知（思想、

信念、態度和價值觀）及對外在環境的反應 (Houghton & Yoho, 2005)。葉育銘

（2009）指出，自我對話可以改變個人的自我認知和評價，並給予心理和行為

的指導與增強。自我對話分為積極正向與消極負向兩種。消極的自我對話，如：

「我糟透了！」、「我做不到！」，容易加深壓力與焦慮，使自己陷入低潮、沮喪，

甚至放棄努力；而積極的自我對話，如：「加油！我做得到！」、「相信自己！」，

可以具有自我激勵的作用，使自己處於振奮的狀態。 

心理意象，是指個體在腦海重塑或創造一個經驗或任務，但是過程中，沒

有實際的、明顯的肢體動作 (Houghton & Yoho, 2005)。換言之，心理意象是一

種情緒的、影像的、動作的或情境的模擬，與真實的感覺類似，但全部的歷程

均於大腦中發生（陳俊汕，2004）。同樣的，心理意象亦可區分為正向及負向二

類。負向之心理意象，如自我挫敗的經驗想像，容易產生負面的影響，導致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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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的預言如實發生。而自我領導主張正向的心理意象，如成功經驗的想像，使

自我更有能量的迎接真實的挑戰，顯著提高成功的機率 (Neck & Manz, 2012)。 

自我對話與心理意象對行為、情緒和認知有增強作用  ( Houghton & 

Jinkerson, 2007; Neck, 1996)，普遍運用在運動競技、課業學習、心理諮商與復健

醫療，並有實質效果 (Neck & Barnard, 1996)。 

信念是個人意識或潛意識中，對於事物、現象、命題所持有的觀點，此一

觀點引導行動，亦可從言行中推論（王儷靜，2005），如「每個孩子都有學習的

本能」、「人性本善」；而假設是對事物的設定、假想，如「我一定要讓每個人都

喜歡我」、「我必須控制所有的情況」。自我領導主張建構理性、樂觀的人生腳本，

摒棄非黑即白的極端想法。換言之，建設性思維會將「我一定要得到所有人的

賞識」的偏頗假設，轉變為「我當然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但是，我又為什麼一

定要他們都喜歡呢？」的新想法。 

自我對話、心理意象、信念及假設，對信心的建立、情緒的控制、注意力

的提升都有正面的作用。Houghton 與 Jinkerson (2007) 的研究亦指出，建設性

思維策略能夠降低功能失調思維過程，增加主觀幸福感和工作滿意度。 

綜上所述，行為聚焦、自然酬賞與建設性思維三種策略，在做法上雖各不

相同，卻又相互關聯，彼此增強。如建設性思維有助於個體發覺任務中的自然

酬賞，並在自然酬賞的激勵下，使個體更有動力執行行為聚焦策略；又如個體

運用行為聚焦策略中的自我目標設立，逐步建立信心，進而產生自然酬賞中的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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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導者實踐自我領導之影響 

（一）對自我之影響 

1.提升自我效能：領導者實施自我領導，能強化自信心與自我觀念，增加熟

練、掌握和成功的體驗，使個體有信心與能力來完成預定事項，進而達成

目標（邱晏麟，2008；Hauschildt, 2012;Houghton & Jinkerson, 2007; Neck & 

Manz, 1996; Politis, 2006; Prussia, Anderson, & Manz, 1998）。 

2.有效情緒管理：領導者實施自我領導有助於情緒管理與調整，協助個體從

挫折中復原，正向影響心理功能，使個體有更佳的身心健康。例如增進個

體之情緒調節、強化面對挫折之復原力、增進社會情緒智能（Dolbier, 

Soderstrom, & Steinhardt, 2001;  McIntosh, 2007; Unsworth, & Mason, 2012; 

Williams, 1997）。 

3.增進批判與創意：自我領導與組織成員之創造性、創造力及批判思考皆有

顯著之相關性。領導者實施自我領導能增進個體創意與創造力，同時有助

於對事物理解與現象之批判，強化個人批判思考（Carmeli, Meitar, & 

Weisberg, 2006; DiLiello, 2006; Semerci, 2010）。 

（二）對組織影響 

1.提升整體組織績效：自我領導與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績效表現為正相

關，但是自我領導並非直接影響績效表現，而是透過自我效能感、工作滿

意度，間接提升組織績效表現（邱晏麟，2008;D’Intino et al., 2007; Hauschildt, 

2012; Ho, & Nesbit, 2014;Wrzesniewski, 2003）。 

2.增加成員工作滿意：Roberts 與 Foti（1998）以及 Yun 等人（2006）的研究

皆顯示，工作情境能影響組織成員自我領導表現，且其關鍵在於成員對自

主權的需求。當員工自我領導力強，環境又給予高度自主權，則員工有較

高工作滿意度，有助於團隊發展與凝聚力量（張德銳，2010; Elloy, 

2008;Roberts & Foti, 1998; Stewart, Carson, & Cardy, 1996）。 

綜上所述，自我領導已逐漸成為組織行為、組織學習、組織變革等跨學科

的研究領域；且自我領導能正面影響工作績效及豐富個人心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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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領導之相關研究 

本部分旨在透過探討自我領導之相關研究，了解國內外研究現況，並分析

相關研究結果。相關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自我領導之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與本研究相關之研究發現摘要 

Neck & Manz 

(1996) 

自我領導思維之心

理策略培訓，對員

工的影響 

美 國 企

業 組 織

成員 

問卷

調查

法 

接受自我領導思維訓練的員工較未

受訓練的員工樂觀積極，有更高的自

我效能、工作熱忱及工作滿意度。 

Stewart, 

Carson, & 

Cardy (1996) 

嚴謹自律性與自我

領導培訓對員工自

我引導行為的影響 

美 國 企

業 （ 飯

店 ） 成

員 

問卷

調查

法 

自我領導的培訓結果顯示，嚴謹自律

性低的員工其行為改變較嚴謹自律

性高的員工多。 

Prussia, 

Anderson, & 

Manz (1998)  

自我領導、自我效

能與績效成果之相

關研究 

美 國 大

學 創 業

班學生 

問卷

調查

法 

自我領導策略直接影響自我效能和

間接影響績效成果 

Kazan 

(1999) 

博士論文 

個體自我領導影響

因素 

美 國 和

平 服 務

隊成員 

 

問卷

調查

法 

內控人格特質與自我領導呈正相關。 

年齡較大、婚姻狀況持續時間短及子

女數多者，自我領導程度較低。 

Houghton 

(2000) 

 

自我領導與人格之

間的關係 

美 國 大

學生 

問卷

調查

法 

自我領導和個性顯著相關。 

外向性和謹慎性與三個自我領導策

略均顯著相關 

情緒穩定性只與自然酬賞策略為顯

著相關。 

Dolbier, 

Soderstrom & 

Steinhardt 

(2001)  

自我領導與心理、

健康及工作成果之

間的關係 

美 國 德

州 大 學

生 及 電

腦 公 司

員工 

問卷

調查

法 

自我領導正向影響心理功能，使個體

有更佳的健康狀況和較小的工作壓

力感。 

自我領導顯著影響工作滿意度、組織

溝通、品質管理與工作關係。 

Carmeli, 

Meitar, & 

Weisberg 

(2006)  

自我領導能力和創

新行為 

以 色 列

之 政 府

機 構 、

教 育 機

構 及 非

營 利 組

織員工 

問卷

調查

法 

自我領導三種策略與組織成員之創

新行為呈正相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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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研究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與本研究相關之研究發現摘要 

Yun, Cox, & 

Sims (2006) 

權變領導模型和追

隨者的自我領導 

美 國 國

防 公 司

成員 

問卷

調查

法 

當追隨者有高度自主需求時，賦權領

導對之有正面的影響，而命令式領導

則有負面的影響。 

追隨者在賦權領導與自主需求的交

互作用下，能增強自我領導能力。 

Politis (2006) 

自我領導行為聚焦

策略、工作滿意度

與團隊績效之關係

研究 

澳 洲 製

造 業 組

織員工 

問卷

調查

法 

自我領導行為聚焦策略和工作滿意

度的關係是直接的、積極的和重要

的。 

Georgianna 

(2007) 

跨文化角度下的自

我領導 

中 國 北

京 和 美

國 紐 約

大學生 

問卷

調查

法 

中美兩地學生在自我領導方面存有

許多顯著差異。美國學生比中國學生

有更高層次的自我領導；中國學生具

有較高的個人主義特徵。 

邱晏麟（2008） 

 

團隊賦權氣候與自

我領導能力對服務

績效與醫療服務滿

意度影響研究 

台 灣 護

理 人 員

及病患 

 

問卷

調查

法 

自我領導能力正向影響工作滿意度。 

工作滿意度對自我領導能力與服務

績效產生中介效果。 

James 

(2009) 

自我領導和自我調

節學習之關聯 

美 國 大

學生 

問卷

調查

法 

自我領導和自我調節學習行為存在

弱到中度之間的關係 

鍾安宜（2011） 

 

自我領導：是領導

者或個人的作為？  

 

台 灣 企

業 組 織

員工 

問卷

調查

法 

魅力領導、內在自我知覺均與自我領

導呈正相關，然而內在自我知覺對自

我領導的解釋度高於魅力領導。 

自我領導可完全中介內在自我知覺

與認同的關係，卻無法中介內在自我

知覺與內化的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所述，近十餘年，研究主題已從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與績效表現等

變項，逐漸擴及人格特質、情緒智能、復原力、壓力管理與身心健康等議題。

其次上述研究多數偏重問卷調查而缺少質性之研究，故只能得知變項間的關

聯。再者多數以企業組織員工為研究對象居多，雖有以教育機構為研究範圍，

但研究對象多半為大學生，未見有以國小校長為研究對象者。故本研究採用校

長個案作為研究對象，期能深入瞭解個案學校之情境脈絡及其領導行為背後之

意義。 

10



 

國小校長自我領導之個案研究 

 

─ 11 ─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以探究個案校長自我領導之信念為起點，試圖從「自

我領導之於個人修練」、「自我領導之於人我互動」與「自我領導之於組織領導」

三個層次，分析個案校長對自我領導所抱持之信念，並探討其基於此等信念，

所採取之行動、認知及心理策略（行為聚焦策略、自然酬賞策略、建設性思維

策略），進而瞭解對個人、學校成員與學校整體所帶來的影響。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實踐自我領導之信念、作為與影響，取樣考

量以訊息資料為主，故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選取研究對象。

根據文獻探討，自我領導主要透過行為、認知及心理三大策略提升自我效能，

故本研究以此為主要研究參與者之選取依據，亦即個案校長之言行舉止及領導

風格需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激勵及正向思考等特點。 

茲將陽光校長（化名）列為首選之緣由分述如下：（一）能透過自我管理以

達到目標：陽光校長能瞭解自己的優勢與需求，不斷學習與精進，在取得碩士

學位後，又持續進修專案管理、品格促進、人際關係、諮商輔導等專業課程，

目前正在攻讀心理學博士。（二）能擬定具體方案提升學校效能：陽光校長能站

在制高點，盱衡內外情勢，透過系統思考，訂定方向與目標，規畫方法與步驟，

並逐步實踐，展現極佳執行力；同時，前瞻未來發展趨勢，針對個人及組織所

需的知能，予以充實及成長，厚植自我領導力。（三）能啟動內在動機以自我激

勵：陽光校長在教育使命感及助人理念的驅使下，連續九年暑假，不遠千里，

長途跋涉，至中國青海輔導當地教師專業成長，協助貧童就學。（四）能傳遞正

向能量以鼓舞人心：陽光校長充滿自信與熱情，面對繁雜校務積極樂觀，亦經

常於師生朝會、專業講座或學校刊物激勵他人正向思考，傳遞正面影響力和價

值觀。 

其他研究參與者之人選，依職務、角色決定 6 名人選。6 位參與研究者中，

3 名兼任行政教師，一直在陽光國小任職行政工作，與個案校長有長期相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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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2 名專任教師在個案學校已服務 10 年以上經歷，對校長領導作為與學校

績效有深入體認。最後 1 名為學生家長，此位家長亦擔任學校志工有多年時間。

茲將參與研究者之相關資料，彙整如表 2： 

表 2 

研究參與者背景及訪談過程一覽表 

受訪者 編碼 教學年資 角色功能 訪談地點 總訪談時間 

校長 L 26 年 學校領導者 校長室 520 分鐘 

教師 T1 9 年 教師兼任行政 校長室 120 分鐘 

教師 T2 10 年 教師兼任行政 音樂教室 106 分鐘 

教師 T3 4 年 教師兼任行政 圖書室 86 分鐘 

教師 T4 19 年 專任教師 圖書室 90 分鐘 

教師 T5 20 年 特教教師 圖書室 90 分鐘 

家長 P - 學生家長 圖書室 50 分鐘 

 

三、資料蒐集方法 

研究者決定採用訪談法為主要蒐集資料之方式，同時輔以觀察記錄、文件

分析及研究日誌，以探究國民小學校長實踐自我領導之信念、作為及影響。每

位受訪者約訪談二到三次。本研究除從訪談蒐集資料外，亦將與研究參與者或

研究場域相關之文件，列為重要的探究內容，故在徵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後，

蒐集學校網站資料、校刊、行事曆、會議記錄、教學檔案、照片、活動計畫、

成果報告及媒體報導等資料，以瞭解研究對象的觀點、作法及影響。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編碼之原則：第一碼為資料收集方式，為了辨識方便，取其第一個

英文字母為代碼，例如訪談資料 (Interview) 以―I‖表示，觀察記錄 (Observation) 

以―O‖表示，文件檔案 (Document ) 以―D‖表示，研究日誌 (Research) 則以―R‖

表示。接著，以數字標示資料蒐集時間，例如 2012 年 12 月 10 日，則日期編碼

為 20121210，將資料依時間序列做有系統的編排。最後，用 L、T1、T2……T5

及 P 來代表六位研究參與者，以區別研究對象之不同。茲將本研究編碼說明，

整理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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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資料編碼一覽表 

資料來源 編碼 意義說明 

訪談 I20121217L 

訪談－日期－對象編碼 

訪談資料，2012 年 12 月 17 日進行訪談，訪談對象為校長 

訪談對象：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共有 7 位，校長之編碼為 L，其

餘五位教師之編碼依序為 T1、T2、T3、T4、T5，而家長之編

碼為 P 

觀察記錄 O20121215 觀察記錄 2012 年 12 月 15 日 

文件檔案 D01 依文件蒐集之順序，以數字 01、02、03 編號 

研究日誌 R20121103 2012 年 11 月 3 日研究者之省思札記 

 

五、研究結果之品質 

本研究過程中透過三角檢測、研究對象的檢核、尋求多重回饋以及研究者

的自我省思，以期提高研究結果的真實度與參考性。研究者將逐字稿交給受訪

者親自檢視，若受訪者認為不符原意或需要再補充說明者，請受訪者給予回饋。

另外，研究者在訪談後或整理分析資料過程中，若有問題時，則與同儕討論，

以尋求回饋，亦請他們提供批判性意見，並藉此與他們分享研究心得。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校長自我領導之理念 

本文歸納出個案校長自我領導之信念有五項，茲說明如下： 

（一）做自己的教練，在正確的自我認知下，不斷自我調適 

如 Robbins 與 Finley 所言，自我領導就是自己做自己的教練（陳正芬，

2005）。陽光校長指出，自我領導的技巧、方法很多，且因人而異，但無論採用

哪些策略，皆須立基於正確的自我認知、健康的自我形象。 

自我領導者要看自己所當看的，我有五分，我看自己十分，就是「膨

風」；相反的，我有五分，我看自己ㄧ分，就是自卑。ㄧ個自我領導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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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正確的自我認知，ㄧ個成熟的自我概念會晉升到自我信念，即便是

周遭環境的改變，依然會堅持自我信念向前。自我認同比自我管理還要

深層，自我領導一定與內在心理運作有關係。（I20130103L） 

陽光校長進一步指出，自我領導者需具有極高的敏銳度，不只敏銳於周遭

環境的變化，也要敏銳於自己內在心理世界的變化，才有辦法自我調適。而自

我覺察及自我調適的過程中，以保持情緒的穩定、正向最優先： 

一位老師如果不能自我管理其情緒，每天擺著ㄧ張臉，學生怎麼會

喜歡來學校呢？ㄧ位校長如果每次開會都正向、積極、鼓勵的心情和話

語，肯定會挑旺老師工作上的動力，會讓學校的氛圍更有朝氣。

（I20130201L） 

（二）做自己的醫生，讓自己擁有絕佳的復原力，在逆境中成長 

面對低潮，如何激勵自己，使自我擁有迅速重回常態的力量，並且從中獲

得成長，以達到目標，是自我領導所要努力的面向： 

我覺得說自我領導，就是怎麼在谷底、挫折、失敗當中，能夠很快

的讓自己回到穩定的狀態，回到自己該做的事情，甚至能夠做得更好。

簡單的說，就是讓自己能夠從失敗或挫折的情緒當中，找到另一個角度

或者方法去激勵自己，勇往直前，讓自己能夠突破困境。（I20130104 L） 

當學校陷入困境，領導者除了要承受壓力、迅速復原外，還要避免成員能

量耗竭，同時藉此契機創造學校的復原力，以帶領學校迎向變革(江志正，2008; 

Williams, 1997)。校長亦認為，組織也具有情緒，當組織遭遇重大挫敗、士氣低

迷不振時，領導者沒有逃避、拒絕的理由，要勇於承擔，帶領成員走出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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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團隊碰到一個重大的挫折時，影響到團隊士氣的時候，領導者挫

折的深度、所負擔的責任和內心傷害的深度，可能是團隊裡面最重的。

可是，領導者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很頹廢，很沮喪，遠勝過其他人，這

團隊很明顯的就 down 下來。所以，領導者的復原力是相當重要的。領

導者必須要讓自己站起來，他才有機會去面對未來，重新的支持、關懷、

同理成員。（I20130201L） 

（三）做自己的導師，持續成長，以自我超越 

在自我領導的修練過程中，首先要釐清方向，才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校長指出：「談領導，一定會有一個願景、一個方向，讓我們往那裡前進，自我

領導也是如此，也需要有願景和方向」（I20130104 L）。而在釐清方向、確認目

標的過程中，就會產生「願景與現實間的差距」，此一差距，Senge 稱之為「創

造性張力」（郭進隆，1994），校長則以「神聖的不滿足感」詮釋之： 

我會去思考現在的環境狀況是不是有達到、接近我內心深處的方

向、渴望。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嘗試，就是要接近那個內心的渴望或願

景。所以內心深處會有一個不滿足感，對想要做的事情的不滿足感，或

許可以稱之為神聖的不滿足感。這個方向、願景、目標，帶出使命、產

生熱忱，…不斷的催促，不斷的去做，讓我增能、蛻變。（I20130201 L） 

陽光校長即在「神聖的不滿足感」的驅動下，不斷的學習，自我超越。此

種學習與成長的精力，正如 Covey 所言，是在自我驅策下產生，不僅日趨旺盛，

且可更快速的培養自己的能力（徐炳勳，2004）。換言之，自我領導者在內在動

機的驅使下，會積極找尋向上提升的機會。 

（四）做眾人的僕人，服務他人，成就他人 

自我領導雖然是從自我出發，但絕非只為自我，止於自我。自我領導最極

致的展現即是，當你身居要職或處於巔峰之時，能將高處的能量加以轉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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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向的價值，發揮擴散作用（晴天，2007），引發漣漪效應：「自我領導在於

讓自己發光發熱，使其他的人也能夠發光發熱影響學生，學生也可發光發熱，

影響他的父母親啊！」（I20130104 L）。陽光校長以自己獲頒領導卓越獎為例，

說明得獎的意義與價值： 

能夠得這個獎，是很多人一起來成就這件事。……我要去思考如何

讓更多的老師和孩子受益，這個得獎會不會幫助我更有說服力去影響他

人。也就是得獎的意義，不在它是個巔峰，而是個能量，這個成功的經

驗會轉化為我的能量，去幫助我的學生、同仁、家長或其他需要我的團

隊。（I20130104 L） 

在組織中，自我領導者除了確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盡一己之力，貢獻所

能外，還要能與人合作，成就眾人之事。陽光校長以樂團指揮比喻學校領導者

的角色： 

校長是指揮，要辨識演奏者的能力，去安排演奏者的聲部，鼓勵演

奏者能力的提升，到最後去整合演奏者的專業，同時指揮也必須授權演

奏者專業的突出性，比如 solo，…給他即興的空間，讓演奏者有獨奏的

機會，也要讓他可以很謙卑的回到樂團當中，跟隨指揮的拍點。

（I20130124L） 

（五）尋求理性與感性的交融與調和 

Covey 指出，理性（logos）是邏輯推理的過程，為左腦主導，感性則是情

感與動機，由右腦主導，應當培養左右腦並用的能力，方能衡量狀況，採用最

適當的工具（徐炳勳，2004）。校長也秉持相同的信念，主張自我修練的過程，

左、右腦應平衡發展： 

一位自我領導者應該要理性與感性兼具，他要有理性的能耐，也要

有感性的特質。純感性也不行，他在做判斷的時候是有困難的，純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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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他雖然可以達到目標，可是感動就不在，支持的力量就不見得會

那麼強。（I20130131L） 

綜上所述，校長自我領導信念可歸納為下列三個面向。就個人修練而言，

自我領導即是在成熟的自我認知基礎上，不斷自我調適、自我激勵，在困頓與

創傷中自我修復，在變動與挑戰中自我超越。換言之，自我領導力可隨著個人

知識、技能及經驗的增加而提升，即如劉峰（2005）的見解，自我領導是學習

型領導。在與他人互動上，自我領導是當自己居於高處時，能善加運用自己的

影響力，去服務他人、成就他人，並且看出合作的真諦，成就眾人之事。就組

織領導而言，自我領導就是扮演樂團指揮，運用理性與感性，凝聚成員向心力，

將組織的表現帶到更高的層次。校長自我領導的信念，符合 Fink 所描述之學習

型領導者的形象：「著重人格的平衡，既理性又感性，既想像又務實，以提升領

導的道德推進力，促進組織的永續發展」（黃乃熒、鄭杏玲、黃婉婷，2006）。 

二、校長實踐自我領導之策略作為 

研究者所蒐集到之校長實踐自我領導具體作為，依 Neck 與 Manz（1996, 

2012）所主張之三大自我領導策略：行為聚焦策略、自然酬賞策略、建設性思

維策略，進行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一）行為聚焦策略 

陽光校長自我管理方式十分多元，經歸納，有目標設定、情緒管理、時間

管理、人際管理、形象管理及學習管理等六大面向，茲說明如下： 

1.目標設定 

陽光校長認為，有目標，才有前進的方向，但為避免目標空泛、缺乏

效率、目標侵蝕等狀況發生，在目標設定之前，需先做好自我評估。 

設目標之前一定要自我評估，因為執行的過程，不斷的會有外在因

素進來，可能是干擾，也可能是機會，就要評估自己的能耐、資源，我

現在的條件可以做到什麼，我評估可以做到什麼，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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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克服什麼樣的困難，要增加什麼樣的裝備，或申請某些資源。這

是最基本的。（I20130201L） 

2.情緒管理 

Yukl（2012）指出，管理者情緒的穩定性與成熟度（emotional stability and 

maturity）與管理效能有密切關聯。陽光校長亦認為自我管理中，情緒管理

最為重要，並藉由音樂、照片、自我提醒物……等方式塑造正向環境以管

理情緒。其中，音樂不僅是陽光校長的精神食糧，也是心靈良藥，他會透

過音樂表達情緒，也會透過音樂來舒緩情緒： 

當我快樂的時候，我會聽音樂；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聽音樂；一

個人的時候，會聽音樂；想休息的時候，也會聽音樂。…對我而言，音

樂有一股力量，有振奮、療癒、鎮定、思考、分享的作用，我會在校長

室放置揚聲器。聽音樂就是學習專注，聽懂音樂背後的意義，就會使人

的生命更成熟。（I20130322L） 

陽光校長表示，校長室牆上攝影作品是重要友人相贈，畫面中，一道

黎明曙光投射在教堂屋頂的十字架上，帶給他的是一份信仰，更是一種力

量。  

雜事一堆，進到辦公室來，看到牆上的攝影作品，就會告訴自己：「再

忙、再亂、再多的事情，就好像畫面所呈現的景象一樣，黎明的時候，

總是昏昏的、濛濛的，可是太陽即將出來，陽光照在屋頂十字架上所反

射的光芒，就誠如聖經上所講的『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馬上就要陽光普照了。」（I20130418L） 

3.時間管理 

Drucker 指出，除非能好好的管理時間，否則就無法管理其他的資源；

若無法有效能的管理時間，有可能會成為組織的囚徒、時間的奴隸（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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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2007）。在師生眼中，校長是一位能有效管理時間的人，「校長辦事很

有效率，從批閱公文可以看出來」（I20130320T4）、「經過這麼多次的採訪

以及跟陽光校長接觸後，才知道陽光校長做事非常有效率，也是一位有效

管理時間的人」（D01）。 

4.人際管理 

陽光校長十分注重人際關係的經營，認為每個人都有人際關係帳戶，

人與人之間每一次的相遇、接觸，都是建立良好關係及信任感的絕佳時機。 

擁有友善的關係，可減少衝突的發生。我在校門口迎接學生，和家

長問候，就是建立友善關係的機會。另外，在家長、老師最需要時出現，

並解協助其問題的解決，這樣將能增加解決衝突發生的存款。（D10） 

早上約 7點 25分時，陽光校長已戴著紅帽子站在校門口，導護老師

亦在場。校門口來往的車輛很多，騎車及開車的家長都依照學校建議的

地點，讓孩子下車，校長也親切的和學生打招呼。(O20130418) 

5.形象管理 

蔡培村與武文瑛（2004）指出，領導形象是領導者的重要資產，領導

者應該致力於此方面的修練。 

我想形塑ㄧ個熱情、健康、積極的自我形象，當我有這樣的自我期

待的時候，別人也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看到校長戴著代表熱情的紅帽

子，臉上掛著微笑，在校門口迎接小朋友上學，會感覺這位校長很陽光。

當我們知道老師、家長、學生有這樣的回饋的時候，就達到當初我所要

樹立的形象。（I20130131L） 

陽光校長特別說明其經常戴著紅帽子，參與學校各項活動，與師生互

動(O20121215)，原因有三：一是塑造個人鮮明的形象；二是讓師生知道校

長的存在，既可安定人心，亦可發揮示範作用；三是燃燒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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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角色是個領導、是個校長，我透過戴紅色帽子，去形塑ㄧ種鮮

明的形象，目的是在團體當中的時候，讓大家知道校長這個角色在這裡，

這具有穩定的力量；另外，也具有示範的作用。還有紅色代表熱情，有

時情緒在低潮的時候，可以透過紅色很快的恢復熱情。（I20130131L） 

6.學習管理： 

優秀的領導者不僅是最佳的領導人才，也是學習高手（蔡卓芬、李靜

瑤、吳亞穎，2007）。校長表示，為了增加工作效能，達到助人的使命，其

在專業成長方面，投注不少心力與時間，除藉由閱讀充實知識外，亦透過

嚴謹的專業課程的洗禮，提升知能及素養。 

我很喜歡看一些書和雜誌，我訂了商周將近三年之久，也會定期查

閱新書指南，對於世界新書訊息及內容摘要這樣的新知很想去瞭解，還

有上聯合報聯合網去下載各類雜誌推薦的文章來閱讀，我在這裡成長蠻

多的。我也很喜歡看電影，將電影的內容與現實做結合、應用，如「艋

舺」從心理學的角度，應用在霸凌的防治教育或老師的教學、班級經營

上。（I20130201L） 

（二）自然酬賞策略 

陽光校長所運用之自然酬賞策略共有「工作價值產生熱情與活力」、「宗教

信仰指引前進的方向」及「美好成就經驗賦予成就感與勝任感」等三種，分述

如下： 

1.工作價值產生熱情與活力 

有老師說：「兒童自治朝會是小朋友主持的，但是校長就是在下面當觀

眾，他一定是從頭參加到尾」（I20130322T2）。校長表示，自律可以讓工作

有效能、有效率，但是要樂在工作，得將工作與價值連結，覺得所做之事

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才會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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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發現學生學習有所成長的時候，如在學業成就、品格習慣、人

際關係、生命特質產生正向的改變的時候，第一個學生受益，第二個老

師受益，第三個家人受益，最後大家都受益。當我這麼做的時候，周圍

相關的人都受益了。（I20130104L） 

校長表示，薪水與升遷的確是維持人們認真工作的兩大原動力，但是，

利他助人、使人受益的工作意義，才是他努力不懈、快樂、滿足的根源。

校長的作為，符合 Wrzesniewski（2003）所謂的「志業取向」者，認為其所

從事的工作能為社會帶來美好與進步，進而奉獻心力、投入熱情。 

2.宗教信仰指引前進的方向 

校長表示，信仰讓他能正確的看待事情、理解人生的目標、領悟生命

的意義以及掌握領導的真諦，耶穌的話語猶如燈塔，引導他前進的方向。 

信仰帶給我個人的就是「價值」的影響，當信仰帶給我價值的時候，

我會在當中做選擇、做判斷。聖經上有ㄧ句話我很喜歡：「神的話是腳前

的燈，我們路上的光。」路上的光就是我們的方向，腳前的燈會讓我們

愈看愈清楚。神的話對我們ㄧ生的道路是非常重要，不論是方向的指引

或具體的實踐，神的話都充滿了智慧和方法。（I20130201L） 

3.美好成就經驗帶來成就感與勝任感 

校長表示，其動力亦來自過去的美好成就經驗。美好經驗會撫慰人們

的心靈，帶給人們重新站起來的力量，成功經驗則會帶來成就感，使人充

滿自信。 

美好的舊經驗，這代表有相當的一個歷程，這個歷程就會影響我。

過去美好的經驗會給處在谷底的人帶來陽光，當人有陽光的時候，信心

就來了。過去美好的經驗會複製，過去是怎麼去解決的，帶給我自信，

除去負面的思維，帶給我正向的思維，讓我迎接更艱鉅的挑戰，重新面

對現在的困難。（I2013010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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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過去美好的成功經驗，會帶來成就感及勝任感（自我效能感）。

誠如 Bandura(1986)指出，成功經驗及成功模式可提升自我效能感。 

（三）建設性思維策略 

Covey 指出，思維會影響作為，作為又會影響生命的果實（張美惠、陳絜吾，

2005）。陽光校長所採取之建設性思維策略有下列三種作為： 

1.秉持正向信念，藉由內在歸因，看出光明面，找出機會點 

陽光校長認為，凡事皆有機會，只要願意，一定可以讓事情改觀，因

此要正向思考，看事情的光明面，找出扭轉局勢的機會點，切實的自我檢

討，誠懇的向別人學習（I20130104L）。 

要正向思考，第一個是少抱怨、少埋怨、盡可能內在歸因，先檢討

自己，哪裡是可以改進的，再看到別人的優點、長處和付出。我必須要

跳出來看我的腦袋、我所做的和我遇到的挫折，找出機會點，就會正向

思考。（I20130104L） 

校長的做法呼應 Goldsmith 所說的：與其等待令人不悅的現實消失，不

如放下一廂情願的邏輯思考，專注在建設性的改變，才能快樂的工作（鄭

煥昇，2010）。 

2.運用理情 ABC，進行正向自我對話，建構正向思維 

陽光校長表示，「一個自我領導者要懂得如何處理內在的聲音，這是逆

境中很重要的一個能力」，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旁人可以給我們溫暖，

朋友可以給我們指點，諮商師可以給我們專業的治療，但是，能真正傾聽

我們內心深處聲音的人還是自己；因此，自己如何跟自己對話十分重要

（I20130131L）。校長指出： 

每個人在逆境中，心中會有兩種對話，一種是消極的對話；一個種

積極的對話。消極的對話就是負面的，就像是「人生沒什麼意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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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幹嘛做這件事情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而積極的對話，

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當我走過這一遭的時候，我的閱歷就成長

很多了」、「事實上，在某些方面，我還是可以撐得過去的」。（I20130131L） 

校長認為，遇到挫折、困境時，不宜過度推論，避免以偏概全，當積

極的與消極的訊息相互交戰時，可以將腦海中的對話寫下來，運用理情 ABC

的技巧，找出非理性信念及不合理的假設，駁斥負向認知，重新建構正向

思維（I20130131L）。 

3.運用心理排練，預演執行過程，描繪成功景象 

陽光校長表示，他經常在腦海中預演任務執行步驟，推想達成目標的

成功畫面，這樣的過程，讓他更有自信、更有動力，同時也降低焦慮與壓

力（I20130418L）。 

當我預計明天或過幾天要做什麼事情，就會一步一步的想，想到眼

睛都會亮起來，想到晚上睡覺的時候都會帶著微笑。就好像以前我們帶

學生去參加音樂比賽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到音樂怎麼呈現，同學吹奏的

技巧如何，同學的合聲進來，孩子的表情像天使般的在舞台上呈現，最

後得到評審一致性的掌聲，想到這裡就很高興。類似這個的過程經常都

有，幾乎每天都有。（I20130418L） 

綜上所述，陽光校長在「管理行為」、「激發情感」及「指揮理智」的行動

架構下，發展出一套多元而連貫、獨特且協調的自我領導策略，並且在實踐歷

程中，提升自我效能及工作效能。 

三、校長實踐自我領導對校務之影響 

陽光校長任內辦學績效卓著，獲獎無數。例如：教育部標竿 100 學校、教

學卓越銀質獎、洄瀾桂冠學校整體組金質獎、商周百大學校等等(D06)。具體來

說，關於陽光校長實踐自我領導對學校所產生之影響，有以下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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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溝通、分享與回饋的互動模式 

陽光校長深諳人際互動的本質、技巧及重要性，對於組織溝通格外重視。

受訪家長表示，「家長會、班親會啦，他都會特地來跟家長溝通，甚至於將自己

所知道的專業知識，講給家長聽，然後家長聽了，就會覺得又得到新知識，又

瞭解到學校這樣子」（I20130418P）。受訪教師發覺，在校長的尊重、同理、正向

的溝通行為下，學校氛圍明顯改善： 

校長有營造一種溝通，比較不同於以前的氛圍，他認為任何事情都

可以用溝通的。現在比較不會聽到哪裡在大小聲，哪裡有什麼衝突，或

者用強硬的方式硬要老師怎麼樣。他很明顯有在改善我們學校這一點。

（I20130322T2） 

（二）形塑閱讀、愛與關懷的文化氛圍 

陽光校長重視學校文化氛圍，認為校長是形塑學校文化的靈魂人物，雖然

文化需要長期深耕，然而一旦建立，學校整體素質會向上提升。 

校長沒有辦法直接面對學生每節課，但是校長是影響學校文化氛圍

的最大關鍵，或者說，最有機會影響學校文化氛圍的就是校長。校長怎

麼去影響，就產生怎麼樣的氛圍。在這過程中，有的老師跟得上，有的

老師跟不上。不過，等到正向文化逐漸形成、學校基礎向上提升時，即

便有的老師跟不上，或不想跟上，但是因為他所踏的基底整個上升，他

自然也被往上推。（I20130418L） 

陽光校長致力於閱讀、愛與關懷文化的倡導，並且以身作則，躬身實踐

(O20121215)。例如，舉辦「閱讀達人百分百」，鼓勵孩子養成閱讀習慣；積極推

動「史懷哲夢想計畫」，鼓勵孩子自發性的以行動關懷需要被幫助的人，體會助

人的快樂。加拿大國際藝術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InSEA）主席 Rita L. Irwin 教授在聆聽學生「史懷哲夢想計畫」成果分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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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陽光國小充滿藝術文化的氣息，呈現出愛與關懷的氛圍，是一所很棒的

學校（D05）。 

（三）提升行政工作效能與效率 

陽光校長重視行政品質管理，強調步驟、方法及運作程序，講求效能與效

率。 

校長重視我們的會議，重視我們這些活動，他的影響就是我們不是

在做表面，我們會議的整個過程、整個結構，會變得比較嚴謹，連校外

進來參加的老師都有感受到。…我們覺得校長重視時間、效率，所以開

會前，我們會先將提案朝這個方向先做好規畫。（I20130401T3）。 

陽光校長亦看重處室之間的聯繫與協調、行政與教學間的溝通與調適，例

如：每週一定期召開行政會議，除了訊息水平的傳遞外，亦讓彼此瞭解、進行

雙向或多向的對話討論。 

（四）引發教師組織承諾與熱情 

Covey 指出，共同願景所產生的熱情，能刺激組織成員將本身的才能及相關

資源發揮得淋漓盡致，引發統合綜效（張美惠、陳絜吾，2005）。受訪教師也表

示，「校長的理念如果說是會感動大家的話，是真誠的，有教育愛的，大家都願

意付出的」（I20130323T5）。校長的教育理念「以愛為根本、以孩子為中心」、「培

養孩子未來關鍵能力」（D03），深獲教師、家長們的認同與支持，進而促成理念

的實現。 

他們（老師們）覺得其實這（史懷哲夢想計畫）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因為不是只有學科上面的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很重要，如果我出了

社會，我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話，怎麼生存？帶得走的能力是現在孩子

很缺乏的。（I20130322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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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樂於學習與嘗試 

校長在「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形塑以「愛、關懷、飛揚」為核

心價值的學習園地。例如：參加史懷哲夢想計畫學生說，我們的精神與行動力

就像電玩遊戲的絕對武力一樣，一觸即發」（D09）。受訪教師提到，參加過「史

懷哲夢想計畫」的學生都會想要再參加第二次:「原來我們的同學可以做到這樣

的事情，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困難，而願意去嘗試」（I20130322T1）。 

綜上所述，校長實踐自我領導對學校的影響，可歸納為校園文化、教師成

長及學生學習三方面。 在校園文化上，與 Dolbier、Soderstrom 與 Steinhardt

（2001）、Hauschildt(2012)等研究發現：自我領導顯著影響工作滿意度、組織溝

通、品質管理與工作關係，可相互驗證。在教師成長上，校長重視行政品質管

理，著重參與、討論與對話的過程，支持教師自我實現，引發教師組織承諾與

熱情，增強教師自我領導的能力，呼應 Yun、Cox 與 Sims (2006)的研究結果：

追隨者在賦權領導與自主需求交互作用下，能提升自我領導力。至於學生表現

方面，校長將價值與意義灌注於學校行事與活動中，教師主動設計創意課程、

舉辦多元活動，學生在學習、參與、實踐歷程裡，不僅養成自我管理的能力，

展現自律、自主的特質，而且更樂於付出、服務，勇於創新與探索。而 Carmeli、

Meitarm 與 Weisberg（2006）及 DiLiello 與 Houghton（2008）之研究結果：自

我領導對組織成員之創新行為有正面影響，也在此處得到印證。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校長自我領導的信念係不斷自我超越、服務他人及扮演樂團指揮角色 

自我領導之於個人，為自我修練的歷程，即是在健康的自我概念下，不斷

自我調適、自我激勵，在逆境中自我修復，在渴望中自我成長。就人我互動而

言，自我領導為無私之利他主義，其最高的境界在於善加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去服務他人、成就他人，協助他人成為自我領導者。自我領導之於組織領導，

在於扮演樂團指揮，尋求理性、感性交融，尤需運用感性領導力，透過高度的

情感共振，凝聚組織的集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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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透過行為聚焦、自然酬賞及建設性思維等三種策略來實踐自我領導 

個案校長自我領導行動策略，乃從目標、情緒、時間、人際、形象及學習

等六大面向同時進行。校長從事任何工作或活動前，必先探詢其蘊義，倘若具

有利他價值，即樂於投入心力；其次，在宗教信仰感召下，校長對育人、助人

志業產生熱情與使命感，也指引其邁向偏鄉扶助弱勢。個案校長透過「秉持正

向信念，經由內在歸因，看出光明面，找出機會點」、「運用理情 ABC，進行正

向自我對話，建構正向思維」與「採用心理排練，預演執行過程，描繪成功景

象」等做法，使其所作所為在正向心智的運作下，有更堅實的基礎，展現更佳

的效能。 

（三）校長實踐自我領導對學校文化、教師態度與學生學習產生正向發展 

個案校長以同理、關懷的態度，正向、理性的思維，建立溝通、分享與回

饋的互動模式；以身體力行詮釋學校核心價值，舉辦多元活動，使師生體認正

向價值，形塑人文、愛與關懷的文化氛圍。其次，校長重視行政品質管理，透

過工作運作程序的建立，成員間的溝通協調，提升行政效能與效率；此外，校

長清晰的傳遞核心價值，強調工作意義，尊重教師專業自主，引發教師組織承

諾與熱情，進而提升表現層次。校長也將核心價值灌注於學校事務與活動中，

學生在參與的歷程裡，不僅培養自律、自主、關懷及服務等關鍵能力，而且激

發學習的熱情，勇於嘗試與探索。 

二、建議 

（一）校長應善用溝通對話，加強知識管理以形塑學習型組織 

本研究發現，個案校長自我領導強調學習與合作之互動歷程，重視溝通、

對話、回饋與分享，激勵嘗試、探索，能引發教師熱情與承諾，也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力。建議學校領導者要加強知識管理，使團隊的智慧能夠保存、共

享、應用、轉化與創造；其次，調和人際關係與工作關係，透過團隊學習，鼓

勵多元觀點及創意想法的呈現，使學校在意見交流及行動實踐的過程中，凝聚

共識，並朝向學習型組織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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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應延續核心價值，建立愛與關懷文化以激發成員自我實現 

本研究顯示，個案校長努力傳遞、實踐及守護核心價值，已營造主動積極

的氛圍、愛與關懷的文化。建議領導者能延續核心價值，接續教育理念，跨越

學校內外界線，進行跨界領導，為學校注入活力，開創藍海契機。例如與其他

學校或社會組織發展多樣化的合作型態，在互惠的關係下，成立專業學習社群，

在交流的互動中，激勵成員自我實現，提高學校效能與能見度，創造個人與組

織「雙贏」的局面。  

（三）校長應樹立學習榜樣，以身作則以倡導自我領導  

研究顯示，個案校長能夠領導自我，也能領導他人；另一方面，個案校長

主張透過學習，人人皆能具有領導力，人人皆可成為領導者。建議領導者要以

身作則，展現自我領導的行為，如從謙卑中見到自己的不足，成為一位終生學

習的領導者；並以熱情、活力與希望，倡導自我領導策略與行為，帶動更多成

員加入自我領導的行列。 

（四）校長應促進團隊運作，彼此激勵成長以發揮團隊士氣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校長之所以關注成員之獨立性與自主性，目的在於全

面提升整體的能量，因此，著重團隊運作及產生綜效。建議學校領導者致力於

設定清楚、實際的期望，塑造互信之溝通環境，使成員能無私的、順暢的傳遞

訊息，協調行動，願意謀求團隊的成功而主動付出，並於合作的情境中，建立

互相依存的團隊精神。 

（五）校長應運用激勵策略，採取正向思維以產生統合綜效 

研究發現，個案校長採用多元激勵策略，組織成員會產生意義感及成就感，

因此學校校長們在推動自我領導時，應靈活運用策略與方法，以發揮功效。例

如：交錯使用自然及實質酬賞，兼顧內、外在動機之調動，使工作的意義在行

動的過程中，得到彰顯與落實，而行動的過程則因有正向思維的引導，提升能

量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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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Principle’s 

Self-leadership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Wen Fa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professor 

Tzu-Miao Lin 

Bei Chang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beliefs of a principle’s self-leadership, strategies 

and influence. This case study adopted interviews, document analysis, observation 

field-note taking, and reflective diaries to collect the data. The following are the 

research findings. 1. The beliefs of principle’s self-leadership include three 

dimension :（1） By establishing the positive self-cognition, the principle kept 

promoting to reach the ideal and the excellence.（2） By using power and influences, 

the principle helped others strive harder to reach their own success and to prove their 

own value. （3） By establishing a rational and emotional organization, the principle 

could then adopt sensitive leadership to build the cohesive power of the organization. 

2.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the principle took to fulfill his self-leadership: （1） By 

setting up the goals, pacifying the emotion, making good use of the time, 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one another in social relationship, the principle by thus established his 

own active and passionate image are the behavior-focused strategies. （2） To 

discover the meaning of the job, to obey the teaching of Jesus and to replicate the 

experience of accomplishment are the natural reward strategies. （3） To maintain the 

positive beliefs, to undergo positive self-talk and to rehearse theprocedure of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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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 constructive thought pattern strategies. 3. The influences of the principle’s 

self-leadership upon the school: （1） To cultivate an outstanding campus culture and 

to establish schoolcharacteristics. （ 2 ）  To provoke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o promote the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dministration. 

（3） To activate the students’ learning wish to have key competencies. 

 

Keywords: self-leadership, leadership behavior, leadership’s belief ,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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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美學觀在學校領導之應用：以乾坤兩卦為例 

莊文模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學校領導歷程如能兼俱技術性與藝術性，將能使組織更加和諧，並能提升

學校領導之效能。環顧國內外，有關學校領導美學(藝術)的研究並不普遍，但易

經貴為中華文化眾經之首，雖不直接談美，卻處處可見和諧之美。如，八卦、

六十四卦，排列有序，卦與卦中錯綜複雜，對稱中有和諧又不失整體性，展現

陰陽平衡之美。十二辟卦，從復卦(一元復始)，經泰卦(三陽開泰)，到坤卦，循

環往復，生生不息，推演出二十四節氣，展現思慮完備之美。特別是乾坤兩卦

道盡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追隨者)之間的巧妙互動關係。 

易經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指引了華人幾千年來的行為。本文首先簡述易經

基本概念，次談易經美學內涵，諸如秩序、對稱、和諧的系統動態美，再專談

乾坤兩卦之領導智慧，最後則探討易經美學在學校領導上之應用。 

關鍵字：易經、學校領導、領導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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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伊索寓言故事中的北風與太陽。為了決定誰的力量比較強，

於是進行一場比賽，看誰能讓路過的旅人脫下斗篷。北風越是用

力吹，旅人就把自己斗篷抓得越緊。然而，當太陽溫暖地照耀時，

旅人因為覺得暖和就自然而然脫下斗篷了。 

 

學校組織中的領導人類型(北風和太陽)為了執行某一任務(脫下斗蓬)將會採

取兩類之領導手段，如技術性與藝術性(林明地, 2002)，技術性領導泛指傳統威

權或官僚體制下的領導模式(Yukl, 2013)，被領導者或追隨者經常是在未被尊重

的組織氛圍中被迫去執行任務，並不重視領導關係之和諧。近來，藝術性領導

模式，如轉型領導、魅力領導、詩性領導、道德領導、服務領導，則試圖營造

一個令追隨者認同之組織環境，令追隨者發自內心自動自發完成任務。基於此，

領導美學之研究慢慢浮現(黃宗顯, 2010a, 2010b, 2012a, 2012b, 2014;Hansen, 

Ropo, & Sauer, 2007; Ladkin, 2008; Samier & Bates, 2006; Zhang, Cone, Everett, & 

Elkin, 2011)。然中華文化中早已蘊涵深厚領導美學之基礎而不自知。易經這部淵

遠流長的經典，乃古聖先賢仰俯天地萃鍊而生之千古奇書。其中蘊藏高度智慧，

其展現秩序、對稱、和諧之動態美。更「以象盡意」傳遞智慧，不因時空更迭

而異，展現陰陽協調之美。 

本研究試圖萃取易經陰陽變化之美學思維，以乾坤兩卦為始，述說領導者

與被領導者(追隨者)之間的巧妙互動關係。推演出一連串領導環境中的變化。展

現出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易經管理與領導智慧(成中英, 1995; 閔建蜀, 2000)，並思

考如何導入學校領導中。 

貳、易經內涵 

易經存在於生活中的各層面，處處可見，由日常文字使用即可窺見一二，

如否極泰來、錯綜複雜、七上八下、水火不容、九五之尊等等…。已成為華人

的生活哲學。近來也有運用於管理、領導應用上。如成中英的「管理 C 理論」

( 1995)。閔建蜀的「易經領導智慧」(2000)發展最為周全。其強調陰陽調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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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差異頗巨。以下將概述易經的基本內涵。 

一、易的起源 

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並被儒家尊為「五經」之首，更貼切的說，

是眾經之始，淵源流長，人更三聖，世歷三代，方有現今之規模。易事實上是

集合了古代的連山易、歸藏和周易。目前連山易和歸藏皆已失傳。易乃以一套

符號系統來描述狀態的變易。 

廣義的易包括易經和易傳。易經分為《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

由於易經成書很早，大約在西周時期，文字含義隨時代演變，易經的內容在春

秋戰國時便已不易讀懂，因此孔子撰寫了十翼，又稱為易傳，以解讀易經。從

此易經從卜卦之學，進而提升為華人最重要之哲學巨作，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

的哲學和宇宙觀。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陰陽兩種元素的陰陽一元論去描述世間

萬物的變化。 

二、易的思維 

（一）太極 

太極始於無極，然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生」的觀念與西方

之「分」的觀念大相逕庭，生生之謂易，代表生生不息。以六十四卦代表萬物

之各類情狀，循環反覆，周而復始。太極，見圖 1，太極圖中的圓就是指太極，

代表一切的起源，也代表整體。在太極的思維下，整體可分為陰陽兩群，是相

對的，非絕對。陰與陽同存同亡，因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互環抱。兩者

乃一體兩面，相依相成，陰陽合德才能產生發展動力，創造新的事物，太極圈

也會因此增大。同不生新，和才能生新。因此，也提醒了領導者接納不同意見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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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太極圖 

（二）陰陽 

此乃易經之核心思想，沒有陰陽，就沒有八卦、六十四卦，更沒有卦爻的

推演變化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種對立狀況，即事務存在雙重性。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每爻可能為陰爻，也可能為陽爻。自古有云：「孤陰則不生，獨陽

則不長，故天地配以陰陽；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故人生偶以夫婦。陰陽

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強調的是和諧。這對學校組織中之領導

者尤具特別之意義，領導者在觀察事務性質時，必須從對立的兩方去著手，才

能充分認知事務之本質，思慮能更全面性，而不單限於單方面的考慮，而能正

反兩面來看待問題，才有可能做出一平衡現狀的好決策(成中英, 1995; 閔建蜀, 

2000)。 

（三）三才 

繫辭下傳曰：「易之為書，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易經強調天地人並重，特別強調人的重要

性，也強調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卦中的六爻，象徵著天、地、人三才的關係。

上爻與五爻組成天，中間四爻與三爻成為人，二爻與初爻稱為地。人頂天而立

地，亦是易經之重要思維。天地運行有其法，為人行徑可能不三不四(不仁不義)。

但人貴為六爻之中心，可見人之重要性。應用於組織中，天代表組織之高層，

人代表中階幹部，地表示基層人員(閔建蜀, 2000)。三階層所處之位不同，各自

任務與責任亦各自有異，三階層人員能充分溝通以求工作上支配合非常重要。

中間之幹部最為重要，是領導者也是被領導者，也是貫徹使命成功與否的關鍵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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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有三義 

（一）不易(no change) 

天地間有一不變之原則，每卦有六爻，不是陰爻便是陽爻。在組織之間，

亦有著其不能變更的使命與價值，比如永續經營，正派經營。 

（二）簡易(simple change) 

看似複雜繁瑣的作業程序，往往有著簡單的規律存在，卦與卦之間，透過

錯綜交互的規律進行變化。組織中行政效能之所以低落，往往是不符時空背景

的作業程序，當思其原始設計之目的，簡化其程序，刪減不必要之作業，方不

至於目標錯置，以提升組織效能。 

（三）變易(complex change) 

生生之謂易，事物之變化千變萬化，難以捉摸，每卦之六爻皆可爻變而變

卦，卦卦相連，真是牽一髮動全身。組織所處的環境是變動的，以不變應萬變

之策略，就如同溫水青蛙一般，當察覺情況不對，已經來不及改變了。 

四、卦的結構 

（一）乾坤兩卦 

乾卦(☰)全由三陽爻組成，坤卦(☷)全由三陰爻組成。一切萬物皆始於天

地，因此乾坤兩卦乃是其他六卦產生的基礎。 

（二）八卦(三畫卦) 

伏羲式仰觀天俯視地，以自然之象作八卦，又稱經卦，流傳至今。今並依

據現代的二進制，從最底的爻算起，以 1 代表陽，0 代表陰，彙整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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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八卦 

卦名 卦象 二進制 自然 家族 性情 

乾 ☰ 111 天 父 健 

兌 ☱ 110 澤 少女 悅 

離 ☲ 101 火 中女 麗 

震 ☳ 100 雷 長男 動 

巽 ☴ 011 風 長女 入 

坎 ☵ 010 水 中男 陷 

艮 ☶ 001 山 少男 止 

坤 ☷ 000 地 母 順 

 

八卦源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表 2，向外推衍，

生生不息，源源不斷。兩卦相疊而成六十四卦，如表 3。 

表 2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八卦 

太陰 少陽 少陰 太陽 四象 

陰 陽 兩儀 

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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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美學觀在學校領導之應用：以乾坤兩卦為例 

─ 7 ─ 

（三）六十四卦（六畫卦） 

表 3  

六十四卦 

☷坤（地） ☶艮（山） ☵坎（水） ☴巽（風） ☳震（雷） ☲離（火） ☱兌（澤） ☰乾（天） 
←上卦 

↓下卦 

☷☰ 

11.地天泰 

☶☰ 

26.山天大畜 

☵☰ 

5.水天需 

☴☰ 

9.風天小畜 

☳☰ 

34.雷天大壯 

☲☰ 

14.火天大有 

☱☰ 

43.澤天夬 

☰☰ 

1.乾為天 
☰乾（天） 

☷☱ 

19.地澤臨 

☶☱ 

41.山澤損 

☵☱ 

60.水澤節 

☴☱ 

61.風澤中孚 

☳☱ 

54.雷澤歸妹 

☲☱ 

38.火澤睽 

☱☱ 

58.兌為澤 

☰☱ 

10.天澤履 
☱兌（澤） 

☷☲ 

36.地火明夷 

☶☲ 

22.山火賁 

☵☲ 

63.水火既濟 

☴☲ 

37.風火家人 

☳☲ 

55.雷火豐 

☲☲ 

30.離為火 

☱☲ 

49.澤火革 

☰☲ 

13.天火同人 
☲離（火） 

☷☳ 

24.地雷復 

☶☳ 

27.山雷頤 

☵☳ 

3.水雷屯 

☴☳ 

42.風雷益 

☳☳ 

51.震為雷 

☲☳ 

21.火雷噬嗑 

☱☳ 

17.澤雷隨 

☰☳ 

25.天雷無妄 
☳震（雷） 

☷☴ 

46.地風升 

☶☴ 

18.山風蠱 

☵☴ 

48.水風井 

☴☴ 

57.巽為風 

☳☴ 

32.雷風恆 

☲☴ 

50.火風鼎 

☱☴ 

28.澤風大過 

☰☴ 

44.天風姤 
☴巽（風） 

☷☵ 

7.地水師 

☶☵ 

4.山水蒙 

☵☵ 

29.坎為水 

☴☵ 

59.風水渙 

☳☵ 

40.雷水解 

☲☵ 

64.火水未濟 

☱☵ 

47.澤水困 

☰☵ 

6.天水訟 
☵坎（水） 

☷☶ 

15.地山謙 

☶☶ 

52.艮為山 

☵☶ 

39.水山蹇 

☴☶ 

53.風山漸 

☳☶ 

62.雷山小過 

☲☶ 

56.火山旅 

☱☶ 

31.澤山咸 

☰☶ 

33.天山遯 
☶艮（山） 

☷☷ 

2.坤為地 

☶☷ 

23.山地剝 

☵☷ 

8.水地比 

☴☷ 

20.風地觀 

☳☷ 

16.雷地豫 

☲☷ 

35.火地晉 

☱☷ 

45.澤地萃 

☰☷ 

12.天地否 
☷坤（地） 

 

周文王將八卦兩兩相重為六十四卦(見表 3)，又稱別卦、本卦、原卦或大成

之卦。表示萬物 64 種情勢。 

每一別卦乃一六爻，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加上用九(乾)、用六(坤)，

共三百八十六爻，各代表一類情狀，足可以推衍出各種變化複雜的事件。 

六爻有一定之次序，由下而上，依序為初、二、三、四、五、上。六爻的

每一位置皆有其陰陽之屬性。奇數為陽，偶數為陰。 

（四）卦之變化(錯、綜、互易、交互) 

六十四卦的任一卦，其中任一爻產生爻變，即會變成另外一卦，稱為變卦。

我們也經常聽到錯綜複雜，也是源自於易經。接下來，我們來闡釋何謂錯卦、

綜卦、互易及交互卦，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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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6.97.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5.92.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9.81.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8.89.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5.9D.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5.89.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6.AF.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8.A7.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8.B1.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6.99.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8.90.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5.90.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E5%85%AD%E5%8D%81%E5%9B%9B%E5%8D%A6%E5%88%97%E8%A1%A8#.E5.9D.A4


 

莊文模 

─ 8 ─ 

表 4  

錯、綜、互易、交互卦等之釋例 

本卦(原卦、大

成之卦、別卦) 
錯卦 

綜卦(倒卦、反對

卦、覆卦、往來

卦) 

互易卦 
交 互 卦 ( 互 體

卦、伏卦) 

乃六爻之卦，在

上面的經卦稱

為 上 卦 或 外

卦。下面的經卦

稱為下卦或內

卦。 

將本卦的各爻陰

陽互換，得一新

卦稱之。 

將本卦之卦象相

互倒置稱之。 

互易卦乃將本卦

之上下卦的位置

予於對換。 

本卦之二、三、

四爻作為下卦，

三、四、五作為

上卦。 

乾 ☰☰ 坤 ☷☷ 乾 ☰☰ 乾 ☰☰ 乾 ☰☰ 

坤 ☷☷ 乾 ☰☰ 坤 ☷☷ 坤 ☷☷ 坤 ☷☷ 

革 ☱☲ 蒙 ☶☵ 鼎 ☲☴ 睽 ☲☱ 姤 ☰☴ 

 

（五）爻位的關係(應、比、承、乘) 

「應」指的是初爻與四爻、二爻與五爻、三爻與六爻。陰陽交感的對應關

係，兩爻必需一為陽爻，另一為陰爻，方稱相應，否則稱為不應或敵應，如初

六與九四、六二與九五、六三與上九，反應剛柔相濟的關係。 

「比」指相連兩爻之間的關係。主要有以下三類，親比、承、乘。「親比」

乃指陰爻比陰爻或陽爻比陽爻之間的關係，如初六與六二、初九與九二，象徵

和諧；「承」指相鄰兩爻，陽爻在上，代表君子，陰爻在下，代表小人，反應出

陰對陽的承接關係，關係和諧；「乘」指相鄰兩爻，陰爻在上，代表小人，陽爻

在下，代表君子，關係呈現不和諧。 

（六）當位與失位 

易經的觀念特別強調時位，時不宜，位不對，皆不宜行動。陽爻居陽位(初

九、九三、九五)，陰爻居陰位(六二、六四、上六)稱當位，反之，則稱失位。 

既濟卦(☵☲水火)即六爻當位，未濟卦(☲☵火水)則六爻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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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易經美學觀 

一、美的定義 

對於美，近來有相當多的論述(朱光潛, 2001; 李醒塵, 1996; 漢寶德, 2005; 

蔣勳, 2005)，但和諧之觀點總不缺席。對稱平衡，全面關照，不偏一方或是比率

勻稱，皆能令人感覺美。莊雅州(2003)論和諧時，特別提出比率、對稱、統一等

美的規律來論述和諧。 

比率是西方審美的核心，東方亦然，故有增一分則太肥，少一分則太瘦，

纖細合度，比例均勻之言。 

對稱，周易繫辭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強調的便是對稱，對稱才能平衡，

也是和諧之源。 

統一，乃全面關照，強調完整性，是部分與部分的結合，協調整合而為一

整體。西方重分，一分為二，分者，源頭已被瓜分；東方，尤其是中國，強調

生，一生二，生者，源頭尚存，故能生生不息。 

二、易經的美學內涵 

（一）易經內涵中美的本質 

乾卦文言傳：「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天地間創生旨

在彰顯美之為美，自然中無物不美，自然便是美。「乾」以「美」開始一切創化，

但不自誇己之功，足顯其偉大。真實、樸素，展現造化之功，且無造作之弊，

稱自然美。 

坤卦文言傳：「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坤地陰柔象徵臣道，

雖內涵美德，戮力王事，不敢居功。真誠、善良，展現大公無私者，稱人格美。 

乾卦六爻皆為陽，乃至剛至健之卦；坤卦六爻皆為陰，乃至柔至順之卦。

陰柔陽剛，乾象徵君、父、夫，坤則是臣、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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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經內涵中美的形式 

俞懿嫻(2003)論述易經的美學形式摘錄重點如下： 

立象盡意：為盡意先立象，如小過卦取象於飛鳥於空中，常為我們所輕忽，

故小過不斷。立象常能點到為止，令人無盡想像，更徹其意。 

循環反覆：元亨利貞。元指時間之始，創造之源；亨，發展順利；利，成

熟，最佳時機；貞，正也，忠固之意。春夏秋冬即代表一年四季，循環反覆，

運行不息。 

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虛擬世界，有 0 與 1 建構而成，已美不勝收，屬

於人的世界，亦因陰陽而完整無缺。由無極、太極、陰陽。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 

系統和諧：其圖式均符合對稱、比例、均衡、動態平衡之原則，其數也符

合數字之規律，言天地之道極其規律有序，又言變化之道，陰陽不測，非鬼神

難知。故易經之言美，合乎秩序、規律且不失動態、變化為其特性。 

三、易經中卦的秩序、對稱、和諧之美 

（一）十二辟卦 

 

表 5  

十二辟卦相對應之月份（農曆） 

11 月 

復 

12 月 

臨 

1 月 

泰 

2 月 

大壯 

3 月 

夬 

4 月 

乾 

☷ 

☳ 

☷ 

☱ 

☷ 

☰ 

☳ 

☰ 

☱ 

☰ 

☰ 

☰ 

5 月 

姤 

6 月 

遯 

7 月 

否 

8 月 

觀 

9 月 

剝 

10 月 

坤 

圖 2 十二辟卦之陰陽消長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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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二辟卦之陰陽消長，見圖 2 及表 5，可以看出一年中十二個月之變化。

立象盡意，以陰陽之消長代表氣候變化之規律，展現循環反覆，生生不息的秩

序之美。基於此，更能推衍出二十四節氣，供農耕之用。 

易經以有限之卦爻之辭，演繹無限之自然與社會秩序之美。主要乃以象盡

義，也象徵著物極必反之規律。應用於組織上，則知萬事總須循序漸進，不可

能一蹴可幾。 

（二）卦與卦錯綜複雜的關係 

易經六十四卦，卦卦獨立，卻又卦卦相關，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完整系統，

如圖 3 之釋例，既濟卦(☵☲)，相錯得未濟卦(☲☵)，初九爻變，得蹇卦(☵☶)，

九三爻變，得屯卦(☵☳)，六四爻變，得革卦(☱☲)，上六爻變，得家人卦(☴

☲)。在透過交、錯、綜之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變化似乎莫測，卻隱藏固有

規律，即易之三義，不易(no change)、簡易(simple change)、變易(complex change)。 

 

圖 3 錯綜交變爻變卦圖例 

圖表來源：台灣周易文化研究會(http://www.iching.url.tw/)，白明本(2009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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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乾坤兩卦之領導智慧 

一、乾坤絕配正例 

乾健坤順，乾多創意，坤有執行力，配合起來天衣無縫，一旦起事，諸事

易成。歷史上著名的乾坤絕配有「劉備與孔明」，沒有劉備慧眼識英雄，三顧茅

廬，世人難知孔明之大能，沒有孔明之輔佐，劉備何德何能三分天下。 

「明成祖與鄭和」，明成祖重用宦官，常派遣宦官為特使，去到海外宣揚國

威，招撫異域。唯其中規模最大，出使最遠，而影響最大的，當推「鄭和」，此

一絕配，讓中國海上霸權得以極盛一時。 

二、乾坤絕配反例 

乾坤絕配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乾隆與和珅」。和珅初為官時，精明強幹，

為政清廉。後受乾隆帝重用，使和珅大權在握。隨權力的成長，其私慾日益增

長，於職務之便，結黨營私，聚斂錢財，籠絡地方勢力，打擊政敵。權傾天下、

富可敵國的「貪官之王」、「貪污之王」。 

這是一個乾坤絕配的變種特例。乾隆，乾隆出。和珅，坤多一橫。上下皆

變樣，領導者未能有效監督追隨者，導至權力腐化人心的惡果。 

三、乾坤配的失敗例子 

雍正與年羹堯，康熙駕崩時，四子繼承皇位，年號雍正。封年羹堯為大將

軍，其經多年之征戰，驕縱不可一世，雍正召見時亦不知收斂，雍正遂決定將

他除去。 

代表坤卦的年羹堯，走到坤卦之第六爻「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與代表乾

卦之雍正，正好形成天龍與地龍的對立狀況，因此惹上殺身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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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易經美學在學校領導上之啟示與應用 

一、乾坤兩卦之啟示與應用 

（一）領導者的養成過程(乾卦)，見下表 

表 6 

領導者的養成過程（乾卦） 

卦名(乾卦) 爻辭 小象 

☰(上，外) 

☰(下，內)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或躍在淵。進無咎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初九：潛龍勿用。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卦七爻(加上用九)，說明一位偉大領導者的養成歷程。初九，陽居下位，

時機尚未成熟，不能有所作用，即潛龍、見龍、惕龍、躍龍、飛龍、亢龍，至

群龍無首。 

初九潛龍：位卑力微，養精蓄銳，待時而發。此階段的潛藏能奠定將來的

展露頭角。乾卦雖為一純陽卦，初九卻有陰爻性質，即陽中有

陰，陰中有陽之謂。 

九二見龍：陽剛漸增，頭角初露，應結識有利自己發展的關鍵人物，來支

持自己，避免形單影隻。採取積極的態度與行動來建立自己的

人際網絡。位於下卦中位，須保持適度，以符合中道。 

九三惕龍：陽剛德正，居位不中，故應不斷健強不懈，保持警惕。九三處

於下卦最上位，處於陽位，不宜事事冒進。 

九四躍龍：如龍躍出，九四陽爻於陰位，雖不當位，但陽主進，陰主退，

即進可攻，退可守，得彈性決定。 

九五飛龍：如巨龍高飛天上，德備天下，為萬物瞻仰。九五居中正之位，

處於尊位，達一理想境界。 

上九亢龍：盈滿過溢，將受挫而後悔。須掌握進退、存亡、得失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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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樂極生悲。陽極陰必生，自然規律。因

此，居高位之人，不好高騖遠，不走極端，凡事有度，居安思

危，才能持盈保泰。 

用九群龍無首：領導者雖充滿陽剛之氣，但採陰柔方法看待部屬，與部屬

榮辱與共。 

由上可知，一位優異的領導者，絕非能一蹴可幾，需循序漸進，一爻一爻

的走，空降部隊勢必難以將校務經營順暢。因此可知要培養一位好的領導者須

要有良好的配套措施。 

在行政主管機關應該訂定長期培養學校領導者之常設機構。經常於基層教

師中，宣導行政工作與純粹教學之生涯規劃差異，讓有意義學習學校經營之教

師有機會參與行政工作，由組長、主任、校長等行政職務慢慢歷練。並需經常

舉辦優秀學校經營楷模之經驗分享，並可以將已退休之優秀領導者之智慧加以

萃取，建立成可參考之智囊團或經營資料庫，成為後進者的巨人肩膀。 

（二）追隨者的養成過程(坤卦)，見下表 

表 7  

追隨者的養成過程（坤卦） 

卦名(坤卦) 爻辭 小象 

☷(上，外) 

☷(下，內) 

用六：利永貞。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 括囊無咎。慎不害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

事， 知光大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

利，地道光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 

 

乾卦強調一位優秀領導者的陽剛精神的養成過程，坤卦則重視優秀的執行

者(追隨者)包容性的柔順修為。領導者在成為一位傑出領導者之前，也應是優秀

的追隨者。乾卦固然是領導者所應具備的特質，坤卦的德性也是領導者所不可

或缺，因為陰陽相合才能產生生生不息的穩定發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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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陰氣開始凝聚成霜，表示堅冰將至，說明見微知著。 

六二：居下卦中正位，坤德至厚，正直、端方、美德充沛，所做之事，易

於成功。 

六三：失正位，多艱難，但蘊含美德，謹守本分，雖不能有所成就，但結

局不差。 

六四：能處處收斂，謹言慎行，雖得不到讚譽，但也不會災禍發生。 

六五：柔居上卦中正位，乃一尊位，其德謙下，非常吉祥。 

上六：陰氣至盛，陰極返陽，二氣交互和合，如兩條龍在野地爭戰，極度

凶險。 

用六：陰極返陽，坤柔而剛，利於永久守持正固。 

乾代表領導者，重視的是創新，想法不斷，活力十足，總是精神奕奕。但

坤代表者被領導者，也是政策的執行者，一個好的想法、好的政策，如果沒有

好的執行者，也只能擱在辦公室內，而無法推展出去，更別想看到其成效。在

學校的生態中，是雙系統的鬆散結構。即教學與行政兩大系統，比其他複雜許

多。更需要領導者釐清兩者兼負不同任務之角色。教師專職於教學的自主性，

應多鼓勵其求新求變的創新教學。行政人員，則鼓勵其不斷充實專業之職能，

以求行政效能之提升。 

在學校中，被領導者經常是被忽略的，不重視的，尤其是不具教師資格之

職工，其聲音經常是被學校忽視的。久而久之對組織將會失去認同感。因此，

學校要鼓勵同仁積極任事，需要訂定獎勵制度與文化，深化於組織之中。 

如能讓教師專心教學，不兼行政職務，將行政專職化，建立職工的正常升

遷機制，將有助於職工的工作效能。如覺其能力有所不足，可以加強在職訓練

或調整其職工任免之資格條件。例如，任用高考、普考、特考教育行政人員，

並加強職務實習等。 

（三）乾坤絕配的啟示與應用 

好的領導者，如果沒有善於執行任務的追隨者，亦將難有傑出之表現。因

此一位傑出的學校領導者，除自身砥礪篤行養成優異領導技能外，也必需培養

優秀的追隨者。因此營造一個組織成員共同信仰的組織文化就顯得迫切需要。 

在學校組織中，不一定每個人都能找到其適性的位置，那在乾坤絕配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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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樣的組合。以下就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乾坤特質組合描述如下： 

1. 組合一，領導者(乾)與被領導者(乾)：性格相近，缺乏互補性，易有衝突產

生，.但也不是全無好處，當兩人想法一致，效率將會出奇的高與品質會出

奇的好。 

2. 組合二，領導者(坤)與被領導者(乾)：領導者只決定組織中重大事件，除此

之外，高度權力下授，被領導者有機會發揮其能力。溝通上，不易產生磨

擦。兩人意見相左時，領導者應盡量採柔性方法來說服被領導者。如果被

領導者所持意見有道理時，領導者亦應有雅量接受，保持雙方之和諧共

事。此組合有機會創造陰陽調和或剛柔相應的效果。 

3. 組合三，領導者(乾)與被領導者(坤)：領導者陽剛，被領導者陰柔，也會產

生剛柔相應的效果。雙方衝突機會也會較少，被領導者認為被領導者的決

策不妥當，也不會直接反駁對抗，而會採用較婉轉的方式說服領導者改變

其決策。但如果被領導者只知一味迎合領導者，投其所好，不言明執行決

策之利害，則所得到的僅是表面上虛假的和諧。 

4. 組合四，領導者(坤)與被領導者(坤)：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皆屬陰，缺乏互補

性，此關係雖較少會衝突，卻不利於組織發展。組織將因此欠缺創新求變

的動力。發展可能因而停滯不前。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間可能只是表面性的

和諧，缺乏實質有益組織發展之溝通，兩者間隱藏著敵應的關係。 

學校組織中之領導者如果能確實掌握乾坤絕配的精神，則可以讓行政事務

之推動更加順暢。乾卦著重時間的變化，強調是動，坤卦則著重空間的變化，

強調是靜。動與靜搭配合宜，則能得天時，掌地利，如能再得組織內之人和，

不管多困難之任務，亦可見成功之期。 

二、整體系統和諧 

易經講平衡，重中道。強調一切事物皆需合乎對稱、比例、均衡、動態平

衡之原則。應用於學校領導上可以針對人、事、時、地、物，各層面來分析。

人指的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權力和諧，西方強調授權，過度授權，易造成權

力失控，造成濫權，是一種分權之弊；易經強調生的觀念，一生二，原來領導

者的權力仍在，一旦下屬濫權，則能二合一，收回權力。事則指事物之分工，

領導者務必就單位之人力，給予合適之工作任務分配，避免過度勞務不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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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生。時，指的是合宜的時機，如上述之十二辟卦，於合適之時令進行農耕

可得最佳收成之謂，不得時勿進。地，指的是環境，安全和諧的組織環境才能

讓組織成員安心從事工作，令人不安與不協調之工作環境，很難令人有好的工

作表現。物，指的是資源的妥善分配。 

易經內含陰陽，稱一陰一陽之謂道，孤陰不生獨陽不長，道出有好便有壞，

有高便有低。有支持者，必有反對者。因此，身為一位優秀的領導者一定要有

寬大的心量，傾聽不一樣的聲音，才能面面俱到，全面觀照，不偏頗一方。 

三、永續經營 

元亨利貞，語出《易經》乾卦的卦辭。代表乾卦的四種基本性質。「元」，

為大、為始，引義為善長；「亨」為通，引義為嘉會。「利」為美利，引義為義

和，「貞」為正，引義為乾事。在人事上，「元、亨、利、貞」分別代表「仁、

禮、義、智」。具有萬物創始的偉大天圓，亨通順利的成長，祥和有益前進，貞

正堅固。此乃組織永續經營的最佳指導方針。 

元亨利貞，是一個小組織發展成為一個完善的大組織所必依循之原則。學

校領導者可以多加採用。如同組織的生命週期，循環反覆，但卻一圈比一圈更

大的發展。 

四、卜筮的意義 

易經貴為六經之首，甚至有人宣稱為眾經之始，是中華文化發展的源頭，

堪稱淵遠而流長。然，初始被視為卜筮之書，淪為末學。直至孔子著十翼以贊

易，才得以脫胎重生，賦於哲學內涵。孔子亦云，善易不卜。因此，卜筮已成

一個不重要的活動。但研究者認為卜筮在領導統御的實踐中，仍有其相當價值。 

卜筮有三不卜，不誠不卜、不義不卜、不疑不卜。領導者展現誠心(誠)處理

組織中重大事件(義)，不為私利，因資訊不足(疑)，為凝聚共識而卜。其中代表

意涵有，讓領導者處理組織重大事件，有充分決策的時間與空間，避免剛愎自

用的麻煩，追隨者一同腦力激盪，作出符合組織全體意願之決定。卜卦得到本

卦，變爻與變卦則有無盡創造力，易經中的變爻與變卦的原則，非常值得重視，

可以集思廣義，凝聚共識。可跳脫領導者限縮的視野。尤如達爾文進化論的基

因突變，看似不相關的發想(突變)，反能有意想不到的成效。因為最好的方法，

不一定是最適合現狀的分法，能解決現在面臨的難題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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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爻變與變卦 

作為一位學校的領導者，所面臨的問題，常需全面性的系統思考，才能對

問題有更廣泛深入之了解，易經之變卦與變爻便提供這樣的策略可供參考，而

爻變與變卦，常能替領導者思維解困。現代化的組織，是一個有機體，可以依

據環境的變化而快速的演變(藉由突變演化)相對之對策，此有別於傳統的機械性

之組織。以下針對乾卦的六個陽爻，從初爻至上爻逐一加以爻變，產生一陰五

陽的變卦，如表 8，以開括領導者最之思路，體察周遭情勢，理出最佳決策方案。

坤卦的六個陰爻，從初爻至上爻逐一加以爻變，產生五陰一陽的變卦，則如表 9。

另外，二爻變至六爻全變則不再贅述。 

表 8 

乾卦單爻變卦表 

變爻次序 變卦 於學校領導之啟示 

初爻 
天風(☰☴) 

姤 

姤卦，談相遇之道，表面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陰陽對立，此乃風

行天下之象，風與萬物相遇。暗示上下溝通之需要，不可採過於強

硬的手段。 

二爻 
天火(☰☲) 

同人 

同人卦，由天與火形構，天與火本本質差異非常大，但異中有同。

天在上，火亦向上。組織上下溝通存異求同，建立共識，特別重要。 

三爻 
天澤(☰☱) 

履 

組織中協商談判時，弱勢一方，需時時保持警惕，體現，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免於被強勢一方所欺。 

四爻 
風天(☴☰) 

小畜 

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暗指，時機尚未成熟，應耐心等候，

並應培養時機來臨時所需之條件。 

五爻 
火天(☲☰) 

大有 

大有之卦象，火在天上，光照萬物。即正大光明的行動，有正當之

理由，獲組織成員之認同與支持。六五，陰居君位，領導者既具剛

健威嚴之氣勢，卻能以誠待人，體恤部屬之胸襟。 

上爻 
澤天(☱☰) 

夬 

夬卦的一陰爻受五陽爻之壓迫，如果領導者過於軟弱，則會遭到部

屬的強力杯葛。因此，領導者管理措施必須能果斷決策。萬不可拖

拖拉拉，優柔寡斷。 

 

陸、結語 

易經是一部中國古代的奇書，是不受時空背景的智慧之書，談的不是知識

常識，而是處事原則。天地人三才觀念，人生於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一切遵循自然法則。因自然最美，易雖不直接言美，卻處處可見美

的存在，尤其是其動態和諧觀。一切符合比例、對稱、均衡有秩序的動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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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辭傳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

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

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道出領導以技術性之外力強加被領導者，

效果極其有限。反之，營造一個合宜的組織文化及願景，讓被領導者能心悅誠

服的執行，將可達更佳之組織效能。 

應用於學校領導上，可以提升領導與被領導者雙方所應俱備之知能，本研

究亦以乾坤為例。論述，一個成功的領導應兼顧雙方，而不偏重一方。西方領

導理論，偏重於領導者。易經的領導觀，則強調陰陽和諧，兼顧領導與被領導

雙方。如此領導者能更宏觀整體，系統思考，面面周全，更強調人的重要性。

再好的想法，沒有合適的人去執行，亦難有成功之可能。易經領導美學，內蘊

合天時，識地利，啟人和的智慧，讓組織亦成一太極，轉動陰陽的和諧，則萬

事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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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esthetics of “I Ching” to 

School Leadership: Taking Two 

Hexagrams, Qian and Kun, for Example 

Wen-Mo Chuang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If technical and artistic aspects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during school 

leadership process, an organization can be more harmoniou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leadership can be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re are only 

a very few studies on aesthetics (arts) of school leadership. However,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various ancient classic books in Chinese culture, although I Ching 

does not directly discuss beauty, it reflects the beauty of harmony everywhere. For 

example, Eight Trigrams and Hexagrams are arranged in order.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xagrams is complicated, there are harmony and completeness 

in symmetry to reflect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12 hexagrams from Fu (returning) 

to Tai (pervading) and Kun represent endless circles, and 24 solar terms were derived 

from them, reflecting the beauty of thoughtfulness. The two hexagrams, Qian and 

Kun, particularly reflect the inge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leader and the led 

(follower). 

A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culture, I Ching guides the behaviors of the Chines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briefly 

describ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I Ching; the second part investigates the meanings of 

aesthetics of I Ching, such as dynamic beauty of order, symmetry, and harmony of 

system; the third part explores the leadership wisdom of two hexagrams, Qian and 

Kun; and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esthetics of I Ching to school 

leadership. 

Keywords: I Ching, School leadership, Leadership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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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務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 

鄭進斛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 IPP 評鑑模式來建構國民小學評鑑指標及其權重體系。經由文

獻探討及 9 個縣市已實施的校務評鑑指標分析，歸納出三個評鑑領域、14 個評

鑑項目及 84 個評鑑指標。德懷術專家成員的主要任務是針對評鑑指標之適切性

及其權重體系做評判，進行三個回合的德懷術問卷調查，得出評鑑指標的適切

性程度，同時在第三回合的問卷中進行一次相對權重問卷，並以 AHP 建構其權

重體系。另根據結論提出四項建議，以作為後續發展校務評鑑指標和作為未來

學校評鑑的參考。 

關鍵字：校務評鑑、校務評鑑指標、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階層程序分析法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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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評鑑（evaluation）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深受教育界普遍重視的課題，尤其是

近年來教育改革浪潮的衝擊之下，社會各界明確要求教育的品質應當隨著數量

的擴增而提升與改進(陳寶山，2013)。自民國 80 年起，隨著全球化、國際化議

題的重視，我國的教育也無可避免地被捲進這股潮流中(王保進，2003)。我國自

民國 79 年起，教育改革呼聲不斷，尤其在民國 84 年 4 月行政院教改會所揭櫫

的教育鬆綁理念之下，學校本位與市場化成為學校教育改革的主軸（簡宏江，

2001），其中「強化教育研究與評鑑」被認為是提升教育品質的策略之一，除強

調應改革教育視導制度外，並建議應落實教育評鑑，以改革當前各級學校評鑑

都採委託辦理之現況（教改會，1996）。因此，校務評鑑開始受到各界的重視。 

然而，權力下放並不必然導出績效。唯有落實績效管理，才能符應權責相

符的原理，達成此波教改的目標。校務評鑑是一種學校全身健康檢查，學校必

須積極去面對，及早發現病狀，透過專業診斷與治療的過程，才能確保學校的

健全運作。吳清山(2012)指出校務評鑑自我評鑑不能只是為應付外部評鑑，應將

其視為一種校務的健康檢查，針對檢查項目中需要改進之處，提出相關策略，

並做好追蹤工作，才有其價值。是以，探討校務評鑑的實施，也就益形重要。 

Stufflebeam(1971)認為評鑑的目的不在證明，而在改進。Wiles 和 Bondi

（1984）認為評鑑一般的目的在「依據蒐集的資料評估教育計畫的效果，並力

求改進」。Guba 和 Lincoln（1989）提出第四代評鑑之概念，逐漸受到評鑑研究

及實務上的重視，強調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涉入，打破以往強調的學科客觀專家

取向評鑑，強調實務參與的評鑑模式。Christie（2007）注意到評鑑的效用是評

鑑的研究範疇領域之中被研究最多的，並在理論文獻之中獲得了大幅度的關

注，而評鑑使用是任何評鑑的核心結果，倘若評鑑缺乏使用，評鑑就無法為社

會進步而作出貢獻。Johnson 等（2009）認為，評鑑使用就是應用評鑑過程、成

果或發現以產生效果。校務評鑑是一種專業性的評鑑，正如曾淑惠(2013，頁 207)

所言：「一個優質評鑑的有效執行，有賴於評鑑委員熟悉品質經營系統原則以及

客觀證據的尋求能力」。張炳煌(2012)指出透過學校評鑑結果，作為認證的依據，

切合學校經營發展及績效評核之要項。劉克明(2013)則強調評鑑是對一個教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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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認可的機制與證明，以使消費者、利害關係人及政府主管單位知道該教育機

構的表現是否達到一定的標準。因此，透過優質的校務評鑑機制和專業評鑑委

員的執行，學校可以充分掌握教育經營發展的資訊，並從中獲得認證和回饋，

以提升學校效能及增進教育品質，同時也能讓社會大眾和政府主管單位瞭解學

校辦學之績效。 

學校評鑑( school evaluation)是典型的美國特產，而且是最近半世紀才發展出

來的一種教育評鑑方法。我國教育受美國的影響很大，學校評鑑也不例外。我

國國民小學教育評鑑自民國 66 年由臺灣省教育廳嘗試實施，民國 68 年擴大為

教學正常化的評鑑（黃武鎮，1980）。民國 68 年教育部首先辦理國民中學評鑑，

評鑑項目包括：計畫與目標、行政管理、人員素質、校舍設備、課程與教學、

訓育實施、輔導活動。民國 79 年教育部發布國民小學評鑑實施要點，要求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在 3 年內將所屬學校全面評鑑一次。事隔十多年來，整個社會變

遷相當快速，而且教育變革幅度之大，也異於過去，例如：教師會和家長會的

興起、校長遴選制度的改變、教師聘任方式的調整、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多

元入學方案的實施….等，在在都衝擊到學校校務的運作，為了瞭解這些教育變

革對於學校經營、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影響，重新構思校務評鑑的內涵實施

和方式，的確是有其時代的必要性和價值性(吳清山，2001)。 

辦理國民小學校務評鑑的縣市在 87、88 學年度僅有臺北市、高雄市、臺北

縣、新竹縣、臺南市及高雄縣等 6 個縣市實施（郭昭佑，2000），屬萌芽階段。

89、90 學年度有臺北市、高雄市、基隆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臺中縣、

臺南市及高雄縣等 9 個縣市實施(潘俊程，2003)，至 99 年直轄市縣市合併前，

則有臺北市、高雄市、基隆市、宜蘭縣、臺北縣、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

臺中市、臺中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縣、臺東縣等 14 個縣市實施(謝如山、

黃增榮，2013)，可見國民小學校務評鑑已逐漸普及。 

高雄市教育局在實施校務評鑑 5 年後，檢討 86 學年度校務評鑑面臨的挑戰

為：1.評鑑後公佈成績，優劣壓力大。2.評鑑的客觀性頗受爭議。3.評鑑的指標

多達 140 餘條。4.行政疲於奔命，大部分成員事不關已。5.校務評鑑為校長辦學

績效的參考依據之一。6.外部評鑑委員近一個月奔波走訪，價值判斷取捨難定(余

錦漳，2002)。鑑於上述評鑑缺失，高雄市教育局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校務評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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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訂，並於民國 91 年 11 月 5 日第 19 次局務會議通過國民小學學校評鑑實施

要點。 

然而，此要點一經公佈，立即受到高雄市教師會的批評，認為新修訂的學

校評鑑要點及指標，主要係針對教師所做評鑑，反而在評鑑指標中較少列出校

長及行政人員應負的責任。教育局因而調整評鑑方向，於 92 年 1 月 21 日局務

會報決議：國小校務評鑑結合校長遴選，據以供作校長遴選之參考。高雄市的

學校評鑑模式以四年為一週期評鑑所有學校，然後再以一年時間檢討修訂評鑑

指標。99 學年度為四年週期評鑑的最後一年，然 99 年 12 月 25 日遇縣市合併，

學校評鑑作業暫停一年，隔年(101 學年度)開始實施合併後的首次學校評鑑，在

顧及原縣市實施不同的評鑑指標和不同背景下，此次學校評鑑仍維持原縣市的

評鑑指標。102 學年度則暫停一年並重新修訂指標，待 103 學年度再實施，以期

能整合評鑑模式，唯縣市嚴重城鄉落差和學校不同背景下，實施同一模式的學

校評鑑，是很大的挑戰。因此，訂定合宜專業、周延客觀又可行的評鑑指標，

更形重要，同時促使了學校評鑑指標建構研究的動機。 

國內雖然大多數的縣市已實施校務評鑑，但是指標的建構上，在蒐尋相關

的網站後，發現其他領域的指標很多，例如：校長評鑑指標(如：吳政達、洪玉

珊，2012；陳瑞玲、鄭芳瑜，2007；謝如山、黃增榮，2013)、教師評鑑指標(如：

吳政原、吳福源，2005；吳錫惠、葉秀華，2013；陳麗如、陳清溪、鐘梅菁、

江麗莉、陳惠茹，2007；湯誌龍，2003；程瑞福，2004；劉兆達，2005；鄭光

慶，2011)、學校效能指標(如：康龍魁，2006；張媛甯、邱美雲，2010；張錫輝，

2003)等，但卻較少校務評鑑指標建構的探討文獻。綜觀每個縣市的指標建構和

評鑑方式都不太一樣，至今亦欠缺校務評鑑指標方面的研究來引導縣市校務評

鑑的發展，因此，發展校務評鑑指標以為各縣市訂定校務評鑑指標參考，及引

發陸續廣泛研究相關議題，亦是此研究的動機之一。 

在蒐尋國內近年許多有關校務評鑑的研究後，發現大多是有關研究者就自

己縣市校務評鑑的後設研究，其中的結論和建議亦多提到對評鑑指標訂定未見

周延客觀的看法，因此，訂定周延客觀的校務評鑑指標，是實施校務評鑑有效

度的重要因素。而本研究從學校評鑑指標的文獻分析歸納，配合德懷術專家問

卷和階層程序分析的研究方式著手，以使指標建構更具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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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擬以文獻之蒐集、整理、分析和歸納方

式，研擬具體之國民小學校務評鑑指標項目，並透過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與

階層程序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的過程以確定指標項目的重要

性與適切性，建立適切的校務評鑑指標系統，以作為後續發展校務評鑑指標和

作為未來學校評鑑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校務評鑑指標 

校務評鑑係指運用系統化蒐集學校計畫、執行與結果等相關的資料，並加

以客觀的分析與描述，以行為判斷學校績效或協助學校持續改進的過程(吳清

山、林天祐，2002)。而所謂的指標(indicator)，Ysseldyke 等(1998)認為是指一個

以上輸入、歷程或結果的象徵性代表，這些代表能夠用於比較或評鑑，它們可

能是數字、百分比或其它代表值，如測驗成績、參與次數的多寡或學生學習成

就情形。指標可以適用於跨時間的比較，亦可作為絕對標準的比較，或群體間

及群體內的比較。吳清山和林天祐(1999)也提出教育指標(educational indicators)

有兩層意義，其一是指作為評估教育運作之預期結果的具體項目，其二是指描

述教育系統重要特徵的具體事項。從字面上來看，教育指標可視為指引教育運

作、呈現教育標竿的具體項目或事項。教育指標的存在，即在透過引領及標竿

作用，匯聚所有教育人員的力量，朝目標邁進，並作為定期評鑑目達成程序之

依據，其類別包括質的指標與量的指標。 

二、校務評鑑的範圍 

校務評鑑指標的範圍相當廣泛，例如：Nevo(1995)提出學校對社區及學生的

服務、學校願景、學校人員、物質資源、教育方案和活動學校成就。郭昭佑(2000)

從多元的層次說明校務評鑑的範疇，包括人員(校長、教師、學生等)、方案(計

畫)、課程、教材、教學、學校氣氛、物質資源、社區服務、學校整體等，而其

中，也經常在學校層級評鑑實施的包括學生、教師、課程、教材、計畫與學校

整體等六項。張鈿富(2001)認為如果以校務評鑑為主軸，校務評鑑的範疇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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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學生、教師、課程、教材、計畫、建築、設施與學校整體。王光明、吳和

堂、吳明隆(2008)則提出理念與目標、行政管理、課程發展、家長參與及社區發

展、班級經營、教學活動、公共參與與輔導追踪。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從模式的觀點提出校務評鑑的範圍，例如 Stufflebeam

於 1966 年提出 CIPP 模式(Stufflebeam, 1972)，此一模式廣被採用。其範圍分為

(Scheerens,等 8 項。1990)：1.背景因素(context)：學校規模、學校設備、學校類

型、所在地區。2.輸入因素(input)：教師素質、經費支援、家長及社區支持。3.

歷程因素(process)：包括學校及班級層次。學校層次包括學校政策及措施、校長

領導、課程內容及架構、學校氣氛；班級層次包括學習時間、有組織的教學、

學習機會、對學生進步的高度期望、學生課業的監督。4.產生因素(product)：學

生成就。此一模式在台灣地區廣被採用，例如羅文基、鄭彩鳳、吳明隆、周玉

霜、陳蘊斌(2000)的國民教育發展指標之訂定專案研究報告採用此一模式依據背

景、輸入、過程與結果等四項，進行德懷術，共得 78 條指標。孫志麟(2000)也

歸納提出教育指標的概念模式，包括 1.系統模式：以系統理論為基礎，衡量教

育系統的輸入、過程及輸出面的表現，並分析指標間的關係。2.演譯模式：選擇

標的主題作為教育指標建構的依據，以瞭解該標的主題的教育發展與表現。3.

歸納模式：從現有統計資料中選取可用的教育指標，藉以描述教育狀況與教育

發展。4.目標模式：依據教育改革目標選取適切的教育指標，以評估目標達成的

程度。5.問題模式：以重要教育議題作為教育指標建構的核心，企圖發掘並瞭解

可能的教育問題。 

再者，有關校務評鑑指標的建構上，Nuttall(1992)認為指標需包含五種標準：

1.具診斷性且能提供選擇；2.精準且被大家確認；3.清楚並與模式契合；4.具有

效度、信度及實用性；5.可公平且多元化的比較；6.要被使用者所瞭解。張媛甯、

郭懷升(2010)、陳鴻賢、朱奕潔(2012) 、王保進(2012)、吳清山(2012)等研究的

建議提出：1.評鑑指標依學校規模訂定，使評鑑在立足點平等基礎下，達到公平、

正義與客觀的訴求；2.在評鑑的內容與指標方面應釐定明確的評鑑目的，成立內

部評鑑機制，持續蒐集校務評鑑資料，訂出具體且彈性的指標，使評鑑能有更

清楚的參照標準；3.目前校務評鑑結果被列為校長遴選的指標，造成基層教師誤

解，對評鑑漠不關心，反而忽略追蹤輔導的最重要一環，未來應嘗試將校務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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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與校長遴選脫勾，另針對校長評鑑發展適宜評鑑指標，讓評鑑回歸校務評鑑

的真正目的；4.在建構及實施評鑑指標時，應考慮指標的彈性與不同地區的文化

差異，從情境脈絡中提升評鑑標準的普遍性；5.為讓評鑑與學校自我定位相結

合，宜增加學校參與評鑑指標研訂的機會；6.各校可以自訂指標，確保評鑑標準

的多元化，引導各校根據學校定位發展特色。 

綜合以上，首先，學校整體評鑑包含校務評鑑與學校效能評鑑，前者多從

學校各行政處室的角度出發，如教務、訓導、總務、輔導、人事、會計、一般

行政及校長領導；後者的焦點放在學生學習表現、教學品質、環境規劃、校長

領導、家長參與、教師工作滿足、課程安排以及學校組織氣氛、溝通協調、組

織產能、學校發展等。其次，校務評鑑指標體系的內容與範圍，含蓋整個教育

系統的投入、運作及其結果，同時具有階層性的邏輯關係，彼此緊密連結，交

互影響作用。第三，校務評鑑指標是由輸入、過程和輸出等三個向度相互轡構

而成；輸出面受到輸入面和過程面的影響，而過程面的運作也與輸入的數量及

品質有關。且校務系統內、外在背景因素極為複雜，並非完全屬於校務系統範

疇、難以一一列出。為掌握體系的內容與重點，同時符合簡約原則，故本研究

將焦點鎖定在校務系統本身的運作。第四，校長遴選的指標列為校務評鑑指標

未能回歸校務評鑑的目的；第五，建構指標應考慮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建構

指構宜有彈性；及各校有自訂指標的機會，引導學校發展特色。所以本研究評

鑑指標建構上容包括：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感受、班級經營的管理與氣氛、教師

工作滿意度與教學效率、教師的專業成長與研究、組織的氣氛與文化、教學環

境與設備、校長的領導與管理、家長參與及公共關係、學校願景與特色發展等

向度。依據系統模式，以輸入－過程－輸出模式為主，從系統觀點出發，瞭解

校務系統輸入、過程及輸出的相關因素，掌握教育發展的方向，以及各因素間

的關聯。本研究即以此作為我國學校校務評鑑指標系統之基礎架構，在此基礎

架構下，又依據輸入、歷程以及產出領域（一級指標）的特性，下設若干個二

級指標，二級指標下又設若干個三級指標，每一個三級指標均有其評估指標，

如此由上而下分解，形成一套層級分明的三級指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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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研究 

蒐尋學術網站有關校務評鑑指標建構的研究數量有限(共 5 篇)，期透過瞭解

這方面的研究取向，以供本研究建構之參考，整理如表 1： 

表 1  

校務評鑑指標建構的研究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王光明等

(2008) 

高雄市立

國民小學

學校評鑑

指標再建

構之研究 

德懷術調

查法、問卷

調查。 

德懷術成員

17 人，問卷

高雄市 86所

國小 1290位

教師。 

重建高雄

市國民小

學學校評

鑑的指標

項目 

建構出學校經營類、教學

實施類、學校特色等三大

類；理念與目標、行政管

理、課程發展、家長參與

及社區發展、班級經營、

教學活動、公共參與與輔

導追踪等 8 大類，共 35

條學校評鑑指標。 

潘道仁

(2008) 

國民中學

校務評鑑

指標與城

鄉權重體

系建構之

研究 

文 獻 分

析、名義群

體技術、階

層分析程

序法。 

以 8 位專

家，採德懷

術，分析探

討 16縣市國

中校務評鑑

實施現況。 

建構國民

中學校務

評鑑指標

與城鄉權

重體系 

三大層面(校務領導、運作

歷程、績效成果)、12 個

向度與 78 項指標內涵作

為國民中學校務評鑑指

標架構。 

葉連棋、楊

家榆

(2010) 

國中小校

務評鑑之

後設評鑑

指標及其

影響關係

模式 

層級分析

法、網絡分

析法和結

構方程模

式。 

754 位臺中

市國中小學

校人員 

探討台中

市國中小

校務評鑑

的後設評

鑑和指標

權重 

提出三個由五層面(評鑑

規劃、評鑑設計、評鑑過

程、評鑑結果、利用與改

善)和 42 個指標構成的指

標權重體系及說明五層

面指標影響關係的模式。 

劉興欽

(2010) 

國民小學

優質學校

指標建構

之研究 

德懷術及

問卷調查

法 

德懷術專家

19 人、問卷

調查臺灣六

縣市， 134

所 學 校 ，

1702 份 問

卷。 

檢證六縣

市優質學

校指標、歸

納國小優

質學校指

標權重分

配 

優質學校可分為願景目

標策略、教師專業自主、

學生適性輔導、人力資源

整合、校園環境營造、型

塑優質文化及教育滿意

成果 7 大層面，內含 23

則項目，共計 69 條檢核

指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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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李達平

(2013) 

校務評鑑

實施現況

及指標建

構之研究

～以屏東

縣為例 

問 卷 調

查、半結構

式訪談 

問卷屏東縣

205 所國中

小學校長、

主任及教職

員 共 700

名，訪談 11

位。 

探討分析

屏東縣第

一階段校

務評鑑之

結果，並建

構第二階

段之評鑑

向度與指

標 

校長經營領導與校務規

劃、配合教育政策執行成

效、課程設計與教學評

鑑、學生事務與輔導、生

活與公民教育、衛生與體

育教育、校園環境設施與

替代役管理、教師專業成

長、資訊教育規劃與推

動、人事會計管理、社區

資源整合及運用、特殊教

育規劃與執行及學校特

色十三個變項。91 項指

標。以敘述性統計分析，

平均認同度。 

 

就表來看：研究題目和內容方面：有 3 篇探討地方縣市的學校評鑑指標(高

雄市、台中市、屏東縣)(王光明等，2008；潘道仁，2008；劉興欽，2010)；2 篇

探討全國性學校評鑑指標(葉連棋、楊家榆，2010；劉興欽，2010)；研究方法方

面：有 2 篇運用階層分析法(葉連棋、楊家榆，2010；潘道仁，2008)；3 篇運用

德懷術(王光明等，2008；潘道仁，2008；劉興欽，2010)；有 2 篇採問卷調查法

(王光明等，2008；劉興欽，2010)；1 篇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對象方面：除上

述 3 篇德懷術專家成員分別為 17 人、8 人及 19 人，探討多個縣市指標有 2 篇-

調查 16 個縣市(潘道仁，2008)和調查 6 個縣市(劉興欽，2010)；其餘 3 篇則為調

查某地方縣市教師和行政人員(王光明等，2008；李達平，2013；葉連棋、楊家

榆，2010)；研究目的方面：有 3 篇探討指標權重(潘道仁，2008；葉連棋、楊家

榆，2010；劉興欽，2010)；2 篇探討學校評鑑的向度和指標(王光明等，2008；

李達平，2013)；研究結果方面：呈現出三級指標有 3 篇(王光明等，2008；潘道

仁，2008；劉興欽，2010)，呈現二級指標有 2 篇(李達平，2013；葉連棋、楊家

榆，2010)。 

綜上分析和比較，各研究針對研究者個別題目、目的和研究方法，產出不

同的研究結果；研究校務評鑑指標採行德懷術、階層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是常用

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擬採德懷術(專家 28 位)、問卷調查法及階層分析程序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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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分析 9 個縣市已實施校務評鑑之指標，以系統模式-IPP(投入、歷程、

產出指標)評鑑模式來建構適合全國性之國民小學評鑑指標及其權重體系。此

外，縣市合併後，其校務評鑑指標須因應城鄉落差和地區不同背景，指標權重

設計至第二級，第三級沒有設計，目的乃是希望針對縣市內背景與實務上彈性

運用，自行增加或刪減評鑑指標並決定其權重。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此研究共邀請 28 位專家進行三來回的德懷術專家評鑑，其中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行政人員 5 人、師資培育機關學者專家 7 人、家長團體代表 2 人、教師團

體 2 人、國小校長 6 人、國中小主任 3 人、教師 3 人。 

二、研究方法 

（一）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 

林生傳（2003）認為德懷術以 15-30 位專家，進行三來回問卷調查。本研究

的第一次德懷術調查問卷之資料分析，乃是將所有德懷術成員對各評鑑指標與

項目的內容做初步分析與彙整，並對其意見做出修正與增訂，然後形成第二次

調查問卷之編製。第二次調查問卷之資料分析，乃是將第一次所有德懷術成員

對各評鑑指標與項目的適切性得分（共有 1、2、3、4、5、6 等六種分數）之眾

數（Mo）、平均數（M）與標準差（SD）算出，以作為指標修改與否之依據，當

M≧5.0 時，則維持指標原貌；當 4.5≦M≦5.0 時，則依據 Delphi 成員對指標之

修正意見作修改；當 M≦4.5 且 SD≧1 時，則將原指標剔除，然後形成第三次問

卷之編製。   

（二）階層程序分析法（AHP） 

本研究採用吳政達（2002，72-76 頁）所提的 AHP 步驟，進行研究，步驟

如下：1.定義評估問題，2.分析影響問題的所有要素，3.建立階層關係，4.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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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比較矩陣（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5.計算特徵向量（eigen-vector）、最

大特徵值（maximized eigen-value），6.CR（一致性檢定）：若 CR≦0.1，則一致

性程度視為滿意，7.提供決策資訊。 

本研究在相對權重之資料分析上，乃是將第二次回收之德懷術問卷製作成

相對權重問卷，再經由德懷術專家小組成員的意見評判，藉由次序量尺（ordinal 

scale）來做成評鑑層面與指標的成對兩兩做比較，然後求取各階層間的權重，

最後彙整而建構形成本研究評鑑層面與指標之權重體系資料處理，運用 AHP，

並求得其指標的相對權重，最後完成建構校務評鑑指標。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工具為國民小學校務評鑑指標調查問卷，預計進行三次。問卷以

IPP 模式為評鑑指標體系之主要架構，將校務評鑑分為輸入、過程與產出等三大

領域，並透過相關文獻探究，於此三大領域，再分為 15 個層面，以及 129 個指

標，這些初步評鑑層面與指標乃是本問卷之內容，是研究者依據校務評鑑的理

論，以謝金青（1997）的國民小學學校效能評鑑指標體系為架構，再彙整國內 9

個縣市的校務評鑑指標，並參酌國內校務評鑑的相關學位論文研究，歸納統整

成指標內涵初稿。經整理後，此三大領域，整合為 14 個項目，以及 91 個指標。 

四、評鑑指標之初步建構 

歸納統整成指標內涵初稿（如表 2），如下表（共三大領域，15 個層面，129

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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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校校務評鑑指標初稿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輸入指標 

(一)計畫與目標 

1.校務發展計畫內容 

2.年度計畫與校務計畫契合度 

3.學校各處室工作計畫 

4.學校成員的體認與共識 

5.學校成員對行政瞭解與參與 

6.與教育政策配合情形 

7.計畫反映辦學理念 

(二)教師能力素質 

1.教師的學經歷與資格 

2.教師專長任教比率 

3.教師研究發展能力 

4.教師進修規劃 

5.提供研究進修資源 

6.平均每位教師進修比率 

7.認輔教師與學生比率 

(三)教學資源設備 

1.預算經費計畫 

2.專科教室與各學科教學設備 

3.圖書資源設備 

4.運動場地與器材設備 

5.教學設備的管理與維護 

6.資訊設備管理 

7.輔導室設備空間規劃 

8.輔導網路建立與運用 

9.班級電腦網路架設率 

10.圖書借書率 

(四)學校環境規劃 

1.校園校舍規劃與管理 

2.師生活動與學習空間 

3.校園整潔美化 

4.飲水及衛生設備 

歷程指標 (一)校長領導 

1.校長的辦學理念與專業 

2.校長行政領導的知能 

3.校長教學領導的知能 

4.校長的公共關係 

5.校長的品格操守 

6.行政領導風格圓融有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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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歷程指標 

(二)學校行政管理 

1.人事管理制度 

2.教職員甄選與遴用制度 

3.教職員獎懲、考核與申訴 

4.經費運用與稽核 

5.會計管理制度建立與實施 

6.營繕工程與設備購置管理 

7.文書作業程序 

8.校務行政管理 

9.校園危機處理 

10.校務行政電腦化 

11.教育評鑑機制 

12.家長組織運作 

13.教師組織運作 

14.民間資源運用 

(三)學校氣氛 

1.校務決策溝通 

2.師生交流互動 

3.教職員工的凝聚力 

4.教職員工休閒活動 

5.營造校園融洽氣氛 

6.激勵士氣鼓舞人才 

7.學校認同與責任 

(四)教師教學品質 

1.教師的教學知能 

2.教師的訓輔知能 

3.教師的班級經營 

4.教學設備器材的使用 

5.教學輔導執行情形 

6.多元教學策略 

7.教學計畫落實 

8.英語教育實施與成效 

9.鄉土教育實施與成效 

10.資訊融入教學 

11.教學參考用書及教具利用 

12.落實多元計量 

13.教學研究會實施 

14.教學觀摩 

15.教學正常化的落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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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歷程指標 

(五)課程設計與實施 

1.教學評量與課程評鑑 

2.課程領導與組織運作 

3.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運作 

4.本位課程發展 

5.教科書遴選 

6.彈性節數規劃 

(六)學生事務與輔導 

1.學生品格教育 

2.導護與安全工作 

3.體育與社團活動 

4.健康與環保 

5.學童管教與輔導諮商 

6.特殊教育 

7.生活教育主題 

8.安全教育 

9.導師制度 

10.幼(女)童軍活動 

11.疾病預防 

12.學童午餐 

13.中輟生通報、追蹤與輔導 

14.輔導個案管理 

15.個輔及團輔 

16.學生資料建立管理分析及運用 

17.無障礙空間規劃設置 

18.特殊學生鑑定安置 

19.性別平等教育 

20.學生民主法治教育 

21.生命教育 

22.生涯輔導 

23.品格教育 

產出指標 (一)計畫與目標達成 

1.校務發展計畫與目標 

2.學校各處室工作計畫 

3.校務決策過程與成效 

4.預算執行率 

5.經費運用是否恰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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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二)學生學習表現 

1.學生學習表現與感受 

2.學生行為品德表現 

3.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情形 

4.學生身心健康情形 

5.學生參與社會服務 

6.校園暴力事件 

產出指標 

(三)教師專業成長 

1.教師專業成就表現 

2.教師研究與進修成果 

3.改進教學成果 

4.教師品德與健康 

5.專業經驗分享 

6.教師組織成長 

7.教育專案研究 

(四)學校與社區關係 

1.上級與社區家長評價 

2.學校社區之聯繫與服務 

3.家長參與校務活動情形 

4.社會資源網路建立與應用 

5.親師生互動 

6.家長參與志工 

7.親職教育實施與成效 

8.學校資源提供社區使用 

(五)學校願景與特色發展 

1.共構學校願景 

2.營造學校特色 

3.創新學校發展 

4.具體改革成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這些初步評鑑層面與指標，最後歸納統整性質相似者，再經由專家的檢視

修正成指標內涵修正稿，於此有三大領域，再分為 14 個項目，以及 91 個指標，

依序如下所述： 

（一）評鑑領域：包含輸入、歷程和產出三個層面及 14 個層面 

A 輸入指標： 

A-1 計畫與目標、A-2 教師能力素質、A-3 教學資源設備、A-4 學校環

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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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歷程指標： 

B-1 校長領導、B-2 學校行政管理、B-3 學校氣氛、B-4 教學實施、B-5

課程設計與實施、B-6 學生事務與輔導 

C 產出指標： 

C-1 學生學習表現、C-2 教師專業成長、C-3 學校與社區關係、C-4 行

政效能 

（二）評鑑指標：包含以下 91 個指標 

A-1 計畫與目標： 

A-1-1 校務發展計畫內容、A-1-2 年度計畫與校務計畫契合度、A-1-3

學校各處室工作計畫、A-1-4 學校成員的體認與共識、A-1-5 學校成員對行

政瞭解與參與、A-1-5 學校成員對行政瞭解與參與、A-1-6 與教育政策配合

情形、A-1-7 計畫反映辦學理念 

A-2 教師能力素質 

A-2-1 教師研究發展能力、A-2-2 教師進修規劃、A-2-3 提供研究進修資

源、A-2-4 平均每位教師進修比率、A-2-5 認輔教師與學生比率 

A-3 教學資源設備 

A-3-1.預算經費計畫、A-3-2 專科教室設備、A-3-3 圖書資源設備、A-3-4

運動場地與器材設備、A-3-5 資訊設備管理、A-3-6 輔導室設備空間規劃、

A-3-7 圖書借閱率、A-3-8 無障礙空間規劃設備 

A-4 學校環境規劃 

A-4-1 校園校舍規劃與管理、A-4-2 師生活動與學習空間、A-4-3 校園整

潔美化、A-4-4 飲水及衛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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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校長領導 

B-1-1 校長的辦學理念與專業、B-1-2 校長行政領導的知能、B-1-3 校長

教學領導的知能、B-1-4 校長的公共關係、B-1-5 校長的品格操守 

B-2 學校行政管理 

B-2-1 教職員甄選與遴用制度、B-2-2 教職員獎懲、考核與申訴、B-2-3

經費運用與稽核、B-2-4 營繕工程與設備購置管理、B-2-5 文書檔案管理、

B-2-6 校園危機處理、B-2-7 校務行政電腦化、B-2-8 自我評鑑機制、B-2-9

家長組織運作、B-2-10 教師組織運作、B-2-11 社區資源運用 

B-3 學校氣氛 

B-3-1 校務決策溝通、B-3-2 師生交流互動、B-3-3 教職員工的凝聚力、

B-3-4 教職員工休閒活動、B-3-5 激勵士氣鼓舞人才、B-3-6 學校認同與責任 

B-4 教師教學品質 

B-4-1 班級經營、B-4-2 教學設備的使用、B-4-3 教學輔導執行、B-4-4

多元教學策略、B-4-5 英語教育實施、B-4-6 鄉土教育實施、B-4-7 資訊融入

教學、B-4-8 落實多元計量、B-4-9 教學研究會實施 

B-5 課程設計與實施 

B-5-1 課程評鑑、B-5-2 課程領導與組織運作、B-5-3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

織運作、B-5-4 本位課程發展、B-5-5 教科書遴選、B-5-6 彈性節數規劃 

B-6 學生事務與輔導 

B-6-1 品格教育、B-6-2 安全教育、B-6-3 體育與體育、B-6-4 環境保護、

B-6-5 輔導諮商、B-6-6 特殊教育、B-6-7 生活教育、B-6-8 學童午餐、B-6-9

性別平等教育、B-6-10 民主法治教育、B-6-11 生命教育 

C-1 學生學習表現 

C-1-1 學生學習表現、C-1-2 學生品德表現、C-1-3 校外競賽活動、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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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情形 C-1-5 學生身心健康情形、C-1-6 學生參與社會服務 

C-2 教師專業成長 

C-2-1 教師專業成就表現、C-2-2 教師研究與進修成果、C-2-3 教師專業

社群成效、C-2-4 教師使用教學資源成效 

C-3 學校與社區關係 

C-3-1 上級與社區家長評價、C-3-2 學校社區之聯繫與服務、C-3-3 社會

資源應用成效、C-3-4 策略聯盟運作、C-3-6 親職教育實施成效 

C-4 行政效能 

C-4-1 預算執行率 C-4-2 經費運用是否恰當、C-4-3 具體改革成效 

肆、結果與討論 

一、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的結果 

第一次 Delphi 調查問卷，包含三大領域，14 個項目，以及 91 個指標。填答

說明中請 Delphi 專家成員針對調查問卷中的評鑑指標與項目做評判，用六點量

表評判其重要程度，以 1 代表重要性低，6 代表重要性高，中間分數則按重要程

度，分別以 2、3、4、5 加以評定，數字愈大代表愈重要。 

第一次 Delphi 調查結果為：評鑑指標與項目之平均數均大部分大於 4.5(將

六點量表換製成百分等級約為 75)和大部分標準差小於 1，顯示出 Delphi 成員對

此層面已達初步共識，就大於 4.5 及大於標準差部分刪除或修正，結果仍為 14

個層面，但減少 7 個指標，剩下 84 條。 

依據第一次 Delphi 的結果，進行第二次調查，結果是評鑑指標與項目之平

均數均大於 4.5，且標準差均無大於 1，顯示 Delphi 專家小組成員對此層面已初

步達成共識，因此全部予以保留。 

第三次調查的結果，與第二次相近，都是評鑑指標與項目之平均數均大於

4.5，且標準差均小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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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層程序分析法(AHP)的結果 

（一）三大評鑑層面內容之權重體系 

依權重體系之排序分別為歷程指標為 37.65%、投入指標為 32.13%、產出指

標為 30.22%。CR=0.03＜0.1 

（二）14 個評鑑指標內容之權重體系 

1.投入指標評鑑層面下 4 個評鑑指標： 

依權重體系之排序分別為：教師能力素質為 41.06%、計畫與目標為

27.20%、教學資源設備為 19.14%、學校環境規劃為 12.60%。其 CR=0.03＜

0.1。 

2.歷程指標評鑑層面下 6 個評鑑指標： 

依權重體系之排序為：校長領導為 27.32%、教學實施為 16.92%、學校

氣氛為 16.05%、學校行政管理為 14.27%、學生事務與輔導為 12.74%、課

程設計與實施為 12.70%。其 CR=0.01＜0.1 

3.產出指標評鑑層面下 4 個評鑑指標： 

依權重體系之排序為：學生學習表現為 52.17%、教師專業成長為

25.26%、學校與社區關係為 11.79%、行政效能為 10.79%。其 CR=0.03＜0.1。 

就以上的結果，彙整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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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民小學校務評鑑指標體系 

三、綜合討論 

 （一）德懷術結果 

運用德懷術在選擇研究樣本方面，為使研究結果具有效度，德懷術參與者

需選擇具代表性的專家，應考量其背景，最好包含不同理念或地位的成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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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不同層面的資訊（Issac & Michael,1984）。德懷術宜採用小樣本，一般而言

異質性小組 5 到 10 位即可：同質性小組需增加人數至 15 到 30 人左右，以降低

群體誤差並提升可信度(Dallkey, 1969; Delbecq, 1975)。本研究共邀請 28 位專家

進行三次的德懷術專家問卷，其中中央及各縣市政府行政人員 5 人、師資培育

機關學者專家 7 人、家長團體代表 2 人、教師團體 2 人、國小校長 6 人、國中

小主任 3 人、教師 3 人。成員有教育行政人員、具教育指標建構專業背景的專

家學者、家長和教師團體、國中小校長主任和教師等各方的代表，成員來自全

國各區域、人數多且包含各層面的代表。 

第一次 Delphi 問卷調查，可看出評鑑指標與項目之平均數均大部分大於

4.5(將六點量表換自成百分等級約為 75)和大部分標準差小於 1，顯示出 Delphi

成員對此層面已達初步共識，就大於 4.5 及大於標準差部分刪除或修正。而在開

於性意見中，Delphi 部分成員認為用語上有一些不適切，因此將其意見加以彙整。 

第二次 Delphi 問卷調查，包含三大領域，14 個層面，以及 84 個指標(減少

7 個指標)。本次問卷乃是經由 Delphi 專家成員所提供之建議所統合彙整而成，

相較於第一次問卷，兩者之間的差異是，本次問卷提供與呈現個人與全部 Delphi

專家成員在第一次問卷中的反應情形(包含修正與新增評鑑項目)。由分析結果可

看出評鑑指標與項目之平均數均大於 4.5(將六點量表換算成百分等級約為 75)，

且標準差均無大於 1，顯示 Delphi 專家小組成員對此層面已初步達成共識，因此

全部予以保留。 

由上述德懷術參與者的成員人數、代表性和來自全國各區域符合文獻中的

德懷術樣本選擇規範，而第二次 Delphi 問卷統計分析結果，評鑑指標與項目已

獲成員們的初步共識而獲得保留，可見本研究之德懷述實施極具信度和效度。 

 （二）階層程序分析法(AHP)結果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 AHP，是指將所要研究的主題分解成簡單明瞭

的階層，然後透過 Delphi 專家小組成員的意見評判，藉由次序量尺(ordinal scale)

來做成評鑑層面與指標的成對兩兩做比較，然後求取各階層間的權重，最後彙

整而建構形成本研究評鑑層面與指標之權重體系。依權重體系之排序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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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指標為 37.65%、投入指標為 32.13%、產出指標為 30.22%。投入指標評鑑

層面下 4 個評鑑指標：依權重體系之排序分別為：教師能力素質為 41.06%、計

畫與目標為 27.20%、教學資源設備為 19.14%、學校環境規劃為 12.60%：歷程

指標評鑑層面下 4 個評鑑指標：依權重體系之排序為：校長領導為 27.32%、教

學實施為 16.92%、學校氣氛為 16.05%、學校行政管理為 14.27%、學生事務與

輔導為 12.74%、課程設計與實施為 12.70%。CR=0.01＜0.1。產出指標評鑑層面

下 4 個評鑑指標：依權重體系之排序為：學生學習表現為 52.17%、教師專業成

長為 25.26%、學校與社區關係為 11.79%、行政效能為 10.79%。CR=0.03＜0.1。 

透過階層分析程序法的實施得知校務評鑑指標中三大領域（投入指標、歷

程指標、產出指標）、14 個項目和 84 個指標的層級權重、整體權重及層級權重

排序，再依權重得知這些領域和項目的重要性程度。這有助於各縣市及縣市合

併後，校務評鑑指標因應城鄉落差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個別差異，在實務上

的彈性運用，並顧及質與量兼容並包的必要性，自行增加或刪減評鑑指標並決

定其權重，將更能增加此研究的可行性。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共歸納出國民小學校務評鑑的主要內涵，包含：計畫

與目標、教師能力素質、教學資源設備、學校環境規劃、校長領導、學校政管

理、學校氣氛、教學實施、課程設計與實施、學生事務與輔導、學生學習表現、

教師專業成長、學校與社區關係、行政效能，共 14 項，91 個指標。經三次的

Delphi 後，以平均數均大於 4.5，且標準差均小於 1 為標準，共刪除 7 個指標。  

在重要度排序上，三大評鑑領域方面歷程指標為 5.53、產出指標為 5.52、

投入指標為 5.44，三者雖然有大小差別，但平均數相近且接近 5.5 左右(最重要)，

顯示三者之重要性是接近同列最重要。14 個評鑑指標方面以學校環境規劃

(5.8)、校長領導(5.8)及學校氣氛(5.75)三者最為重要。84 個評鑑項目方面，經由

Delphi 得出其重要性程度分別介於 6.00~4.64 間，亦均達重要(4.5)以上之程度，

以校長的品格操守(6.00)、教職員工的凝聚力(5.96)、(5.96)學生行為品德表現三

者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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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據第三次 Delphi 問卷統計分析結果，進行 AHP，結果在三大評鑑層面

內容方面，歷程指標為 37.65%、投入指標為 32.13%、產出指標為 30.22%、14

個評鑑指標方面教師能力素質為 41.06%、計畫與目標為 27.20%、教學資源設備

為 19.14%、學校環境規劃為 12.60%。校長領導為 27.32%、教學實施為 16.92%、

學校氣氛為 16.05%、學校行政管理為 14.27%、學生事務與輔導為 12.74%、課

程設計與實施為 12.70%。、學生學習表現為 52.17%、教師專業成長為 25.26%、

學校與社區關係為 11.79%、行政效能為 10.79%。 

二、建議 

（一）校務評鑑指標的建構，IPP(投入-歷程-產出)三者並重 

綜合權重比例及適切度(平均數)的統計和分析，投入、歷程、產出等三項領

域在兩個向度相近下，顯示三者內涵同等重要。而一般教育主管單位和學校較

重視產出而忽略投入和歷程領域情況下，此一結論可看出學校校務要在投入、

歷程及產出三個層面都要同等重視。 

（二）依重要性或權重順序，可視需要擇取較重要指標實施評鑑 

本研究共建構了 14 個項目，但若是校務無法全面實施評鑑時，研究者建議

可選擇較重要的指標做為初步評鑑，特將 AHP 所建構出之權重大於 5%以上的 9

個指標視為是重要的主要指標，依權重順序分別為：學生學習表現(15.77%)、教

師能力素質(13.20%)、校長領導(10.29%)、計畫與目標(8.74%)、教師專業成長

(7.63%)、教學實施(6.37%)、教學資源設備(6.15%)、學校氣氛(6.04%)、學校行

政管理(5.37%)等 9 個指標，可供參考。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可依據縣市背景自

行去增加或刪減評鑑項目並決定其權重，以符合實務上彈性之運用。 

（三）學生學習表現最為重要，學校教育成果應強化學生學習表現。 

依據本研究發現產出指標中學生學習表現整體權重為 15.77%，是所有 14 個

項目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其第三級指標為：學生學習成就表現、學生行為品德

表現、及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情形，這與公立國小設置運作旳教育目標（國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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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第 7 條明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民族精教育及國民生活教

育為中心）符應，因此，學校推動校務應以學生學習表現為依歸，內涵應包括

學生學習成就表現、學生行為品德表現、及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情形。身為學校

的主管及教師應該把學生當成教育的主體，以學生為中心，帶好所有的學生，

讓每位學生都同樣的重要，而所有的校務推動及行政作為，都以學生的學習需

要為首要考量。 

（四）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研究方法方面 

在建構本研究指標之內容時，所採用的方法為德懷術，此法雖然能達

成一致性共識，達到集思廣益之功效，非公開的作業方式固然降低了人際

間的交錯影響力，但同時也犧牲了團體創造性的腦力激盪，且問卷調查此

書面的溝通方式亦有其限制，例如填答時未免書寫表達的意義不完整等。

為了解決此法所生之流弊，研究者建議可採用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Method)，此法可以使專家成員彼此溝通互動與回饋更加順暢，所得的結論

相對也更加適切與周延。 

此外，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可針對未來教育情勢的變化，聘請教育

相關學者與專家進行指標權重體系分配的修正。如果可以，可採用不用權

重體系的建構方法，諸如因素分析法與主要成份分析法並與 AHP 做比較並

分析其間之異同，如此一來，將能提高權重體系的可靠性。 

2.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雖然分有國內教育界先進人士，包含縣市政府教育局行政

人員、師資培育機關學者專家、家長團體、教師團體、學校行政人員與學

校教師共 28 人，惟家長團體及教師團體僅各有 2 人，而學校教師僅有 3 人，

其代表性稍嫌不足，研究者建議此 3 類人員人數應該增加。另外，與學校

有關的代表如志工團體、社區人士與學生，也應諮詢其意見，最好採訪談

方式以達到研究質量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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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應用方面 

本學校校務評鑑指標系統之基礎架構，依據輸入、歷程以及產出領域

的特性，下設若十四個二級項目，二級指標下又設 84 個三級指標，而一套

完整的校務評鑑指標應有四級階層式指標架構。本研究礙於研究者本身能

力、時間等因素的影響下，只完成三級指標的建構，因此其實務應用性偏

低，有賴後續研究者對本研究所發展的評鑑指標再進一步建構第四層細部

指標，並加以檢視驗証，最好能建構完成後實地施測以達理論與實務相輔

相成之功效。 

4.研究模式方面 

校務評鑑指標建構模式以 CIPP(背景-輸入-歷程-產出)模式，較為周延。

在體系建構方面，本研究以縣市教育主管機關為主、地方學校為輔。因能

力、時間及資源等因素，採取系統理論的觀點，以 IPP(輸入-歷程-產出)模

式為分析架構，著重校務系統在投入、配置與校務過程的發展、運用及其

所產出的結果。而若能兼顧背景因素採取 CIPP 的模式，顧及各學校不同發

展背景的資源來源及個別差異和學校的投入過程，是較相當可行的學校評

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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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onstruction Elementary 

School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Chin-Hu Cheng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adopting IPP evaluation mode to build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and its weight system.  By way of 

studying documents and analyzing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school affairs already 

done by 9 counties and cities, there are 3 evaluation fields, 14 evaluation items and 84 

evaluation indicators generalized.  The Delphi members’ main task is to make a 

judgment about the fitnes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its weight system.  After 3 

times of Delphi questionnaires, the fitnes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acquired.  In 

the mean time, there’s one relative weight questionnaire at the third time, and AHP is 

adapted to build its weight system.  Another made four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as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school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of the school as a future reference.  

 

Keywords: school evaluation, school evaluation indicator, Delphi techniqu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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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以多元文化為國家定位的爭議： 

從多元文化教育與教育正義的觀點 

龔元鳳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多元文化係我國社會存在的現象，也是國家定位中重要的考量要素，然而，

不論中外，對於多元文化主義暨多元文化教育的主張仍存在許多爭議，諸如：

多元文化究竟是「事實」還是「理想」，多元文化教育究竟在「求同」還是「存

異」；多元文化教育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關連性；以及，實施多

元文化主義或多元文化教育是否將導致族群分裂等。本文將從多元文化教育與

教育正義的觀點進行探究，俾釐清上述爭議與相關概念，並提供我國制訂與實

施多元文化和相關教育政策之參考。 

關鍵字：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主義、教育正義、教育機會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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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多元文化主義指稱任何事物，但同時卻又無所指涉。」 

(Multiculturalism means everyth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nothing.) 

(J.L. Kincheloe & S.R. Shirley, 1997, p.1) 

以上係多元文化學者Kincheloe 與Shirley對於美國多元文化主義所下的廣為

人知的註解，往往被用以說明社會對於多元文化主義或多元文化教育過度引申

或誤用的紛亂現象。 

臺灣具有移民社會的事實，多元文化亦為我國國家定位 (張茂桂，2008)，

然而有關 Kincheloe 與 Shirley 指稱的紛亂現象，在我國並不稍減，如同張建成(2007)

指出的，由於多元文化所處的政治正確地位，多元文化主義因此遭到過度渲染，

進而呈現兩種發展困境，分別是基於原生論主張群體權利至上的「獨石論」(a 

monolith theory)，以及過度包容各類文化差異訴求而無限擴張其範圍的「巨傘論」

(an umbrella theory)。 

事實上，不僅支持多元文化者對於其所應含括的範疇產生紛雜不一的歧

見，社會各界甚至對於是否應實施多元文化一事尚且存在許多根本上的爭議與

疑慮。本文除論述我國推行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之

外，並將討論與釐清社會上對於推行多元文化的主要爭議。基於學校被賦予培

育未來公民之重任，以及社會對於學校教育促進階級流動的期待，因此將從多

元文化教育與教育正義的觀點切入，兼及我國目前實施上面臨的困境與展望，

俾提供我國日後制訂與實施多元文化和相關教育政策之參考。 

貳、我國推行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多元文化的本質，不僅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實踐。就我國而言，至少有

以下四個支持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理由： 

一、多元文化的國家定位 

就法令與政府組織層面分析，我國將自身定位為多元文化的國家(張茂桂，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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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令方面，不僅將「多元文化」明確揭示於我國憲法增修文第 10 條，並

將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納入被喻為「教育憲法」的教育基本法第 2 條條文外，

其它如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原住民族基本

法」等相關法規，皆顯示國家以法律捍衛並維護多元文化的決心。 

在政府組織方面，無論於中央或地方政府層級，亦皆有相關主管機關的設

立，如行政院的「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以及地方政府的「原民會」、

「客委會」等，以執行國家的多元文化政策，並制定相關措施。 

二、多族群國家的事實 

臺灣歷史於早期即有多種不同語言及文化的原住民族群，17 世紀後，歷經

漢民族及多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殖民統治，二次戰後，更有隨國民政府遷

台的所謂外省族群，以及後來因經濟因素來台的外籍勞工或因婚姻來臺的新移

民女性，凡此種種，皆一一構築了臺灣豐富、多元且獨具特色的社會文化。周

馥儀(2004)以「混雜型的臺灣文化」描述此種現象，陳文瀾(2004)則直指，即使

單就血統分析，多數臺灣居民亦難以被歸為「同文同種」。 

混雜、變易、多元本為臺灣文化的特色，族群國家亦為臺灣社會的事實，

加以現今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現象，臺灣的文化混雜現象，勢必更為加

劇。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刻不容緩。 

三、構築集體的「共善」基礎 

張茂桂(2002)認為臺灣歷來社會整體與結構性的變化中，有因工業化及全球

化所致的社會分殊現象，也有因殖民記憶與冷戰分裂而難以磨合的統獨政治衝

突，爰應藉由建構「民主」與「多元文化主義」的「新思維」，透過「多元文化」，

重構臺灣社會集體的「共善」基礎，以緩和社會的差異與對立。 

此種主張與美國多元文化學者 Banks 的主張有類似之處。依據歐志華(2009)

對 Banks 多元文化課程理論的分析指出，Banks 從重振美國立國之初的民主理想

出發，提出國家主義的主張，希望在少數族群毋須為融入美國社會而放棄自己

原有族群性的前提下，透過建立一套各族群都能接受且認同的共同文化與價值

觀，減少或免除無謂的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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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若能在尊重並維持社會文化多元化的條件下，建立社會成員共同的

價值觀，有助於促進社會和諧與繁榮。 

四、因應全球化現象中的在地化需求 

全球化起於全球經濟分工的需求，以及網路、傳媒等科技發達的助力，致

世界產生許多趨同現象，尤以跨國企業藉由上述助力強力進行商品的販售及消

費行為與價值觀的型塑等尤為明顯(李有成，2012；歐用生，2006）。Ritzer 提出

的「麥當勞化」現象，往往被用以描述全球化下，效率、精確性、預期性，以

及科技控制等意識型態對於人的控制過程 (李有成，2012)。 

面臨此種經濟文化的後殖民現象，各國想要在其間保有競爭力，除加入全

球化的行列之外，如何以具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商品創造更高的、無可取代的附

加價值，將是更為有利的作法。李有成(2012)舉臺灣麥當勞的在地化現象，說明

經由全球與本土對話的創新結果，證明本土對於全球化並非無可抗拒。從

Giddens(1984)的結構二重性( the duality of structure)理論，以及 Archer(2003)的形

態生成論(mrophogenesis)詮釋，此即本土面對全球結構的限制，在了解結構的規

則並以之為指導條件下，經過慎思與反省，發揮本土的主體性，將限制轉化成

為創新行動的有利結果。 

商業利潤始終來自於為顧客提供所需的服務，多元化是展現商品特性與可

選擇性的關鍵因素，也是顧客關注的焦點所在。因此，如何在全球化的普同現

象中由在地出發，以多元化的觀點及素養來看待世界，進而能展現自身特色，

並將之轉化為全球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則學校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動，將是不可

或缺的一股重要力量。 

參、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或教育的三個主要爭議面向 

儘管多元文化乃我國憲法明載的國家定位，惟至目前為止，不論中西，各

界對於多元文化主義或教育的相關主張及其實施所可能引發的後果，仍存在不

少爭議，諸如：多元文化究竟是「事實」還是「理想」，多元文化教育究竟在「求

同」還是「存異」；多元文化教育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關連性；

以及，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或多元文化教育是否將導致族群分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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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著從上述三個主要爭議的面向進行分析與討論，俾概念之釐清，同

時也希望有助於日後多元文化和相關教育政策之制定與推動。 

一、多元文化究竟是「事實」還是「理想」，多元文化教育究竟在「求

同」還是「存異」？ 

莊勝義(2007)指出，多元文化兼具「事實」與「理想」的雙重特性，多元文

化教育則兼有「求同」與「存異」的雙重訴求，因此極易被誤解為二元對立或

兩難的吊詭情形。 

然則，事實與理想、求同與存異之間，是否代表一種斷然不相涉的關係？ 

（一）多元文化是「事實」還是「理想」？ 

從全球脈動的趨勢以觀，在現今資訊發達、全球經濟密切關連的寬平世界

(the world is flate)(Friedman, 2005)中，任何投入全球經濟競爭的國家彼此間文化

的相遇與碰撞，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也成為各國政府及其人民必修的課題；

而各族群成員如何求得一個無歧視的理解與平等競爭的地位，在保有對自身文

化的認同與尊嚴上，對於異族群的文化予以理解、肯認並欣賞，則不僅是身為

世界公民必備的基本能力，也是多元文化主義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標。 

從學校教育的角度分析，Banks(2008)認為，由於民主的理想和學校與社會

的實際間永遠存在著差異，因此，多元文化教育追求提供所有學生均等教育的

目標從未被完全達成，故而多元文化教育應被視為一個永無止盡的歷程；Nieto

與 Bode (2008)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應致力去除校園中的歧視，肯定學校師生及

所在社區於種族、族群、文化、性別、宗教、經濟、語言…等各個面向的多樣

性，並以批判教育學為哲學基礎，進行認知、反思與社會改革的實踐，以促進

社會正義的民主根源。 

凡此皆指出，多元文化不僅是一種既存的社會事實，同時也企求經由肯定

社會各面向的多樣性，對抗社會的不公義，以實現民主社會的正義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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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教育在「求同」還是「存異」？ 

有關多元文化教育究竟應努力於「求同」還是「存異」的問題，許多學者

試圖從不同的面向加以論述。 

有從心理上的「同理」主張「求同」，強調對不同群體的「他者」進行政治

地位平等之反思者。如 Kanpol(彭秉權譯，2005)認為，在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的

校園中，教師與行政人員應從自己生命中受壓迫的經驗上進行反省，使能對「他

者」產生「同理心」。 

另亦有同時從文化與政治的角度綜論，而主張「文化存異」與「政治求同」

者。如施正鋒(2009)主張，各族群間應於文化特色上建立「同中存異」的關係，

以達到政治制度與社會價值方面「異中求同」的目標。Banks(歐志華，2009)亦

支持建立一種能整合國內各種族群文化的國家主義，協助個體擁有對己族文化

的正向與反思的承諾和認同，使不同族群文化皆能獲得充分的認可與尊重，進

而在此基礎上建構出各族群都能接受的國家文化與共通價值，並發展對國家的

忠誠。 

綜上，多元文化教育不僅具有「求同」與「存異」的雙重特性，且二者間

存在相互援引與支持的關係。一國成員在建立一個國家的共識下，承認並尊重

彼此的差異，以求建立多元、平等與和諧共榮的社會，這樣的理想，雖存在重

重的困難，卻是必要且值得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二、教育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關連性？ 

有關教育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的關連性，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爭議所在。 

雖然許多學者皆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於實現社會正義，

而其主要實踐途徑則為教育機會均等；惟亦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二者間

不僅未具必然的關連性，甚至可能出現相互衝突的矛盾現象。 

為釐清其間的關係，以下將由是否有普世的正義觀談起，接著探討將「正

義」列為社會議題的必要性，以及正義的原則與其適用之順序，最後再分析教

育正義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間的關連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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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有具普世價值的正義觀？ 

對於所謂的「正義」，一般學者大致同意：並無放諸四海皆準或亙古不變的

判斷標準。惟，正義是否真的不存在基本的普世價值？又，若果真如此，「正義」

是否就不足以成為社會討論的議題？以下分就哲學、社會學及國際社會的實際

面進行討論。 

從哲學的角度分析，李崗(2011)指出正義在我國古語意境中具有兩種涵義，

一是指合理的價值規範及適當的行為結果，另一則是指對某個文字概念進行準

確的注釋與說明；依我國儒家觀點，正義係指道德良心，如孟子的「義利之辨」

即是，而西方的 justice 則指「應依照權威作事的規定」，特別是指「公平交易」

與「正當行為」而言，亦即「應當遵守的慣例與原則」的「總和」。謝世民(2010)

指出，一般學者皆同意「正義」是一種狀態，係一種依據具約束力及規範力的

有效分配原則；依此，「社會正義」乃超越現行法律與體制之上的有效分配原則，

只有當社會中的每位成員均能依此原則獲得依自己作為的應得之物時，社會正

義才算真正實現，而此分配原則並不排除其普遍性。Sandel(樂為良譯，2011)則

提出思辨正義的三種途徑，分別是：以社會多數人的利益為考量的功利主義，

以市場中是否有完全交易自由為考量的自由主義，以及從能否促進社會良善的

美德觀加以思考的途徑。Sandel 所歸納的三種途徑，可視為是對上述中西學者主

張之正義觀的綜觀與歸納，其中，功利主義與自由主義係從市場機制的觀點出

發，較趨近西方的公平交易及有效分配原則；而道德觀的部分則從公民責任的

觀點出發，較趨近我國儒家義利之辨的道德考量。 

張茂桂(2011) 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指出，雖然社會學者基本上對於所謂「正

義觀」的普同主義(universalism)持懷疑論的看法，認為其具有特定時空及區域歷

史的道德判準上的差異，一般而言，仍不離以馬克思衝突理論為代表，試圖追

求社會平等的左派「社會平等」觀，以及以結構功能論為代表，強調社會流動

的右派「開放社會」觀。 

從國際社會的現象以觀，雖然各國基於獨特的歷史、地理與文化等背景因

素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觀，並影響其對於公平正義的看法，然而若由代表西方

人權觀的「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以及代表「亞洲價值」的「亞洲人權憲章」（Asian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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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er）的內涵來看，對於基本人權的尊重，已成為今日大部分國際社會成員

的共識 (蘇鈺楠，2013)，也顯示出國際社群試圖藉由國際論述平台，朝向建立

以維護人權做為國際普同性正義觀的目標邁進。 

可見，正義雖尚無放諸四海皆準或亙古不變的普世價值，然而就不論就哲

學、社會學的論述，或就國際社會的現實面來看，正義觀卻非一個任由眾人各

自表述的散漫概念，亦可依具某些原則或價值觀進行判斷。再者，基於全球化

的影響，國際間的交流與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為保障彼此的權益，發展出國際

社會成員對於國際正義觀的共識將是必然的趨勢。其中，以人權做為國際正義

的基本元素，將是未來各國致力發展當代普世正義觀努力的方向。 

（二）將「正義」做為社會議題的必要性 

張茂桂(2011)主張，儘管社會學者對於所謂「正義觀」的普同主義持懷疑論

的看法，惟，基於社會學應具備積極的「入世」態度與行動干預的能動性，因

此仍應對「平等」及「開放流動」的問題予以關注，以免流於與真實社會疏離

的「學院專業」的社會學。Sandel(吳四明、姬健梅譯，2012)更指出，當前人們

身處的困境是：在政治上，為了避免黨派之間的衝突而有過少的道德議論；而

在市場上，則為了維持市場魅力，對價值採取不主觀的立場，以致掏空了人們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論述。因此，當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上擁抱市場機制，當市

場價值不斷擴展延伸至非市場的生活領域時，不僅加深了階級間的不平等，更

使得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淪入腐化與墮落的境地。 

因此，「正義」是否具普同性的問題雖仍在持續論辯當中，然而，基於它對

個人、社群與全球共榮的積極意涵，理應成為眾人共同關懷的議題，俾改變不

公義的社會現象，使人性的正向價值得以發揚。 

（三）正義的原則及優先適用之順序 

謝世民(2010)指出，狹義的「教育正義」是預設一套超越法律架構與現行體

制之上的，「針對教育機會」訂定的有效分配原則，而論及教育正義的議題，須

就其關於「教育機會」的有效分配原則的規定，以及相對於其它資源的優先性

進行探討。以下就 Rawls 的正義論，進行相關議題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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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Sandel(樂為良譯，2011)的分析，相較於 Aristotle 提出以促進美德為目

的的古典正義論，Rawls 與 Kant 則主張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的現代正義論。Rawls

認為，理想的社會契約係經由無知之幕，亦即假設每個人在對於自己的階級、

性別、種族、宗教、家庭或身心狀況等一切皆未知的平等初始狀態下，所達成

的假想協議，他並提出正義的平等與差異兩項原則及其適用之優先順序：全民

皆享有某些基本自由的平等原則，只有在能為社會最底層的人們帶來利益的條

件下，才能適用差異原則。 

謝世民(2010) 則試圖由 Rawls 所提正義的「機會的公平均等原則」主張，

導出「教育正義」的優先適用順序。該原則係指：除禁止歧視外，社會體制不

得允許社經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除非此種不平等可在最大程度上提升那些將從

社會合作中獲益最小者的未來發展。謝世民認為，依此原則不僅可導出「教育

機會的公平均等原則」，亦可導出「教育正義」適用原則之順序，即：以「基本

自由原則」為優先考量，其次為「教育機會的公平均等原則」，其後為「差異原

則」的適用。 

Sandel(樂為良譯，2011)認為，正義固應考慮平等、自由等層面，唯契約訂

定當時，雙方是否果真處於知識、權力、社經背景…等各種條件都平等的狀況

下，是否皆擁有絕對選擇的自由，往往值得質疑。因此，他特別強調正義的道

德層面，特別應注意市場機制對於生活領域的影響，主張道德應成為公共領域

討論的議題，以界定何種領域或事物不應進行市場買賣，以避免不平等(不公義)

的現象，以及美好事物價值的貶損或腐化。 

援上，則有關教育的事務若欲達到公平正義的理想，是否能適用 Rawls 主

張的原則適用之順序？是否應回歸到市場自由機制的領域？答案顯然並非如此

單純與樂觀。除了高社經地位家庭對於子女教育投資較低社經地位家庭為高，

致使「教育機會的公平均等原則」幾無實現的可能之外(姜添輝，2010；謝世民，

2010)；基於此原則對弱勢者所做的補助或援助，也可能使得弱勢家庭的父母因

而減少為子女教育投資所做的努力，進而使社會整體的可用資源降低，並可能

排擠提升最小獲益者(通常為社經地位較低或資質稟賦較差者)人生前景的社會

資源(謝世民，2010)。若以前述 Sandel 指出之思辨正義的三種途徑來看，不論是

從增進社會多數人利益之功利主義的立場，或追求以市場交易自由之自由主義

的立場，以及欲促進社會良善之美德觀的立場而言，Rawls 所倡導的正義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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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順序，既無法達到左派主張的藉由教育以遂社會平等的目標，又無法達到

右派主張的以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理想，致使教育正義無從實現。 

謝世民因此(2010)主張，在教育正義方面，社會應凸顯教育機會對於公民個

人及社會的重要性，以確保獲得教育資源最少的成員所獲得的資源額度不會少

於社會平均值的某個比例，並且至少應達成不得歧視以及容忍並欣賞差異的社

會共識。此等觀點，可視為是對差異原則優先適用之主張。 

筆者認為，由於弱勢群體所處的社會不利地位，致諸多權利遭到忽視或剝

奪，如依 Rawls 對於正義原則適用順序的主張，無異更加劇原本上下階級間的

資源分配與權力的不平等，不可不審慎為之；而相關學者對其理論提出的批判，

貼近多元文化教育對族群文化差異的尊重，以及追求各族群政治地位平等的主

張，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四）多元文化教育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間的關連性問題 

誠如前述，雖然一般學者皆認為多元文化教育係以教育機會均等為實現社

會正義的主要途徑之一，惟，亦有學者認為，多元文化教育與教育正義之間並

未存在必然的連結。我國學者莊勝義(2009)即對於國內外許多的多元文化教育學

者自然而然地將教育機會均等納入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提出批判，認為這樣的

論述存在本質上的缺陷。莊勝義的主張，係基於以下三種理由：(1)由於社會正

義將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與時空脈絡而有不同的主張，因此並非共享的普世價

值；(2)文化肯認與資源重分配並非同步相關或具歷時性情境，甚至於現實社會

中有相互扞格的可能；(3)社會正義關注個人擁有的權利，而多元文化教育則聚

焦於群體共享的權益。 

筆者認為，莊勝義提出的觀點雖可幫助我們覺知二者之間存在非必然性的

連結與因果關係，唯其彼此間亦非處於截然二分的立場。 

首先，社會正義觀雖具動態變易的特性，因此屢受質疑為非世人共享之普

世價值；惟誠如本文先前之討論，於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且相倚甚密之今日，不

同社會間勢必發展出對國際正義應具備之最低共通元素的共識，否則，國際間

的合作勢將窒礙難行，今日各國簽訂的諸如人權、環保等國際公約，即為顯例。

如將社會正義視為對社會、政治與經濟不公義現象的矯正，則筆者認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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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遍存於社會和政治上的「濟弱扶傾」的價值觀，以及禮運大同篇所述

「大同」世界的理想，即可做為社會正義追求的終極目標，這些都是早已內蘊

並深植於我們自身文化當中，不待外求的珍貴價值觀。推而論之，我國儒家主

張的「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哲學，與當代西方世界主張之「教育

機會均等」和「積極性差別待遇」的教育觀，均係由關照每一位學生，以積極

保障其受教權，並追求卓越之教育品質的思維出發，因此，不僅是一種教育的

正義觀，也是多元文化教育主張同理並尊重群體差異，以及追求平等且卓越之

理想的體現。 

其次，雖然多元文化主義強調文化與身分的肯認，而社會正義則著重經濟

及資源的重分配，二者間雖非同步相關或具歷時性情境，惟，基於對族群文化

及身份的肯認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的分配間存在間接關聯，因此，多元文化教育

主張以肯認並尊重各群體文化為基礎，以遂教育機會均等之教育正義的實現，

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 

再者，對於莊義勝認為社會正義關注個人擁有的權利，而多元文化教育則

聚焦於群體共享的權益，因此二者間並不相同的主張；筆者認為，個人權利與

群體權益之間雖未存在等同性，卻存在相當的關連性甚至從屬性，個人權利的

取得，往往無法截然獨立於所屬的群體。因此，多元文化教育雖以對不同群體

文化的地位、尊嚴及權利的直接關注與維護為名，實則間接提昇了群體成員的

自我認同與自尊，並維護歸屬於群體中的個人權益。 

Sandel(樂為良譯，2011)也主張，正義不應僅被視為個人的自由選擇或能促

進多數人的幸福即可，而應考量社群的責任，以達到共善的目標。亦即，不應

以達到自由主義標榜的完全放任自由交易的原則，即視為正義已獲得實現，亦

不應以功利主義福祉最大化的主張為由，將大多數人的權益建立在少數人的犧

牲之上；而應由社會成員以理性共同思辨良善的真諦，進而達到建立人人共善

的正義社會的理想。 

因此，多元文化教育與社會正義之間不僅存在差異關係，亦存在不可分割

的連帶關係。欲於多元社會中追求建立兼顧公平、正義與共善的理想社會，應

由心理上的同理對異文化予以包容、理解與尊重，並以此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共

識，在和諧的氛圍中，共同建構多樣豐富的社會形貌，俾賦予其旺盛的創造力

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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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或多元文化教育是否將導致族群分裂？ 

有關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或多元文化教育的爭議方面，尚有是否將因此影響

族群和諧，甚至導致國家分裂的疑慮。 

由於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基礎的公共政策具有群體屬性，非關個人的特質與

能力，因而在英美國家引起自由主義者的反對，認為違反經濟競爭的自然法則，

且將造成無效能的資源運用。即使身為實施多元文化政治與教育政策先趨國家

的美國，民眾對於實施優惠政策(affirmative policies)的觀點仍然相當分歧，未取

得共識(張茂桂，2011)。自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多元文化教育是否將引發

國家分裂的爭辯(Banks, 2008)，加以 2001 年美國遭遇 911 攻擊事件，更增添對

於回教族裔的不信任與敵意，並時而擴及其他少數族裔或新移民，全國陷入幾

近瘋狂的愛國主義當中(李有成，2012；張茂桂，2011)。政府藉此以反恐為理由，

加強對公共輿論的控制並壓制反對的聲音，「零容忍」政策成為一種隱喻，軍事

武力擴張，民主被窄化為消費主義，而個人主義和社會冷漠則取代了共同協助

的倫理。學校教育於如此的社會氛圍下，加上「新右派」(new right)思想的推波

助瀾，強調學業成就、評量標準及學校課程的控制，課以學校績效責任，視教

育成就的競爭如同經濟競爭，標準及測驗運動代替了先前對種族及族群的關

注，致義務教育階段的課程措施漸趨同質性和合理性 (歐用生，2003；2006；

May & Sleeter, 2010)。因此，美國多元文化教育不僅未見持續發展，反而遭受挫

敗，甚至出現抵制的聲浪。 

然而，社會上族群的分裂與動盪不安，是否果真為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或多

元文化教育所致？姜添輝(2002)指出，Gramsci 的主要論點之一為：受支配階級

在覺知自身受到不公義的待遇或受宰制的情況下，將產生抗拒行動，因此導致

階級間的衝突，如果當權者或既得利益者未能與之磋商，進行折衝、妥協、退

讓等因應行為，以取得被支配或受壓迫階級的認同與支持，將造成更激烈的衝

突或反抗。施正鋒(2009)認為，就實證研究的結果分析，導致族群衝突的真正原

因並非由於國家存在多元文化，而是因政府採取單一文化主義式的同化政策，

致少數族群對不公平的政策心生不滿，而進行族群動員。施正鋒並援引 Kymlicka

的看法，認為少數族群之所以要求已族的獨特文化被主流社會承認，除涉及族

群尊嚴、自由、自決之外，更表達了欲對國家有所貢獻的意願。因此，推動並

落實多元文化主義，反而有助於增進各族群彼此間的信任，並凝聚共識。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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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志華(2009) 對 Banks 論述的統整來看，Banks 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由於美國

各族群對資源的競奪而造成分裂與認同的衝突，因此主張建立人民對國家文化

正向的認同；惟此種認同必須奠基於人民對自身所屬族群的正向與反思的承諾

與認同，才能使其接受此種共同文化，進而發展出對國家的忠誠度。 

可見，族群分裂與社會動盪，實係源於各族群間存在權力不對等的狀況致

弱勢族群受到壓迫和宰制，以及不同族群間缺乏對彼此的信任與尊重所致。多

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強調文化尊重與政治平等，致力於社會階級的消

弭，以去除對異族群的壓迫與不公義的事實，並強調國家共同文化與各族群的

文化特性得以各自發展且相互調和，如此，不僅能消極避免族群的分裂，更能

積極促進社會成員的團結與國家榮景。 

肆、我國推行多元文化主義與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現況與展望 

基於多元文化「事實」與「理想」的雙重特性，多元文化教育「求同」與

「存異」的雙重訴求(莊勝義，2007)，以及相關領域學者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不

同論述，皆凸顯其涉及層面的多元性與複雜性。茲就我國實施多元文化主義與

多元文化教育的現況進行探究，俾理解問題並做為未來尋求實踐的可能途徑之

參酌。 

一、現況 

多元文化的發展，在西方係以非裔美人於 1960 年代的公民權運動為濫觴

(Banks, 2001)，在我國則源於 1980 年代解嚴後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廖如芬、張茂

桂，2010；劉美慧，2012)，藉由「四大族群」、「社區總體營造」、「教育改革運

動」與「原住民運動」的多重作用(張茂桂，2002)，如今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的

口號(陳伯璋，2009；莊勝義，2007)，其中多元文化教育係源自原住民教育的領

域(張建成，2007)。 

（一）我國多元文化主義的實施與困境 

由於我國社會上普遍缺乏對多元文化意涵的了解，因此出現了多元文化的

各自表述，有欲以之建立臺灣主體意識者、有欲以之凸顯社區特殊文化者、亦

有欲以其作為臺灣走向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取徑者(張茂桂，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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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茂桂(2008)指出，由於促成臺灣多元文化相關論述之政治環境的複雜性，

以及不同使用者間政治目的的衝突與對立，多元文化主義在臺灣面臨了以下三

個難題：(1)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民對於國家統獨的定位仍存在重大歧見，致無法

解決「國家定位」的強衝突問題；(2)既有的原住民族議題中無法推翻漢民族的

種族主義與殖民問題，加上近年來對於大陸及東南亞外籍配偶增設歸化門檻限

制所流露的歧視問題，使臺灣的多元文化論招致「正義不足」的質疑；(3)2000

年政權轉移後，由臺獨論述主導的「轉型正義」係以選擇性的方式進行，將「外

省族群」污名化為一個具有優勢的特權集團並鼓勵「排外(省人)」，因而激起「外

省人」的不安與敵意，從而抗拒或嘲諷多元文化。 

除此之外，以多元文化主義做為一種公共政策，還可能造成受保障族群遭

受「反轉性歧視」（reversed discrimination） (張茂桂，2008)，而未受保障族群

則遭受「反向歧視」的負面影響(張建成，2007)。 

有關受保障族群可能遭受「反轉性歧視」方面，由於為賦予多元文化主義

相關政策的正當性，故須強調欲保障對象的特殊身份並施予福利制度，俾保障

該族群的文化與特殊性，進而協助他們在社會中取得平等與具有競爭力的位

置；卻可能因此產生社會類別的「標籤化」、「本質化」、「對象化」與「自然化」

等問題，造成「軟性隔離」，影響各群體間建立「相互性」的認識與連帶關係，

甚至引發「反轉性歧視」，造成新的社會衝突。因此於實施多元化主義時，應從

文化綜合主義(cultural syncretism)的立場進行關係與情境性的思考，注重族群多

重的歷史建構進程，以免陷入文化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僵化思考，致阻礙多

元文化社會的發展(張茂桂，2008)。 

另外，未被界定為弱勢族群者的權益也有可能因而受損，造成「反向歧視」

(張建成，2007)。Sandel(樂為良譯，2011)列舉美國許多大學招生或工作單位聘

僱員工時給予少數族裔優惠待遇的「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所引發的

爭議即為一例。凡此，皆使得多元文化主義的公共政策益發引人爭議。 

事實上，上列所謂的「歸化門檻」、「轉型正義」、「反轉性歧視」、「反向歧

視」等，均涉及本文先前所述之公平正義問題。尤其有關「反轉性歧視」及「反

向歧視」的問題，若從資源分配的觀點來看，則應審慎思考：若欲符合公平正

義，應以何種基準來定義弱勢，又應依據何種標準與優先性來分配有限的社會

資源。如此，才能避免陷入謬誤當中而加劇社會不公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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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與困境 

許多學者對於我國學校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現況，也提出警示與建議。 

陳伯璋(2009)認為，「差異」向來為臺灣社會生活中既存的事實，過去在教

育方面，也致力於避免因差異產生的歧視，以及彌補因此所導致的不公平；惟，

除差異之外，另有認同的問題，因此學校亦應協助學生覺察二者之間的動態關

係，並跳脫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爭辯的框架，才能協助學生辨識文化發展的多

元意涵與文化霸權無所不在的影響。 

張茂桂和劉美慧則指出，一直以來，臺灣的多元文化論述明顯偏向單方面

強調文化保存及語言的問題，缺乏對社會正義的討論與實踐，甚至產生為多元

而多元的流弊(張茂桂，2002；劉美慧，2009)，各類以含有歡樂氣氛的嘉年華會

形式辦理宣稱為多元文化的活動，反而導致流於膚淺與去政治化的結果(張茂

桂，2011)。 

此外，我國各級學校教育與升學制度，對於多元文化與正義的議題並未加

以轉化與落實，因此徒有「一綱多本」的教材編輯理念，卻淪為書商向最大的

中間利益靠攏；徒有立意良好的「課程綱要」，教學現場卻仍被升學考試的單一

標準齊一化；徒有標榜「公平入學」的制度，而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各大名

校仍多數「淪陷」於都會區中上階級家庭的子女，不啻宣告「代間流動」的不

足(張茂桂，2011)。 

除校園推動多元文化教育呈現消極與流於形式的作為之外，事實上在學校

整體教學環境的建構，以及主流社會的意識型態和政治環境的特質等方面，也

存在相當的困境。 

就學校整體教學環境的建構而言，多元文化教育應普遍滲入學校生活的每

件事物當中，而非僅於學校生活中的某個特定時段實施，或附加於特定科目，

或僅由特定教師授課，否則將使教師誤以為多元文化教育是他們所無法承擔

的、多餘的課程，反而阻礙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Nieto，2004)。但我國除了社

會及學校整體環境的同質性高於異質性之外，學校多元文化教育常以附加課程

的方式進行，且實施的責任往往僅落在課堂中進行教學的教師身上，不僅使教

師倍感壓力與負擔，且經常被質疑徒具其名(王雅玄，2010)。 

就主流社會的意識型態與政治環境的特質而言，多元文化教育的施行與環

境建構，也存在相當的困難。除受到前述張茂桂(2008)指出之臺灣政治環境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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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性，使多元文化主義在臺灣面臨了三大難題的影響外，錢克瑋(2008)也以

McLaren 革命性多元文化主義的五個主要概念為基礎，提出我國現階段實施多元

文化教育的五個主要問題，包括：存在漢人意識和中國人意識以及臺灣人意識

等我族中心意識的同化論、內容偏重族群的文化形式而內涵深度不足、鄉土教

育僅進行區域性討論卻未考慮全球化對本土的衝擊、受四大族群論述的影響致

過於簡化與分化，以及缺乏對抗權威的集體實踐行動等。 

綜上可知，我國目前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有過度簡化與分化之嫌，並未真

正掌握並落實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積極追求的文化尊重和肯認以及促進社會正義

的核心精神，對於各群體間不公平的現象，偏向採取避免或彌補的消極方式。

如從 Sleeter 及 Grant 於 2007 年提出的五種多元文化教育的取向分析，較偏主張

同化論與文化剝奪觀的「特殊的及文化差異的教學取向」，或主張增加各文化背

景學生異文化接觸經驗以降低偏見的「人際關係取向」；既缺少「多元文化教育

取向」主張的，藉由學校課程的全面改革以達兼顧學生的多元差異性與教育機

會均等的目標；也缺乏「多元文化的社會正義取向」強調的，應將多元文化教

育擴展至社會行動的層次，進而協助學生成為具批判思考能力的社會公民的理

想(龔元鳳，2014)。 

雖然「教育中立」在涉及某些政治勢力或意識型態是否介入或引導學校教

育的決策、課程、教材內容時，常被用以做為文飾的口號，然而基於學校教育

所受到的重視，教育成為各方勢力競逐的場域已是不爭的事實，上述的衝突問

題，早已對學校教育產生極大的影響，諸如：從以往大中國的漢族本位思考轉

為臺灣本位的教材單元及內容的編排，將以往「存而不論」或被視為禁忌議題

的鄉土、族群、性別、海洋、政治事件（如 228 事件）等納入課程內容。然而，

這樣的決定在多元文化主義追求尊重族群文化差異與建立公平正義民主社會之

理想上，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二、展望 

如本文前述，目前不論就學校教育的微觀面向，或從整體社會結構與政治

情境的鉅觀面向，我國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應經由公開論述，

深化國人以道德提昇為核心之正義觀的共識，並且在此基礎上，加強對各族群

文化內涵深度的理解、肯認與尊重，避免文化本質主義的僵化思考，落實教育

機會均等與教育正義，深化全球與在地的辨證，以及取得國家定位之共識等，

以化解我國目前實施多元文化之困境，積極營造集體共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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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特別提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1 年通過歷來第四

項人權宣言─「文化多樣性共同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 (張茂桂，2011)中，有關多元文化的部分，做為本文的結語，以及身

為國際社會一份子的我國，未來實施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可能作為之

參酌： 

（一）各國在互信與理解的氛圍下，尊重文化多樣性、寬容、對話與合作，以

確保國際和平與安全。  

（二）「文化多樣性」乃革新、交流與創作的泉源，因此「文化多樣性」之於人

類就如同「生物多樣性」之於自然一般，有其必要性，故而文化多樣性

應被視為人類共同的遺產，且應受到肯認，俾維繫當代及未來人類的利

益。  

（三）文化權是人權的一部分，彼此具有一致性、不可分割性以及相互依存性，

捍衛文化多樣性，即捍衛人類尊嚴、人權與自由，其中，少數族群及原

住民族的權利尤應受到尊重(UNESCO, 2002)。  

宣言中提出「文化權」的概念且將之納入基本人權的範疇，同時以「生物

多樣性」的比擬彰顯異文化的珍貴性，這樣的思惟，值得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國

家定位，力求邁向公平正義民主社會的我國，做為指引政策走向的方針。 

此外，陳伯璋(2009)所引述的拉祜族少女的故事，不啻呼應了宣言的重要主

張。陳伯璋藉由身為弱勢族群的拉祜族少女的故事，提醒我們思考：主流想當

然爾的成就，是否真是弱勢族群的想望？我們是否有容許弱勢族群選擇或回頭

(返鄉或認同己族文化、習尚、生活方式等)的機會與權利？社會是否能建置一個

真正「由」弱勢發聲，而非「為」弱勢發聲的論述平台，呈現弱勢者真實的聲

音，而非是由主流族群揣度甚至是虛構的聲音，以免形成另一種宰制。如此懇

切的提醒，當是我國社會推行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化教育，並希望以之實踐社

會正義時，應深自惕勵的。 

期盼未來我國於實施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時，能致力提昇不同族

群文化權的地位，建立一個以文化尊重為基礎，以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為終極目

標的理想的民主社會，亦即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主張多元文化教育應持續不斷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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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bate of Taiwan’s Multi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View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Justice 

Yuan-Feng Kung 

Ph.D.Candidate,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Taiwan is recognized a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by the Constitution. However, 

there are debates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n whether 

multi-culture is a fact of life or is it an idealistic theme? Whethe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 exclusive or inclusive? Whether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will multicult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ause the split of the society? This essay will explore the 

above arguments and clarify the issues from the view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justice, hop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Taiwan.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multiculturalism, educational justice,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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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學業情緒與幸福感之模式研究 

—以同儕互動為中介變項 

蘇玲慧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研究使用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SA）「2012 年國小數學科問

卷調查」資料，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的調查數據，探討學業情緒、同儕互動與幸

福感之間的關係，納入分析的樣本共 10,721 位學生，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驗

證。研究結果發現，整體模式的適配度良好，學生的學業情緒、同儕互動及幸

福感之潛在變項的內部結構穩定，學生的學業情緒對於幸福感、同儕互動皆有

正向影響，學生的學業情緒可以透過同儕互動影響幸福感。最後，依據研究結

果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學業情緒、同儕互動、幸福感、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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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情緒與學習息息相關，因為情緒會引導注意力，創造意義與形成自我的記

憶通路（LeDoux, 1994；梁雲霞譯，2003），進而影響學習，而正向情緒可以激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思考具有創意與彈性，得以接受外來的資訊（林維芬、

徐秋碧，2009）。針對學生情緒的研究頗多，類型也多樣化，從情緒管理到情緒

智力、情緒調整，然而跟學生的學習歷程最貼近的，莫過於學業情緒，近年來，

關於學生在課堂學習過程所感受的情緒經驗，在教育研究中已逐漸受到重視（巫

博瀚、賴英娟，2011；Bernardo, Ouano, & Salanga, 2009），學生在課堂上的情緒

展現，將影響學生的學習歷程，學業情緒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扮演重要之角

色（簡嘉菱、程炳林，2013），回顧與學業情緒有關的探究，多數均著墨於焦慮，

鮮少探討其他情緒，然而隨著研究的演變，同時受到正向心理學的影響，開始

轉為正向情緒來解讀學生在學習上的情緒（林宴瑛、程炳林，2012）。學業情緒

對於學生在學習數學科的影響，研究顯示正向情緒在數學的輔導課程有較高的

學習動機（Kim & Hodges, 2012），正向情緒可以帶給學生學習滿足的愉悅，是

學習歷程中促進學習的動力，而負向情緒則會影響學習興趣（Bibby, 2002; 

Liljedahl, 2005; Ma, 1999）。由此觀之，關注學生的學業情緒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Erikson（1963）認為國小的學童是社會認知發展最為快速的階段，此時期

由於社會活動的增加，與同儕互動逐漸頻繁，透過與同儕的互動，可以使學童

學習用他人的角度來看世界，平衡自己與他人的觀點，進而塑造與建立自我的

特質（林怡君、沈慶盈，2013；羅品欣、陳李綢，2005）。學生與同儕互動產生

的「關係模式」（relationship provisions）對於學生的生活適應及發展相當重要，

不但可以滿足學生特定的情感需求（陳厚仁，2003；Bagwell, Schmidt, Newcomb, 

& Bukowski, 2001），給予學生正面的社會支持，藉由彼此互動學習新知，有助

於學生的認知成長，同時增加心理健康（Bukowski, 2001; Carlson & Rose, 2007; 

Hartup, 1996）。此外，受同儕歡迎、為同儕所接納的學生，對於自己也有較高的

評價，能肯定自我，更可以增進學習動機（羅品欣，2012；Bukowski, 2001）。

因此，同儕互動對於學生的學習歷程有其重要性。 

講義雜誌（2012）的「小朋友幸福大調查」指出，在校園生活的部分，認

為「上學是幸福的」只有 75.4%，為十二年來最低，不喜歡上學的原因中，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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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認為「功課繁多」是主要原因，而有 38.2%的學生認為成績競爭、妒忌是

造成和同學相處不睦的原因。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3）「台灣兒童幸福

感現況大調查」，將兒童幸福感區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家庭幸福感、個人幸福

感及學校幸福感，在三大類幸福中，以學校的幸福分數最高達 94 分，然而兒童

在學校最擔心的事件就是被欺負、威脅、毆打；個人幸福分數最低為 84 分，就

個人幸福感而言，約四個兒童中就有一個人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對於自己的

表現容易缺乏自信心，也容易不快樂、孤單、寂寞。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學生

的幸福感與學生的同儕關係亦有關聯，學生長時間在學校學習，因此與同儕互

動的良窳會影響其身心健康，諸多研究將學生的心理健康、情緒、生活滿意度

作為探討學生幸福感的連結，創造快樂的學習環境，提升學生的幸福感，是教

育系統重要的課題之一，在教育的研究與實務上獲得高度的重視（林俊瑩、陳

成宏、黃章健，2014；Soutter, Gilmore, & O’Steen, 2011），因此關注學生的幸福

感，實有其必要。 

對於幸福感與學習情緒的探討，目前探討學業情緒的研究，多數仍以學生

的認知心理概念作連結，目前尚無相關研究證實學業情緒、同儕互動、幸福感

三者的直接關聯，然而此三者對於學生而言確實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因素。據此，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國小六年級學生的學業情緒、同儕互動與幸福感之關係。 

二、檢視同儕互動對學業情緒與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學業情緒之意涵 

學業情緒（academic emotion）被定義為與學習成果，如：成功的驕傲或失

敗的焦慮、羞恥等，或是與學習相關活動有關的情緒，如：學習中的愉悅、復

習線上教材時感到無聊、對作業要求感到生氣等（Pekrun, Goetz, & Frenzel, 

2007）。過往探究成就情緒（achievement emotion），多數針對與成就結果相關的

情緒，例如：學習歷程的喜悅、對於成功感到驕傲、考試所面臨的焦慮等，而

這類的情緒和學生的學業學習、課室教學或學業成就有直接的關聯，因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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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情緒一詞來解釋（江民瑜，2013；Pekrun, Goetz, Titz, & Perry, 2002）。學業

情緒具有領域的特定性，Goetz、Frenzel、Hall 與 Lüdtke（2007）研究指出中學

生在數學、英文、物理等課程中所感受到的學業情緒並不一致，可知學業情緒

有其領域特性。 

Pekrun、Goetz、Titz 與 Perry（2002）的研究將學業情緒分類為價向（valence）

與活性（activation）之環形結構，價向包含：正向（positive）、負向（negative），

正向情緒如學習時的愉悅經驗感受，負向情緒則像考試之前所經歷到的焦慮。

活性則涵蓋：活躍（activation）、不活躍（deactivation），就活性來說，心理上刺

激促成興奮的活躍情緒，就與使人放鬆的不活躍情緒有所不同。將價向與活性

這兩個維度交錯，可以產生正向活躍情緒（positive-activation emotion）、正向不

活躍情緒（positive-deactivation emotion）、負向活躍情緒（negative-activation 

emotion）、負向不活躍情緒（negative-deactivation emotion）；正向活躍情緒包括：

享受、希望、驕傲；正向不活躍情緒包括：放鬆；負向活躍情緒包括：憤怒、

焦慮、羞恥，負向不活躍情緒包括：無聊與絕望。放鬆或是感到鬆一口氣，是

正向不活躍情緒，然而這個情緒在一般的學習狀態中很少被測量與留意，通常

只有在考試時才會被注意到。 

Pekrun（2006）在學業情緒的分類中，考量情緒發生的時間點，提出與結果

相關的情緒可以分為預想的（prospective）情緒及回顧的（retrospective）情緒，

預想的情緒是指在學習前評估與學習相關活動或結果所產生的情緒，如：成功；

而回顧的情緒，係為學習後產生的情緒，如：獲得成就感到驕傲（江民瑜，2013；

簡嘉菱、程炳林，2013）。此外，研究指出動機是影響學業情緒的因素之一，精

熟導向動機（mastery-oriented motivation）會帶來正向情緒，而成績導向動機

（performance-oriented motivation）則會導致負向情緒，像是焦慮、絕望與羞恥

感，這是由於精熟導向的學生想要了解某項任務，學會取得某項知識或技能，

而抱持成績導向的學生，想要表現得比其他人更好，所展現出的競爭性（Hulleman, 

Schrager, Bodmann, & Harackiewicz, 2010; Pekrun, Elliot, & Maier, 2006; Pintrich 

& Schunk, 2002）。成績導向動機則較為複雜，是正向學業情緒的預測變項，同

時也是焦慮、羞恥、無望的預測變項，通常會帶來混合模式的研究結果

（Harackiewicz, Barron, Pintrich, Elliot, & Thrash, 2002; King, McInerney, & 

Watkins, 2012）。 

114



 

國小學生學業情緒與幸福感之模式研究—以同儕互動為中介變項 

─ 5 ─ 

學業情緒對於數學的影響，正向情緒會影響學生學習動力，在學習過程中

的探索，帶來學習滿足的喜悅，可以鼓勵學生繼續解決數學問題（Liljedahl, 

2005）。負面情緒則容易影響學生對於數學作業的興趣、持續付出努力的意願

（Bibby, 2002; Ma, 1999）。Turner 與 Waugh（2007）認為學生在考試獲得低分而

感到羞恥，當面臨解決數學問題的困難時，將欠缺尋求協助的動力。綜上所述，

學生的學業情緒對於學習歷程及成效之影響，實有探究之要。 

二、同儕互動之意涵 

Sullivan（2001）指出人格是人際間互動的結果，健全的人格發展需要依附

在社會情境中的人際關係，除了藉由家庭關係的父母養育、手足相處之方式取

得之外，同儕互動亦對其發展有其重要性。國小高年級階段的學生，正處於「幫

團時期」（gang age），此時同儕互動主要以形成小團體的狀態，特別重視同儕的

看法（陳厚仁，2003；楊國樞、張春興，1980）。學生在學習階段，長時間的活

動範圍皆以學校為主，因此同儕關係良窳之重要性不可言喻，良好的同儕關係，

可以讓學生有仿效的對象，有助於學生的自我瞭解，對於人格發展亦產生正向

之影響，同儕關係對於學生的人際發展影響甚鉅（林怡君、沈慶盈，2013；黃

淑玲，1995）。 

羅品欣（2012）認為同儕互動關係提供相同的立基點，讓學生們在平等的

地位上彼此學習，同時涵養出互信、管理情緒的能力，可以增進人際上的溝通。

學生的同儕互動關係良好，可以獲得情感上的支持，促使學生主動參與學校的

各項活動，獲得歸屬感，因此同儕關係對於學生在學校生活中扮演重要之角色

（林純燕、賴志峰，2014）。Hartup（1979）提及同儕的互動是學童獲得社交與

溝通能力的方式，對於學生的社會化有很大的助益，學生在求學階段，藉由與

同儕的互動經驗，不但可以培養合作互助的習慣，亦可使學習成效更佳；Gunter

與 Thomson（2007）認為學生的同儕關係，可以讓學生感受到自己在學校是否

被接受與包容，有助於學生在學校的適應。同儕關係對於學生的發展，有正向

與負向的影響，正向的同儕關係可以提供支持，有助於其心理健康（Newman, 

Lohman, & Newman, 2007）。故可知，同儕關係的學習楷模與情感支持，對於學

生的身心發展及相互學習有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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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感之意涵 

幸福感的定義是廣泛與多面向（邱惠娟、童心怡，2010；Edlin & Golanty, 

2009），係為個人內心所經歷的感受程度、對於生活的主觀評價（Anspaugh, 

Hamrick, & Rosato, 1994; Diener & Ryan, 2009），亦是正向的態度、生活愉悅的感

受（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同時可以反映出個人在身心與情緒方面

的健康，是個體對於自身及整體生活情況認知評估的心理感受（張芳全、夏麗

鳳，2011；Dejoy & Wilson, 2003）。 

過往研究在探討幸福感時，主要有兩個分流，分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與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主觀幸福感強調個體對於

情感及生活品質的整體評價；心理幸福感則是指當個體在面臨生活考驗時，發

展出追求生活價值與自我實現的潛能（邱惠娟、童心怡，2010；Keyes, Shmotkin, 

& Ryff, 2002）。Andrews 與 Withey（1976）認為幸福感是個人的主觀經驗，涵蓋

為三個部分：生活滿意、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對於幸福感的評估兼顧認知與

情緒層面，是近年來最廣為大家所採用的解釋。由於幸福感是屬於廣泛心理現

象，亦有研究將自我悅納加入幸福感的內涵之中，自我悅納是指學生可以自我

了解，進而喜歡自己、肯定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表現具有自信，同時感到滿意

的狀態（何宜純，2010；林純燕、賴志峰，2014）。 

再者，諸多研究認為幸福感與情緒有其關聯性，然而對於正向情緒與負向

情緒的影響程度卻有不同觀點，曾文志（2007）認為幸福感是情感平衡的狀態，

當個體的正向與負向情感達到平衡，同時滿意自己的生活；而林子雯（2000）

指出幸福感是個體沒有負向情緒，而僅有正向情緒，亦包括對生活感受的滿意

程度；邱惠娟、童心怡（2010）及 Lu、Gilmour 與 Kao（2001）從控制情緒的觀

點解釋，幸福感係由個人以正向情緒控制負向情緒，對自我生活層面及整體生

活滿意度之評價。由此觀之，幸福感的定義與面向涵蓋非常廣泛，學生的幸福

感，除了生活滿意之外，自我肯定及自信心亦對學習帶來影響，當學生具有正

向的心理認知，將有助於其發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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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變項的關係探究 

（一）學業情緒與同儕互動之關聯 

學習環境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情緒（巫博瀚、賴英娟，2011；Pekrun et al., 

2002），而同儕互動是影響學業情緒的因素之一，學生的學業情緒與同儕互動關

係有其關聯（Butler, 1989; Frenzel, Pekrun, & Goetz, 2007）。學習氣氛可以預測學

生的學業情緒，主要是班級的學習氣氛往往會受到同儕之間的支持及競爭之影

響，而研究也指出隨著學科的不同，而不斷變換班上同學的學生，在學業情緒

上的波動較高，意即每一學科都有同樣的同學，對於學生的學習情緒感受有減

緩的作用（Goetz, Frenzel, Lüdtke, & Hall, 2011）。Frenzel 等人（2007）研究指出，

在學習數學課程時，學習的環境因素可以預測學生的焦慮、生氣、無聊等情緒，

而同儕的尊重也會對學業情緒產生影響。由此，探討學業情緒與同儕互動之關

係，提出假設一：學生的學習情緒對同儕互動具有正向影響。 

（二）同儕互動與幸福感之關聯 

人際之間的相處會影響個人幸福感，而高品質的人際關係更是增加幸福感

的重要配方（林俊瑩、陳成宏、黃章健，2014；Huebner, 2010; Otake, Shimai, 

Tanaka-Matsumi, Otsui, & Fredrickson, 2006）。衡諸同儕互動與幸福感之相關研

究，同儕網絡關係對於幸福感有其助益（Fielding, 2007），Gristy（2012）認為同

儕關係為學生所提供的情緒支持與保護，是驅動他們參與學校學習並支持學生

幸福感的關鍵因素，Ostberg（2003）指出學生在同儕互動中的受歡迎程度，愈

能夠獲得同儕的親近與重視，則幸福感愈高；張芳全、夏麗鳳（2011）則認為同

儕互動中所感受的信任與尊重，有助於提升友誼的品質，讓學生感受到幸福。 

Gorard 與 See（2011）的研究提及，學生在學校內的良好社會關係對於幸福

感有其重要性，當學生在學校的社會關係不良，對於學生的幸福感與學業表現

都容易產生負面影響（Kristensen, 1995; Qualter, 2003）。因此，可以發現同儕互

動是支持學生參與學習的關鍵，對於學生之幸福感有其影響力，提出假設二：

學生的同儕互動對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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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業情緒與幸福感之關聯 

情緒會影響個人的幸福感受程度（林子雯，2000；邱惠娟、童心怡，2010；

Lu, Gilmour, & Kao, 2001），由於學業情緒是新興的議題，目前學業情緒的研究，

以學生的學習動機、環境脈絡、目標導向作為探討居多，在學生情緒探討的部

分，諸多研究皆以情緒智力與幸福感的關聯為主，當學生的情緒智力表現愈好，

則幸福感就愈佳，情緒智力和幸福感具有正相關（林維芬、徐秋碧，2009；張

素媚，2008）；洪佩圓（2008）從學生情緒管理的觀點著手，指出情緒管理對幸

福感有顯著正相關。亦有從情緒調整的觀點進行研究，劉家祺（2010）研究指

出當學生的情緒調整愈佳，其幸福感愈好，綜合上述情緒與幸福感的研究，可

以發現其關聯性，當學生可以化解學習所帶來的焦慮、厭煩情緒，而採用正向

的情緒去解決問題，可以提升學習的信心與興趣，而整體的幸福感受亦會增加。

據此，探討學生的學業情緒與幸福感之關係，發展研究假設三：學生的學業情

緒對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 

學生的學業情緒可能對幸福感造成影響，同時學生的學業情緒與同儕互動

之間，亦有其關聯，同儕互動可能為學業情緒與幸福感之中介變項，故本研究

以此三個變項探討其關聯性，提出假設四：學生的學業情緒經由同儕互動對幸

福感有中介效果。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基於文獻探討，本研究之假設模型（圖 1），以學業情緒為自變項、同儕互

動為中介變項，幸福感為依變項，探究三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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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業情緒、同儕互動與幸福感之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使用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SA）之 2012 年國小六年級

數學科問卷調查資料，而研究樣本採用國小六年級生的數學問卷資料分析，並

不足以代表全體小學生的整體學業情緒影響力研究，實為本研究之限制。 

在題目選擇的部分，採用共同問卷題目，篩選符合變項定義之題目作為研

究變項，樣本數 11,093 個，刪除不合理值（未作答或亂答），共選取 10,721 個有

效樣本。此外，為提升本研究的問卷信度及效度檢驗，同時參酌使用資料庫之

相關研究，如：林秀勤、張憲庭、游錦雲（2009）、蕭佳純、方斌、陳雯蕙（2012）

等，皆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作為檢視，是以，本研究將有效

樣本 10,721 個分成兩部分，使用觀察值隨機樣本法，並選擇近 50%全部觀察值，

樣本一為 49.6%，有 5,319 個樣本，使用 SPSS18.0 統計軟體，進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樣本二為 50.4%，有 5,402 個樣本，使

用 Amos 7.0 結構方程模式，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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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變項 

（一）學業情緒 

針對學業情緒之定義，選擇與學業情緒相關之題目，包括：對於學習數學

感到愉悅、希望、期待等，使用問卷題目「下列關於學習數學的描述，你是否

同意？」：「我可以解決數學難題（26-4）」、「學習數學對我來說非常有趣（26-5）」、

「我期待每一次的數學課（26-6）」、「一想到數學課的內容很精采，就讓我覺得

很棒（26-7）」、「我期待在數學課能夠發現新的觀念與挑戰性的想法（26-8）」、「我

喜歡學習數學（26-9）」，選取此六題作為學業情緒之測量指標，選項為「非常不

同意」、「不同意」、「還好」、「同意」、「非常同意」，給分標準為 1、2、3、4、5

分，分數愈高代表學生的學業情緒愈佳，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保留六個題目

（26-4~26-9），信度分析的 Cronbach’s α 值為.943。 

（二）同儕互動 

此部分的選題，受限於次級資料庫使用之限制，因此部分題目之探究焦點

為班級同學互動之情形，並非測量受訪者與同儕互動的情形。選用問卷題目「下

列關於班上的同學相處的描述，你是否同意？」：「班上的同學感情都很好，且

不會輕易被破壞（21-1）」、「班上的同學都會互相談心事（21-2）」、「班上的同學

都能互相體諒（21-3）」、「班上的同學都喜歡在一起討論功課（21-4）」、「班上的

同學都重視大家的意見（21-5）」、「班上的同學常會欺負我（21-6）」，選取此六

題作為同儕互動之測量指標，選項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還好」、「同

意」、「非常同意」，給分標準為 1、2、3、4、5 分，並將反向題 21-6 給予反向計

分，分數愈高代表同儕互動程度愈高，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後，保留五個題目

（21-1~21-5），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值為.837。 

（三）幸福感 

按資料庫的問卷設計，以題目中「你對於現在的生活覺得如何？」：「我的

生活棒透了（24-1）」、「我對現在的生活感到滿意（24-2）」、「我能得到我想要的

東西（24-3）」、「我覺得我有很多好朋友（24-4）」、「我覺得自己是家庭重要的一

份子（24-5）」、「我覺得學校對我的學習幫助很大（24-6）」，採用此六題作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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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的測量指標，量表計分使用 Likert 五點量表，選項為「非常不同意」、「不同

意」、「還好」、「同意」、「非常同意」，依序給予 1、2、3、4、5 分，分數愈高代

表學生的幸福感愈高，經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後，保留五個題目（24-1~24-5），

Cronbach’s α 值為.836，顯示信度甚佳。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了探討學業情緒、同儕互動、幸福感三者之間潛在變項與觀察指

標的關係，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同時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模式適配度

情形，研究結果依次說明如下：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因素分析的部分，選擇主成分分析法，配合直交轉軸之最大變異法，將

因素負荷量小於.5 以下題項予以刪除，同時以特徵值大於 1 為標準，分析結果

在「學業情緒」的因素負荷量介於.781~.919 之間，解釋變異量為 77.789%；在

「同儕互動」因素負荷量介於.704~.862 之間，解釋變異量為 60.799%；而「幸

福感」之因素負荷量則介於.644~.885 之間，解釋變異量為 61.109%。 

表 1 

因素分析摘要表 

變項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學業情緒  4.667 77.789 

解決難題 .781   

學習有趣 .915   

期待上課 .891   

課程精采 .893   

新想法 .886   

喜歡數學 .919   

同儕互動  3.040 60.799 

感情好 .762   

談心事 .758   

互相體諒 .862   

討論功課 .704   

重視意見 .80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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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變項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幸福感  3.055 61.109 

生活棒 .882   

感到滿意 .885   

得到東西 .704   

很多好友 .644   

重要份子 .765   

 

各觀察變項的偏態與峰度之檢驗標準，使用 Kline（1998）對於偏態及峰度

的看法，由表 2可知偏態介於.009至.800之間，絕對值小於 3，峰度介於.009與.797

之間，絕對值小於 10，皆為標準範圍之內，顯示研究資料對常態分配的估計法

不受影響，可使用最大概似法進行模式估計。 

表 2 

觀察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摘要表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解決難題 3.16 1.159 -.123 -.538 

學習有趣 3.02 1.244 -.019 -.773 

期待上課 2.67 1.173 .216 -.521 

課程精采 2.82 1.210 .114 -.674 

新想法 3.10 1.227 -.137 -.721 

喜歡數學 3.01 1.261 -.047 -.797 

感情好 3.50 1.103 -.330 -.390 

談心事 3.58 1.053 -.339 -.326 

互相體諒 3.36 1.035 -.113 -.298 

討論功課 3.60 1.036 -.319 -.314 

重視意見 3.30 1.044 -.069 -.260 

生活棒 3.68 1.051 -.394 -.312 

感到滿意 3.88 1.018 -.607 -.180 

得到東西 3.24 1.035 -.009 -.211 

很多好友 3.99 1.038 -.800 .049 

重要份子 3.99 1.054 -.794 -.009 

 

此外，本研究使用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相關係數矩陣檢驗，「學業情緒」

的相關係數介於.580~.823 之間，「同儕互動」的相關係數介於.153~.596 之間，「幸

福感」的相關係數介於.240~.830 之間，觀察指標之間的相關係數皆達.05 以上之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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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一）基本適配度 

基本適配度之考驗主要以三個標準評估是否有違反估計情形：（1）負的誤

差變異數存在；（2）標準化係數值超過或太接近 1；（3）有太大的標準誤存在（吳

明隆，2009）。由表 3 的模式參數估計值可知，本研究模式均符合上述之標準，

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量（λ
x
11~λ

y
52）介於.551~.898 之間；X 變項

的測量誤差（δ1~δ6）、Y 變項之測量誤差（ε1~ε10）皆為正值，標準化的所有誤

差變異，都沒有負的估計值，因此，可再檢驗其整體模式適配與內在結構模式

適配情形。 

表 3 

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 

參數 
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標準誤

差 
t 值 參數 

標準化參數

估計值 

標準誤

差 
t 值 

λ
x
11 .700 .012 62.780*** β1 .436 .019 27.662*** 

λ
x
21 .886 .010 97.703*** δ1 .491 .014 48.837*** 

λ
x
31 .873 .010 92.675*** δ2 .784 .008 40.467*** 

λ
x
41 .877 .010 93.424*** δ3 .761 .008 41.373*** 

λ
x
51 .832 .011 85.070*** δ4 .769 .008 40.665*** 

λ
x
61 .896 -- -- δ5 .693 .010 45.057*** 

λ
y
11 .698 -- -- δ6 .802 .008 39.110*** 

λ
y
21 .669 .020 44.103*** ε1 .487 .014 43.904*** 

λ
y
31 .841 .021 53.130*** ε2 .448 .013 45.046*** 

λ
y
41 .601 .020 39.543*** ε3 .707 .010 31.572*** 

λ
y
51 .757 .021 48.984*** ε4 .361 .014 46.963*** 

λ
y
12 .889 -- -- ε5 .573 .011 40.562*** 

λ
y
22 .898 .011 89.211*** ε6 .791 .007 30.866*** 

λ
y
32 .574 .014 45.482*** ε7 .807 .007 28.819*** 

λ
y
42 .551 .014 42.786*** ε8 .329 .015 49.293*** 

λ
y
52 .659 .014 54.003*** ε9 .304 .015 49.443*** 

γ1 .261 .011 17.131*** ε10 .434 .013 47.590*** 

γ2 .183 .012 13.300***     

***p< .001 

註：-- 表示參數作為對應觀察變項之參照指標，無需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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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模式適配度 

使用整體模式適配度驗證模式假設，從表 4 觀之，絕對適配度指標 RMR、

RMSEA，兩者均符合適配標準，GFI＝.945、AGFI＝.925，兩項指標皆大於.90

的標準，可知樣本資料與理論模式的適配度良好，在 χ 
2值的部分雖然未符合標

準，然而 χ 
2值容易受到樣本數大小影響，當樣本數過大時，容易造成 χ 

2值的顯

著（王保進，2004；黃芳銘，2007），而本研究的樣本數頗大，因此僅將 χ 
2值的

顯著列為參考之用。在增量適配度指標方面，適配程度亦相當良好，NFI＝.955、

TLI＝.948、CFI＝.956、RFI＝.946、IFI＝.956，指標均達到.90 的標準。就精簡

適配度指標而言，PGFI＝.702、PNFI＝.804、PCFI＝.805，此三項指標皆大於.50

的標準，而 CN 亦符合標準，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的整體模式適配情形甚佳，

顯示假設模式為可接受範圍。 

表 4 

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摘要表 

統計檢定量 適配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適配判斷 

絕對適配指標    

χ 
2
 p＞.05（未顯著） 2385.212（顯著） 否 

GFI ＞.90 .945 是 

RMR ＜.05 .049 是 

RMSEA .05 以下為優良，.05~.08 佳 .065 是 

AGFI ＞.90 .925 是 

增量適配指標    

NFI ＞.90 .955 是 

TLI ＞.90 .948 是 

CFI ＞.90 .956 是 

RFI ＞.90 .946 是 

IFI ＞.90 .956 是 

精簡適配指標    

PGFI ＞.50 .702 是 

PNFI ＞.50 .804 是 

PCFI ＞.50 .805 是 

CN ＞200 31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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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在結構模式適配度 

檢視測量指標的個別信度，由表 5 可知個別信度介於.304 至.807 之間，雖

然仍有部分指標未達.5 以上標準，但仍符合單一變項信度之溫和標準.2（黃芳

銘，2007；Hu & Bentler, 1999）。潛在變項組合信度介於.840 至.938，皆符合.6

以上標準；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515 至.717，亦符合.5 以上標準，由

此觀之，內在結構模式的適配度尚稱良好，說明本研究模式具有其解釋力。 

表 5 

內在結構模式適配度檢定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個別信度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 

學業情緒   .938 .717 

解決難題 .700 .491   

學習有趣 .886 .784   

期待上課 .873 .761   

課程精采 .877 .769   

新想法 .832 .693   

喜歡數學 .896 .802   

同儕互動   .840 .515 

感情好 .698 .487   

談心事 .669 .448   

互相體諒 .841 .707   

討論功課 .601 .361   

重視意見 .757 .573   

幸福感   .845 .533 

生活棒 .889 .791   

感到滿意 .898 .807   

得到東西 .574 .329   

很多好友 .551 .304   

重要份子 .659 .434   

 

三、學業情緒、同儕互動與幸福感模式分析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國小學生學業情緒、同儕互動與幸福感之間的

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學業情緒對同儕互動之直接效果值 γ1＝.261，學業情

緒對同儕互動的影響達顯著水準，表示國小學生的學業情緒對於同儕互動有顯

著正向的影響，此結果與相關研究（Butler, 1989; Frenzel, Pekrun, & Goetz, 2007; 

Goetz, Frenzel, Lüdtke, & Hall, 2011）符合，意即學生的學業情緒愈佳，有助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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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與同儕之間的互動，故研究假設一獲得支持。 

其次，同儕互動對幸福感之效果值 β1=.436，達顯著水準，可知學生的同儕

互動關係對幸福感有顯著正向之影響，與相關研究結果一致（張芳全、夏麗鳳，

2011; Fielding, 2007; Gristy, 2012），即同儕互動有助於幸福感的增進，因此研究

假設二獲得支持。再者，學業情緒對幸福感之直接效果值 γ2=.183，為正向影響，

顯示學業情緒愈好，可以提升學生的幸福感，因此研究假設三獲得支持；學業

情緒透過同儕互動的中介而影響到幸福感，由表 6 可以得知間接效果值是.114，

全體效果值為.297，據此可以發現同儕互動為學業情緒與幸福感之中介變項，故

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本研究按相關文獻提出中介模式（如圖 1），同儕互動為

學業情緒與幸福感之中介因素，由圖 2 學生的學業情緒影響幸福感，而學業情

緒亦藉由同儕互動正向影響幸福感，結果顯示透過同儕互動的中介效果，學業

情緒可以正向顯著的影響幸福感。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立的結構模式存有中介關係，即學業情緒透過同儕互

動對幸福感的間接影響效果為（.261×.436），雖未高於學業情緒對幸福感的直接

影響效果（.183），但仍足以證明同儕互動在學業情緒與幸福感間之關係具有部

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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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精采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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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趣e2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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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難題e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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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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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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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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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

.60

.57

重視意見

e11

.76

.26

e17

.27

幸福感

.79

生活棒 e12

.89 .81

感到滿意 e13.90

.33

得到東西 e14

.57

.30

很多好友 e15

.55

.43

重要份子 e16

.66

.18

e18

.67

.44

.70 .84

 

圖 2 學業情緒、同儕互動與幸福感之關係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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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模式效果摘要表 

變項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全體效果 

學業情緒→同儕互動 .261*** -- .261 

學業情緒→幸福感 .183*** .114 .297 

同儕互動→幸福感 .436*** -- .436 

***p< .001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SA）2012 年國小六年級數學科

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由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學業情緒、同儕互動與幸福感之模式具有良好的參數估計及適配度 

本研究之整體適配度除了 χ 
2值之外，其餘均符合適配度之標準（如表 4），

研究發現國小學生的學業情緒對於同儕互動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同儕互動亦

直接影響幸福感，而學生的學業情緒同時影響學生的幸福感，由此觀之，學生

與同儕建立友善與互信的關係，可以紓緩學業情緒上的緊張及焦慮，有助於學

生的學習，對於學生的整體幸福感亦有提升之作用。 

（二）學生的學業情緒透過同儕互動對幸福感具有預測力 

學業情緒對幸福感的直接效果為.183，學業情緒對同儕互動的直接效果

為.261，同儕互動對幸福感的直接效果為.436，學業情緒透過同儕互動影響幸福

感的總效果為.297，藉由同儕互動部分中介效果，可以提升幸福感。 

二、建議 

（一）紓緩學生學習壓力，培養正向學業情緒 

學生在課業上所產生的壓力、緊張，經日積月累之下容易造成負面影響，

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情況，學校可以提供合適的支援網絡，讓學生有紓壓的管

127



 

蘇玲慧 

─ 18 ─ 

道，此外，培養學生正向情緒的養成，調適其生活壓力，同時提升挫折容忍力。

學校的輔導中心需關注學生情緒上的困擾，設計正向情緒的輔導課程，辦理與

情緒有關的工作坊或團體，協助學生的情緒問題改善，增進學生的身心健康。 

（二）重視學生的同儕互動，凝聚學習向心力 

同儕互動對於學生學習有其重要性，因此教師可以在課堂教學時營造溫馨

的氣氛，同時關注學生學習時的互動情形，適時提供團體活動使學生可以彼此

透過良性的互動支持，激發學生之間的凝聚力與歸屬感，活絡學習氣氛。 

（三）後續模式之檢驗 

本研究使用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SA）之問卷，作為探究之依

據，而探討的學業情緒係採用正向的學業情緒為解釋，然而有關學業情緒的研

究，亦有負向情緒的部分，未來的研究亦可以將此部分納入探究；建議後續研

究者可運用其他的資料庫進行檢證，而教學實務工作者亦可以依實務所需，編

製問卷進行施測，使學業情緒、同儕互動與幸福感之關係更有全貌理解。 

 

本文使用資料部分係採自「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該資料由國家

教育研究院釋出，授權號碼 14500045，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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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Well-being 

Model—Using ‘Peer Interaction’ as the 

Mediator 

Ling-Hui Su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data from the ‘2012 Elementary Mathematics Survey’ in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 database.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6th-grade students were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emotions, peer interaction, and well-being. The sample of 10,721 students 

was analyzed,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employed in the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overall model fit was acceptable. Moreover,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latent variables pertaining to student academic emotions, peer interaction, 

and well-being was stable.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students positively influenced 

well-being and peer interaction, affecting well-being through peer interaction. To 

conclude, th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academic emotions, peer interaction, well-being,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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