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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課程領導之研究 

曾煥淦 

摘要 
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強調靈性教育，在臺灣實驗教育發展中佔有一

席之地。本研究針對一所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進行個案研究，主要藉由

訪談法探討校長的課程領導行為，並比較其與傳統領導觀點的差異。研

究發現個案學校校長將領導力視為一種靈性教育上的努力，透過重視精

神感召、批判反思、整體原則、參與式體驗及生命共同體文化的領導行

為，在某種程度上轉化了學校三元組織中成員信念與課程結構，發展出

在地化的校本靈性課程；而在此過程中，校長亦於課程願景、教師教學

素養、課程設計、課程評鑑與學校文化等領導主題上，展現其異於傳統

的領導行為。這些研究結果有助於其他學校理解華德福學校靈性教育的

領導智慧，並為因應全球化與未來教育的挑戰，提供了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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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iculum Leadership of a Waldorf 
Schoo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Huan-Kan Tseng 

Abstract 

The Waldorf Schoo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emphasizes spiritual 
education and has a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n 
Taiwan. This case study of a Waldford Schoo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conducted mainly through interviews, explores the principal's curriculum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compares differences with traditional leadership.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case school’s principal viewed leadership as a spiritual 
education effort, with an emphasis on spiritual calling, critical reflection, holistic 
principles,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as part of the culture 
of a life community, to transform the members' beliefs and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in the school's threefold organization, and to develop a localized school-
based spiritual curriculum. In this process, the principal also worked on 
curriculum vision, teacher teaching literacy, curriculum design,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leadership themes such as school culture, to demonstrate 
leadership behavior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These findings 
help other schools understand the leadership wisdom of Waldorf School's spiritu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a key reference for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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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化時代，如何因應未來變遷乃各國教育改革的重點。全球化進

程導致自然、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面向發生變化，對個體和國家形成巨

大挑戰，就教育領域而言，新自由主義「以競爭為基底」改革策略影響

了各國的中、小學，甚至是高等教育政策，這類改革採用標準化的測驗，

引進新的教學和學習方法，致力於以低成本的統一教科書方式來達到高

表現，以及進行教師篩選和訓練的改良（Torres & Torres, 2016），所有資

源以追求「效率」為名，要做最有效的利用（蘇永明，2015），造成了臺

灣升學導向的單一目標與形式化的教育環境，促使學生失去了對知識的

學習喜悅，也失去對生命的熱情與想像（陳伯璋、李文富，2011）。這種

以「國民競爭力」優先於「學生主體性」的改革論調，促使教育變成一

種傾向物質主義的死寂力量（Miller, 2000/2007），形成了近代教育的主流

或傳統。而為了抵抗這種忽視人類主體價值的技術理性與壓制，有必要

去除僵化的學校教育，以回應全球化挑戰（Keller, 2019）。 

在教育議題上，「主體」的概念是無可迴避的。從 R. Descartes 的「我

思故我在」，到 Kant 的先驗主體、G. W. F. Hegel 的自我意識與社會文化

結合、結構主義的否定主體、擁護存在想法的海德格派、M. Foucault 的

規訓權力、後現代解構論者、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女性主義者，皆

有不同的哲學論辯（蘇永明，2006）。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下簡稱

OECD）《未來的教育與能力：2030 教育專案》（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Education 2030）則強調學校應提供學生個性化學習環境，以

確保主體的權益（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8a）；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以下簡稱 UNESCO）與多

個國際組織共同提出之《2030 年仁川宣言及行動框架》（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亦揭櫫相近理念（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6）。學生「主體」概念未隨時間遞嬗而消減，近年來益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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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學校對學生此一「受教者」的主體定位，會影響教育的模

式（蘇永明，2006）。1919 年基於 R. Steiner 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教

育理念所建立的第一所華德福學校（Waldorf school），即主張兒童是獨立

的主體，課程與教學應按照七年三期的階段的模式來開發教學教材與教

法，以顧及個體身心靈的均衡與充分發展，因此反對嚴格而強迫的學習

（吳錦惠、吳俊憲，2018；馮朝霖，2017）。臺灣幼教界自 1996 年引進

華德福教育後，其教育理念逐漸擴及小學與中學教育階段，二十多年來

對臺灣教育改革與社會演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2014 年底立法通過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於

2018 年修正名稱為《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

例》）等實驗教育三法案，藉由法令鬆綁及多元教育型態的價值彰顯，更

進一步提供其發展保障與催化。依據華德福教育理念成立的非學校型態

之團體實驗教育、機構實驗教育，以及學校型態之公、私立實驗教育學

校陸續成立，許多地方的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往往成為家長選擇的主要

對象。 

就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角度而言，這類學校最重

要任務即在於被賦予以一種「實驗」的角色，發展、評估和傳播新的教

育模式，使教育更能展現其多元價值（Stacey, 1995）。而在此變革過程中，

課程領導（curriculum leadership）係引導課程方向與落實，確保學生學習

品質與學校成功之重要取徑（Allan et al., 2018; Pajak & McAfee, 1992），

因此成功的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課程領導值得關注與探討。 

面對這樣的問題意識，相關研究證實校長的領導行為確實會影響學

校效能、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效果（Barber & Mourshed, 2009; Bruggencate 

et al., 2012; Darling-Hammond, 2017; OECD, 2018b）；同時，透過不同情

境之間的領導力研究，能將重要的經驗與教訓從一種文化傳遞到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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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Julien et al., 2010），這種概念是動態的，它主張的是一種能夠相互

增益，更具全面性、包容性的校長領導觀。基於這些觀點，本研究以臺

灣實驗教育學校課程發展為研究背景，分析一所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校

長的領導行為，並比較其與傳統課程領導觀點的差異。需要強調的是，

本研究藉由對相關課程領導特質、價值觀和行為的描述，目的並不在於

製造刻板印象或是狹義地定義課程領導意涵，而是期望梳理不同脈絡下

校長課程領導內涵的異同，俾助不同類型學校校長領導內涵的理解與轉

化，進而促進更多學校成功。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華德福學校的教育理念與組織運作 

華德福教育理念以 R. Steiner（1861-1925）的人智學為哲學基礎，

“ Anthroposophy” 從希臘文“ Anthropos” 亦即「人」、“ Sophia” 

亦即「智慧」演變而來，其植基於人類學、發展心理學及生理學，係指

引導人的精神至宇宙精神的知識之路（Steiner, 1924/1925），可謂為一種

靈性科學（spiritual science）。靈性係為生命帶來意義與方向的一種深刻

與活力的能量（Miller, 1997/2007），Steiner 認為人類文明的一切困境都

肇因於靈性的失落、物質主義的偏失，而人智學透過探尋生命存在的起

源及資源，深入了解「人的本質」以及「人類與世界關係」（Steiner, 

1919/1996），唯有人類回復本具的靈性生命，方是扭轉世界過度朝向唯

物主義發展的唯一出路（王智弘，2019）。這種回復靈性生命的出路須透

過教育來顯露，在教師的引導下達成「人的精神靈魂」和「宇宙精神靈

魂」的對話（蘇鈺楠、梁可憲，2015），通過這樣的「靈性教育」，不論

是師生之間、課程與教學，都是緊密締結、充滿能量與活力（張淑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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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世界各地的華德福學校辦學基本原則有二。第一個原則是

「心靈三元本質」說（threefold spiritual order），心靈三元本質為思考、

情感與意志。學校依據上述 Steiner「人智學」理念而發展出華德福學校

特有的課程，旨在喚醒學生心靈世界、啓發內在感受與意志，使學生在

思考、情感、意志三元心靈能力之運作調和下，成爲一個平衡發展的個

體（Carlgren, 1986）。第二個原則是「三元社會秩序」說（threefold social 

order），即藉由精神文化、經濟、社會人際等三大支柱，發展出華德福學

校特有的三元組織：教師團、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家長會）與校務委

員會。具體而言，「精神文化」支柱代表教學的精神基礎，即教師領導，

其目的在於個別和洞見（Schiappacasse, 2000），亦即尊重各班導師或科

任教師的教育專業、教學自主，讓老師思想自由以進行有創意的藝術化

教學，並持續瞭解和獲得實踐的教學洞見。而教師團的教師會議（faculty 

meeting）是「精神文化」支柱的具體呈現，教師在教師會議中藉由商議，

進行課程發展、兒童觀察、報告、行事曆決定、聘任教師等各項工作（張

淑芳，2005）。 

「經濟」支柱則代表學校的工作生活或服務文化，即家長領導，在

共和原則下協助學校，其目的在於效率和服務（Schiappacasse, 2000）。以

家長會參與來看，其重視家長意見，發展對教育的深度意識，尊重個人

的想法；在家長的權利與義務方面，講求平等，追求公平正義，人人有

權利參與並提出建言，也有義務協助校務推動（張淑芳，2005）。 

「社會人際」支柱代表華德福學校的人際、關係的生活，參與者的

權利與責任是需要被監督與培養的，即指行政領導，其目的在於建立合

作與夥伴關係（Schiappacasse, 2000）。華德福學校教師以共同合作方式

來取代校長角色，幾位教師被推選出來，採輪流方式擔任校務委員會主

席，共同討論組織、行政、教學和個別學生問題（Wilkinson, 1976/1997）。

「社會人際」支柱藉由重視分享、參與、公平與均等精神的會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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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連接和維護「精神文化」與「經濟」二大支柱，調和教師與家長

的分工與合作。 

綜上析述，以「靈性教育」（spiritual education）為起點和目標的華

德福學校，三元組織以學生為中心而環繞。教師團展現教師專業，落實

華德福教育的精神文化；家長會是協助學校推動校務的重要幫手；肩負

學校行政和領導的校務委員會則是維繫學校動態平衡的力量，三者緊密

連結、相互支援而成為一個有靈性的生命體。這樣的教育理念和權力運

作方式與一般學校不同，可謂華德福教育特別之處，而此亦是華德福教

育實驗學校校長的課程領導挑戰。 

二、傳統課程領導文獻回顧 

部分學者認為校長領導受到校長個人價值觀所驅動的個人特質影響

（Day et al., 2016; Hallinger, 2011），但在課程領導議題上，其涉及「課

程」與「領導」兩個領域的概念，二者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迴圈關

係。課程的發展需要行政領導的支持，而領導影響力的發揮，最終目的

在達到課程目標（孫宇安、林子斌，2017），因此課程領導不僅為一課程

議題，更可說是一行政課題（甄曉蘭，2005）。對此，Henderson與Hawthorne

（2000）認為課程領導必須將學校當作一個整體來加以處理，透過課程

願景、教學、課程設計與計畫、課程評鑑、學校文化等層面來檢視傳統

課程領導問題，以探討學校情境中不同面向之間的關係。 

首先，課程願景是學校全體成員對課程的共識與目標，指引學校課

程實踐的方向。傳統的課程哲學重視讀寫算學力的獲得，以及長久累積

之學術領域知識的學習，並且依賴標準化的精熟測驗來評定學習成果；

同時，引導學生要順從權威，壓抑自我意識，學習合作的、因應團隊需

求的社會化行為（Dewey, 1963; Hargreaves, 1994）。 

其次，在教學層面，傳統教學以技術檢核（technical review）為核心

概念，透過技術理性的技能與步驟來協助教師，例如預期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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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ipatory set）、目標（objective）、輸入（input）、演示（modeling）、

檢核理解（checking for understanding）、指導練習（guided/monitored 

practice）與獨立練習（independent practice）等，以確保學生通過標準成

就測驗，達到教學目標（Hunter, 1991）。 

而在課程設計層面，傳統學校的課程設計係依據國家提供的教科書，

再依序確認課程目標、選擇學習活動與材料、組織學習材料、評鑑課程

效果。這種模式幾乎不允許教師慎思（deliberation）課程意義，或修正與

調整課程設計（Henderson & Hawthorne, 2000），此意味著教師並非課程

決定的主體。 

再者，在課程評鑑層面，由評鑑專家、學科專家所決定的客觀與標

準化測驗，往往成為學生學業成就最主要測量工具，「效能」是這種標準

化成就測驗的資料詮釋規準，亦即達成標準的程度，目的在於教師決定

分數等第、了解學生學習困難，或是進行學校、學區之間的比較。 

最後，在學校文化層面上，學校文化是潛藏、理所當然的信仰與假

設，賦予學校成員言行舉止的意義（Deal & Peterson, 1990）。傳統的學校

文化重視學科成績表現、標準化評量取向、由上而下的領導決定、工具

理性的行政評鑑。這些對於課程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包括均等、關懷與

開放性等學校脈絡深層意義的形塑（Henderson & Hawthorne, 2000）。 

由上述探討可知，傳統課程領導著重於「目標－理性」行動來思考

學生的學習，它重視課程管理導向的實踐，藉由標準化評量的方式確保

學習品質，卻忽略了教與學的主體意識。Henderson 與 Hawthorne（2000）

因而提出轉化型課程領導理論，主張一切的課程和教學應聚焦於學生學

習的最大利益，以課程願景為核心，透過改變傳統信念與學校結構的方

式，包括教學、課程設計與計畫、課程評鑑、學校文化等革新主題的交

互作用，建構對話、合作、慎思、反思的文化途徑，賦權增能以共同實

現學校教育目標。而在臺灣，許多研究（何慧群、林政逸，2008；涂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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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等人，2010；楊瑞珠，2014；甄曉蘭，2005）呼應 Henderson 與 Hawthorne

的觀點；詹志禹（2019）、Hsieh 等人（2021）則基於實驗教育學校課程

創新需求，特別強調校長應關注教師教學素養的轉化與提升，包括教學

意識與能力。 

綜上分析，本文綜合 Henderson 與 Hawthorne 的轉化型課程領導理

論與臺灣在地研究成果（何慧群、林政逸，2008；甄曉蘭，2005；詹志

禹，2019；Hsieh et al., 2021），歸納出課程願景、教師教學素養、課程設

計、課程評鑑與學校文化等五項領導主題，據以產生一種綜合概念，俾

利後續校長課程領導內涵的比較。同時，依此作為後續資料蒐集與分析

之架構，以避免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偏離主題（Yazan, 2015），並有助於

與華德福學校所在環境進行在地化對話與探討。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涉及個案學校文化與氣氛等獨特性、複雜性之情境脈絡問題，

適用個案研究法進行描述與分析（Stake, 2005; Yin, 2009）。資料蒐集方式

主要為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並佐以到校觀察以及相關書面

材料之輔助檢視，Yin 指出藉由不同種類的證據來源相互檢證，可促使

研究結果更具備解釋力，強化資料可靠度（dependability）。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選擇能夠脈絡化的（contextual）、整全性的

（holistic）理解學校發展者為樣本，以兼具深度與廣度的探討（Yin, 

2009）。據此，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的個案學校係地方政府基

於在地家長期盼，於 2014 年先設立為華德福教育實驗分校，開始招收國

小一、二年級學生各一班，後逐年增加一班新生，同時甄聘新進教師；

再於 2017 年 8 月獨立設校。校長透過教師共治模式領導，教師自發性組

成學習社群發展多元在地化課程而獲得家長認同，至 2021 學年小學部 1

至 6 年級各一班，學生人數平均每班 26 人；中學部 7 至 9 年級各 1 班，

平均每班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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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選取上亦採立意取樣方式，主要是基於其「有大量對研究

目的至關重要的資訊」來選擇訪談對象（Patton, 2002），因此針對長期、

深入參與課程發展且具代表性之對象進行訪談，包含校長（Principal, 代
碼 P）訪談 3 次、主任（Teacher1, T1）訪談 1 次、組長（Teacher2, T2）
訪談 1 次、教師（Teacher3, T3）訪談 2 次、家長（Guardian, G）訪談 1
次等，共計 5 人、8 次訪談。訪談大綱參考相關文獻轉化而成，並請託

專家學者審視修正。訪談期程從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每次訪談

約 90 分鐘，至研究者認為資料已飽和而結束，藉以落實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提高研究可信度（credibility）。 

質性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常是同時展開、更迭進行的（Acun & 
Yilmazer, 2019）。本研究資料蒐集後，首先將訪談內容謄寫成逐字稿，並

進行相關資料編號與譯碼（coding），資料編號原則為：資料來源＋日期

＋受訪者代號（或資料名稱），例如「訪 20200117T1」代表 2020 年 1 月

17 日訪談主任（T1）的紀錄；「觀 20191025P」代表 2019 年 10 月 25 日

訪談校長（P）時之觀察札記；「文 2020 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計畫」代表學

校 2020 年第二學期課程計畫之文件（document）。資料分析過程首先為

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研究者反覆閱讀訪談逐字稿，以獲得整體印

象，再將資料分段、檢測並分類標示，進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d），而

相似的概念可歸類為「範疇」（category）；接著進行主軸譯碼（axial 
coding），將那些範疇明顯連結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其後，透過選擇性譯

碼（selective coding）建構核心範疇（core category）的概念（Strauss & 
Corbin, 1998），質性研究的文字須經過這樣的詮釋過程，方能擁有意義

（Denzin, 1994）。這是一種奠基於相似性和差異性基礎上，將資料進行

比較的分析過程（Timonen et al., 2018），其間界線並非線性關係、固定

不變的（Corbin & Strauss, 2008），而是反覆來回的迭代過程（iterative 
process）（Cohen et al., 2011）。 

其次，再整合所有資料並與文獻進行對話，促進研究資料的可轉移

性（transferability），最後則確定並描述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的概念、範疇、

歷程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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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之分析 

分析所蒐集之資料，本研究得到了課程願景、教師教學素養、課程 

設計、課程評鑑與學校文化等五項領導主題相互關聯的概念與行為內涵。

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透過靈性領導強化「社會人際」與「精神文化」支柱之關聯，凝

聚課程願景共識 

個案學校校長對於領導的概念與傳統領導看法不同。在擔任了十幾

年的傳統學校校長後，於 2014 學年起帶領個案學校教師嘗試新課程典

範，校長將其視為「天命」。對此自我轉化過程中的辛苦，他有感而發： 

我擔任華德福的校長，也許是我的天命。冥冥之中我就來了、

接了，我希望好好放手一搏，做點不一樣的事情。傳統體制雖

然到後來有很多的鬆綁，但畢竟我們還是在一個框架裡面，如

果有機會可以連這個框架都打開，我是蠻想試看看，看看它會

長成什麼樣子。這過程有很多的辛苦。（訪20191025P） 

創校的前幾年，教師團隊每年累加，不管是課程發展、行政的

運作，還有人員的整個動能、互動，我們一直在找一個適合模

式。我們每年都得談課程理念跟願景，還沒有到一個穩定的狀

態，這是學校蠻大的挑戰。（訪 A20200121P） 

這個學校是一個全新的學校，我們沒有舊的學校架構可轉型。

其他學校可能有舊的，行政架構，這個學校是完全沒有。也就

是說你要重新設立一個學校架構，可以想像它會有很多的困難。

（訪20191025P） 

而為了要清楚了解華德福教育理念，校長親身參加正式系統性的師

資培育，邊做邊學。他放棄了在傳統學校時由上而下的領導觀（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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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P），不斷地強調課程願景的價值（訪 20200117T2），藉以感召

教師，強化三元秩序說「社會人際」支柱的領導關係。 

以前我在傳統學校，我站在圓心領導大家。但以華德福來講，

校長不是圓心，我跟大家一起站在圓上，一起成一個圓。（訪

20191025P） 

成立實驗學校是困難的。校長的意志力非常堅強，他從傳統學

校過來，對華德福教育是不熟悉的，卻願意認同華德福理念而

參加師資培育，帶著我們慢慢把實驗教育課程做起來。對我來

說，他是我教職生涯中的一個榜樣。（訪20200117T2） 

這樣的領導關係揉合了「社會人際」與「精神文化」支柱的關聯，

即維護行政領導與教師專業自主之間的信任與夥伴關係。校長著重以精

神、靈性為驅動力的感召，進一步促使教師團隊相信孩子都是帶著他的

天命來的，很多事情教師都回到自我思考，就像是修行（訪 20200117P、

訪 20200117T1），進而構築出校長的靈性領導。它同時也促使教師重視

個體生命的發展，該校八年級學生每年要做專題報告、戲劇公演及山野

探索等四季課程，希望學生找到自己的天命（訪 20200121P）。 

我們的所有課程要讓學生相信宇宙有其法則與力量。但教育不

能只是靈性，應該協助孩子慢慢的入世，他要知道他跟太陽、

地球、大自然萬物的關係，他不能跟靈性脫離關聯。（訪

20200122T3） 

每一個年級學生都有不同的意識狀態，例如四年級是動物主題，

他就認識動物。五年級是植物、六年級是礦物，主課程就以這

個入世的意識狀態為主。（訪20200117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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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料說明了一個事實，即靈性（spirituality）是學校課程願景的

核心要素，它反映在校長對於課程領導角色的認知、教師的課程取向，

以及學生面對未來生活的最大興趣上，正如 Day 與 Leithwood（2007）

所主張，以學習者為中心是學校領導者的一項重要實踐，個案學校透過

「天命」靈性說，對課程願景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包括校長、老師與學

生，最後促成課程願景共識。靈性教育不僅是華德福學校校長課程領導

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根本與目標。 

二、鼓勵教師覺察、反省，以鞏固「精神文化」支柱，促進靈性教學

素養的提升 

個案學校是新設立學校，大多數教師雖是因為認同華德福教育理念

而進入實驗學校，但難免會帶著傳統學校的一些「習性」與「舊思維」，

這些是實驗教育最難改變之處（許宏儒，2017），校長體認到此問題對於

課程發展的影響，因此透過共同會議鼓勵教師進行靈性教育的教學「習

性」對話與反思，教師教學思維從而有了轉變： 

靈性課程的開展，要從教師本身的靈性開始。教師要有觀看自

己的能力，才能夠觀看孩子，處理孩子的問題，不要只限於行

為主義思考，靈性跟物質是相輔相成的，它就是一種修煉、鍛

煉，這樣的氛圍存在這個團隊裡。（訪20200117P） 

校長努力促成教師共同備課及年段會議，這些對話對我們很有

幫助，華德福真的把孩子當作成人來對待，因此我後來決定走

華德福教育。（訪20200117T1） 

我喜歡華德福，但有時不自覺會流露出傳統教育對待你的東西。

每晚我都會回溯反思，孩子就是一面鏡子，他讓你看見自己的

樣子！這是我一個很大的翻轉。（訪20200122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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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轉變同時亦促發教師在教學實務的專業發展產生了不同的轉

化，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老師為了進行更為精緻細膩的靈性教學，運用了創新、關懷、

批判、縝密等多元教學策略，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訪

20200117P） 

我們有三週的天文課。教師運用環節相扣的概念來安排課程，

如果第一堂課提出問題，第2天就扣緊這個問題往下延伸發展，

引發孩子思考更多議題。（訪20200117T1） 

我配合動物的主課程，教孩子使用色彩去認識獅子。如果主課

程在秋季進行，我的藝術課就會等到冬季再介紹獅子。因為孩

子整天都是獅子的課程，他會麻痺，適度遺忘，他會回想起當

初主課程的東西。這是「遺忘」的教學策略，教學效果好很多。

（訪20200117T3） 

相對於傳統教學檢視所強調的技術評核，校長藉由對話與增能，鼓

勵教師反省思考並運用多元教學策略，不僅激發教師以批判性觀點在教

育承諾、學習社群、課程與教學上產生不同程度的意識覺醒，更能自發

性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為靈性教學注入活水。這樣的發展取徑，

Hsieh 等人（2021）有類似的看法，而對於提升教師靈性教學素養而言，

更是極具意義且重要的。 

三、以整體原則關照學生個體與學校三元組織，慎思設計在地化的靈

性課程 

華德福學校課程都有一定內容，目的在促使學生「成為人」 

（becoming human）（Humboldt, 2000），而藝術與美感為其中的重要元素，

其著重與學生整體存在的真實相遇（范信賢，2011），透過強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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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意志課程，促使學生逐步志趣於基本的人類生活（Ublick et al., 

2014），包括搭配創造性藝術、身心發展、慶典的統整性主題教學；以及

音樂、表演藝術、色彩、泥塑、雕刻、手工、形線畫、木工、優律思美

等美感課程（范信賢，2011、2017；劉家妤、白慧娟，2010）。個案學校

校長鑑於學校背景脈絡與歐洲不同，課程在地化須從頭做起（訪

20200117T2），因此學校課程設計重視連結學生在地生活與文化經驗，依

據學生整體、全人發展的需求原則，透過實作力行來推動素養導向的課

程設計與實踐。 

在地化是學校課程的重要目標，在地的自然氣候元素、社區傳

統產業、廟宇的北管文化，都是我們的課程素材。課程在地化

是我們仍需努力的地方。（訪20200117P） 

課程在地化，一開始對我們來講是陌生的，甚至會質疑要做到

什麼程度？但是校長引進專家學者來協助指導，也會和我們共

同備課，確定課程軸線要跟學生生活連結。因此三年級農耕課，

我們透過附近社區的校田實作體驗，讓孩子走出教室、結合生

活經驗，了解社區和土地的力量，用這種方式慢慢啟發他們的

心靈。（訪20200117T3） 

有些孩子對於在地環境、政治議題有較高敏感度，他們思考事

情的正反論述，而非盲目信服他人。透過教師引導，他們對生

活環境有更多瞭解。（訪20200117T1） 

除了鼓勵教師進行在地化課程設計外，校長亦在民主與公共的對話

過程中，整合精神文化、社會人際與經濟支柱一起努力，整合學校內、

外部資源，共同勾劃學校課程。例如每週排定兩個下午為所有教師共同

備課時間（訪 20200117T3），教務處則負責課程整體、縱向整合，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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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軸線（訪 20200117T1），而非讓教師單打獨鬥；校長與教育主管機

關溝通解釋，化解學校壓力，也會聯合教師向家長說明中學部學生多元

入學服務學習、英語教學與音樂五音樂曲等問題，共同討論課程與教學

的內涵（訪 20200117T1、訪 20200211G），透過「邀約」（invitation）與

「映照」（mirroring）的作用（Schaefer & Voors, 1996），化解家長的升學

焦慮，並由質疑轉為認同。 

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實驗學校的理念與精神，有的並未完全

理解，有些相關競賽、行政報表填報，仍希望我們執行。校長

就會跟他們溝通解釋。（訪 A20200117T2） 

學校已經進入第6年，我一直思考如何把多元入學的法令規章，

跟華德福所要的精神融合成一套？華德福學校不強調行為主

義制度，我帶著老師與家長們討論，透過調和法規制度與華德

福精神，融合彼此。以服務學習為例，主流學校會給孩子一個

冊子，自己找機關去服務幾個小時，人家就幫你蓋章。但是我

們讓它回歸成為課程的一部分，讓行政跟課程結合。社會服務

本來就是華德福學校的立校精神，不該是為了升學服務時數才

去做這事情，家長們也都能認同學校的作法。（訪20191025P） 

而在對外連結上，臺灣的華德福學校暑假有師資養成課程（文 2019-

2020 臺灣華德福師培計畫）；加以目前成熟的 FB 社團、LINE 群組課程

分享平臺，個案學校教師有蠻多課程是透過這些方式跨校共備、慎思而

來（訪 20200117T1）。 

我們在學校實踐華德福理論時，有些理解跟師資培育所學不一

定吻合，此時就會在暑假四至五天的聯合備課時討論。（訪

20200122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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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 LINE 群組音樂社群備課。我使用音階較柔順的五音笛

子，為低年級晨圈或三年級農耕課程譜曲作詞，再放到群組上

分享。（訪20200117T2） 

四、課程評鑑著重師生與學習內容的真實相遇體驗，不以標準化測驗

為唯一工具 

研究資料分析顯示，在課程評鑑上，個案學校聚焦於學生最大學習

興趣（訪 20200121P），藉由課程願景與實踐結果來回辯證與對話，修正

課程方向。 

在課程發展委員會中我們討論年段課程目標。接著在各領域小

組規劃實施內容，再列入課程計畫。教師也會依據學生學習成

果，作為下一學年的參考。（訪20200117T1） 

在學生個人學習評量上，個案學校沒有使用統一的教科書，教師對

於評量的認識重點在於如何協助診斷學習過程，促進學生自我認識，評

量結果包含學生各項課程學習歷程的質性記錄、輔導對策以及需加強的

發展方向等（文 2020 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計畫），而非僅以標準化測驗為

唯一的評量工具。這樣的觀點顯現在學生手作的學習紀錄與工作本（訪

20200122T3），以及在校園多處可見的木工建築、種子蒐集、形線畫與濕

水彩、毛線編織、泥塑、季節桌等學生創製作品上（訪 20200117T1、觀

20191025P），藉由課程實踐與師生互動的歷程，可展現學生深層意識與

綜合能力，並表露其參與感、認同感乃至連貫感（Bruner, 1996）。 

在產製「作品」過程中，教師採多元、適性的方式讓每位學生

有參與感，同時會彼此合作，傳統上對下的師生關係，在我們

學校則轉變成「一起工作」的學習社群，形成一種尊重、信任、

包容與相互關懷的學習環境。（訪20200117T2） 



124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2022, 33(1), pp. 107-140 

然而不可諱言的，這些學習評量方式仍無法消除部分家長一直以來

重視升學考試、未來社會適應的疑慮（訪 20200122T3），這些「習性」，

校長透過慶典活動的時機並結合家長會力量，進行宣導與溝通才逐漸化

解。 

學校教師須一直面對少部分家長在「教學－考試」之間所存在

的矛盾情感，學校的多元評量方式很好。這是我們家長要反省

的地方。（訪20200211G） 

校長鼓勵家長到校參與四季慶典活動，藉以了解學生在新課綱

素養理念下的學習成效；同時透過家長會的力量進行宣導與溝

通，讓家長了解學校評量的重點。校長能運用108課綱的政策契

機來說服家長，我覺得這很不簡單。（訪20200122T3） 

五、調和「三元社會秩序」支柱的平行關係，以建構生命共同體的學

校文化 
個案學校在「精神文化」支柱方面，校長尊重教師專業自主，促使

教師們多能自發地創新課程設計（訪 20200122T3）；同時鼓勵教師表達

不同想法，即使是核心會議已討論過的決定，最後到大團體會議的時候，

校長仍是接受異議聲音的（訪 20200617T3）；校長做決策時也會找教師

團主席一起討論，站在教師角度換位思考（訪 20200121P）。教師在這種

共治模式下，不但凝聚了課程共識，亦具有獨立自主的特質，能為自己

負責。 

有些事情我不需要很用力，只是把問題攤出來討論。當大家發

現最大公約數的共識時，就會一起往前。（訪20201025P） 

其實教師會議在溝通過程會有一些爭執，大家會據理力爭。可

是當共同決定產生後，大家就一起 follow。這學校教師共治的

運作是這樣的。（訪2020011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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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經濟」支柱方面，個案學校在新設校時並沒有篩選學生跟家

長，以致於部分學生在入學後，才發現很多想像跟實際不同，因而產生

適應問題的異議聲音（訪 20200117T2）。後來校長藉由訂定家長公約的

策略，明確與家長約定應提供學生身心狀況記錄、理性與教師溝通、配

合參與班級和學校事務、營造正向家庭教育等事項，才解決了問題。此

外，新課綱規定課程發展委員會應納入家長會代表、每學年的教師公開

授課亦可邀請家長參與觀課（教育部，2014）。然個案學校教師對此暫無

共識，排除家長參與此兩事項，頗令家長會感到意外。校長表示願意再

與教師討論，嘗試調整（訪 20200211G）。雖此衝突有待調解，但家長會

感受到校長用心，仍是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學校事務，包括家長會例行會

議、四季慶典等活動，藉以深入了解華德福教育（文家長會會訊）；同時，

家長會亦發動募款，支持並協助學校辦理奧林匹克跨校運動會、夏令營、

家長研習、外師分享等活動（文 2020 學年家長委員會會議紀錄、訪

20200211G）。顯而可見，家長會能獨立表達家長會意志與企盼，彰顯其

主體性；而代表「社會人際」支柱的校長藉由適當的行政作為，調和並

導入家長端的「經濟」支柱，不僅延伸了靈性領導的邊界，亦厚實學生

良好學習環境的有力後盾。對此領導結果，校長回顧來時路，大致上是

感到欣慰的。 

面對孩子的問題，教師們會坐下來一起談，不再覺得那只是別

班的事。家長會也能認同學校理念，協助學校發展。我在這裡

看到希望，看到一個團隊可以自治、自發、互動、共好。我們

已經達到新課綱的理念了。（訪20191025P） 

一路走來雖然有些問題處理很辛苦，卻也有趣。原來有一群這

麼不一樣的老師，有這麼不一樣的課程，有一個不同的教育，

它在這裡真實的發生了！（訪2019102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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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資料發現，校長透過平行對話與教師共治，促使團隊成員自

律、自發與共好；同時，建立學校與家長及家長會良善互動之機制，雖

然未盡完善，但仍將家長與社區資源導入學校事務，並能聆聽家長會的

意見，促進家長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為學校師生營造一個開放、信任

與合作的環境，不僅確立了「三元組織」同為教育主體之地位，亦建構

出緊密的生命共同體文化。 

六、綜合討論 

依據前述各領導主題之譯碼結果，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行為不斷變

得清晰，有利於理解與反思學校追尋靈性教育的整個故事（story）。限於

篇幅，以下僅就「課程願景」領導主題為例說明譯碼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個案學校研究資料各階段譯碼結果表（以課程願景為例） 

領導主題 開放性譯碼 主軸譯碼 選擇性譯碼 
1. 課程願景 （1）校長自我轉化課程觀 

（2）校長著重精神感召，
影響追隨者 
（3）教師能自我觀照 
（4）相信學生皆有天命，
形成靈性課程願景 
（5）教師共治 
（6）強化課程願景價值，
凝聚共識 

（1）以靈性領
導連結「社會人
際」與「精神文
化」支柱 
（2）靈性為課
程核心要素 
（3）透過溝通
促進理解，凝聚
靈性課程共識 

透過靈性領導
強化「社會人
際」與「精神
文化」支柱之
關聯，凝聚課
程願景共識 

 

（一）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行為的內涵 

依據表 1，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行為分布於課程願景、教師教學

素養、課程設計、課程評鑑和學校文化等領導主題中交互進行，並成為

課程發展的重要驅力。 

具體而言，靈性是個案學校課程願景的核心要素，校長從自我「天

命」認同開始，透過靈性領導強化了「社會人際」與「精神文化」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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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聯，促使課程關係人深入思考課程願景，達到 Habermas（1979）所

預設的可理解聲稱，進而肯認與支持，凝聚靈性課程共識；其次，藉由

對話與增能，促使教師能放空與敞開內在自我，反思教學「習性」，進行

靈性教學素養的提升。這樣的教師「翻轉」扮演著發展新教育模式的火

車頭角色（曾煥淦、謝傳崇，2021），同時，校長認為與家長溝通、一起

開展計畫至關重要（Midwest Comprehensive Center, 2018），因此採整體

原則覺察與關照學生個體與學校組織的需求，共同慎思在地化靈性課程，

進而建構出「三元社會秩序」支柱的相互關聯網絡，強化了課程關係人

的自我認同感（Gurr & Day, 2014）。這過程雖然不免須面對在地化的挑

戰，但卻也呼應了臺灣新課綱及 OECD 強調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

的實踐與跨領域整合的素養（教育部，2014；OECD, 2018a），並擴大了

靈性課程的更多可能性。 

而這樣的靈性課程設計和課程評鑑一樣，皆須面對部分家長的質疑。

個案學校的課程評鑑將課程視為實務歷程與結果的複雜綜合體，從課程

願景出發，設計符合興趣的學習課程，並實踐多元、適性的教學與評量，

其間來回辯證、對話與修正，使課程朝向更適合學生學習興趣的方向前

進，這樣的動態循環過程有利於進行有目的的課程活動，確保課程品質

（涂淳益等人，2010）。在學生評量上，校長則引導師生體踐參與式評量，

不以標準化測驗為唯一工具，聚焦與學習內容的真實相遇過程。然而，

少部分家長仍懷抱著升學主義、社會競爭力等論調，此為校長領導須持

續溝通與突破之重點。 

最後，個案學校校長透過內、外部互動過程，調和了「三元社會秩

序」支柱的平行關係，即使存在家長參與觀課與否的共識有待調解，但

校長致力於營造共融、整全的靈性校園，並建構生命共同體的學校文化，

進而強化了課程關係人的隸屬感與忠誠感之成效（Deng et al., 2018; 

Moreeng & Tshelane, 2014），仍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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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之，上述歷程雖有部分問題有待克服，但校長的課程領導行為

大致上呼應了陳延興與朱秀麗（2018）及 Hsieh 等人（2021）的研究發

現，即校長能覺知學校內、外部條件之利基與限制，並以特定教育理念

為依歸，營造理想的言談情境，從改變組織成員的信念出發，革新課程

結構與學校文化，引領學校邁向成功。個案學校校長的領導行為符合轉

化型課程領導理論之領導特徵與內涵，可說是正在實踐轉化型課程領導。 
（二）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行為與傳統領導之間的差異 

從領導行為本質而言，個案學校校長由於華德福靈性教育之特殊性，

促使校長課程領導行為產生若干重大差異，這些差異可視為校長期盼「做

點不一樣的事」（訪 20191025P）之行為展現。表 2 彙整了這些差異。 

 
表 2 
個案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課程領導與傳統課程領導之差異 

領導主題 傳統課程領導 個案華德福學校校長課程領導 
課程願景 社會需求觀點、較多

個人特質論 
學生個體觀點、靈性教育（人智學、天命） 

教師教學素養 行為主義、技術評核 教學落實觀、批判觀 
課程設計 單向組織、校內教師

社群與協作文化 
更廣泛的關聯網絡：三元組織、跨校社群 

課程評鑑 標準化工具、主客體
二元論 

適性評量、參與式認識論 

學校文化 科 層 制 度 、 工 具 理
性、權力關係存在 

尊重與包容的平行關係、精神層次滿足、
權力趨於平等、教師共治 

 

首先在課程願景方面，傳統課程領導關注理性、權威與唯物主義的

理解，並存在較多個人特質論觀點（Day et al., 2016; Gurr, 2017; Wang et 

al., 2016），個案學校校長則重視學生個體的學習興趣，落實平等、無階

級差別的圓圈領導，並透過精神層面的「天命」靈性說，感召教師抱持

相近理念與價值而追隨（Sun et al., 2014），而非一味追隨主流社會技術

理性、唯物主義（Dahlin, 2021），進而促成靈性教育願景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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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教師教學素養方面，個案學校校長認為要發展學生的靈性，

必須從教師本身的靈性開始（Miller, 2000/2007），因此強調教師批判與反

思，重視教師靈性教學的「落實」（enactment），而非只是「實施」

（implementation），鼓勵教師成為「人師」更甚於「經師」之領導作為，

有別於傳統教學偏向技術檢核之行為主義、工具理性思維，亦符應了

Henderson 與 Hawthorne（2000）強調在課程發展前要先改變教師教學意

識之論點。這種內在驅動力要比學校的結構性革新作為來得更為重要，

教師因此能提高對於學校的承諾，展現更多有利學校的正向行為（Smith 

et al., 2012）。 

其三，在課程設計方面，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概念的影響層面較

傳統課程領導更為廣泛，其建立三元組織、跨校社群相互關聯

（interconnectedness）的關係，有助於互相合作、共享知識經驗（Ublick 

et al., 2014），可提升靈性課程設計更多的可能性，而非只是聚焦於學校

內部社群或課程的操作。這樣的課程慎思領導歷程，與傳統領導在課程

目標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之下來選擇、組織學習活動與材料的單

向歷程（Henderson & Hawthorne, 2000），確實形成明顯對比。 

其四，在課程評鑑上，個案學校實施參與式認識論（participatory 

epistemology）之適性評量，不同於傳統以學習成就標準化測驗為唯一資

料，反對傳統教育評量強調競爭或選擇的原則（Glaser, 1963），以減少馬

克思所謂的主、客體斷裂之異化經驗（Marx, 1844/2016）。相反的，參與

式認識論是華德福學校教學的基本指導原則，能對抗主流科學認識論的

主客體二元論（Dahlin, 2021），有利於達到 Steiner 所宣稱，個體透過藝

術作品能領會到比尋常感官環境更高層次的事物，並在昇華過程中塑造、

轉化其生命體（Steiner, 2002/2005）。 

最後在學校文化方面，校長落實教師共治，並重視學校三元組織彼

此尊重與包容的平行關係，以及成員之間的權力平等、精神層次的滿足。

這樣的領導觀不僅超越了傳統科層管理模式所強調的職位頭銜、工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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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階級制度，其效應亦促成家長會雖然對於部分校務參與權受到限縮

而生異議，但仍願同為學校努力的生命共同體文化表徵。 

伍、結論與省思 

本研究主要藉由 Henderson 與 Hawthorne 的轉化型課程領導理論視

角，描述了臺灣華德福實驗教育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行為。研究結果

顯示，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並非建立在理性主義、新自由主義、物質

主義以及傳統課程領導觀點的理解基礎上，相反的，這些理解都是批判

的對象。然而，批判並非否定其意義，而是通過個案學校校長在課程願

景、教師教學素養、課程設計、課程評鑑與學校文化等革新主題中的領

導行為，轉化學校三元組織中成員信念與課程結構，發展出更為重視精

神感召、批判反思、整體原則、參與式體驗及生命共同體文化的在地課

程觀，而這些領導行為皆是學校課程發展的行動驅力。整體而言，校長

將領導視為一種靈性教育的努力，本質上重視整體與平等，過程則是一

種漸進與交互作用的轉化歷程。因此，個案學校校長課程領導行為可謂

是轉化型課程領導的實證結果。 

本研究同時進一步梳理個案學校校長領導行為與傳統校長課程領導

的差異，包括在課程願景、教師教學素養、課程設計、課程評鑑與學校

文化等領導主題上的比較與分析，這些結果可提供其他學校的領導借鏡。

於此，並非要其他學校全盤移植或否定個案學校校長對於課程領導結果

滿意或仍待突破之處，而是應深思並轉化蘊藏其中成功與失敗的領導經

驗與智慧，這是個案學校當初被賦予「實驗」角色的任務之一。例如，

學校教育工作者應思考如何引領與提升師生投入教與學的心智與靈性，

更能與真實世界連結？課程教學如何更能與學生真實相遇？如何調和

「三元社會秩序」支柱的生命共同體關係？校長應基於不同教育脈絡來

思考這些重要課題，著重於各自需求與取向，慎思而後轉化，才能發揮

遷移作用，進而校正學校辦學方向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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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於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的全人教育精神，學校教育應

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開展自主學習、與他人和環境互

動的各種素養。然而，環視當今臺灣社會與校園，傳統管理典範觀點、

主智取向與傳統教育習性等氛圍仍充斥其中，它重視課程管理導向的實

踐，卻忽略學生學習興趣與道德意識，是否因此無法喚醒我們的孩子積

極、與世界聯繫的衝動，從而產生失去學習喜悅與生命熱情的異化現象？

從本研究結論來看，個案學校「靈性教育」的追尋，有助於解放與引導

青少年學生的靈魂力量，建立自我主體性。在 OECD（2018a）《未來的

教育與能力：2030 教育專案》、UNESCO（2016）《2030 年仁川宣言及行

動框架》倡籲重視「學生主體性」之際，這樣的經驗或許可用以檢視傳

統教育傾向「全球經濟競爭個體」論調的合理性，以及做為開展未來教

育的一種參考。 

這種領導力的相互借鑑與傳遞，如同本文前言所主張，它是一種能

夠相互增益、包容的校長領導觀。實驗教育學校教育理念有諸多樣態，

華德福只是其中一種，未來研究可持續探討其他實驗教育學校，瞭解不

同實驗學校校長領導行為內涵及其與傳統領導的差異，幫助教育政策制

定者與工作者更清楚掌握目前的教育圖像與位置，以及從較為宏觀的角

度思考教育革新的下一步，要採取什麼樣的姿態與立場，以彌補傳統學

校教育的限制與偏失。 
  



132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2022, 33(1), pp. 107-140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智弘（2019）。從華德福教育談靈性與科學。清華教育學報，36（1），
27-56。http://doi.org/10.6869/THJER.201906_36(1).0002 

何慧群、林政逸（2008）。J. G. Henderson 轉型課程領導的領導意涵研究。
教育科學期刊，7（2），32-44。http://doi.org/10.6388/JES.200812.0032 

吳錦惠、吳俊憲（2018）。實驗教育如何取經華德福學校的辦學經驗。臺
灣教育評論月刊，7（1），72 -75。 http://www.ater.org.tw/journal/
article/7-1/topic/11.pdf 

范信賢（2011）。慈心華徳福學校課程的美學探究：E. Eisner 觀點的映照。
載於陳伯璋主編，課程美學（頁 257-280）。五南。 

范信賢（2017）。慈心華德福學校課程的美學探究。課程與教學，20（4），
55-77。http://doi.org/10.6384/CIQ.201710_20(4).0003 

孫宇安、林子斌（2017）。遊戲中學系統思考：以國中之課程領導增能課
程為例。中等教育，68（4），36-53。 http://dx.doi.org/10.6249%2f

SE.2017.68.4.03 
涂淳益、簡名卉、葉霖蓉（2010）。屏東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課程領導與

教 師 專 業 承 諾 關 係 之 研 究 。 學 校 行 政 ，68， 192-207 。
http://doi.org/10.6423/HHHC.201007.0192 

張淑芳（2005）。一所台灣華德福學校的誕生－豐樂實驗學校的辦學經
驗（2000-2005）（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xz2aj4 

張淑美（2008）。生命與教育的雙修並練－靈性教育理念與實踐。載於高
雄縣圓照寺（主編），2008 年全國中小學教師生命教育成長營生命
教育議題論文集（頁 118-129）。九華圖書社。 



曾煥淦 一所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課程領導之研究 133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https://www.nae

r.edu.tw/upload/1/16/doc/288/%E5%8D%81%E4%BA%8C%E5%B

9%B4%E5%9C%8B%E6%95%99%E8%AA%B2%E7%A8%8B%E

7%B6%B1%E8%A6%81%E7%B8%BD%E7%B6%B1.pdf 
許宏儒（2017）。實驗教育之精進：由法國教育學家 R. Cousinet 的新教

育思想分析。教育研究月刊，277，33-46。  http://doi.org/10.3966/1
68063602017050277003 

陳伯璋、李文富（2011）。尋找教育的桃花源—理念學校的發展與實踐。
載於陳伯璋（主編），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頁 4-15）。國
家教育研究院。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5&mp=t

eric_b&xItem=2045145 
陳延興、朱秀麗（2018）。一所學校型態創新混齡實驗教育學校的成長與

蛻 變 。 師 資 培 育 與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期 刊 ， 11 （ 3 ）， 109-136 。
http://doi.org/10.3966/207136492018121103005 

曾煥淦、謝傳崇（2021）。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轉化型課程領導之研究。教
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7（4），1-31。 http://doi.org/10.6925/SCJ.20

2112_17(4).0001 
馮朝霖（2017）。實驗教育論壇。載於馮朝霖(主編)，臺灣另類教育實踐

經驗與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對話（頁 173-189）。國家教育研究院。 
楊瑞珠（2014）。從革新的課程領導談學校體育課程管理。政大體育研究，

23，31、33-42。https://doi.org/10.30411/CTTYYC.201410_(23).0002 
詹志禹（2019）。 臺灣實驗教育師資培育的困境與希望。中等教育，70

（1），8-16.。http://doi.org/10.6249/SE.201903_70(1).0001 
甄曉蘭（2005）。學校課程領導的行政思維，現代教育論壇，14，26-29。 
劉家妤、白慧娟（2010）。歌德式美學在華德福幼兒園的呈現－以臺中市

某托兒所爲例。教育科學期刊，9（1），51-70。 http://doi.org/10.6
388/JES.201006.0051 



134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2022, 33(1), pp. 107-140 

蘇永明（2006）。主體的爭議與教育：以現代和後現代的哲學為範圍。
心理。 

蘇永明（2015）。當代教育思潮。學富。 
蘇鈺楠、梁可憲（2015）。R. Steiner 的自由哲學及教育蘊意。臺北市立

大學學報，46（2），29-52。http://doi.org/10.6336%2fJUT.4602.002 
Marx, K.（2016）。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李中文譯）。暖暖。（原

著出版於 1844） 
Miller, J. P.（2007）。生命教育－推動學校的靈性課程（張淑美主譯）。

學富。（原著出版於 2000） 
Miller, R.（2007）。學校為何存在？美國全人教育之發展（張淑美、蔡

淑敏譯）。心理。（原著出版於 1997） 
Steiner, R.（2005）。人智學啟迪下的兒童教育（柯勝文譯）。光佑。（原

著出版於 2002） 
Wilkinson, R.（1997）。教育的藝術（余振民譯）。光佑文化。（原著出版

於 1976） 

二、西文部分 

Acun, V., & Yilmazer, S. (2019). Combining grounded theory (GT)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 to analyze indoor soundscape in 

historical spaces. Applied Acoustics, 155, 515-524. 

https://doi.org/10.1016/j.apacoust.2019.06.017 

Allan, A. G., Floyd, B., & Bruce, M. W. (2018). Curriculum leadership: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5th ed.). Sage. 

Barber, M., & Mourshed, M. (2009, July). Shaping the future: How good 

education systems can become great in the decade ahead.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oundtable, Singapore. 

http://doi.org/10.6336%2fJUT.4602.002


曾煥淦 一所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課程領導之研究 135 

http://aassaquito2012.pbworks.com/w/file/fetch/51873322/Education_Roun

dtable.pdf 

Bruggencate, G., Luyten, H., Scheerens, J., & Sleegers, P. (2012). Modeling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leaders on student achievement: How school leaders 

can make a differenc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48(4), 699-

732. http://dx.doi.org/10.1177/0013161X11436272 

Bruner, J. (1996).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rlgren, F. (1986). Education towards freedom: A survey of the work of Waldorf 

School thought the world. London Press. 

Cohen, L., Manion, L., & Morrison, K. (2011).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6th ed.). Routledge Falmer.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720967 

Corbin, J., & Strauss, A. (200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3rd ed.). Sage. 

Dahlin, B. (2021). The bildung of humanity and earth. The ecospiritual potential 

of Waldorf education. RoSE-Research on Steiner Education, Vol 12 / 

Special issue, 15-26. 

https://www.rosejourn.com/index.php/rose/article/view/610 

Darling-Hammond, L. (2017). Teacher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prac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0(3), 291-309. doi: 10.1080/02619768.2017.1315399. 

Day, C., & Leithwood, K. (Eds.) (2007), Successful principalship leadership in 

times of chang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pringer. 

http://doi.org/10.1007/1-4020-5516-1 

Day, C., Gu, Q., & Sammons, P. (2016).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on student 

outcomes: How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 use transformational an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to make a differenc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52(2), 221-258. https://doi.org/10.1177%2F0013161X15616863 



136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2022, 33(1), pp. 107-140 

Deal, T., & Peterson, K. (1990). The principal's role in shaping school cultur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eng, L., Zhu, G., Li, G. Xu, Z., Rutter, A., & Rivera, H. (2018). Student 

teachers’ emotions, dilemma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mid the 

teaching practicums.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7, 441-453. 

http://doi.org/10.1007/s40299-018-0404-3 

Denzin, N. K.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00-515). Sage. 

Dewey, J. (1963).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Collier. 

Glaser, R. (1963).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learing 

outcomes: Some ques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8(8), 519-521. 

https://doi.org/10.1037/h0049294 

Gurr, D. (2017). A model of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hip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ful School Principalship Project. In K. Leithwood, J. Sun, & K. 

Pollock (Eds.), How school leaders contribute to student success: The four 

paths framework (pp. 15-29). Springer Nature. 

Gurr, D., & Day, C. (2014). Leading schools. In C. Day & D. Gurr (Eds), 

Leading schools successfully: Stories from the field (pp. 1-6). Routledge. 

Habermas, J. (1979).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eacon Press. 

Hallinger, P. (2011).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Lessons from 40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49(2), 125-142. 

https://doi.org/10.1108/09578231111116699 

Hargreaves, A. (1994). Changing teachers, changing times: Teachers’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postmorden age. Teachers College Press. 

Henderson, J. G., & Hawthorne, R. D. (2000). Transformative curriculum 

leadership (2nd ed.). Prentice Hall. 



曾煥淦 一所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課程領導之研究 137 

Hsieh, C-C, Tseng, H-K, Chen, Robin J-C (2021).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chools to alternative schools: curriculum leadership of the 

principals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2(1), 

53-66. https://doi.org/10.1007/s12564-020-09663-9 

Humboldt, W. v. (2000). Theory of bildung. In I. Westbury & S. Hopmann & K. 

Riquarts (Eds.), Teaching as a reflective practice: The German Didaktik 

tradition (pp. 57-61). Lawrence Erlbaum. 

Hunter, M. (1991). Hunter lesson design helps achieve the goals of science 

instructi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8(4), 79-81. 

https://files.ascd.org/staticfiles/ascd/pdf/journals/ed_lead/el_199012_hunter

.pdf 

Julien, M., Wright, B., Zinni, D. M. (2010). Stories from the circle: Leadership 

lessons learned from aboriginal leader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1(1), 

114-126. https://doi.org/10.1016/j.leaqua.2009.10.009 

Keller, G. (2019). Task and importance of Waldorf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Tsing Hu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6(1), 1-25. 

https://doi.org/10.6869/THJER.201906_36(1).0001 

Midwest Comprehensive Center. (2018, September). Transforming systems for 

high levels of learning for all students: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Wisconsin.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89979.pdf 

Moreeng, B., & Tshelane, M. (2014). Transformative curriculum leadership for 

rural ecologies.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5(23), 850-858. 

https://doi.org/10.5901/mjss.2014.v5n23p850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a).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Education 2030. 



138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2022, 33(1), pp. 107-140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E2030%20Position%20Paper%20(05

.04.2018).pdf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b). Effective 

teacher policies: Insights from PISA. 

https://dx.doi.org/10.1787/9789264301603-en 

Pajak, E., & McAfee, L. (1992). The principal as school leader, curriculum 

leader. NASSP Bulletin, 7(6), 21-29. 

https://doi.org/10.1177%2F019263659207654704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 (3rd ed.). 

Sage. 

Schaefer, C. & Voors, T. (1996). Vision in action: Working with soul & spirit in 

small organizations (2nd revised ed.). Lindisfarne Press. 

Schiappacasse, R. (2000). Three pillars of health Waldorf school community- 

Cultivating the parent-teacher partnership. In D. Mitchell & D. Alsop 

(Eds.), Administrative explorations: Essays on business practices within 

Waldorf schools (pp. 3-11). The Association of Waldorf Schools of North 

America. 

Smith, M. B., Koppes Bryan, L., & Vodanovich, S. J. (2012). The counter-

intuitive effects of flow on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attitudes: 

Incorpo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the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s. 

The Psychologist-Manager Journal, 15(3), 174- 198. 

https://doi.org/10.1080/10887156.2012.701129 

Stacey, R. A. (1995). Altern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Summary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legislation). Insights on Educational Policy, Practice, and 

Research, 6. https://www.sedl.org/policy/insights/n06/8.html 

Stake, R. E. (2005). Case studi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43-66). Sage. 



曾煥淦 一所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課程領導之研究 139 

Steiner, R. (1925). Anthroposophical Guiding Phrases. Das Goetheanum.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4) 

https://archive.org/details/anthroposophical-guiding-phrases-cw-

26/Anthroposophical%20Guiding%20Phrase%20-

%20Dr.%20Rudolf%20Steiner/ 

Steiner, R. (1996).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experience (R. Lathe & N. 

Whittaker Trans.). Anthroposophic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9)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Sage. 

Sun, H., Wang, X., & Sharma, S. (2014). A study on effective principal 

leadership facto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28(6), 716-727. https://doi.org/10.1108/IJEM-11-2013-0173 

Timonen, V., Foley, G., & Conlon, C. (2018). Challenges when us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gmatic introduction to doing G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17, 1-10. 

https://doi.org/10.1177%2F1609406918758086 

Torres, M., & Torres, C. A. (2016).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crises 

of multicultural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Ublick, H. K., Müller, F. O., Section, P., Röh, C. P., Section, P., & Thomas, R. 

(2014, November).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Waldorf/Steiner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teiner/Waldorf Education. 

Harduf, Israel.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6). 

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ducation-2030-incheon-

framework-for-action-implementation-of-sdg4-2016-en_2.pdf 



140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2022, 33(1), pp. 107-140 

Wang, L., Gurr, D., & Drysdale, L. (2016).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hip: case 

studies of four Singapore primary school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54(3), 270-287. http://doi.org/10.1108/JEA-03-2015-0022 

Yazan, B. (2015). Three approaches to case study methods in education: Yin, 

Merriam, and Stake.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0(2), 134-152. 

https://doi.org/10.46743/2160- 3715/2015.2102 

Yin, R. K.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4th ed.). 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