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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功能的多元性:學校效能研究的新方向
鄭燕祥
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及發展中心
學校校能是目前社界各地教育改革的主要關注課題之一。雖然近十年研究文獻迅速增加，多數研究成果因忽

略學校功能的多元性，未能為政策製訂及學校改進提供全面前有力的敢示和指示。本文目的在引入學校功能的多

元性架構，包括個人、機構、社區、社會及國際等多層面及油蠶技術/經濟、人際/社會、政治、文化及教育等
多聽別的功能 3 以探討學校故能研究的新發展方向。

School effectiveness is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in current education reforms in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Even though the volume of literature on schoo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was
rapidly increasing in the past decade , most of the findings suffer from the ignorance of the multiplicity
of school functions and cannot provide comprehenive and powerful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and
school improvemen 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schoo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by introducing the multiplicity framework of school functions in terms of multi喲
levels (including individual , institution , community , society ,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nd multicategories (including technical/economic function , human/social , political , cultural ,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

白人十年代，世界各地已開始進行不向彤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School Effectiveness

式的教育改革。到九十年代，改革潮流更為旺

and Improvement)

盛，其中校本管理 (school-based management)

踐 3 曾在英國

的進行、教育質家保龍 (quality assurance) 和時

瑞典

進計劃 (school improvement programs)

(1988 ， 1991)

、以色列 (1990)

1995)

( accountability )制度的確立、不同學校改

，提倡學校效能的研究和實

(1992)

(1996)

、荷蘭( 1989 ,

、加拿大 (1992)

、澳洲

(1994)

、及俄羅斯

舉行國際研討會。雖然研究討論不斷

踐、學校策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和

增加，但是有鷗學校效能的理念，不是含糊不

發展規劃

清，便是以偏概全，所得的研究結論往往流於

(development planning) 的倡導、有

效能學校特性的尋找和推廣、全質素管理

片面，難以服眾而有效實踐 (Che嗯， 1994)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在學校的運舟等都

本文嘗試從學校功能的多元性 (multiplicity) ，探

的改革方向 (Caldwell & Spinks , 1988 ,

討學校效能的可能範疇，從加提出研究的新方

向，希望幫助目前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

1992; Cheng , 1994; Dempster , Sachs , Distant ,
Logan & Tom , 1993; Greenwood & Gaunt , 1994;
Hargrea ves & Hopkins , 1991; Mortimore , 1993;
Murgatroyd & Morgan , 1993; Murphy & Beck ,

1995; Scheere肘， 1992)

學校的多元功能

。在這些改革活動中，

對不向的人，學校效能可以有很不間的定

如何提高學校效能 (School Effectiveness) 以改

義;而且往往與「學校效率 j 混為一談。至於

善教育質素，往往是核心的研究課題。

「效有創造個現念的關鍵元素，例如「甚麼準

校效能的研究文獻?在過去十年增加了許多，

則j

同期亦出現學校效能與改進的閻際組織

、

時評估 J

「誰下的定義 j

、

「如何評估 J

、

「何

'及「受制於何種環境約束 j 等也是

，因為似乎沒有能被所有人接受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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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芯， 1993)

J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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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社會情境，受制於有限的資源，也涉及

四.公元 2000 年，美國學生的科學及數學能
高路全球首位;

多類成員:例如教育機關、學校行政人員、教
師、學生、家長、納稅人、教育家及公眾。而

五.公元 2000 年，全美成年人均能閱讀，擁

各有關人士對學校的功能和目標有明顯分歧，

有能於全球經濟發展中所需的知識及技

有重視短期效果，亦有強調長期功能;有側重

能，並履行市民的權利和義務;及

社會整合功能，亦有著眼於個人成長。在這樣

六.公元 2000 年，全美每所學校均能免除暴

的社會情況下，如果不先討論學校的功能

力及毒品的威脅。提供一個有紀律的環境

(function)

供學童學習。

，要明白學校效能是頗不容易的。

學校功能或目標不同，表現的效能也有賊。例

從這些目標看來，美國學校的功能包括提

供一個有紀律的環境(機構層面)協助美國學

所以，當我們要研究學校效能之時 3

至成功畢業(個人層間)

楚學校的目的和功能。基於 Cheng (1996) 的理
念 3 學校功能的多元性可檢討目前學校效能的

研究，並進一步發展新研究方向。

Kiesling & Pincus (1974 )在自顛美國學校教育
I 大半世紀以來，美國公立學

校一直被視為發揮以下五種重要功能:群化功

能 (socialization function)

，一種多民族社會中

的關結及紀律力量;分類功能

(custody function) ，替父母看管子女;知識技能
訓練 (knowledge and skiU training) ，發展一般識
字能力及至少一種與工作有關技能;及發揮創

造力與自信 (creativity and self-confidence) ，發

(p.3)

0

1989 年 3 美國總統召

開的教育高峰會，全國首長達致一歷史性雷

險，就是改變閻民教育之輩點。他們實行以下
六個問民教育目標作為起點:

公元 2000 年 3 全美學童均能入學讀書;
一

公元 2000 年，中學畢業率至少增加

90% ;
一

公元 2000 年，完成第凹班、第八班及第
十二班的學生，在英文、數學、科學、歷
史及地理各科均能達到一定水平;而美醫
學校均能確保所有學生好好進德修業 3

鑄成為負責任的公民，繼續升學，及擠身
現代經濟體系中一展所長，努力作出

獻，

力，尤其是數學及科學方面，並成為
民(社道層面)

，繼續學業及在配合現代全球

。草擬上

述目標時，全廠會議 (N ational Panel) 十分強調
教育制度對國民力量及圓際經濟競爭的貢獻。
以上的教育問標是要求學校有多元的功能

( multi -functions )

，涉及個人、機構、社區、

國家及國際層面。

(sorting

function) ，鑑定學生將來的角色;看管功能

揮個人的特質 J

，獲得學科能

經濟上具競爭力(國家及劉際層面)

二十多年前， A verch , Carroll , Donaldson ,
的效能時指出:

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anel , 1992 , pp. 4-5)

如，某些學校長於協助學生的個人成長，而另
一些會精於培養才幹技術以滿足社會的需求。

(The

香港方筒，學校教育服務的基本目的是發
展學童的潛能，使之成為思想獨立及關心社會

的成人，擁有知識技能，處事態度成熟?過充
的生活，並對本海社會作出積極的貢獻

(Education & Manpower Branch , 1993 , p. 8) 。所
以，學校的臣的為傅建以下的服務 (pp. 1422)
對個人方面，無論學生的能力為何?每問
學校都應協助所有學章，包括需要接受特

殊教育者，盡量發展學業及非學業的潛能

(p.14)

，包括閱讀、數理能力、實用工

藝技術 L 社會政治及公民意識、個人成

、生理發展及文化美育發展;及
對社會方筒，學校教育須切合社會需求而

培養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有貢獻的人

(p.14)
從香港的教育目標來看，學校也是應該有
多元功能，涉及不間膳面的。

根據社會學的「功能主義 J

(Fu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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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交及生理的發展，並盡量發展他們的潛

(Conflict Theory)

學校除了教育學生外，在社會上還有不同層面

能。在機構層面上，學校是一個由不同人際關

的外顯或內隱的功能 (Blackledge & Hunt , 1985;

係組成的社會實體或社會系統 (social

鄭，

1995)

。舉例來說，功能主義認為學校教育

social system)

entity or

，其中社會氣氛及陳係的素質往

有和社會流動及變瘦，而衝突論則認為學校教

往決定教師及學生的社群生活及學習生活質

製階級結構及維持階級不平等。綜合一般

素。故此，學校提供有質素的環境，是鞏耍的

認同的目標(例，

Averch et aL 1974: Education

& Manpower Branch , 1993; The N 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anel. 1992) ，參考有關組織及
發展的研究

(Beare &

Slaughter , 1993;

Blackledge & Hunt , 1985; Bolman & Deal , 1991;
Cameron & Whetten , 1981 , 1983; Cheng , 1993;
鄭， 1995)

，我們可以把學校潛在的功能分為五

功能。在社鹿及社會層由上，根據功能主義的
觀點，學校服務社服及社會的需求，對社會多

樣及分歧的份子發揮整合作用

(integration)

有助於現存階級結構內的社會流動(

mobility)

social

，為所有不同背景的人獲致社會平

等，及挑選分配有能之士擔網童任，更有助於

長遠的社會改變和發展(鄭， 1995)

。衝突論提

類:技術/經濟功能，人際/社會功能，政治功

供另一觀點，學校複製現存的階級不平等，使

能，文化功能及教育功能 (Che峙， 1996)

社會不平等延續下去

，如

表一所示。以下就五種功能加以分述.

1985)

(Blackledge & Hunt ,

。基於臼益關注全球的發展

(Beare

&

Slaughter , 1993) ，人們期望學校扮演吏鞏要角
技術/經濟功能( technical/economic

function)

技術或經濟的發展和需求均可有貢獻。在個人

層面，學校幫助學生獲取知識及技能，使能於
現代社會或競爭經濟下生存，同時提供教職員
專業才幹技術成長的機會。在機構層面，學校

是提供優質服務的機構 3 又是學生、雇員及有

聽人士的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在社區及社會層

面，學校為本士也社會的經濟系統供應優質的人
力，塑造學生的經濟行為(未來的顧客及市

(McMahon , 1987)

，同時維持該經濟體

系之人力結構之穩定及發展( Hinchilf扣，

1987)

諧、社會合作及全球人際關係 3 消除有闋的國

民、地廠、種族及性別的偏見;長遠來說，使

學校對值人、機構、社恆、社會及國際在

民)

色 3 幫助學生將來在盟際牆面上 3 致力國際和

。在國際膳間，學校教育為副際競爭、

經濟合作、保護士也球及科技資訊交換提供所需
之高質素動力。

本地及關際社會同樣受惠。

政治功能

(political function)

學校對社會的政拾發展也有不同層面的功

能。個人方面 3 學校幫助學生發展正闊的公民
態度、掌握履行市民責任及權利的技巧。機構

面上，學校整體地把學生納入一套認許的政

治規範及價值信念襄 3 有系統士也社化他們。
校往往成為教師、家長及學生的無形的政治聯

盟 (coalition)

，有助於穩定政治力最結構。

社區及社會層面上，學校也照應了本地社會的
政治需要，強化當前政府權力的認受性

(legitimacy)

，維持政治結構的穩定，促進民

主意識及民主運動，及使計劃中的政治發展及

改變易於進行 (Thomas.1983)

人際/社會功能

(human/social function)

。關條聞自慚

重視彼此的依賴，學校教育聞而需要在路際瞭

解、全球共伺利益、國際聯盟、和平運動及消
學校對社會不同層闊的人際發展及社會關

彈地域及民族間矛盾等幾方面作峰準備工作。

係著一定功能。正如差不多所有正規的教育目

看來，為了世界長遠的利益，學校在國際層面

標所示 3 在個人厲間上，學校幫助學生傭人心

上的政治功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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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五層誼五類別之學校功能

個人層面

機構層面

文化功能

﹒知識及技能訓練

﹒心理發展

﹒公民態度及

﹒使有修養有文化

.如何學習及發展

.就業部!練

﹒社交發展

﹒技巧發展

﹒社化以價值、規

.如何教及輔導

﹒提供教職員職業

﹒潛能發展

﹒生活場所

﹒社會實體/系統

﹒政治社化場所

﹒工作場所

﹒人際關係

﹒政的聯間

範及信念

.文化傳播及康生

中心

@政治談論或批靜

﹒服務組織

﹒文化再活及整合

場所

場所

社區層面

﹒照顧社區之經濟
需要

面

教育功能

技術/經濟功能人際/社會功能政治功能

﹒照顧社區之社會
需要

﹒照顧社區之政的

﹒照顧社區之文化
需要

需要

﹒專業發展

﹒學與教場所
﹒傳授知識中心

﹒教育改革及發展

中心
﹒照顧社隨之教育
需要

﹒供應優質人力

﹒社會整合

﹒政治合法化

﹒文化整合延續

﹒改變經濟行為

﹒社會流動/階級

﹒政治結構之維

﹒文化複製

﹒教育結構發展

﹒文化資本產生

﹒知識資訊傳播

.文化新生

﹒學習的社會

﹒發展全球教育及

﹒影響人力結構

持及延續

複製
﹒社會平等化

﹒促進民主

﹒人資源選配

﹒政治發展及改進

﹒教育專業發展

﹒社會發展改革

關際膳

文化功能

﹒盟際競爭

.全球村

﹒圓際聯盟

﹒欣賞不河文化

.經濟合作

.國際友誼

.國際暸解

.接受跨國家/地

.國際貿易

﹒社會合作

﹒和平/反戰

。科技交流

﹒閻際交流

﹒共同利益

• i也球保護

﹒消除關家/地域/

﹒消 5耳{重I 突

﹒資訊交流

種族/性別偏見

域文化
﹒發展全球文化

合作

﹒國際教育交流
﹒教育為全球

capital )社化學生，結果是有人受惠於高級的

(cultural function)

文化資本，而另一些則受著窮文化之苦
學校對不同社會摺宙的文化傳遞及發展有

(Apple , 1982; Collins , 1971; Giroux , 1981)
social

一定貢獻。個人層面上，學校幫助學生發展創

換吉之，學校使社會文化之不平等(

造力及美感 3 並以社會認詐的規範、價值及信

inequality) 延續。明顯地功能主義及衝突論各

念社化( socialize) 他們。在機構層面，學校

持不伺觀點。圓際層面方面，學校鼓勵學生欣

有系統地把文化傳到下一代，整合多元及歧異

賞不同民族、地域及階層的文化，理解及接受

的坎文化 (subcultures)

，並給過時的傳統文

來自不同國家地域的規範、傳統、價值及信

化重新斌予活力。在社混及社會層面上，學校

念，這樣透過不同文化的整合也就帶動了全球

往往是帶著外顯規範及社區期望的文化單位，

文化的發展。

傳遞社會的重要價值及建制給學生，整合不同

背景的吹文化，並使現存文化的力最再是活

力，減少社會或族婦問矛盾及損耗，為國民利
益建立統一力暈。當然 3 衝突理論提出另
，他們認為對於社會不同階級，學校以不

同的價值及倌念一不同文化資本(

cultural

教育功能

(education function)

學校有發展及維持社會不悶膳菌的教育功

能。傳統上，教育只被視為達至經濟、社會、
政治及文化之目標的手段。由於世界各國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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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改變 3 人們間始接受教育本身可作為

能;教育社會學則強調社會層面的學校功能 3

耍的價值及目標。教育代表學習及發展，現已

尤其是與社會流動、平等及階級形成等有聽方

成為生活必需的成份，正如經濟、政治、文化

面;教育經濟學則明顯地著重學校在各層茁的

及社會關係一樣，以適應急促變遷的時代。教

經濟功能;至於學校管理學或組織行為學自然

育的內容、制度及結構需要發展及維持，也是

比較關注機構層面的學校功能了。所以 3 有鷗

涉及三層面。個人層閉上，學校幫助學生學會

學校功能的研究，不同學術範疇的焦點毅然有

怎樣學習，幫助教師學會如何教學;同時也幫

分別。

助教師的專業發展，以收教學相長之效。機構

基於不問信念及強調不同學校功能，學校

層面上，學校是提供有系統的舉習、教學 3 及

管理及改進便有不同的策略及政策。傳統上，

傳播知識的場所 3 同時又是進行有系統的教育

人們對學校功能的觀念比較狹隘，只有個人層

改革及發展的實驗及實施中心。社區及社會層

面的技術及社會功能較受到重視。出於忽略許

面上，學校為社恆不同的教育需要提供服務 3

多其他學校功能 3 學校改進的決策及管理也就

幫助教育專業及教育結構的發展，傳授知識資

受到很大的限制 3 往往顧此失彼。若教育改革

訊給下一代，並幫助社會成為學習的社會

政策的信念只建基於個人層面的技術功能，當

(learning society)

。為鼓勵民族問彼此的瞭解

並協助年青一輩建立一個 f 全球大家庭 j 或

「全球村 J

(global village)

，學校可在全球教

(global education) 及國際教育 (international
~ducation)

的交換及合作方面鑫力 3 為全世界

然難期望改進其他層面的其他功能。
進一步來說 3 有關學校效能的研究亦應有

上述學校功能多元性(包括五類另IJ 、五層面)
的構想，全面掌握學校功能的含意 3 清楚研究

的限制和焦點，避兔以偏概全。這個多元性功
能的分類，可提供一個共同架構，比較不同類

的教育作出貢獻。

型不同取向的學校效能研究 3 然後再作綜合發

不同學校功能的關注

展。以下將蕃於學校功能多元性 3 探討學校效
能研究的發展方向。

從時間長短來看 3 學校功能又可分為長期

功能(long-term function) 及短期功能( short-

term function) 兩種。長期功能指學校在…段長
時間產生而又持續的功能(例如超過幾年)

學校效能研究的新方向
學校效徒的分類

所有這些功能都應該是重要的，雖然有些未必
是顯而易見。短期功能指學校短期內康生的外

基於學校功能的概念，我們可以給學校效

。一般來

能下個簡單定義:學校效能就是學校在問定輸

說，每類學校功能(包括技術/經濟功能，人

入下可以表現出來的功能的程度。出於學校有

顯功能(例如幾個月或少於幾年)

際/社會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及教育功

五積功能，學校效能也相應地分為技術/經濟效

能)都可能同時存在長期及短期功能，不過在

能 (technical/economic effectiveness)

個人及機構層面上，短期功能是較容易看得出

社會效能 (human/social effectiveness) 、政治

來。

效能 (political effective 伺 ness)
不同的人對學校功能往往有不向的期望。

、人際/

、文化效能

(cultural effectiveness) 及教育效能

有些人重視學校內部的技術功能而其他的人可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五類。舉例來說，技

能較重視社服或社會層面的長遠影響。在簡際

術效能就是學校發揮技術功能的程度。又由於

層闊的學校功能在溫往未受到重視，近年來日

學校功能有五個層面?所以學校效能也可以從

漸受到鵲注 (Beare & Slaughter, 1993)

五個層面表現出來，包括個人層面、機構層

不向學術範疇 (academic disciplines) 會強

、社區層面、社會層面及國際膳齒的學校效

調不間類別或不同層面的學校功能研究。例

能。這樣一來，五類別與五層次結合就可界走

如，教育心理學會較著鞏個人層面的學校功

出 25 種學校效能，如表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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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學校效能分類

技術/經濟效能

人際/社會效能

政治效能

文化效能

教育效能

個人厲噩

機構層面

社

茁

閻際層在百

會效能，而另一些則著軍經濟效能或文化效

學校效能與學校效率

能。我們要指出五類效能閩、五屆葡效能間、
從輸入輸出的觀點看，學校效能的高低可

甚至效能與效率間的關係都可能很複雜，

由學校可以產生的學校功能與學校輸入的比較

一定有正閉關{系。學校在個人層面有高的技術

而得。我們假定這個初步的意念可以接受，就

效能不等於在社會膳頭有高技術效能或社會效

可採用 Lockheed

能的，即使人們往往假定有這種正面關係

( 1988) 的方法來進一步分辨

學校效能與學校效率 (Cher嗨， 1993) 。

(Grosin , 1994)

當我們討論學校非金錢 (non-monetary)

的

。舉例來說 3 有踏在學校成功

的技術訓練並不表示會提高社會的生產力，因

擒入或過程(例如:課本數量、課案組織、教

為學生投身社會以話時所學的也許已經過時或

師專業訓練、教學策略、學習安排等)

無用。再者，不少激進觀點的研究挑戰有

，可從

0 假

校對社會平等化有積極效能的傳絞信念，指出

的輸入

學校往往未促進社會平等，反而有延續社會精

(例如:每學童的津貼、書籍價錢、薪金、機會

級不平等的作用 (Blackledge & Hunt , 1985; 鄭，

它們與輪出功能的比較仿計「學校效能 J

如我們要論及學校金錢性 (monetary)

成本等)與學校輸出功能的相比，則可估計出

「學校效率 J

(school efficiency)

1995)

。因此，學校即使在機構層面有較高的

。學校效率

技術效能，也不一定有所期望的推動社會平等

也可以依照學校五層前五類別的功能，組成 25

化的效能。很大程度上，技術效能與社會效能

稽，即技術/經濟效率、人際/社會效率、政治

或文化效能的關係在教育社會學中是頗具爭議

效率、文化效率及教育效率，各自滴蓋個人、

性的;而且，技術效能與技術效率的觀{系也未

機構、社區、社會及國際層面而成。把學校效

必是簡單的。這是教育經濟學研究範疇的熱門

能(或效率)分為 25 種有助於澄清要研究的是何

題目( Psacharopoul肘， 1987; 鄭、伍， 1992)

種效能。

一般來說，學校在幾方面表現高效能，

必在 25 種效能中其他方面有相仿的表現。再
不同效能的相關性

者，提高一種效能也未必表示其他方面部會提

。伺樣，提高一層間的效能也不表示其他層
「學校效能 J …詢巳廣泛用於過往研究
中，不過所指各有不同，例如有些著重學校社

間的效能也有改進。目前有關各效能間關係的

研究相當缺乏 3 我們所知的實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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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成本效益的教職員政策，使個體的

傳統的學校效能研究

潛能得以全面發揮

近十年世界各地也有大棄學校效能研究出

現 (Creemers ， 1994; Creemers & Reynolds , 1990-

1995; Dimmock, 1993; Reynolds , 1985; Reynolds
& Cuttance , 1992; Reynolds , Creemers & Peters ,

1988; Reynolds & Cuttance , 1992; Reynolds ,
Creemers , Nesselrodt , Schaffer , Stringfield &
Teddlie , 1994; Scheerens , 1992; Walberg , 1990 ,
1992 , 1993; Wimpelberg , Teddlie , & Stringfield ,
1989) ，提出了不少有效能學校特性或模式
(例如 Be缸瓦 Caldwell ，

&Millikan , 1989; Bosker

& Scheerens , 1993; Clark, Lotto , & Astuto , 1984;

Edmonds , 1979; Levine , 1992; Levine & Lezot峙，
1990; Mortimore , 1993; Murphy , Hallinger &
Mesa , 1985; Purkey & Smith , 1983; Ralph &
Fennessey , 1983; Scheerens & Creeme凹， .1 990;
Walberg , 1990 , 1992 , 1993) 。例如，著名
Edmond 的五因子模式 (Edmor吐， 1979) 包含
(一)強調教育領導，

學習，

(二)強調基本技巧的

(三)安全荷有秩序的氣氛，

(四)頻

密地評估學生的進展，及(五)對學生成績抱

有高的期望等五項學校特性，許多人相信可透

@達致足夠水平的資源;包括書本、

材料及資訊技術的裝備
@能夠間對變革，而且能從中獲益
教室層面

@能長時間維持高度的期望

@著鞏獎勵而不是處罰、其系統性和公平
的教室管理

@充份的備課
@細節和正面的自饋

@對需要輔助的學生提供支援
@一個適當前且平衡的課程

@採用富彈性的方法去達成全校性的目標
但是 3 這些研究和模式絕多只關注學校內

部技術或操作效能

(internal technical or

operational effectivness) 對學生個人層面學業成
績和學習態度之影響 3 即使用多牆前概念進行

研究 3 也只是校內的多屬區(例如， Scheerens

& Creemers , 1990) 加忽略校外的多層醋 3 也
不大注重學校的其他類別的效能。故此，研究
結果的可用性範屬有頗大的限制性 3 未能對學

過這拉特性而改進學校的效能，在八十年代?

校效能有深刻而全間的理解 3 因而對政策製訂

美關不少訓練校長計劃和學校改革項目，亦以

的影響也相當片面，缺乏全局長期的指引作

這些特性為根據，大力推行(

用。本文將上述多層間多功能的學校效能概念

Creemers

Stringfield , Scheerens & Reynolds , 1992)

。對九

3 人們開始發覺沒有那麼容易的

與傳統概念相比 3 如表三所示，可望對往後的
研究、決策及寶路，提供一個新方向。

以改進教育效能或學生的成績，因而提出

他較複雜的學校特性組合，
(1990)

Levine & Lezotte

新的研究方向

所列的是較著名的例子之一。到

近， Mo
叫r白no
凹re (1993) 更融合過往研究 P 認為

傳統上，研究學校效能只基於簡陋的學校

學校及教室兩層面應有以下的特性 3 才能使學

效能構思，只涉及個人及機構膳闊的技術/經濟

校有效能:

效能及社會效能，忽略了學校效能的多元性及

複雜性，這無疑大大限制了研究結果對學校改
學校層面

@領導有正面的精神 3 提供清楚的目標和
承諾

@管理有效熟練，善用資源
@政策製訂機制 3 鼓勵教職員、家長和學

生參與發展與學校目標相符的策略

進及發展的指導 i 作用。所以新的研究方向，我
們要考聽廣義的學校效能構念，應 j涵蓋個人、
機構、社恆、社會及國際層面，並且兼

期、長期的效果。
過往的研究偏重技術/經濟及人際/社會的
效能，而且假定學校有關人士(例如家長、學

@提供一個安全、激勵智力成長的環境

生、教師、行政人員、教育部門、經濟部門、

@一(屆全校性的課程和評估的過程

社會部門、決策者，公眾等)的期望沒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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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當然也沒有層面上的不同。這樣一來便

問題重重的，因為其中的鞠係可以是

可能忽略了因各成員對學校效能期望之差異而

非常複雜且未必是正甜的，一方面的效能提高

的矛盾。事實上，如果我們同意學校功能

了也並不等於另一方面同樣提高。所以當我們

是多元的，而各人對學校的期望又有差異的

追求學校效能時，為使彈無虛發，研究這些關

話，我們應採用何種管理手法去提高學校效能

係是必需的。再者，以往學校效能的研究往往

呢?這些矛盾應該是現時學校效能運動要關注

只限於單一的學科(例如教育心理學)

的焦點，也是學校效能研究的重要課題?不可

靠單方面的努力，顯然是不足以研究學校效能

，或依

忽略。當然，如何減少這學矛盾，使學校能在

的複雜性的。我們研究學校效能，應加強各學

不向層面悶、不伺效能類別問獲得最大協調

科間(例如教育心理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社

( congruence)

，也是關鍵性的研究課題(見

會學，人類學，組織理論等)之合作，
點應包括多層面多種類效能、各類效能間之關

表三)
基於簡陋的構思，傳統的研究假設學校效

係、各層面問之關係及效能與效率問關係。此

能各類別間、各層面間或效能與效率問均有正

外，我們必須發展一個全面的理論，…方面解

滴的關{系，而這些認係是毋須研究及管理的。

釋各相互的關係 9 同時為學校效能的提高給予

鶴於這一點，我們已討論過，事實上這信念的

實踐的指引(見表-)

表三
研究學校效能之舊傳統與新方向

學校效能本質

新方向

舊傳統

﹒基於多亢學校功能理念:技備，社會，政

﹒基於簡單學校功能理念:尤其社會，政治，

洽，文化及教育

﹒多層頭構念:個人，機構，社盟，社會及
國際層前

文化及教育
.兩層聞構念:著重個人及機構層面
.短期效能為主

﹒兼顧長期及短期效能

學校效能辦單

.不同成員對學校效能有不再期望
﹒存在矛盾

• f肩章投術或社會效能，認為成員問期望分別
不大
﹒忽視矛盾

假設閱係

﹒效能類別時有複雄關係

﹒效能類別間有正閉關係

﹒層面問有複雜闊係

.層面間有正面關保

.效能效率問有複雄關保

﹒效能效率間有正面關保

.這些關係不一定是正面，須研究及管理

﹒毋須研究及管理這些關係

研究範疇

﹒須學科際合作

﹒限於單一學科，各自研究

研究討論焦點

﹒多類別效能

.單類別效能

﹒多層面效能

﹒單層面效能

﹒類月 IJ 閉關係
.層聞聞關係

﹒效能效率間關係

管理及政策敢示

.盡量發揮多層面多類別效能

﹒主要發揮某層面的{閏月IJ 效能

﹒盡量發揮多層間多類別效率

.主嬰發揮某龐醋的個別效率

.須確保類別間協調

.毋須理會類別間協調

﹒須確保層面開協調

.毋須理會層面問協調

﹒須確立效能效率問協調

﹒毋須理會效能效率問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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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 3 只有在一兩個層面的個月IJ 類別學

為全面而綜合 3 應有以上各策略的各種長

校效能受到重視及研究，其他類別的效能多被

處，能對各類別效能間之詞係及各層面間

忽略，也不理解各層面問及效能與效率問協調

關係，有機會作整體性瞭解。這策點有

性的重要，無怪乎許多改善學校效能政策不是

利研究各類效能如何棺關及在不同層醋的

失敗就是徒勞無功的。當我們了解學校效能是

變化。研究結果可提供有深度的敢示，幫

多層路多元化的時候 9 今後之政策及管理方向

助教育變革、學校管理及教育實踐，以求

也就要指向發揮多層面多種類的學校效能及效

協調不問學校功能，取得最大的學校效

率了。至於如何確保各類效能閥、各層面時及

能。當然，這策略所需的資源和時間較

效能效率問之協鵑?如何全面提高所有層面的

多，研究設計也較複雜。

所有效能而不偏覽一類 3 及如何解決來自不同

成員的不同期望時之矛盾等 3 都是現時教育改

革運動中葷耍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的。

為了有效推動教育及學校的改革 3 未來的
學校效能研究除採用傳統單類別單牆前策略

外，亦應採用其他較全面的策略。

學校效能是目前教育改革的中心課題，雖

然近十年己有大量研究，但研究成果未足以支

結語:研究策略

持現時世界各地的學校改革運動。忽略學校功

基於上述的研究方向，我們進行構想學校

效能研究的策略，可分為以下數種:

軍穎別舉層商策略 (The single category

and single level strategy)

:

這策略的研

究構恕非敘簡單 3 集中在某一層面上某一

能的多元性，造成學校效能研究頗大的限制

性，不利教育發展。本文論及的學校效能多層
面多類別架構，應可為學術發展提供一個新的
方向及不同研究策略，希望有助學校效能的探

究和改進。

類別的效能研究。例如研究學校對個別學
生在學習數學的影響。傳統的研究多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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