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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校特色課程為學校的價值再定位，彰顯學校存在的價值與更高的附加
價值，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進行研究，以高雄市某國小校長推動學校特
色課程為研究對象，探究學校校長推動特色課程發展的策略與遭遇的困難，
本研究流程包含研究準備階段、研究發展階段、研究整合階段，最後提出研
究結論。研究結果發現天使國小推動特色課程發展的作為包括：發揮領導魅
力聘請人才、溝通理想目標貫徹執行力、帶領理念追尋實踐教育革新、組織
再造提昇學校績效、塑造組織文化、建立互相關懷的環境、策略聯盟等。而
天使國小特色課程也受到經費不足、學生學習意願下降、專業人力資源、教
師信念和家長支持度影響學校特色課程的推動，不過，特色課程的發展是變
動的，學校發展課程務必要將這些因素進行分析，善用有利因素，對於劣勢
因素，則以行動策略加以轉化。天使國小校長和全體學校同仁齊力耕耘深受
肯定，尤其校長領導的策略，十分符合轉型領導的理念，其推動特色課程發
展之策略尤其值得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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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he Strategie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Leading to Develop the Characteristic
Curriculum
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a small school in Kaohsiung, it becomes a
distinctive school by developing Unicycle as a characteristic curriculu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se ques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was taken.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means of interviews (Principal, Administrative staff, School
teachers and Parents, etc.),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s analysi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Difficulties to Develop Characteristic Courses
1. Recruitment of skilled professionals is difficult. Directors are often
occupied by immense amount of work which impacts the study outcome.
2. Lack of talented ones from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parents refuse to
participate, difficult to operate teams.
3. To receive more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requires to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due to the inadequate funding.
The Responsive Strategy to School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Principal
1. To seek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talented students to arous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2. Award well performed students, to maintain highly motivated and
participated study.
3. To subsidies and integrate resources, establish strategic alliance to expand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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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今學校處於高度競爭的教育大環境下，學校經營必須結合在地人文、
自然資源，激勵個別潛能，教導成員不斷成長，增長專業知識，發展學校的
特色，因此在教育部(2004)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揭示：「深度認識台灣、走讀
台灣鄉鎮，發展學校特色」之理念推行以來，無不讓每所學校挖空心思，找
出適合學校及所在地區人力、物力、財力等資源，發展出各具特色之活動，
以擴展學生另類學習的經驗與成果。然而近年來，觀看各校在推展學校特色
時總是會遇到一個嚴重的狀況，即是校長任期結束學校發展的特色也跟著落
寞甚至消失。黃雅玲(2008)、吳秀全(2007)等人的研究指出，學校特色面臨
消失其原因有：經費不足，難以為繼、少子化的情形壓力、校長更換，接任
校長不認同前任校長的作法，另起爐灶、家長及社區民眾參與度不高、教師
增加工作負擔、教育和財政、政治背景因素相互交錯影響等等。
平平小學(化名)在前任校長藍光校長(化名)就任前，該校就已有推展獨
輪車之學校活動，但是學生參與獨輪車的興趣並不濃厚，所以獨輪車充其量
只能算是一項活動而非學校特色。藍光校長就任後，認為學習獨輪車運動是
需要靠協調性、敏捷性及互助合作的默契，因此個人的調節力、腳筋力、耐
久性和敏銳性為必備的條件，盧蘇偉(2009)認為學習獨輪車運動，可以提升
平衡感與神經反射能力及動作靈巧性與技術性。台灣近幾年來獨輪車運動是
新興的發展運動，小學已有多校在發展當中，其多樣化的特性可結合許多器
材及其他運動產生多樣的表演，如獨輪車進場、獨輪車扯鈴…等。神野茂美
研究指出獨輪車在日本更已實行多年，並列為學校的體育教學，且定期舉辦
各項的比賽，受到日本教育相當的重視(轉引自涂聖方，2012 )。因此藍光校
長積極推行獨輪車運動，推動期間積極尋求協助，申請各項補助與經費來
源，聘請專業教練並培育校內教師參與獨輪車訓練，為孩子們爭取表演空
間，且透過參與各項比賽活動，培養學生成功經驗，行銷學校品牌形象，讓
原來只有高年級學生參與的獨輪車活動，因獲得校內師生與社區家長的認同
及校外人士的肯定與支持，進而向下紮根發展至中年級，成為平平國小的學
校特色。藍光校長的任期如今已滿，必須離開平平小學，學校及社區擔心獨
輪車運動可能無法繼續，慶幸的事發生了，接任的新校長並沒有使獨輪車這
項運動消失，而是接續藍光校長繼續讓這項特色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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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校位於高雄市，屬於小型學校班級數為十一班，藍天校長在調入
學校之(2010.08.01~迄今)學校課程中尚未有完善且特殊之處，所以與校內教
師及社區家長討論後，校長決定將獨輪車納入課程中。而每一種課程的發展
都會隱含著錯綜複雜且千頭萬緒的現實問題，因此獨輪車教學現場的課程實
施與發展要以教學現場為主要場域，研究者在原高雄縣偏遠小學任職期間，
察覺到學校的特色課程發展不管成績有多輝煌、學校名聲多麼日益響亮，但
是常因校長任期屆滿或前後任校長教育理念之不同，而造成學校特色的更替
與式微，偏遠小型學校的學生原本就屬於弱勢族群此狀況更為明顯，本研究
旨在瞭解個案國小校長在推動學校特色課程的歷程中，所會面臨的問題與困
境，以及所需的資源支持與解決策略，以期作為學校發展學校特色課程之參
考。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特色課程之意涵與類別
「學校特色」是課程鬆綁、教師專業自主及尊重個別差異的學生，使學
校更加有其特色。張劍傑(2001)指出學校特色特徵是與他校有所區別的獨特
性及存在性。
林天祐(2009)則認為學校特色有五項特性：(一)獨特性：運用學校及社
區條件特性發揮創意思考與作為。(二)教育性：有效能的學校才能符應學校
教育目的。(三)永續性：特色融入學校課程之中，成為學校整體運作之一環
。(四)優異性：掌握內外部使其更卓越、更廣泛、更深入、更優勢。(五)普
遍性：能顧及弱勢學生且全校學生都受惠。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學校特色為學校為提高教育優良品質，激發學生學
習成效，依據學校資源與環境，配合社區特色與資源，共同營造學校獨特的
優美環境，展現學校之特色，為眾人所認同，並鼓勵策略聯盟，以發展學校
特色，提升學校教育的品質，因此發展學校特色不要先自我設限而窄化學校
特色的內涵與範圍，應該要有系統性的思考，來辨別學校的優勢、劣勢、困
境與機會，再以社區的優勢資源、容易取得的資源與社區互動攜手來創造學
校的優質特色。
至於學校特色課程的分類，從 1998 年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
程總綱綱要》
，自學校本位課程的基礎面，鼓勵學校發展特色。此外，2004 年
教育部政策白皮書揭示：「深度認識台灣、走讀台灣鄉鎮，發展學校特色」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三期

87

國小校長推動學校特色課程之策略分析

。其次，是教育部為解決國內少子化趨勢，進而衍生學校空間閒置或廢、併
校的校舍場域問題，規劃推動「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方
案」，期盼透過校園議題和社區特性，展現多元教學型態及學校特色課程風
貌(林志成，2010)，分述如下：
(一)學習領域的分類：各校推動學校特色時，視為正式課程的延伸，並
加深加廣其學習內涵，習慣上大多以學科或學習領域分類，例如：自然科學
領域、藝術與人文領域，若與學科相符者，則不需要另行分類。
(二)傳統藝術教育的分類：教育部(2012)發展民俗體育教學，學校就各
校之地理環境、鄉土文化特色、社區資源等條件，擬訂推動傳統藝術教育的
計畫及實施策略，以落實傳統藝術教育的預期目標，以發揮傳統藝術教育的
特色與文化傳承的工作，例如傳統戲劇類有歌仔戲、皮影戲、傀儡戲、布袋
戲、平劇、粵劇及其他傳統戲劇；傳統雜技有戲法、舞獅、舞龍、車鼓、宋
江陣、跳鼓、國術、扯鈴、跳繩、踢毽子、民俗特技或民俗體育及其他傳統
雜技等
(三)鄉土教育的分類：近年來鄉土意識之覺醒，鄉土教育在 1993 年新
課程中佔有一席之地。黃政傑、李隆盛(1995)將鄉土教材分為七大類，歷史
類包含古蹟文物、歷史源流、鄉員人物；政治類包含政府機關、事業機構；
地理類包含名勝、環境、產業、建設；自然類包含稀有動植物、保育特種作
物、動物水產；教育類包含學校、文教機構；社會類包含人民團體、社會福
利、未來生活、社會發展；藝能類包含風土民情、藝術、戲曲音樂、體育。
(四)全國性各項競賽的分類：教育部(2012)六大學習網指出為保持優良
人文藝術，兼具有創新價值，學校在發展學校特色的同時，亦會考慮是否有
其競賽性，學生參加相關競賽，除了學習到技巧、爭取優異成績之外，更可
學習團隊合作精神，增廣見識，擴展視野，在比賽中若表現優異的學校，必
然視該項團隊為學校特色之一。
歸納上述的研究發現，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常因為人、時間、空間環境
的移轉而展現不同的面貌，學校特色課程不限定於一種，有時同一所國民小
學同時發展多種學校特色課程，以提供不同智慧與興趣學生的多元選擇，符
合學生潛能與需求。學校特色課程本身沒有優劣，須教育者秉持著正確教育
理念，以正面積極的態度面對，那麼「學校特色課程」能具有多姿多采的面
貌，益增教育現場的豐富性，應是眾人所樂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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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學校特色課程發展之相關因素
高新建(2000)認為學校「特色課程」是稱呼學校教育人員所設計具有特
色的課程。鄭淵全(2003)學校「特色課程」是指學校根據辦學理念，運用資
源去設計學校的課程，並特別重視學校的獨特性、差異性，形成該校不同於
他校的課程，當提到某項特色時就會聯想該校的特色課程。蔡麗鳳(2004)認
為發展學校特色課程是推動學校課程革新的工作，期望在改革的過程中，提
昇課程的品質，而學校面臨各種挑戰且課程發展是複雜又繁重的工作，實施
的成敗，受許多因素影響。張嘉育(2002)對學校特色課程發展影響的因素，
亦分為三個向度：教師個人的因素、學校本身的因素以及學校外部的因素。
高新建(2000)綜合學者詮釋分析不同國家及我國的實例，發現影響學校
特色課程發展的因素有：學校願景、參與人員的專業、學校環境、活動的類
型規模、學校氣氛、領導者、時間分配、可用資源、外在的活動倡導與支持
、參與者的動機、創新的興趣及歸屬感的覺知等因素，分述如下(高新建，
2000)：
1. 學校願景：願景是需要全體教職人員有共識，且共同努力完成目標。
2. 參與人員的專業。
3. 參與者的動機：「革新英雄」是校長指引著教師及行政人員嘗試新教育
實驗，以擺脫舊束縛。參與者的在學校課程發展過程中，獲得專業成長
和個人反省的機會。
4. 領導者：指引全校師生邁向共同願景，並尋求發展所需的資源和支援角
色首推是校長。
5. 活動的類型與規模：將現有的教材結構創新，並採取有效的教學方式，
呈現給學生學習，以區別學校課程發展的類型。
6. 對創新的興趣。
7. 控制權與擁有感：讓教師感受到課程發展過程中具有擁有感與控制權。
8. 學校氣氛：學校課程發展最需要積極性的學校氣氛。
9. 時間：要維持課程革新的興趣和動機，時間是最實際的影響因素。
10. 資源：課程計畫實施時，需要資源的配合。
11. 外在的活動倡導與支持。
12. 學校環境：包含環境教育、課程與校園建築的結合、校園安全、人性
化、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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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學者們的論述中影響學校課程發展的因素，均以社會環境、
學校系統、資源系統、教師條件等取向為重點，學校從規劃設計學習情境，
到安排適切的學習活動，所有參與者都有其重要性與獨特性，如何克服這些
因素，讓課程得以繼續發展，當中的領導者的支持，更可使學校特色展現出
更深刻的意義。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單一的對象，研究者關心的是學校校長推動特
色課程發展的過程與遭遇的困難與影響，焦點屬於特定的事實，而發展的狀
況並非研究者所控制的，且在自然的情境探究該校自然脈絡下所發生的現象
，符合個案研究的定義。本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其中 1. 研究準備階段包
括，形成研究問題、閱讀相關文獻、確立研究主題、選定研究對象、選擇研
究方法；2. 研究發展階段則為，進入研究現場蒐集資料、初步整理與分析
資料、分析與歸納資料；3. 研究整合階段包括，形成研究結論、撰寫研究
報告。在此三階段中研究者亦不斷閱讀文獻並和研究結果相互比較。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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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個案簡介
本研究的場域「天使國小」位於高雄市的郊區，屬於偏遠地區小型學校
，學校創立約六十七年，有普通班十個班，幼稚園一班，學生一百餘人，全
校教職員工二十多人，社區居民多以種植荔枝及鳳梨維生，是一個小而美的
鄉村學校。
(一) 學校環境
天使國小位於原高雄縣大樹鄉，雖已縣市合併但仍是民風純樸的鄉
村，校齡已有 66 年歷史。大多數的地方民眾均是畢業校友，自然對天
使國小有著親切又溫暖的特殊情懷。天使國小與多數老校一樣有著急待
整建的老舊校舍，在經費吃緊的困境下，遲遲未能更新，直到台塑企業
認養了天使國小，讓天使國小老舊的校舍如脫胎換骨般，增添不同的風
貌，讓師生們一圓此夢。
(二) 校長領導理念
進入天使國小可以感受到一種自然的、和諧的校園氣氛，這是學校
的校長與全體師生所共同形塑的另一種「潛在課程」，此種文化深受現
任校長領導風格的影響。校長的理念是帶領學校同仁追求卓越的教育品
質，希望天使國小成為一個更優質的學校。他以溫和且堅定的方式領導
成員，為了天使國小每一個小朋友的成長，為了教師們教育專業的提升
，默默專注的努力。校長認為特色課程發展是可以實現的、可以不斷開
發的，考量以什麼為主題，要取決於地方特色、環境資源和孩子喜歡的
、有意願的、可以體驗的課程。因此，他的特色課程哲學是以孩子為中
心的，就是要讓特色課程與孩子們的生活結合，由實際的親近、體驗中
去學習。
(三) 學校教師的特質
天使國小的教師群是有活力、學習動機強烈，對學校的課程發展都
能認真投入，行政人員作風開明，同儕之間互動關係良好。
(四) 學生家庭背景
天使國小屬於鄉村型學校，本地家長大都務農，淳樸善良，學生天
真活潑，勇於表達，因家長欠缺課業輔導的能力，自主學習的動機不強
烈，需要教師激發學習的動機與興趣，來提昇學生文化刺激，鼓舞學生
積極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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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特色課程之獲獎事蹟與展演活動，最近在第一屆教育盃獨輪車賽、
第一屆教育盃獨輪車賽均獲優良成績，並參與十幾場展演活動。

二、資料蒐集
在本研究之中，採用的方法主要是訪談法輔以文件分析法和觀察法，交
互進行每一個研究問題的探討。當觀察法所觀察到的現象呈現出解答研究問
題的訊息時，即以訪談法確認，檢視觀察與訪談所得的資料是否一致，倘若
產生矛盾時，再以文件分析或其他的方法蒐集更多的資料，持續進行深入的
探究，而訪談的資料呈現出的主題，也要運用文件分析法加以瞭解。如此周
期地的持續進行整個資料的蒐集，直到研究完成。

三、整理與分析資料
(一) 資料的整理
在整理資料之前，研究者將每一份資料編號，以作為日後分類編碼
的參考。例如(訪談校，1011113)表示在 101 年十一月十三日對 校長所
作的訪談，文件資料則按資料來源的對象和資料建立的日期編號。整理
分析的過程，為了防止研究者個人的偏見，研究者除了自己重複仔細閱
讀資料之外，也要請同事閱讀資料。
(二) 編碼資料引用方式
研究資料分成訪談資料、觀察資料、文件資料三大類。
1. 訪談資料的呈現：依「受訪者代號」
「訪談日期」
「資料類別」進行
資料呈現。引用方式如(校-1011221-訪)
2.

觀察資料的呈現：依「受訪者代號」
「觀察日期」
「資料類別」進行
資料呈現。引用方式如(龍-1011228-觀)

肆、研究結果
一、天使國小校長推動特色課程發展之策略
天使國小的特色課程，緣起於九十九學年度學校特色課程初步構想，本
研究發現歸納天使國小推動特色課程發展的作為包括：發揮領導魅力聘請人
才、溝通理想目標貫徹執行力、帶領理念追尋實踐教育革新、組織再造提昇
學校績效、塑造組織文化、建立互相關懷的環境、策略聯盟等。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三期

92

現代桃花源學刊 民 102 年 12 月 第三期 頁 84-99

1. 發揮領導魅力聘請人才
天使國小校長在轉型領導第一步就是要喚起參與課程的成員革新
的動機，及敏銳的觀察學校環境的限制並願意承擔風險，因此藍光校長
努力留住優秀的人員，用真誠打動外部具有獨輪車專長的人才，邀請他
們共同進行創新的教育活動，增添發展獨輪車課程的有利條件。
我想起在前任的學校裡有認識一位王教練，……，孩子們當時心中都存在著感激
與感恩。現在天使國小也想要發展獨輪車但是學校的困難與處境是沒有一位老師會騎
獨輪車，王教練聽了之後就答應我的請求到學校幫忙指導獨輪車，而王教授不畏路途
遙遠不計較酬勞的來為天使國小的老師及學生們指導獨輪車，我心中真的對王教授感
到萬分的感謝。(校-1020328-訪)
我常毛遂自薦的到個個小學去推廣獨輪車運動，我希望小朋友能會這項運動為他
自己的將來增添一項技能，……，來到天使國小後我發現老師及每個小朋友都好熱烈
的想學習騎獨輪車，我真的很開心。(王-1020423-訪)

2. 溝通理想目標貫徹執行力
校長帶領著天使團隊解決困難並堅持到底，讓同仁理解學校現在所
面臨的問題，且都願意共同一起面對，這樣的毅力才能讓特色課程繼續
開花結果。
我認為做任何事情團隊的力量、團隊的氣氛與溝通是很重要，所以只要有疑問有
爭議我一定會在放學前，將爭議解決不讓同仁帶著疑問或怨氣回家，有活動時我也會
努力陪伴，並且在第一時間提供資源，不會讓同仁單打獨鬥，而產生孤立無援的感覺
。(校-1020328-訪)

3. 帶領理念尋求實踐教育革新
天使國小校長具有活力的課程願景，希望把學校經營得很有特色，
她認為校長要扮演的角色，是走在教師與家長的前面，她總是不斷的激
發同仁的動機，說服團隊成員發揮無限潛力，追求自我實現夢想，達到
教育最真的目標。
我們學校之所以能創新進步，是因為校長很積極，而有同仁喜歡創新，喜歡成長
，帶動了原本比較保守的老師一起發展。(丁-1020328-訪)
校長希望發展出一個有具有獨特性的特色的學校 ,然而校長的溝通做得很好，她
的說服力強，校長很有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她很能包容同仁們所提出來的意見。
老師們有不同的意見會主動去找校長溝通、交換意見，或是透過主任們去協調。 (龍
-1020328-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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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組織再造提昇學校績效
學校想要進行革新，必須營造一個改變脈絡情境，而改變此脈絡情
境的決定性關鍵，是讓坐錯位置的人，坐回正確的位置上，藉著謙卑的
個性和專業的堅持，建立卓越的績效。天使國小調整學校組織結構，用
最少的人力發會最大的績效，而學校成員對組織再造基本上是認同的。
本校進行組織再造，讓原本主任的編制是二人，進行組織再造之後將學校處室曾
編為三處，其目的是為了讓學校行政流暢、提升專業與增進績效，也讓有心想考校長
及主任的同仁有更多的學習機會。(校-1020328-訪)
藍天校長對組織的再造編排是很好的，讓想參與行政工作的同仁們有發揮專長才
能之處。……經常會忙到很晚甚至帶工作回家做、而校長也會常常給予他們鼓勵與稱
讚，讓他們覺得有受到重視而且有成就感。(龍-1020328-訪)

5. 重塑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是能夠分享觀點及實務工作，完全參與共同的問題解決與
相互支持創意計畫。而追求與維持革新的學校組織文化有賴個人與團隊
的信念，對核心的價值建立共識，成員必須改變個人專業與行動，使學
校形成一個正向的組織文化。研究者發現天使國小的教師群因為是在地
人，久以來只負責教學，對教學以外其他的課程接觸不多，而藍光校長
以豐富的經驗、成功的實例，安排適當人員及權力下放的領導方式，塑
造了學校新的組織文化。
最重要的還是天使國小的組織文化，老師群大都是本地人在這個學校服務也有六
年以上所以彼此之間的情感深厚，……。當我提出特色課程創意時，學校的教師群雖
然都知道自己對獨輪車沒研究也不會騎，依舊全力配合與支持。(校-1020125-訪)

6. 建立互相關懷的環境
學校特色課程需要良好的學校氣氛，天使國小成員，也不忘彼此
互相讚美和表達感謝與關懷，學校呈現的是融洽的、支持的、友善的
氣氛。藍天校長以「公開的支持」、「溫馨的關懷」等策略建立學校相
互支持的環境。
研究者參加天使國小表演活動，發現校長親自帶茶點給在場的人，這一次他帶
著冰涼的飲料和可口的點心。(觀察札記，1020324)
張校長很喜歡學生，無論學生多少都能記得學生名字，處處為學生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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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團隊的向心力。另外，校長對於社區、家長或鄰近學校的教師夥伴，都能熱情
相處、人緣極佳。(江-1020527-訪)

6. 策略聯盟
策略聯盟的整合，學校與學校之間以城市與鄉村為區域單位，形成
城鄉的特色群。高雄市與高雄縣合併後，教育政策上希望高雄市的學校
能與原高雄縣學校之間能多多互動，原高雄縣學校因有其多項特色課程
可做參考，利用校際交流活動帶動多元文化教學。
天使國小為鄉村型小學，經濟及社區的資源相對較匱乏，本校提供社團小朋友高
雄一日遊之經費，……，除了讓小朋友認識高雄本土的特色之外，也讓獨輪車社團孩
子體驗本校英語村之教學，讓兩校的孩子互相認識與學習。(江-1020527-訪)

二、天使國小發展特色課程的困難與因應策略
本研究探討天使國小發展獨輪車課程過程中遭遇的困難與因應的策略
，歸納天使國小實際遭遇的困難與推動策略如下所述。
1. 學生學習意願下降、學生人數不足
特色課程的規劃和實行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看見成果。對
偏遠小型學校來說學生人數逐年在下降，學校在發展特色課程時必須顧
及到全體學生的權益，現在已有七成的孩子會騎上獨輪車，但是要呈現
更高階的獨輪車技巧卻只有 6-7 人。在訪談當中發現孩子們當初學習騎
獨輪車的熱情不再了，因此學生的參與動機，對特色課程的發展亦是非
常重要的因素，天使國小老師感受到孩子的參與動機在遞減當中。現在
教育環境少子化嚴重的情形，要找到可以訓練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在小型學校中又特別的明顯。
天使國小對於學生對騎獨輪車的參與動機下降做了許多獎勵措施
，主要為分級認證並給予頭銜，例如初級為萌騎士，高級為金騎士等，
然而小型學校學生人數少及學生參與動機下降，導致校內外活動同時間
要一起進行時，學生無法做適當分配，以致學生與教師均有壓力過大的
情形，目前仍是待做檢討與改善的。
在訓練的現場參與課程的老師發現，孩子因為害怕受傷跌倒，而不想挑戰晉級的
技巧，……希望朝向更改課程內容，以簡化獨輪車技巧的課程來推動。 (龍-1020328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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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教師參與意願低落
天使國小特色課程發展過程中，學校老師參與程度不一，有的老師
踴躍參加，有的老師出席頻率比較低，有的老師因為缺乏專業知能而參
與少。
因為體育課非一定是導師上課，所以許多獨輪車課程的實施措施，導師可能就會
覺得沒那麼重要了，又因為 2688 老師有課務才來學校上完課就離開，而導師又忙他
們之間的傳達事項就可能沒那麼密集了。(龍-1030502-訪)

註：2688 老

師意旨 2688 專案代課教師

解決教師參與程度不一致的策略方面，學校提出公開邀請共遊、以
行政團隊的力量協助意願低的同仁、分享協助教師實施獨輪車課程等等
提升教師參與的意願。Bass & Riggio(2006)指出領導是一種改革，在推
展和支持性的情況下才能使改革發生。校長充分支持課程發展的學校氣
氛中，教師的凝聚力愈強，就不會有孤立無援的感覺。
藍天校長會在會議中說明活動的內容及進行的時間，並已邀請共遊的方式，邀請
學校同仁參加獨輪車課程的活動。(龍-1020502-訪)
利用共同規劃學校願景，擬定校本課程架構，教務規劃全學期校本課程實施時間
，聽取教師意見，再示範設計的教案、教學活動，讓教師可以共同分享教學設計，互
相對談，以凝聚全校教師共識。(校-1020502-訪)

3. 工作負荷、壓力沉重
天使國小屬於小型學校，教育局分配下來的工作與大型學校一樣多
，而每學期數不完的各項工作評鑑，讓行政人員及教師們的工作有不勝
負荷的感覺。
假日也沒休息，在做學校的事務及課程的計畫和準備。老師們的努力都是看得見
的，對學校的付出是一種對學生的良好示範。(蔣-1020128-訪 )

在紓解成員工作負荷與壓力的策略為公開場合給同仁鼓勵、減課策
略、辦理教師休閒活動等。
校長會利用各種場合會學校同仁加油打氣，假日的比賽活動也會儘量以行政人員
為主，不會勉強同仁。(龍-1020328-訪)
學校會舉辦一些休閒活動。例如辦理員工自強活動約每學期一次、利用週三進修
辦理影片欣賞(到電影院)、每月約有 1-2 次喝咖啡(龍-1020328-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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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有不同的意見
家長的支持度對學校永續發展也是一項重要因素項目。天使國小屬
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小學校，要與都市學校比較卻沒有都市學校的硬體
設備及豐富的知識流通管道，若要與鄉村學校比較又沒有鄉村學校學生
的體能與活力，因此在推動特色課程時要特別用心去思考什麼才是對學
生有幫助的，而且家長也會支持，又能吸引其他學區的孩子前來就讀。
在九十九學年度，天使國小的獨輪車課程發展，發生了學生受傷的事件
，因此家長有反對的聲音出現，以認為學習獨輪車有危險性而不贊成的
家長。
天使國小處理家長有不同意見的策略為讓家長共同參與活動
孩子對獨輪車還是非常有興趣，但是因為曾經有受傷的紀錄，因此家長堅決
不讓孩子學習騎獨輪車，學校的作法就是在上體育課時，讓這些孩子在旁邊，看其他
孩子騎獨輪車。
(丁-1020502-訪)

目前為止這種學生還好只是少數，所以以這種方式處理家長還可以接受。 ( 龍
-1020502-訪)。

5. 小型學校專業人力不足
學校無論是發展任何一項特色課程，都會需要有專業的教師，而偏
遠地區小型學校最大的限制就是專業人力資源，天使國小也有專業人力
不足的困難。然而，湯蔓娳(2004)的看法是偏遠小型學校人員少，親師
生間互動频繁，容易營造溫馨和諧氣氛，老師與同儕間直接面對面溝通
意見，不必層層轉呈，關係教融洽，研究者認為，此種有利情境，有助
於課程發展的運作。張嘉育(1999)對於偏遠地區小型學校的問題提出他
的不同思考角度，小型學校人力是比較不足，但動員起來較快。天使國
小充分利用這樣的優點，並與社區合作。
小型學校發展課程的限制是教師人數少，就是發展課程的一種困境，如果有
學年的團隊，就可以分工合作，做得成果也會很豐富。人力不足，要利用外界延聘專
家，與社區合作，增加人力。(龍-1020502-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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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
天使國小特色課程受到經費不足、學生學習意願下降、專業人力資源、
教師信念和家長支持度等都是影響學校特色課程的因素，由於未擁有豐厚的
經費資源可以提供發展獨輪車課程，小型學校聘用專業人力則為課程發展之
限制。不過，特色課程的發展是變動的，沒有恆常不變的情境，人、時、地
、物任一項條件改變，都可能牽動特色課程發展的原來面貌。所以學校發展
課程務必要將這些因素進行分析，善用有利因素，對於劣勢因素，則以行動
策略加以轉化。
天使國小獨輪車課程發展績效優良，榮獲體委盃全國獨輪車錦標賽 400
公尺接力第二名、團體花式第三名，以短短的兩年時間就有如此佳績，足證
校長和全體學校同仁齊力耕耘深受肯定，尤其校長領導的策略，十分符合轉
型領導的理念，其推動特色課程發展之策略尤其值得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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