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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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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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alternative education, curriculum leadership, Waldorf educati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transformative curriculum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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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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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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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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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程願景

開放性譯碼

主軸譯碼

選擇性譯碼

（1）校長自我轉化課程觀

（1）以靈性領

透過靈性領導

影響追隨者

際」與「精神文

際」與「精神

（2）校長著重精神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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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連結「社會人
化」支柱

（2）靈性為課
程核心要素

（3）透過溝通

強化「社會人
文化」支柱之
關聯，凝聚課
程願景共識

促進理解，凝聚
靈性課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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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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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特質論

課程設計

單向組織、校內教師

課程評鑑

標準化工具、主客體

適性評量、參與式認識論

學校文化

科層制度、工具理

尊重與包容的平行關係、精神層次滿足、

社群與協作文化

二元論

性、權力關係存在

更廣泛的關聯網絡：三元組織、跨校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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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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