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 獻 探 討 
    本章主要在探討校長專業發展的相關文獻資料。第一節瞭解校長專業發展的

主要涵義，第二節研析校長專業發展的相關理論基礎，第三節概述美國、英國和

中國大陸及其他地區校長專業發展的相關政策，第四節、第五節和第六節分述校

長專業發展的目標、型態、主題，第七節則說明校長專業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 

第一節  校長專業發展的涵義 
    本節首先析論專業發展的意義以及專業發展的相關概念，作為了解校長專業

發展涵義的基本認識，然後，從校長專業發展的位階、學者對校長專業發展的看

法、校長能否成為專業、以及校長專業發展和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等，來理解校

長專業發展的涵義。 

壹、專業發展的意義 

一、專業的意義     
　專業的沿革 

專門職業化最早的發展是在文藝復興和工業革命期間，基爾特組織（ guild 

organization）則是許多職業走向專門化的第一步。中世紀末期，律師、牧師及大

學教授，便已經建立穩固的專業地位，醫師也已經發展到相當程度，尤以義大利

為然，隨著歷史之變遷，公認為專業的行業也隨之改變，越來越多行業逐漸加入

專業的行列。到了二十世紀初期，牙醫、建築師及一些工程領域，如土木工程，

便已經專業化，稍後，會計師及一些科學、工程方面的行業，也加入了專業的行

列。美國的專家主義活動，以及二十世紀以來分工化、專門化、工業化、都市化

的結果，專業的提倡即獲得社會的認定與保證，這種趨勢在 1950 年後更為加強，

也促進了專家和自由業的專門職業人員的高度發展（劉彥伯，1993；謝秀梅，

1988）。 

　專業的意義與特徵 

專業（ profession）一詞最早是從拉丁語演化而來，原始的意思是公開地表

達自己的觀點或信仰。德語中專業一詞是 beruf，其含義則是指具備學術、自由、

文明的特徵的社會職業（張貴新，2002）。 

有關專業的論述和研究很多，但是每位學者對專業特性的見解不盡相同。近

代西方哲學家Whitehead早就認為專業是一種行業，其活動有理論的基礎、科學

的研究，可以驗證，並且能從理論分析與科學驗證中，累積知識來促進這個行業

的活動（引自陳琴、龐麗娟、許曉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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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有系統地研究專業化的學者是 Carr-Saunder，他從四方面來界定專業化 

：專門的技術及訓練、最低收費或薪資、建立專業組織與道德規範以約束專業人

員（謝秀梅，1988）。 

Greenwood在 1962 年時，提出學術性專業的五個特徵（引自 Smith , 1977）： 

    　理論體系（body of theory）：包括正式教育方案所獲得的概念知識以及以

此為基礎的技能發展和工作表現。 

　專業權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擁有顧客所需的權威。 

　專業社群成員的認可（sanction of the community）：能控制專業人員所需

的訓練、證照的認定、顧客關係和其他一般的專業實務。 

　專業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專業特有的規範和價值，理想專業同僚

的典型。 

　倫理道德（code of ethics）：利他及服務公眾的取向。 

1967 年，Roy 和 Maceill認為專業有其客觀上的標準（objective criteria）和 

主觀上的標準（subjective criteria）（引自鍾保敏，1979）。客觀的標準包括： 

　對社會提供基本的服務； 

　強調對社會提供服務是基於誠實、公正及自我規範的道德情操； 

　基於法律的規範提供服務； 

　對違反專業道德之行為有一套整治的規律； 

　各專業執業者須經由正式的教育而擁有基本的專業知識； 

　各專業須發展出一套專業語言，唯有入門者方能了解專業語言中之奧妙。

主觀的標準包含： 

　必須受到社會相當程度的尊敬和了解，或至少是社會中被熟知的部門； 

　專業地位的取得非經由自己承認而來，而必須經由社會大眾的認可； 

　從事專業的人須具備諸如想像力、判斷力、修養力（cultivation）以及天 

賦的情操等能力，並足以獲得自己或他人的尊敬； 

　專業實務所不可或缺的專業學識須經由不斷地研究，並採用新的技術及方

法加以推進； 

　專業學識發展方向與專業實務的成長相配合，同時證明有自我發展及自我

改造的潛力； 

　專業對社會提供服務之性質及範圍，因新知識及技術的採用而能做同樣的

成長及擴張。 

Corwin認為，凡是稱得上是一門「專業」的，必須具備以下一些特徵：為 

公眾提供服務、可以成為終身投入的事業、具有專門的知識和技能、非一般人可

以輕易獲得、能夠投入大量的精力進行研究並將理論應用於實踐中、有足夠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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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受訓時間、對工作和顧客負責並注重服務質量（引自夏惠賢，2000）。 

陸光（1983）認為專業是職業的最高層次，它具有六種特質： 

　是一種助人的服務； 

　是科學知識的累積； 

　是社會認可的職業； 

　是共同行為的規範； 

　是保障本身（同仁）的組織； 

　是發展自我的事業。 

沈姍姍（2000）主張由從業者感受到其行業知能更新的緊迫性，可做為一般

判斷此行業是否為「專門職業」的依據之一。 

    樸雪濤（2001）認為一門工作是否為專業，既有外在標準，即公眾對其專業

性的認可程度；也有內在標準，即從業人員是否具有較高程度的專業認同感、專

業自主性和持續一生的專業成長。 

    陳琴、龐麗娟、許曉暉（2002）認為專業有別於一般的職業，具備高度的專

門知能及相關特性，其主要特點為： 

　專業人員具有系統而全面的專業理論和實踐的知識基礎，而不僅僅是某種

技術訓練； 

　專業人員在其範圍內，具有較高水平的專業判斷和決策能力； 

　嚴格的專業選拔與有效的專業訓練； 

　專業本身具有發展性。 

日本學者市川昭午將專業的要件歸納為職務的公共性、專業技術性、專業自

律性、專業性職業倫理、社會評價等，這五項有結構性關聯。它是以職務的公共

性為前提，以專業技術性為基礎，專業自律性獲得承認，與此相對應的是，要求

有專業倫理，最後，前四項的結果是被給予相應的社會評價（引自張貴新，2002）。 

張貴新（2002）認為在資訊化的時代中，專業有幾個新的特性： 

　專業角色或專業實踐比專業地位問題更受關注，理論與實踐的關係問題成

為焦點之焦點。 

　專業知識和技術基礎固然重要，但是同情、寬容和對公共利益的關心與投

入等社會、道德、情感側面更具基礎性，新的專業特性應該建立在明顯達

成共識的道德與倫理原則基礎上，以關心為其核心，重視合作。 

　強調對自己工作的道德和社會目的或使命及所持價值觀保持清醒的認識， 

並具有自我反思的能力。 

　新的專業特性強調對自己的終身專業發展負責，是學習共同體的成員，必

須不斷學習、自主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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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學者對專業的看法大致屬於思想源於結構功能主義的專業特質論，馬克

思主義學者卻以衝突與宰制的角度詮釋專業概念，專業頭銜下隱藏捍衛自我利益

的特性，並以專業意識形態開啟社會控制的工具，姜添輝（2000）認為專業的意

涵除了特質論的觀點外，還要包容這些觀點並顧及個別職業的特性，探討個別專

業工作事務的內涵意義。 

Kerr等人認為學者所述的專業特性，毋寧說是行業組織的一種理想狀態，由

各行業與此一理想狀態的差距大小即可了解其接近專業的程度，而可以區分為較

專業化或較不專業化（more or less professionzlized）（引自謝秀梅，1988）。 

表 2-1是上述中外學者對專業特質論述的歸納。 

          表 2-1  學者專業特質論述歸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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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head ○     ○           

Carr-Saunder ○ ○   ○        ○    

Greenwood ○ ○ ○ ○        ○     

Roy & Maceill ○ ○ ○ ○ ○  ○ ○         

Corwin   ○  ○ ○   ○ ○       

陸光 ○ ○ ○ ○    ○   ○      

沈姍姍 ○                

樸雪濤    ○          ○ ○  

陳琴、龐麗

娟和許曉暉 

○    ○ ○ ○   ○      ○ 

市川昭午 ○ ○ ○ ○             

張貴新  ○ ○   ○ ○ ○ ○        

姜添輝           ○      

除了從專業特質界定專業的涵義外，1988 年 Abbott則從專業化的過程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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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業，Abbott根據英美各專業領域發展歷程的實證研究發現，專業的形成依其

發生次序有八項重要事件發生：　全國性專業團體之成立；　在政府支持下通過

有關認證之法律；　專業能力之檢定考試；　專業學校、學院之成立；　大學設

立專業科系；　專業倫理守則訂定；　發行全國性專業期刊；　專業學院之學程

認證（引自葉匡時，2000）。 

總而言之，專業涉及專業特質的獲得與增進，也有賴專業演進過程的進展，

專業不是有無而是發展程度的問題。校長專業的了解，除了一般學者所談及的專

業特徵之外，所涉及的權力意涵、特殊心智活動、行政工作需求的知識技能以及

專業發展歷程的指標事件，都是探討校長專業意義要加以注意的。 

二、發展的意義 
王長純（2001）認為哲學意義上的發展，是指事物從低級到高級、從舊質到

新質的改變過程。發展是一個矢量，發展具有明顯的方向性。人的發展是從幼稚

走向成熟，不斷完善的過程。校長或教師發展的中心是專業成長，這是一個終身

學習、不斷解決問題的過程，是職業理想、職業道德、職業情感、社會責任感，

不斷成熟、提升、創新的過程。主體性參與是發展的根本動力，且人的發展應放

在社會發展中去理解，必須在主體與主體間交往的社會實踐中才能實現，實踐是

發展的基礎和生命。再者，主體性必須樹立責任意識，才能為發展開闢廣闊的空

間而不至於流於任性與盲目。 

    黃炳煌（1996）將「發展」視為「一切現象（包括人、事、物等）的質量漸

變的歷程。」發展的變化有的屬於「量」的，有的屬於「質」的；變化的方向可

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負向」的，發展的變化歷程是漸進的。 

    質言之，發展大都意謂正向漸進改變的過程，人的發展發生於社會中，有賴

主體參與和主體間的交往實踐，且需責任的約制。 

三、專業發展的意義 
高薰芳（1998）認為專業發展不僅是持續性的（continuum）、終身學習的

（life-long learning）、逐漸蛻變的（becoming），更是融合性的（integral）、全校

改進的（school-wide improvement）。也就是專業發展的內涵同時具有認知、情意

及技能多重意義，目的在於全面改進教育環境。 

黃志順、王志明、彭康益、吳文良（2000）認為專業發展是「個人成長需求」

與「學校情境脈絡」的交互作用，是一種草根性、由下而上的實踐歷程；專業發

展也是「個人」與「同儕團體」的辨證歷程，兩者相互依存、互為主體；此外，

專業發展是一個終生待續的志業，將不會有完成的一天。從上述教育實踐觀點的

反省中，可以看出專業發展具有互動性和持續性，而且學校環境和同儕都是重要

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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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道春（2001）認為成長與發展，兩個詞的意義範疇有很大的重疊，如果加

以區分，成長，在語言上含有自然而然地「成長」之意；發展，則帶有通過人為

的用心努力去推動、促進、提升或改進之意。 

Dean（1991）認為專業發展是使人成為專業人員的過程。專業意味著長期訓

練、融合理論與實務、行為規範與高度自主性。專業發展是某些專業特性的增加，

而且這些特性的增加有助於個人或群體的發展。 

Wood（1992）：專業發展是一個增進個體個人和專業成長的歷程，專業發展

在尊重的、支持的和積極的組織氣氛中產生，其最終的目的在於學生的最佳學習 

、教育人員和學校的自我更新。 

    Guskey（陳家彌等譯，2002）認為專業發展是一個持續努力進行的過程，而

不只是一個活動而已。專業發展的過程是有目標、有目的的，而且是有系統的。 

    綜言之，專業發展是一個目標導向的、持續性的努力過程。專業發展的目標

在增進個人專業特性，成為專業人員，並改善教育環境，促進學生、學校和群體

的發展；專業發展的內涵，涵蓋認知、情意、技能；專業發展的動力，則與個人

需求、同儕互動及學校組織環境息息相關。 

貳、專業發展的相關概念 

專業發展的相關概念相當多，不同的國家、時期、領域，可能有不同的說法 

，而每一種相關概念，皆有其可資抽繹和運用的精義。概覽相關概念，有助於專

業發展意涵的釐清。 

黃雅萍（1998）談及有關在職進修常被提及的名詞，如 In-Service Education 

，On-the-Job Training，Renewal，Staff Development，Hun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ontinuing Education，Professional Growth，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等。本節

擷取員工發展、在職訓練、在職進修、在職教育、專業化、人力資源發展、繼續

教育、專業繼續教育、職業繼續教育、全面發展、永續發展、教師教育等以下幾

個概念加以說明。 

一、員工發展 
     簡良珍（1996）指出 staff development一詞，有人將其譯為「教職員發展 

」、「職能發展」、「教育人員發展」，也有人以「在職進修」代稱。成員發展乃指

促進教育工作人員知識、技能或態度改變的歷程。就對象而言，不只包括教師的

發展，也包括學校其他的工作人員；對指涉的範圍而言，它指的是發展的歷程，

除了進修上課，還包括研究、實驗、實施的改進等；就發展的方向而言，它包括

身為學校成員要達成學校目標所應負起的發展，而非只是個人的發展。 

有的學者認為，員工發展是指提供成員增進個人在已有職位或晉階工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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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現之措施，亦即為未來的工作需求作準備（黃雅萍，1998）。 

Jones、Clark、Howarth、Figg和 Reid（1989）認為員工發展是在職期間所

經驗的能產生知識、理解、技能和態度改變的各種影響力（a variety of forces）。 

Williams 認為員工發展是個人、群體和組織，透過學習而更有效（more 

effecttive and efficient）的過程（引自 Dean , 1991）。 

    Cawood 和 Gibbon 認為員工發展是成長過程中經驗的發展（experiential 

development），這個過程不是短期的，而是繼續不斷的（引自 Dean , 1991）。 

    總之，員工發展強調組織內校長、教師及其他所有員工的發展，涵蓋的對象

較為廣泛，也是目標取向、工作需求導向的活動與歷程。據此，校長應該成為員

工發展的推動者，也可以成為員工發展的一員。 

二、在職訓練、在職進修或在職教育 
　在職訓練 

從組織成員的角度看，訓練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亦即一種為增進個人工作知

識、技能，改變工作態度、觀念，以提高工作績效的學習過程；從組織的角度看，

訓練是一項系統化的安排，其目的在於透過許多的教學活動，使成員獲得工作所

需的知識與技能、觀念與態度，以符合組織的要求，達成組織的期望。訓練具有

幾個特性（李漢雄，2001）：　具有一項或多項特定目標；　時間通常較為短暫； 

　較偏重員工工作上的考慮；　較強調立即的效果；　較講究某些特定的方法； 

　通常較著重以團體方式實施。 

　在職進修和在職教育 

Morant指出，在職教育是教育人員在其工作生涯中所必須經歷的專業發展

的一種教育（引自 Dean , 1991）。蔡培村（1997a）指出「在職進修」，亦可稱為

「在職教育」，或可稱「在職進修教育」，是指教育人員為增進教育專業知識技能

與教育專業態度之目的，所參加的教育研習活動，這種研習活動是有計畫、有組

織、有系統、有目標導向的學習活動，而不是臨時急就章的草草應付措施。 

　進修、教育和訓練之別 

蔡培村（1997a），認為，嚴格地批判，「教育」與「訓練」在概念層次上是

有區別的，後者所強調的僅是方法、技能的訓練；而前者除含方法技能外，尚重

視情操、觀念與態度的學習。 

黃炳煌（1996）在區別「教育」與「訓練」的差異時主張，相較於教育是主

動的、整體的、歷程與結果並重的、容許差異的、效果是正向的，訓練則是被動

的、部分的、重結果的、求同的，而且效果是可正可負的。 

Wood（1992）則認為訓練暗含類似學徒的地位，有貶損的意味。     

    我國的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民 91 年 1月 30）和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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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細則（民 91 年 7月 16日），對於「訓練」和「進修」也有所界定。訓練是指

「為因應業務需要，提升公務人員工作效能，由各機關（構）學校主動提供特定

知識與技能之過程。」。訓練的種類，包含專業訓練、一般管理訓練和進用初任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則指「為配合組織發展或促進個人自我發展，由各機關（構）

學校選送或由公務人員自行申請參加學術或其他機關（構）學校學習或研究，以

增進學識及汲取經驗之過程。」進修的總類，包含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及專題研

究。訓練有其工作與任務上的特定目的，而且是由機關主導，受訓練者被動參加

的成分較高，至於進修的目標，則較為籠統，不限於有關工作的目的，進修者具

有明顯的主動性。 

    總之，在職訓練、在職進修、在職教育三者，雖有主動、被動及學習內涵上

的差別，但這三個用詞較為普遍通行，強調在職當中因工作或個人發展所需的學

習活動，因此凡為在職者都需要也可能參與，校長也不例外。 

三、專業化     

「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是就專業的程度而言，是一個動態的也是一

個歷程的概念，通常被用來指稱一個半專業性職業不斷地滿足一個完全專業性職

業標準的過程，是在嚴格的專業訓練和自身不斷學習的基礎上，逐漸成長為一名

專業人員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漫長的奮爭過程；從靜態的角度來講，專業化是指

真正成為一個專業，專業人員的發展結果得到社會承認（陳琴等，2002；張貴新，

2002；張瓊瑩，1996；鍾啟泉，2001a）。校長專業化是指在整個專業發展生涯中，

校長們通過一定的專業訓練獲得教育管理的專業知識和技能，掌握管理的方法和

策略，從一個普通教育工作者成長為一名教育管理專家的發展過程（岳龍、黃德

平，2003）。  

舒志定（2001）認為專業化，化的是當事者（校長、教師、教育者）而不是

專業，專業化不能從知識的量度去規定，也不是以知識的性質來規定，它應是在

知識的質和量上的超越，是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雙重性中展現自我價值，專業

化的內在理想絕不是訓練或發展人的技能或知識，而是超越純粹學科知識層面的

理解，成為一種精神性的存在。 

專業化有個人和群體兩種方式。 1976 年 Windahl 和 Rosengren在研究新聞

從業人員的專業化時，曾提出集體（collective）與個人（individual）兩種專業化

途徑，並建立模型（如圖 2-1）說明兩者與外在環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 引自

張碧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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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專業化的過程： 

教育、組織與某種職業中的僱傭關

係都朝向專業的理念改變；這是一

個部分導源於此職業本身所有成員

的改變過程。 

個人專業化的過程： 

個別的執業者被逐漸社會化而具有

專業的外貌，而其社會化的方式通

常是藉正式教育進行，同時也經由

環境的實際體驗與影響而專業化。

 

 

圖 2-1  Windahl 和 Rosengren建構的專業化模型 

資料來源：結構╱個人：影響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度及其對新聞產業工會

態度之相關因素研究---以「中國時報」、「自立報系」為例（頁 16），

張碧華，1992，私立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論文，台北縣。 

 

賈群生也認為專業化，包含個體專業水平提高的過程和結果以及群體為爭取

職業的專業地位而進行努力和鬥爭的過程，前者是指個體專業化，後者是指職業

專業化（傅道春主編，2001）。 

專業化與專業發展的意義相當接近，也都適用於個人或群體。兩者的差異， 

研究者認為在於專業化的對象，比較標定在未達專業成熟標準及尚未取得專業地

位的個人或團體；而專業發展則不論其是否已達專業成熟標準，都是可行的對象 

。 

四、人力資源發展    

  人力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簡稱 HRD）一詞，係「美國

訓練與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於一九六九年

在邁阿密召開的研討會時，Nadler首次正式使用（李漢雄，2001）。1990 年 Jarvis

指出，人力資源發展是美國學術界常用的名詞，其意義類似於英國所用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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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引自黃富順，1998）。 

洪榮昭（1991）將人力資源發展界定為：一種策略方法來系統化的發展和人

與工作有關的能力，並且強調達成組織和個人的目標。 

楊國德（1998）認為人力資源發展可以統稱為組織提供的任何有規劃之訓練 

、教育或發展活動，其中整合了與組織目標及使命有關的人文哲學，個人在組織

中的需求與生涯期盼，以及促進生產力與工作滿意度的策略。 

Drucker認為人力資源將人視為一種資源來考慮，這種資源能生長和發展， 

而且具有不同於其他資源的個性（引自吳志宏主編，2003）。 

    Nadler認為人力資源發展是：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由雇主所提供的一種有

規劃的學習經驗，以促成員工行為的改進或個人成長的可能性（引自李聲吼，

1997）。 

Gilley 和 Eggland 指出，人力資源發展是「組織中所安排有計畫的學習活

動，經由提升績效與個人的成長，以改善工作內容、個人與組織」（引自簡建忠，

1995）。 

歸納而言，人力資源發展是企業界創先的發展策略，重視個人的生涯發展和

組織學習，並以績效及生產力為導向，學校人力資源包含教職員工和校長（吳志

宏主編，2003），當運用人力資源發展的觀念於校長時，可跳離單一學校的思維

方式，從學區、州、縣市或全國來考慮校長人力資源的儲備、運用及變化問題。     

五、繼續教育、職業繼續教育、專業繼續教育 
　繼續教育 

    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是一個廣泛使用的名詞，通常係指成人在

離開正規學校後所繼續追求的教育，它可以延續到一生（黃富順，1990）。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文件對繼續教育的解釋：「繼續教育是對那些已經脫

離了正規教育，並參加工作和負有成人責任的人所受各種各樣的教育。」大陸中

小學教育人員繼續教育的內涵，通常界定在學歷達到教育部要求的標準後，繼續

提高的教育（李晶，1999；倪傳榮，1998）。 

繼續教育，尚未形成一種能夠被更多的人所共同接受，可以充分顯示較完整 

、全面和權威的定義。高志敏（2001）認為繼續教育是一種全新的教育領域，因

為它所具有兩項特性：終身性和非學歷性。繼續教育的對象是結束了傳統學校教

育、學歷教育的人們，具有成年性和全員性。繼續教育的內容具有高層次、廣泛

性、新穎性和前沿性的特點，並與個體的職業生涯發展緊密相關，又與生產勞動

及其要求變化緊緊相扣。繼續教育的目的具有雙重性。對個人而言，其目的是使

專業技術人員完善知識結構，提高專業技術水準和創造能力，或使成人群體中的

先進部分，能夠持續不斷的提高和完善職業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勞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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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從而在其職業生涯中，獲得領先和典範意義的發展。對社會而言，其目的

是為了更加有效、主動的適應和促進科學技術的不斷創新，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 

，社會運作的優化完善，乃至社會的全面進步。 

Jarvis將繼續教育視為後初始教育（post-initial education），但不等同於終身

教育或擴充教育（further education）。初始教育是指持續上學，但是可以以全時

或部分時間進行。在義務教育結束後，初始教育有各種形態：六年制的全時教育 

，上大學、學院、技術專科學校、醫學院、軍校等等；或日間部分釋工制學校，

夜間課程；或工廠的工作實習等。終身教育不對義務教育或初始教育進行區分，

強調一生的學習歷程；繼續教育則是指終身教育中不包括初始教育的後半階段的

教育。繼續教育不等同於擴充教育，是因為擴充教育是發生在義務教育之後，但

不一定是初始教育狀態；而且，擴充教育的內容多是屬於繼續教育不包括的部

分，擴充教育通常以職業前教育、職業教育或學術教育為內涵，繼續教育則不以

評量或文憑為目的（許雅惠譯，2002）。 

　職業繼續教育 

    德國繼續教育（Weiterbildung）的概念起源甚早，但職業繼續教育（berufliche 

Weiterbildung）一詞，在 1970 年才列於官方文件。繼續教育包含兩種意義、類

別或發展方向，第一種以普通文化陶冶及政治教化為主，基本上把繼續教育視為

學校中國民教育之延伸與補償；第二種則結合國民之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而把

繼續教育視為職業訓練的補充和延續。通常第一種稱為普通繼續教育（allgemeine 

Weiterbildung），第二種被稱為職業繼續教育。職業繼續教育是職業教育中緊接

著職業準備教育之後的一個階段，對職業準備教育具有補償、救援、調適（導入） 

、延續、加廣（深）、創新等功能（陳惠邦，1997，2001）。根據陳惠邦的研究， 

職業繼續教育可以分成四大類別： 

    　適應性職業進修教育：強調知能之加深加廣，以適應變遷發展為目的。 

　晉升性職業進修教育：以取得高一級職位資格為目標。 

　職業導入教育：以特殊職業技能之學習與應用以及職場熟悉為目的。 

　轉業教育：通常以取得第二專長或另一種職業資格為目標。      

　專業繼續教育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一詞，有的學者譯成繼續專業教育，有的譯

成專業繼續教育。Houle指出，繼續專業教育是專業人員在一般正式教育中接受

日後專業化所需的基礎內容和一般理論；在選擇階段，就其所喜歡的行業選定為

未來的職業；在證照階段，接受服務前之專業化教育並申請專業執照，然後以其

專業能力上任為顧客服務，並藉由繼續教育保證專業知能的新穎性，專業知能包

括知識、技術和績效表現的能力。Cervero 則認為專業繼續教育是一個獨特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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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動領域，引導教育工作者進入某些特定專業領域中日漸形成的繼續教育（引

自郭麗玲，1998；許雅惠譯，2002）。 

繼續教育、職業繼續教育和專業繼續教育，三者涵蓋範圍有所差別，共同的

意涵則指一定學歷教育後的繼續學習。運用於校長專業發展時，強調校長職前教

育的延續性學習，且誠如陳惠邦所強調的，校長專業發展應該發揮補償、救援、

調適、導入、延續、加廣、加深、創新等功能。 

六、全面發展與永續發展（可持續發展） 
    全面發展是一個耳熟能詳的用語，但要了解其內涵，則須從馬克思主義的論

點談起，馬克思提出全面發展學說，主要是想拯救工人的片面發展現象。馬克思

認為，在沒有分工的原始時代，社會給每個人提供了均衡發展的同等機會，分工

的產生，帶來了勞動者身體機能的定向發展，導致了職業專門化和片面發展的傾

向。階級社會的出現，既加深了分工的對立，又加劇了片面發展的程度，社會上

的每個人，只能在既定的位置上緩步前行。工廠手工業興起以後，各種操作也隨

著分離、獨立和孤立起來，工人按照他們的特長分類、分組和分工。進入大機器

生產以後，勞動者的這種片面發展現象，不但沒有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而緩解，

反而由於大機器生產的推廣而加劇，馬克思為了解決此一問題，實現「人性復舊 

」，於是主張人的「全面發展」，其意涵指的是身心素質的全面發展，社會關係的 

全面發展，人的自由性的發展，人的各種能力的充分發展，以及個人與全體社會 

成員能力的統一發展，而不是只關心個體或一部分人的發展（張全新，2003；喻 

立森，2000）。 

    永續發展是 20世紀末，面對 50- 60 年代以後，許多國家以經濟為中心的發

展策略，造成全球人口爆炸、資源匱乏、環境惡化等問題，而出現的一種新發展

策略。此種策略的社會觀，主張公平分配以滿足當代和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要求 

；經濟觀，主張建立在保護自然系統基礎上的持續經濟增長；自然觀，主張人類

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永續發展，並為後代提供良好的生存發展空間。永續發展策

略應用於教育時，要實現超前發展、連續發展、協調發展、整體發展等四項發展；

應用於人時，強調內在素質包括德、識、才、學、健康等方面的最大發展，而不

是外在頭銜、官位、職稱、學位的提高，是終生、連續的發展過程（王本法，2002；

汪霞，2000）。此種發展觀，也可以在學校教育人員的專業發展上加以發揮。 

    全面發展的理念，應用於校長專業發展時，強調校長身心素質的全面發展、

能力的充分發展，還強調校長個人發展能用以帶動學校及社會的進展。永續發展

的理念應用於校長專業發展時，強調校長專業素質持續的超越與提升，校長專業

發展要先於或至少不遲於教師專業發展，校長專業發展有賴校長本身、校長同儕

政府部門、相關組織機構、社會大眾的協力配合與整體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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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師教育 
中國大陸 2001 年 5月頒布《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首次

提出了「教師教育」的概念，以統稱長期分離的教師培養和教師培訓，這種理念

可追溯到 1997 年上海市率先開展的「一體化教師教育」改革，當時就希望以「 

教師教育」的概念替代並發展「師範教育」的概念，形成現代教師教育的新觀念；

打破條塊分割的師範教育管理體制，建立統一協調的領導機制，形成上下結合、

內外融通的教師教育網絡；突破教師職前培養與在職培訓割裂，本科教育與研究

生教育互不銜接，不同教育機構不相往來的教育模式，建立起職前與在職教育、

本科與研究生教育相互貫通的教師培養培訓機構；統一規劃和設計教師教育內容 

；建立既有側重，又有合作，相互融通合一的教師教育的師資隊伍；同時建立起

大學與中小學的夥伴關系（操太經、盧乃桂，2002）。另外，教師培訓（teacher 

training）以技能為旨向，教師教育比教師培訓更有人文主義趨向的意味（ 王為

杰，2000）。延伸到教師生長生涯的最後階段的教師教育（teacher education）新

理念，逐漸代替原有的「師範教育」理念，教師教育成為傳統「師範教育」 與

「教師在職教育」整合與延伸的專業教育（劉捷，2001）。 

    大陸逐漸以「教師教育」統合和取代「師範教育」與「教師在職教育」，在

官方的正式會議和文件用語及學者的論述中，可以看出這個趨勢，但大陸仍習用

「校長培訓」一詞，而未使用「校長教育」的名稱，其原因可能是大陸較缺乏類

似師範教育的正式校長職前教育制度，校長的職務培訓和專業發展概念的發展也

較遲所致，我國也有類似情形。雖然「校長教育」一詞並不通用，也不若「校長

專業發展」來得有專業取向和發展意味，但大陸使用「教師教育」企圖整合分隔

的現象，仍是觀念上的一項進展。  

參、校長專業發展的意義 

一、校長專業發展的位階 
蔡培村（1997b）從較廣闊的觀點來分析教育層面的專業發展，認為教育專

業發展包含教學、輔導與行政三個專業層面。教育專業發展屬於上位概念，是一

種鉅觀的觀點，意涵較為抽象，理想化的程度較高，同時也較難達成。反之，教

學、行政與輔導的專業發展，則是教育專業發展的下位概念，是一種微觀的觀點 

，意涵較為具體，務實化程度較高，同時可行性也較高（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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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教師與校長不能採取專業的標準、態度與行為，教師與校長也是以高度的公眾

服務理念為依歸，理應成為專業人員。因此，教師與校長必須致力於專業的發展 

，使專業的地位不受人懷疑，需知道的是，即使是對教師職業專業化持否定態度

的人，他們否定的並不是教師專業化的可能性，而是對教師專業現狀的不滿意（彭

茜，2002）。 

三、校長與教師專業發展關係 

校長和教師的專業發展關係如何？學者的觀點大致分為兩類：一類重其同，

一類分其異。方樂和張民選（2004）認為校長的專業發展是教師專業發展的一部

分，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為校長專業發展的程度和他們的教師專業發展理念，又

直接影響一所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 

有些學者側重兩者之別。陸善濤、顧志躍、鄭家農和金輝（無日期）認為校

長所處的角色地位與教師不同，是辦好學校的關鍵人物，擔負著比教師更重大的

責任，校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觀點要比教師高出一等，校長應有比教師更強烈的

改革意識和科研精神，校長也應有比教師更強的交際能力。賀樂凡（無日期）主

張，從理論角度分析，要求教師必須學習教育的基本理論、掌握教育教學規律；

對校長的要求，則必須在掌握教育教學一般規律的同時，進一步學習管理理論，

掌握教育管理的規律。從能力角度分析，要求教師必須具備教材的分析能力、教

學的表達能力、對學生的觀察能力、班級的管理能力；對校長，除以上能力外，

還必須具備決策能力、組織能力、協調能力、統合能力、公關能力，乃至經營管

理能力。從思維方式角度分析，對教師的要求往往側重具體、形象思維；對校長

的要求則多側重宏觀、理論思維。從科研的角度分析，要求教師側重教育教學研

究；要求校長側重行政管理和辦學規律的研究。 

教師與校長同屬學校教育專業人員，為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在教育工作領域

上共同努力，因此，校長和教師的專業發展，理應有許多共同的目的、方式和內

涵，不只學者經常將兩者相提並論，實務上，政府及社會大眾也將兩者視為一體 

，有相似的期待和要求；事實上，校長和教師的專業發展，還有相互學習、相輔

相成的密切關係。不過，校長的專業發展更側重宏觀思維、理論思維、改革意識 

、科研精神、交際能力、決策能力、組織能力、協調能力、統合能力，乃至經營

管理能力。是同中有異，了解上述小異之處，有助於精確把握校長專業發展的方

向。 

四、校長專業發展的意義 
校長專業發展與教師專業發展有許多大同之處，因此，了解與援用教師專業

發展的概念，對校長專業發展意義的掌握相當有益，有的學者即直言「校長專業

發展就是通過借鑑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成果，探索校長的成長過程及其規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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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校長的專業水平要求和專業能力結構，採取有效措施，促使校長不斷努力與研

究，維持與發展校長的專業水平和專業能力結構，加速校長的成熟成功」（寶山

教師進修學院，無日期）。以下分別列述學者在這方面的見解。 

    林信榕（2000）指出，所謂教師專業發展乃是指在從事教師這份專業工作時 

，為提昇其專業素養所進行的學習與研究之活動。 

    唐玉光（1999）闡述專業發展的意涵，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這一概念，把教

學工作視為一種專門職業，把教師視為一個履行教育教學工作的專業人員；其次 

，這一概念強調作為一個教育教學的專業人員，要經歷一個由不成熟到相對成熟

的專業人員發展歷程，專業發展的空間是無限的，成熟只是相對的，而發展是絕

對的；最後，專業發展強調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專業人員，其發展的內涵是多層面

的、多領域的，既包括了知識的累積、技能的嫺熟、能力的提高，也涵蓋了態度

的轉變、情意的發展。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連續的、動態的、終生的過程，教

師專業發展的目的在使教師不斷的適應變化著的教學環境，不斷的增長專業能力 

，從而勝任其角色，進而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        

朱益明（2000）認為專業發展的本質，是考慮專業發展的核心和出發點，而

這些本質可歸納為三項。首先，專業發展目標是擴大專業作用和工作職責；其次 

，專業發展的重要內涵是成為優秀的「學習者」，也成為可能的「研究者」，培養

研究意識、研究精神和研究態度，是專業發展中新的基本要求；最後，專業發展

的組織形式，是以需求定供給的多元發展體系，提供所需要的內容、可供選擇的

多種組織形式。 

傅道春（2001）指出教師的成長與發展，包含著對教師的三個基本看法：　 

教師是專業人員；　教師是持續發展的個體，需要持續成長；　教師即學習者與

研究者。 

賀樂凡（無日期）認為校長的成長是一個客觀發展的過程，由職前預備、適

應、稱職和成熟，逐步發展，日趨成熟；校長的成長，是從教師素質結構到校長

素質結構的演變過程；校長的成長，也是實踐經驗與學習理論緊密結合的過程；

更是從吸收他人的教育思想、經驗到形成自己教育思想和辦學特色的過程。 

張曼玲（無日期）認為校長的成長不是一個自然完成的過程，而是一個有意

識地培養的過程，校長的培養不是一次就完成的過程，而是長期連續遞進、不斷

上升的過程。 

朱運治和王國申（無日期）認為中小學校長繼續教育，不同於一般的學歷教

育，也不同於崗位培訓，具有層次高、內容新、針對性強、實用性強、研究性突

出和學習的自主性等特性。 

吳志宏（2003）認為校長專業發展是指對校長進行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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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活動以及校長個體的自我培養活動。它要求全社會及校長本人應把學校管理

工作視為一種專業，把校長視為一個持續發展的專業人員，一個需要通過不斷學

習與探就來拓展職業內涵、提高管理水平，並逐漸達到專業成熟境界的專業人員 

。 

李家成（無日期）則將校長的成長視為一種有價值的生活實踐，校長的成長

是整體生存方式的不斷完善，生命質量的不斷提高，校長的成長體現在生命情態

的保持和涵育，理念和思維方式的不斷更新。 

    LaPlant（1979a）將校長專業發展與學校改革相提並論，認為校長在職專業  

發展方案的意涵是將有效能的教育、領導角色以及革新策略等理念，安排在鼓勵

和支持校長的延續性活動體系中，使校長個人和學校改革都能獲益。 

Barth（1986）認為要造就成功的校長，須從三方面著手，包含：改進資格

證書的必要條件和正式的學術課程，以增強校長的職前訓練，改進校長的遴選過

程，改進並增加現職校長的專業發展機會。 

Daresh 和 Playko（1995a）認為行政人員應該以生涯的終身發展（life-long） 

角度思考，專業發展不能在完成學位或證書方案、獲得州的行政人員證照或是取

得行政職位就結束了。學校領導者的專業發展，必須在一個統整的過程實現，職

前培育只是一個開始的點，還要有洽當的導入和貫串個人生涯的在職教育。 

綜言之，校長專業發展視校長和學校領導為一門專業，視校長為學習、研究

和實踐的專業人員。校長專業發展是一個目標導向的、持續性的努力過程。專業

發展的目標在增進校長個人及校長群體的專業特性，成為專業的人員與群體，並

改善教育環境，促進學校教育的發展，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達成主體價值自我

實現的理想；專業發展的內涵，涵蓋認知、情意、技能、態度等各個層面和教學、

課程、領導、管理、研究等各個領域的全面發展；專業發展的動力，則來自校長

本身、同儕、政策、社會及學校組織環境。專業發展的階段，包含校長職前、初

任、在職、甚至退休後的發展。此外，本研究認為廣義的校長專業發展，還涉及

校長培育、資格取得、甄選、遴選、任用、評鑑、工作條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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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校長專業發展的理論基礎 
    本節主要在析論校長專業發展的學理基礎，首先，在哲學基礎方面分辨校長

專業知識的特性；其次，從心理層面闡釋成人學習的特徵和校長生涯發展的歷程 

；再次，從學習網絡與學習社群、全球化發展與知識經濟，說明校長專業發展的

社會學基礎；最後，略述學校行政專業發展的歷史演進。 

             壹、校長專業發展的哲學基礎 

校長的專業知識具有某些獨特性質，這是校長專業發展重要的起點。本段就

校長專業知識的隱性和實踐性加以析述。 

一、隱性知識與顯性知識 
    校長專業知識具有內隱不明的特徵。隱性知識的概念最早是由M. Polanyi    

提出，成為管理學研究的熱門課題則受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和竹內廣孝著作的影

響（方華、張淑華、柳治仁、蔡宇、朱麗娜，2004）。隱性知識是相對於顯性知

識而言，兩者的差別如表 2-2。所有的知識不是隱性知識就是植根於隱性知識，

認識和呈現隱性知識有助於校長的專業發展，使校長成為學者型和專家型校長。

對校長而言，隱性知識不只能突顯作為認識者的校長的主體性，還強調真正的學

習是發生在校長特定的工作情境中，與校長的生活實踐密切關聯，要了解校長、

校長的學習及校長學習的成敗，必須從校長工作所在的校園文化、同儕文化尋找

內隱知識的來源。校長專業發展要從校長的過往經驗中發掘隱性知識，隱性知識

存於校長的經驗和訣竅中，存在於校長的頭腦中。學校管理領域的專業知識遠不

止已經被發現、歸納和格式化的、編碼為各分支的管理科學知識，更豐富的知識

和才能還積聚在校長們的教育和管理經驗中。隱性知識背後的科學原理不甚明確 

，常以訣竅、習慣、信念、個人特技等形式出現，運用者對所用隱性知識可能不

甚了解，因此，隱性知識不易保存、傳遞、掌握和分享。雖然校長的隱性知識可

能是零星的，並且常常具有個人色彩，且與個人的個性、經歷和所處情境交織在

一起，但並不是不可能進行系統的認識與發掘，研究表明，個體的隱性知識同樣

存在著一定的規律，只要遵循正確的程序和方法，就可以將大量的隱性知識通過

顯性知識的方式表達出來，為其他人所共享，過程回憶、情境模擬、內省、講故

事、聊天、學徒制的觀察等，都是隱性知識顯性化的途徑（岳龍、黃德平，2003；

高湘萍，2003；袁軍，2003；張民選，2002，2003；趙健，2003）。張民選以上

海市的實驗經驗，提出習得性、交流性和發現性學習三位一體的專業發展模式，

將隱性知識顯性化。「習得性學習」是學習新理論、新方法和新技術；「交流性學

習」是交流經驗、分享成果、啟迪借鑑；「發現性學習」是促進隱性知識顯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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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略和方法，包括：「課後小結與雜記」、「專業生活史分析」、「教育個案集體

探討」、「校本課程開發」、「行動研究」等。 

表 2-2  顯性知識和隱性知識的區別 

顯  性  知  識  特  徵 隱  性  知  識  特  徵 

規範、系統 尚未或難以規範、零星 

背後已經建立科學和實證基地 背後的科學原理不甚明確 

穩定、明確 非正式、難捉摸 

經過編碼、格式化、結構化 尚未編碼、非格式化、非結構化 

用公式、軟件編製程序、規律、法則、

原則和說明書等方式表述 

用訣竅、習慣、信念、個人特技等形式

呈現 

運用者對所用顯性知識有明確認識 運用者對所用隱性知識可能不甚了解 

易於儲存、理解、溝通、分享、傳遞 不易保存、傳遞、掌握、分享 

資料來源：「專業知識顯性化與教師專業發展」，張民選，2002，教育研究，264，

16。 

 

二、反思性實踐家和實踐性知識 
    校長是反思性的實踐家，校長專業知識具有實踐的特性，這可從 Shon和日

本學者佐藤學的說法引證。 

Shon 認為近代意義上的專門職業，是以應用科學為基礎的科學技術形成的

背景下確立的，這種傳統的專業概念，在今天已經顯示出破綻。現代的專家們面

對著遠為複雜的對象，在更為複雜的社會背景下工作，單純根據現成的科學技術

已不能處置需要作出專業性的判斷。Shon提出「反思性實踐家」的概念，「反思

性實踐家」不是科學技術應用的實踐，而是根據活動過程中的省察，形成特有的

專業認識和見識，推進行使專業性判斷的實踐。「反思性實踐家」的專業性概念 

，不是顯現於現成的合理的技術熟練的程度，而是存在於在實踐過程中生成的專

業性認識和思考方式（鍾啟泉，2001b）。 

日本學者佐藤學認為教育人員的專業領域中存在著有別於一般大眾和各研 

究領域者的知識，謂之「實踐性知識」，這種知識是教育人員在實踐情境中，支 

撐具體的選擇與判斷的知識，和「理論性知識」相比，缺乏嚴密性和普遍性，是 

一種多義的、活生生的、充滿柔性的功能性知識；具有不能還原於個別的專業領

域的綜合性，而且不具備「理論性知識」那種發現未知事物和作出原理性闡述的

性質，是憑藉經驗主動解釋、矯正、深化現成知識而形成的綜合性知識，是在實

踐情境中總是面對某種判斷和選擇的決策功能的知識，對於即使在「理論性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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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未能解決的問題，能夠從多種角度加以整體把握，洞察多種的可能性，促

進選擇的綜合性知識。以「實踐性知識」為基礎構想的在職教育，原理與方式上

同傳統模式形成了鮮明的對照，它不是要求網羅式地掌握所有被認為有效的理論

知識和技術技能，而是作出選擇和判斷，以便形成專業性的見識，解決基於個別

經驗所生成的實踐性問題（鍾啟泉，2001b）。         

    質言之，校長的專業知識源於實踐，也因實踐而豐厚，校長專業知識仍有許

多隱而難喻的特性，但可以加以表明和分享，校長專業的基礎在於校長工作和生

活實踐過程中的反思判斷，校長是實踐型的專業人員。 

貳、校長專業發展的心理學基礎 

    校長具有相當的學習經驗和一定的發展歷程，本段分別從成人學習特性和校

長生涯歷程來加以說明。 

一、成人學習的特性 
1961 年 Houle 在深度訪談了芝加哥地區的成人學習者後，發現成人學習者

有三種動機取向。第一種是目標取向，這樣的學習者把繼續教育當成一種達成目

標的手段。第二種是活動取向，這樣的學習者把繼續教育當成一種社交活動，幷

且喜歡活動所帶來的樂趣。第三種是學習取向，這樣的學習者把繼續教育當成一

種興趣，享受追求知識的快樂（引自謝振裕，1999）。 

    Daresh 和 Laplant（1983）認為成人學習者的特別需要要加以考量，在成人

重視學習的目標以及了解學習活動和學習目標的關係的情境下，成人會有最佳的

學習，成人要學習的是與其個人將來有意義的事物，特別是他們在學習過程中能

發展出歸屬感。 

    Wood 和 Thompson指出成人學習的幾項特性（引自 Jones , Clark , Howarth , 

Figg & Reid, 1989）： 

　有效的學習方案，需要務實的、與工作相關的目標； 

　成人學習者要看到自己努力的成果，進步的情形要獲得明確的回饋； 

　成人學習新技能和新概念時，會對外在的評判產生焦慮和恐懼； 

　成人憎惡其視為攻擊他們能力的學習情境； 

　成人喜歡在能產生社會互動的非正式學習情境中學習。 

    1988 年訓練發展顧問 Stuart從工業管理訓練中，得出幾項有助成人學習的意

見（引自 Jones et al. , 1989）： 

　當成人了解自己工作表現有所不足而必須採取行動補救時，成人就會準備

學習； 

　成人希望學習是問題本位的，有助於解決個人所面臨的特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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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希望在學習的計畫、實現和評鑑過程中，扮演平等參與的角色； 

　成人希望被人以成人對待，能受到訓練者的尊重； 

　成人具有其獨特的學習特性，包含學習動機、學習的歷史（好與不好的學

習經驗）、自信和自我形象、學習型態與步調等。 

Wood（1992）：列陳成人學習的原則： 

　成人的學習需求和學習興趣是組織成人學習活動的起點； 

　成人學習是以生活中心取向，因此，組織成人學習的單位是生活情境而非

學科； 

　經驗是成人學習最豐富的資源，因此成人教育的核心方法學（core method- 

ology）是經驗分析； 

　成人有強烈的自我引導的需求，因此，成人的學習角色是投入互相探究的

過程，而非接受知識的傳播和評鑑； 

　個體差異隨年齡而增加，因此，成人教育必須做好不同學習型式、時間、

地點和步調的準備。 

Knowles 認為成人的學習是自我導向的，有經驗作為豐富的資源，但對自己

缺乏信心。成人喜歡主動學習並立即加以應用，在尊重、合作和非正式的同儕氣

氛中，學習的效果最佳（引自 LaPlant , 1986）。LaPlant認為只要校長了解學習與

別人對校長職位的期望具有意義，校長都有意願學習新的知識和技能。 

    Duttweiler和 Hord（1987）引述並提出有關有效行政人員發展的先決條件，

其中之一就是對成人學習特徵的認識： 

　年齡不會減少一個人的學習能力，但會減少學習的速度，成人會低估自己

的學習能力，需要額外的時間來適應新的學習條件。 

　成人的自我意識和所有個人及專業的生活經驗，對新的學習會產生影響， 

過去的經驗影響學習者之所學，是當前學習的基礎，新學習與舊經驗有明

顯關聯時，學習就容易產生。 

　成人學習者會有意或無意的控制所學、選擇資訊並決定怎樣加以應用。 

　成人學習者傾向於以問題為中心而非以學科為中心，透過實際應用的方式

能產生更好的學習。 

　成人學習者應該以成人和自我引導者加以對待和尊重，在信任和互相尊重

的無威脅環境中，學習情形更佳。 

　在學習情境中自我引導、自我激勵、管理個人學習、主動參與學習過程，

承擔學習責任，是成人學習者的最佳寫照。 

　成人的學習途徑相當多元，正確的學習方法不只一個。 

　繼續學習的動力，來自於學習者在自己學習目標上有所進步所帶來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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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成人對自己無法做好或會傷害自尊的學習經驗會加以抗拒，對符合日常工

作及生活所需的學習經驗最支持。 

二、校長的生涯發展 

    Daresh 和 Playko（1992）提出學校行政人員專業發展的三個面向的概念化

（tr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認為專業發展是由三個階段所合成： 

　職前培育：指工作安置前的學習活動和過程，包括徵才、遴選、訓練（培

育）、取照及安置到第一個工作。 

　導入：指個人生涯中，在新的角色界定下，擔任組織中新的職位，為期一

年甚至更久，端視組織的條件、角色的性質和個體的特徵而定。 

　在職教育：指在真正從事工作時，提供給個體的工作機會，意在協助個體

工作更有效率和效能，或是與作表現無關的個人成長和發展。                         

學術的培育 

                     （傳統的大學課程） 

                                                                                     

                                                                       

                                                                       

                                                                                   

                                                                       

                                                                     

        田野本位的學習               專業的形成                                      

（實習、計畫的田野經驗、實作等）  （前輩指導、反省、個人和專業發展等）               

圖 2-3  校長專業發展的三個面向                                      

資料來源：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 Preservice , in- 

duction , and inservice applications (p.18), J. C. Daresh , and M.A. 

Playko ,1992 , Needham Heights , MA : Allyn and Bacon. 

 

1992 年 Hall 和 Parkay提出一個校長的生涯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包含五個階

段（引自 Erlandson , 1994）： 

　求生：校長經驗初任領導者的衝擊，關心問題的處理。 

　控制：校長主要關心優先事項的設定，並掌控問題的情境。 

　穩定：校長開始以平常心面對挫折，能有效地處理有關管理的任務。 

　教育領導：校長的主要焦點是課程和教學。 

　專業實現：校長工作上的肯定來自於內生而非外爍，關注個人願景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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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年 Boyatzis 和 Kolb提出生涯發展的三個模式：表現模式（performance 

mode）、學習模式（learning mode）和發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這三個模

式不是直線式的，而是可回歸的（recursive）（引自 Erlandson , 1994）： 

　表現模式：關心的焦點是獲得成功和精熟。所需的重要能力，是與工作和

組織要求有關的特殊行為技巧，新校長所需的技巧屬於此種模式。 

　學習模式：當個體尋求自我改進，將現有技能應用於新情境，擴充新知識

技能時，追求新奇和變化是主要的特徵。校長參與新課程的調整、學校行

事結構改變的實驗、和社區建立新的合作關係等，屬於此種模式。 

　發展模式：關注的重點在於發展一個統整的自我意識，在價值的情境中尋

求智慧或未來的願景，尋求整體形式的連貫性，以及做出無私的貢獻。在

這個模式的校長，可能重閱杜威或其他哲學家的著作，成為追求平等的代

言人或成為教育行政機關的顧問。 

這三個模式之間不是階層關係，校長在學習模式或發展模式，所需的不只是 

比表現模式更深一層的知識，每一個模式的需求，是獨一的，強力將校長推進另

一個不同模式，可能產生反效果。 

Vornberg（1992）為文介紹美國德州的一項校長改進方案，該方案包含職前

和在職兩部份，兩者也是有所區別。Peterson（2002）也認為校長專業發展方案，

應該根據候用校長、新任校長、有經驗的校長的不同生涯階段，給予不同的特別

訓練。校長的專業發展方案，也必須和校長的準備方案（preparation programs）

連結合作，以減少累贅，擴大學習效果。 

英國國立學校領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針對不同校

長專業成長歷程設計不同訓練項目，其涵蓋的校長生涯歷程如圖 2-4 

          

        　校長顧問---校長顧問培訓 

       　富有經驗的校長---任職四年以上的校長培訓 

      　新任校長---國家校長資格及新任校長培訓 

     　領導團隊成員---領導團隊的培訓 

    　中層管理者---校長預備者的培訓 

   　獲得經驗---承擔領導者角色 

  　獲取教師資格 

 

圖 2-4校長專業成長歷程及培訓項目 

資料來源：英國校長專業開發的理念與模式，洪成文、胡永梅，2004，外國教育

研究，31（3），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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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照彬（1997）認為校長的成長經歷三個階段：　適應階段：主要是進行角

色轉換、了解熟悉情況、穩住和維持常規運轉並作局部調整，所需的時間二至三

年或三至四年。　逐步成熟階段：已能掌握教育教學的規則，進行有效的管理，

能提高員工的思想，處理好上下左右的關係，初步形成自己獨特的教育思想和管

理體系，這個階段約需四至六年時間。　個性化發展階段：尋求自己獨立的教育

思想，潛心在教育理念、教育科研和優良辦學傳統的形成上下工夫。 

中國大陸在 80 年代末 90 年代初，曾對全國一萬名中小學校長和 120名優秀

校長調查分析，發現中小學校長一般是沿著「職前預備」、「適應」、「稱職」和「成

熟」四個相互聯繫、前後銜接的時期（肖建彬，無日期；賀樂凡，無日期）。如

表 2-3所示。 

表 2-3  大陸中小學校長成長階段表 

中 學 校 長 小 學 校 長 

階 段 年 齡 階 段 年 齡 

職前預備期 33（35）至 40（42） 職前預備期 29（31）至 36（38）

適應期 42-44 適應期 38-40 

稱職期 45-49 稱職期 41-48 

成熟期 50歲左右 成熟期 49歲左右 

資料來源：「校長成長階段理論的問題分析」，肖建彬，無日期，2002 年 2月 22

日，取自 http://xxxzpx.home.chinaren.com/new_page_528.htm，3-4。 

在職前預備期（需 5至 7 年），其特徵是經受各工作層面的鍛鍊，已經取得

局部的學校管理經驗，是學校某一方面的負責人，教職員工中的優秀者；適應期

（需 2至 4 年）是校長就職適應，逐步認識管理規律的時期，其特徵是盡力適應

學校的人際關係，渴求學習理論和他人的辦學經驗，累積管理全校的經驗，獲得

一定的管理主動權，這是校長成長過程最艱苦的時期；稱職期（需 3至 5 年）是

能夠比較熟練掌握管理技能、穩步成長的時期，此期獲得較多工作主動權，辦學

取得明顯成效，但工作仍缺少理論指導；成熟期（從職前預備期約需 10至 15 年）

則已樹立了正確的教育和管理思想，辦學有自己的見解，管理行為擺脫了單純經

驗的侷限，能科學管理學校，對教育實際和學校現狀了解比較透徹。 

一般而言，校長從任職到成熟大約要經歷十年左右，成長水平與任職年資有

關，但並非純然正相關，而且成長的周期具有鮮明的個體差異。校長的成長是一

種專業發展，是一個反覆實踐、不斷提高的發展過程，既受外部環境制約，同時

也決定於他對外部環境的認識和改造的程度；成長與否，取決於他的必備素質與

自身條件的完善與提高，也取決於外部機制能否有效幫助校長。成長並不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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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是任何一個校長都能成長到成熟期，成長的路向也不是單一的，由於經濟 

、社會以及教育的發展迅速，校長自身因素的侷限，特別是努力不足，會阻礙自

身的成長，造成不適應、不稱職或不成熟等倒退的負成長現象，尤其是在稱職期

和成熟期，更是校長成長的危險期，校長會因為自身的經驗及資歷而自以為是，

也會因職稱到頂而不思進取，會因自己對工作的熟悉而故步自封，也會因自己在

小環境的顯赫成就而驕傲自滿。                     

    總之，校長屬中年後的成年個體，具有明顯的成人學習心理特性和經驗，校

長專業發展要了解並適應校長的心理取向，才能產生效果。此外，校長的生涯發

展包括職前、導入、在職和退休等階段，經歷預備學習、適應求生、稱職穩定、

成熟發展等時期，包含提昇、擴展、持平、停滯、倒退等現象，而其影響的因素

也涵蓋外部環境和個人的作為。 

參、校長專業發展的社會學基礎 

校長專業發展或成人的學習亦有其社會學基礎。首先，作為學習對象的知識

具有社會性，知識的產生經由社會建構過程，受到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因素的

制約與影響，現存的知識往往是社會選擇的結果，而以具有明確社會性的語言形

式存在。其次，學習者具有社會性，學習者在學習時，他所承載的社會文化因素 

，對學習本身有重大影響。最後，學習的社會性顯示在學習過程，在學習過程中 

，學習者不僅處於一個學習情境中，還處於一個更為廣闊的社會中，學習是一種

對話與交流活動，學習也是在社會環境中真實的社會實踐活動（鄭太年，2003）。 

一、學習網絡與學習社群 
教育改革網絡，正快速成為學校發展模式外的另一種選擇。Lieberman（1996）

研究了 16個網絡，提出網絡快速發展並成為美國教育改革要素的看法。 

　網絡是學習社群 

網絡是學習社群，它無形無界，可以將教育人員隨機組合。教師和行政人員

在網絡中，將他們的經驗分類、分享和討論。在彼此信任和支持的氣氛下，網絡

成員（networkers）既貢獻也獲得能解決身邊實際問題的及時學習（ just in time 

learning），並深入而細密地處理那些問題。網絡中的分享，能使教育人員的經驗 

內容清楚的傳達，教育人員的經驗也獲得應有的尊榮。網絡特別適於經由其他學

校或學區同儕新觀念的接觸中，協助教育人員討論和處理當下的問題，教師和行

政人員發現，跨學區甚至跨州的網絡，最容易提問、求助或有什麼說什麼。 

　彈性的活動與回應性的結構 

網絡具有彈性強（flexibility）和回應性快（responsive）的特點。彈性強，

有利於新活動形式的成長，回應性快，則提供成人學習更具發展性的方法。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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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網絡發展的活動，反映了他們自己的不同文化。雖然各自的活動不同，但所有

網絡提供的成人學習形式，都是支持成員的需求，了解並尊重成員的所知和所做 

。  

　持續探究的文化 

網絡也用問題提出、分享和解決，關心行動和結果的討論，鼓勵不斷探究的

文化，來取代規定和順從。網絡提升學習和專業能力的目標建立並支持各種不同

的探究模式。 

　重塑領導角色 

網絡中的領導角色，與其說是領導，不如以協助、居中協調（brokering）、

聯繫（linking）稱之，領導者做的是打電話、募款、安排會議、交換資源和人力、

協調時間等，透過這些活動，建立和維持合作的學習模式，發展、改變、保存重

要理想，增進新思想的產生。其次，網絡中領導的角色在創造公共空間（public 

spaces），使成員擺脫規範的束縛和文化的限制，形成積極投入新思想觀念的文化 

，並將這些思想化為可見（visible）、整合於工作中。此外，網絡也提供許多機會

讓成員成為領導者，這些非正式的新型領導者，如教師學者（teacher scholars）、

會議協調家（conference coordinators）、成員專家（member-experts），這些新領導 

角色的創造，是不考慮階級和地位的。 

二、全球化發展與知識經濟         
全球化（globalisation）是一種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地理對社會和文 

化安排的束縛降低，而人們也逐漸意識到這種束縛正在降低。全球化也是一種將

世界各地的人群組合成一個整體性的全球社會的趨勢，代表一種超越空間與邊界

的一體化聯繫（徐偉傑譯，2000；詹棟樑，2001）。全球化的出現，受到市場化

（marketization）和科技進步的影響很大。全球化造成資本的跨國轉移、自由貿

易增加、人員進用世界化（world-wide recruitment）、廉價勞力的尋求。隨著經濟

全球化現象的出現，教育全球化的問題也逐漸受到關注。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型態 

，包括教育資源（要素）的跨國流動、全球性的教育現象以及在全球範圍內進行

的教育活動等。其中全球性的教育現象，主要表現在各國教育活動中相似和相同

的地方越來越多，包含教育觀念及學校制度架構的融合與趨同，教育內容在學科

結構上的相似性，教育手段在電視、衛星、電腦和網路的綜合運用等。雖然學校

教育受全球化的影響還有限，但從有關的信息可以看出，教育會跟經濟一樣越來

越受全球化的影響。就目前來說，全球化對教育的主要影響就很明顯，包括：　

教師、行政人員、學生間的電子溝通不斷增加，網際網路成為資訊的重要來源；

　遠距學習的發展；　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及實務工作者對比較的資訊越來越有

興趣；　國際性的測驗越來越重要（吳華，2000；Mortimore , 2001）。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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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中，如何運用網絡資訊、瞭解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教育發展動態與趨勢，

已成爲校長專業發展不可或缺的一環。 

    知識經濟的提出，也引起極大的關注。知識經濟認爲人類應該重新認識知識 

，智力資源將被視爲財富和資本（人民日報，1999 年 12月 25日）。知識經濟會

對教育産生影響，源于知識經濟中知識觀的變革以及知識經濟對人們智力發展水

平提出的普遍要求。就前者而言，知識經濟中的知識觀有了三個轉變：從知識是

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轉變爲知識是人們爲了出售而生産出來的工藝集成的技術

性知識及其原理；從知識是推動整個社會進步的力量，轉變爲知識是經濟發展的

基礎，獲取高額經濟利益的源泉；衡量知識價值的標準真理性轉變爲效用性。就

後者而言，在知識經濟中，無論知識的生産、分配和使用，都對人們的智力發展

提出了新要求。在知識經濟時代，教育與學習的角色更屬重要，學習與教育在經

濟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空前的，過去所未有的，學習是人類的生存之道。教育活動

是爲了實現學生主體的發展，知識經濟將強調學生主體對知識的追求和對創新能

力培養的需求，教育者要滿足學生主體發展的這種需要，就必須更新觀念，不斷

掌握新知識，發展自己的智力水平，提高自身的修養，反映到教育實踐中，未來

的教育者將成為一個學習者、研究者與教育者三結合的新形象，而學校校長更應

成為學校知識的管理者，確保經驗分享、強的網絡和鼓勵分享的氣氛，在學校中

不斷增強。為此，終身學習、不斷創新，成為未來學校校長的基本信念和一項日

常活動（王如哲，2002；王松濤，2001；唐榮德，1999；黃富順，2001）。 

    綜言之，成人學習的內容、過程、環境，都充分體現社會性；在網路環境興

起、知識經濟顯現和全球化的遞移中，學習顯得更為迫切和需要，同儕和科技成

為學習的重要內容和工具。學習的這種社會本質和社會演變，對校長而言，具有

很重要的意義。 

肆、學校行政專業的發展 

Goldhammer（1983）在談論校長及學校行政專業的演進時，提及一些影響的

因素，比較積極的影響因素有三個，首先是來自於其他學科，特別是社會和行為

科學的研究人員，對學校的行政和組織問題開始產生興趣，對教育環境和過程的

研究、理論和概念化，作出了很大的貢獻；其次，美國大學教育行政協會（University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 UCEA）在大學研究和訓練的努力，產生了

一批年輕的教育行政教授，這批教授具有各個層級公立學校行政人員的經驗，在

行為和社會科學家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具有研究能力，在學校行政和校長專業

領域中繼續發展並擴展探究的精神，成為專業發展的新資源；復次，美國學校行

政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 AASA）除了鼓勵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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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究發現於訓練方案之外，在W. K. Kellogg 基金會的贊助下，又成立了學校行

政促進協會（Counci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 CASA），致力於

促進實務專業和大學的合作，建立教育行政的專業基礎，在AASA 和大學的努力

下，理論和實務間的隔閡逐漸縮小。 

    至於校長和學校行政專業發展的幾個負面影響因素包括： 

    　學校規模與複雜度的增加：學校校長被校舍建築、預算、學生的多元性、

壓力團體的激增和改革的要求所困擾，無暇研讀、反省和應用研究的成果 

，也無力將之運用在問題的處理上。 

　與教學專業分離：學校行政人員由來已久的特徵是從教學專業中徵才，與

教師有著相同的背景和經驗，1960 和 1970年代以後，這種情形開始改變 

，行政人員代表不同的價值和利益，逐漸被全國和州的教師組織排除，學

校行政人員和教師之間的角色，取決於實務的狀況，而非由專業的知識基

礎所決定。 

　集體談判：1970和1980年代教師聯盟取得與地方教育董事會（school board）

的集體談判權之後，行政專業的角色有了重大的改變，校長必須花費大量

的時間協助地方教育董事會進行談判的工作，校長處於與教師相對的立場 

，而且校長受到談判契約的約束，對教學專業的主控權受到限制。 

　社會問題的侵入：美國最高法院曾認為公共教育是中產階級特權的堡壘，

對少數兒童的機會和權利更是不關心，透過公共教育，可以打破種族歧視

的藩籬，當學校被要求處理這些問題時，行政人員的角色又被縮小了。 

　法院主導（court domination）：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社會，被訴訟的強調

所主宰，法院成了解決社會難題的主要工具，法院對程序（procedure）的

重視，使行政人員自由裁量的運用受到限制。 

　政治化（politicization）：利益團體圍繞在學校委員會和公立學校行政人員 

週遭，試圖影響學校的經營方向，有些力量龐大，甚至足以影響利己法案

的通過；國會和州立法所定的方案，具有強制性，可以限制地方的自主性 

；大多數州的集體談判法律是受教師聯盟政治勢力影響而達成的。學校領

導者領導學校必須變成狡黠的政治人物，善於跟權力團體打交道，只關心

教育價值和原則的柏拉圖式的理想漸漸消失。 

　新聯邦主義（The New Federalism）：聯邦政府對教育機構的補助附帶相關

的大綱和規定，對學校行政內部運作的自主性有所限制，校長也負有相當

的責任，這些限制和責任，不只限於聯邦方案所關注的問題，也對學校行

政人員設定了一整套新的行政運作的義務。 

　資訊方便取得（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電腦在資料收集、儲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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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和檢索方面，快速而精確，行政人員必須發展資訊系統的使用策略，

並建立標準，以便有效地在組織中操作。新科技具有改變行政歷程基本性

質的潛力，行政人員在資訊需求的界定、操作標準的建立、資料的分析和

統合方面，都必須相當熟練。從強調管理責任轉向強調管理技巧，進一步

弱化了行人員的權威。 

　大學與學校的鴻溝（university-field gap）：大體而言，校長培育方案並無法

充分滿足學校實務所需，學術研究對非研究人員而言，也是神祕幽晦的（ 

arcane）。學校行政人員總覺得教育行政教授不了解實務工作者的需求，大

學教授則覺得行政人員並沒有被妥善導向，運用可利用的知識來經營學校 

。這種鴻溝在專業發展和在職訓練領域加深了，當行政人員組織辦理在職

發展活動時，開始傾向於以自己的成員來取代大學教授，造成大學從競爭

中退入自己的象牙塔，實務專業因此被完全丟開，被迫採取自己的行動策

略，這種策略越加內生的（in-grown）且更不受學術影響的滲透。 

　地方教育董事會的專業主義（school board professionalism）：1950年以前，

少有地方教育董事會的組織，地方教育董事會受學校行政人員所主導。當

強有力的州和全國性的地方教育董事會組織出現後，地方教育董事會獨立

主導地方教育董事會和教育局長關係，地方教育董事會之間的溝通也獲得

改善，地方教育董事會不再完全依賴學校行政人員，就能了解其他學區處

理問題的做法；其次，地方教育董事會取得專業建議和協助資源的途徑擴

大了，更能獨立行事。地方教育董事會及其組織的專業主義和獨立，造成

地方教育董事會和學校行政人員之間的權力衝突，而且地方教育董事會的

成員，也往往代表特定利益團體，制定出植基於特定利益的規定。 

    Goldhammer 所描述的學校行政專業發展情形，有一部分正是台灣學校行政

專業發展的寫照，取法其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導向正面方向發展，避免負面情

境的影響，是我國學校行政專業發展的積極開展之道。 

    總之，校長專業發展的重要基石，在於校長專業知識具有內隱性和實踐性，

校長專業發展與成人學習特性息息相關，校長專業發展歷程富有階段變化的多樣

性，而學習網絡社群、知識經濟與全球化的興起，以及學校行政專業的變革，也

正強力帶動和影響校長的專業發展。             

 

 

 

 

 

 37



第三節  主要國家的校長專業發展政策 
    中小學在各國大都屬於義務教育的範圍，中小學教育常是政府施政的一個重

要環節，公立中小學校長在政府部門和民眾心目中，更是政府作為的象徵之一，

事實上，校長的種種，無不受政府決策的影響。校長專業發展的規劃與實踐，在

許多方面，都有賴政府相關政策的引導、督促、規範和激勵。無論是集權制還是

分權制教育體制的國家都注意到，有效地開展中小學校長培訓和專業發展工作，

必須充分發揮國家能力，把自發行為，轉化為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政府行

為，由政府直接推動和宏觀指導是取得實效的重要保障（吳志宏、馮大鳴、周嘉

方主編，2002；陳俊珂、苗鐵創，2001；管培俊、宋永剛，2000）。以下就分權

制和集權制的代表國家---美國、英國和中國大陸的情況，加以探討與歸納。     

壹、 美國校長專業發展政策 

一、學者及專業團體的提議 
傳統上，美國在州的層次上主要是透過資格檢定以及相關的研討會來影響校

長的專業發展。州有關校長資格的訂定和修正，影響學院和大學相關課程的開設 

，州也經常透過研討會和相關會議的召集，傳達新的法律規定、提供實施聯邦和

州命令的技術協助或是提供新的教育觀念與實務。1980年代，出現四種新的方式

（Mitchell & Cunningham , 1986）： 

　繼續教育學程（continuing education units , CEUs）：某些州要求學校行政人

員須獲得繼續教育學程，作為證照或資格認定的條件。 

　學院：1980年，賓夕法尼亞州、佛羅里達州、南卡羅來納州，由州教育行

政部門支持成立行政專業發展的相關學院，其他各州紛紛跟著成立，包含

各類課程、研討會和個別化的學習形式。 

　評估中心（assessment centers）：資助成立評估中心，藉以協助新任校長或

有意擔任校長者了解個人的優缺點，以供生涯選擇的參考。 

　州規定的評鑑（state-mandated evaluation）：大眾對行政無能的不滿，促成

有些州規定行政人員必須接受評鑑。 

Mitchell 和 Cunningham（1986）認為州的標準化策略對行政專業的發展具

有爭議性，州的政策決定者應該注意州的政策規範所可能產生的未預期以及負面

的影響。此外，州的政策決定者必須了解校長工作的性質和工作的組織環境，以

避免州的措施影響校長一職的吸引力且不利於有效教學領導的發展。州教育行政

人員在培養有效的教學領導人員時，可以採行的措施如下： 

　根據教學領導的相關研究，協助地方學區清楚界定校長所需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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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發展校長教學領導技能的明確誘因； 

　鼓勵校長職前培訓方案重視教與學、成人發展、組織革新等問題； 

　支持有利於助理校長和校長彼此學習的在職訓練活動； 

　定期評估州的標準政策和規定對校長工作所累積的影響。 

Barker（1997）認為要改善校長人力資源不足的問題，州教育行政部門的行

政人員可以採取下列策略： 

　清楚描述助理校長的角色，並形成朝向校長職務發展的生涯途徑； 

　校長職缺的人事作業完全透明化； 

　提供初任校長更有力的教練指導； 

　透過正式與非正式途徑，提供更多的前輩指導人員與方案； 

　提供不同學校的行政實習，強調跨文化、學生群體和員工的實際經驗； 

　在校長資格認定上，強調大學和專業組織的共同合作； 

　遊說促成校長薪資的補助。     
Ricciardi（1997）認為在職校長的專業訓練應該與他們表現的評鑑建立關聯 

。州和地方學區的評鑑制度必須適度的修正，使能用來確認校長的長處和弱點 

，以及所需要的訓練活動。 

Bradshaw 和 Buckner（1998）：隨著大眾對校長期望的改變，校長專業發展

的態度也跟著改變，學校領導者的州和國家標準已被發展出來，並應用於校長的

證照、評鑑和專業發展。   

美國全國員工發展委員會（National Staff Development Council , 2000）在一

份報告中，建議聯邦政府對校長專業發展採行以下措施： 

　將校長專業發展列入法定補助，對州的補助中，保留百分之二作為校長專

業發展之用。 

　採納行政的學校領導學院法案（Administration’s School Leadership Insti- 

tute Legislation）的規定，提供現職校長專業發展發展模式和線上方案，

指導行政人員成為教學領導者。 

　一如支持全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 

ching Standards）的成立一樣，創立一個全國的學校領導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n School Leadership），主要的工作是確認和測量什麼是高度精通的

領導者所應該知道及所能做到的領導實務。 

　設立一個傑出領導發展方案的獎勵方案，以刺激領導發展新模式的成立。 

　與全國性的基金會和州政府合作，建立都市校長的自立發展方案（urban 

grow-your-own programs for principals），幫助都市學區選定校長，並提供

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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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進行研究工作並建立專業發展的聯盟：聯邦政府可以和美國初等學校

校長協會、美國中等學校校長協會、美國學校行政人員協會、全國教育與

經濟中心和全國員工發展協會合作研究，將研究所得透過這些組織的成員

或網站加以推廣；聯邦政府可以成立研究小組，選出研究者和教育者所知

的有效領導；還可以舉辦會議，教育美國大眾，使他們知道學校領導發展

的重要性以及什麼因素造就有效的領導。    

美國全國員工發展委員會認為州可以修正新校長的必要條件，建立校長取證

和換證的標準及評量方式，使其真正符合工作所需的技能，此外，州的層級還可

對校長專業發展採行以下措施： 

　對專業發展方案進行成果取向的品質檢查和績效檢驗。 

　大力推展領導者的學校本位專業發展：方案可以涵蓋前輩指導、同儕教

練、學校互訪、在分布領導（distribute leadership）的方式中訓練，增進

校長對如何執行標準、監控學校表現及增進高品質員工專業發展的認識。 

　建立校長的領導網絡：州可以為校長設置線上學習經驗和電子網絡，使校

長互相溝通、分享觀念、解決問題，也可以透過補助，鼓勵學區與大學合

作發展新的專業發展方式。 

　設立一個新的職位---州員工發展主任（state staff development director）：負

責與各學區的總協調（district coordinators）分享員工發展的資訊，提供新

研究和有效方案的資訊，協助建立學校領導者網絡，督導州的校長自立發

展方案。 

　將專業發展融入學校評鑑工作，了解校長的進展情形。 

　創造更多校長表現的誘因：提供獎勵優異表現的補助，鼓勵學區給校長更

多自主性及嘗試不同的管理模式。 

　支助成立教師領導學院：以提供教師發展練習領導者所需的知識技能，推

廣能被學區採用的方案，提供教師領導者升級的訓練。 

　提供專業發展的評鑑工具：包括方案比較的指引和標準、成本與效益的計

算。 

　提昇教師專業發展的創意：州可以補助發展同儕調查模式，也可以提供經

費的誘因，使學區支持教師參加證照的檢定，還可以推廣教師參加董事會

及教師、家長形成夥伴關係的示範方案。 

    在學區方面，美國全國員工發展委員會建議的措施如下： 

　鼓勵校長在學校中實施分布領導：每年的校長評鑑，可以評估校長建立合

作文化的效能。 

　改進校長的遴選與繼續學習：學區可以發現有潛力的領導者，透過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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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增進他們的領導技能，培養成行政人員或教師領導者。 

　實施校長的學徒方案：學徒校長追隨傑出的校長，從傑出校長的工作中觀

察與學習，學徒方案多數是實踐的工作和計畫。 

　建立學校領導者的支持網絡：學區可以建立校長網絡、研讀小組或正式而

持續性的前輩指導（mentoring），有些網絡可以在線上進行（online）；學

區可以提供誘因給擔任前輩指導的校長，也可以將同儕評鑑併入考核制度

（review systems）。 

　提供教練（coaches）給校長。 

　要求校長重視教學，花更多的時間在教室。 

　在地方層級建立自立培育校長的方案，培養教師成為教學領導者。 

　安排專業發展的時間：學區可以重新設計學校行事曆，提供校長和教師領

導者團隊會議和活動的時間。 

　設置包含教師領導者的生涯階梯：學區可進行資源的重新分配，將學校預

算的百分之十用於專業發展；鼓勵經驗豐富的教師成為教師領導者，擔任前輩指

導和課程發展工作；學區可以要求校長成立領導團隊並賦予實權。 

　增加能鼓勵教師領導的誘因：提供的誘因如休假時間（released time）、工

作重組（job restructuring）、使用資源的更大彈性等，目的在使教師成為

校長的領導夥伴。 

二、州的實際策略 
成立於 1979 年的北卡羅來納州校長領導學院（North Carolina Leadership 

Institute for Principals），是一個常設機構，除了編制人員外，並安排三個校長擔

任任期一年的行政助理，主要任務是提供校長專業發展的相關活動，包括研討班 

、工商企業領導課程聯繫、短期實務指導方案、電視節目等。學院的基本假設是

（Grier , 1987）： 

　長期而非短期的專業發展活動； 

　活動性質是綜合性的；  

　分散到各地的在職訓練活動，優於聚集到一個集中的場地； 

　結合理論與實際，並以技能發展為主軸； 

　回應校長的需求，每年進行一次需求調查； 

　領導、溝通、人際關係等基礎技能，融入方案的內容中； 

　員工編制少並由州支付； 

　三個現職校長擔任為期一年的實務指導校長，補常任職員之不足； 

　州教育董事會負責督導和經費事宜。 

    美國田納西州的州教育董事會（Tennessee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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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州的「田納西州學校卓越計畫：為二十一世紀而準備」，在 1991 年提出 

「田納西州校長政策」，此項政策共有十項，涵蓋校長的徵才和遴選、校長的培

養和專業發展、校長培養方案的核准、工作表現的評鑑、每年的專業發展計劃、

政策實施所需的措施等。州教育董事會認為地方教育體系、高等教育機構、專業

的學校領導組織、工商企業、州教育董事會和州教育廳，都要有如下相當的配合 

措施： 

　地方教育體系 

　建立校長資格認定、徵才和遴選的標準及程序； 

　支持校長工作表現評鑑和每年的專業發展計畫； 

　發展並支持儲備校長和在職校長的領導發展活動； 

　在候用校長和在職校長的培養、導入和專業發展方面，能和高等教育機

構、專業的學校領導組織、工商企業及州相關部門合作。 

　高等教育機構 

　在校長資格認定、徵才和遴選方面，協助地方學校體系； 

　為初任和專業行政人員證照，提供學校領導和管理的培養課程； 

　在候用校長的培養、導入和專業發展方面，與地方學校體系合作； 

　在現職校長的專業發展方案方面，能和地方學校體系、專業的學校領導組

織、工商企業及州相關部門合作。 

　專業的學校領導組織 

　在支持有效的學校領導上，提升專業標準和專業道德； 

　協助地方學校體系和州，促進教育的卓越、專業發展以及有效校長的認可；   

　提供專業支持與發展機會給初任和經驗相當的校長； 

　與地方學校體系、高等教育機構、工商企業和州相關部門合作，提供專業

發展方案給在職校長。 

　工商企業 

　提供領導發展和管理活動的機會，與地方學校體系及校長共同分享； 

　協助校長發展社區資源和結構的知覺； 

　提供個別校長領導與管理的短期經驗； 

　在候用校長和在職校長的培養導入和專業發展方面，與地方學校體系、高

等教育機構、專業的學校領導組織和州相關部門合作，提供相當的資源。 

　州教育董事會和州教育廳 

　發展證照標準，核准培養方案； 

　發展和核准檢定/評鑑的程序，並負責所需經費； 

　發展並支助州內的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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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地方學校體系建立資格認定、徵才和遴選的標準與程序，發展與支持

地方學校體系的領導發展活動； 

　在候用校長和在職校長的培養與專業發展上，與地方學校體系、高等教育

機構、專業的學校領導組織和工商企業合作，運用可取得的資源和方案。 

美國夏威夷州鑒於大學傳統課程無法與不斷改變的校長角色配合，未能呈現

教室、學校和社區的真實狀況及問題，造成學生隔閡、競爭、習於接受傳統的實

務和知識，因此，和夏威夷大學合作發展夥伴學校領導方案（Cohort School Lea- 

dership Program , CSLP）。方案的前提主張：知識與技能的運用，必須在臨床與

學術領域維持平衡。方案的三個主要成份就是問題本位的學習、校長現場實務指

導經驗以及反省探究研討（Araki , 1993）。 

美國 Wallace 基金會在 2001 年宣布一項為期三年總計補助金額八百九十萬

美元的大型計劃，名為教育領導的州行動計畫（State Action Education Leadership 

Project ,SAELP），該項計畫是Wallace基金會「州與學區」策略的重要一環 ，目

的在確保影響領導的州政策，能與地方學區的實務之間取得協調，對學區提供支

持，州和學區成為密合的夥伴關係（full partners），這項計畫努力的要項有六（ 

Olson , 2001；Wallace Foundation , n. d.a）： 

　推動工作的優先順序和方式：確保州能優先支持領導，將教學和學習列為

教育領導工作的優先事項。 

　校長的儲備：發展州的有效策略，以增加學校和學區領導儲備的人數，讓

儲備人才多樣化，包括女性和少數民族。 

　教育和專業學習：修正州的政策，改進校長和教育局長的職前和專業發展

方案。 

　執照、證書和方案認可：運用州的政策，改進領導人員取得執照和證書的

過程，強化高一級教育本位領導訓練方案的認可流程。 

　專業實務的工作條件：重新思考學校領導者的工作條件，設計推行改進的

策略，諸如：簽約和集體談判的改進、薪資和津貼方案、評鑑學校領導者

的方法、優異表現的誘因。 

　管理結構：改變影響學校領導工作的政治和管理環境，包括：州教育部門

的政策、行政人員和地方教育董事會的關係，州、學區和學校權力的平衡 

。 

在Wallace基金會的補助下，各州推動的工作繪列如表 2-4（Wallace Founda- 

tion , n.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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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Wallace基金會支助下的州校長專業發展措施 

州名 推動的校長專業發展相關措施 

德拉

瓦州 

　發展校長和助理校長新的導入方案； 

　為有經驗的學校領導者開辦專業發展方案； 

　營造教學領導的支持性氣氛； 

　重新設計培育和職前方案； 

　協助徵聘具有潛力的領導者。 

喬治

亞州 

　發展並執行一個一貫的模式，以徵聘、培育、指導和留住領導者；

　改變政策，使領導成為優秀及多元人才更滿意的生涯選擇。 

伊利

諾州 

　支持校長和教育局長的全時實習； 

　訂立女性及少數民族教育局長證書方案的支持性標準； 

　對服務於低社經學區的校長和教育局長，給予特別津貼； 

　制定學區層級聘用女性和少數民族擔任行政職務的決策； 

　增加專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推展行政執照標準本位制度的立法； 

　立法對教育領導人員給予起碼的補償。 

印第

安那

州 

　聘用能代表各個民族的優質教育領導人員； 

　留住重視教與學的領導人員； 

　提供專業發展。 

愛阿

華州 

　優先支持有關學生成就的領導； 

　儲備各類具有才幹和企圖心的領導人才； 

　推行有效的職前和專業發展方案； 

　確保有效的領導取照和換證過程； 

　推展能維持和吸引領導人員的聘任辦法； 

　改進影響領導人員氣氛的政治和管理環境。 

肯塔

基州 

　透過財政的誘因和另類途徑的推廣，來提升地方的教育領導； 

　促進高等教育的制度變革，使其與實務連結； 

　將教育領導列入立法工作及地方社區議程。 

蒙大

拿州 

　修正州的政策，使領導的重點放在學生成就，而非只有管理； 

　改變合格領導人員的徵聘、互動和另類證書的州政策； 

　領導改革與教育改革相輔相成； 

　運用資料本位的研究與分析，以促進領導策略的政策發展。 

 

 44



表 2-4  Wallace基金會支助下的州校長專業發展措施（續） 

密蘇

里州 

　強化並支持領導人員改進教與學； 

　增加女性和有色人種的行政儲備人才； 

　吸引並訓練能縮小成就差距的領導人員。 

麻塞

色斯

州 

　支持學區重新界定領導角色； 

　支持學區為現職及未來領導人員建立新的生涯途徑； 

　建立一個特殊學校領導人員的專業發展制度和網絡。 

新澤

西洲 

　採用表現本位的標準，使學校領導人員關注教與學； 

　改變執照的互動規則，使新的儲備人選快速獲得； 

　調查追蹤有經驗督學進入校長一職的方式； 

　引導學院與大學檢視修正學校領導方案； 

　改進培育方案的品質，以確保能與準則一致； 

　改變管理規定，增加教育局長聘約的期限。 

俄勒

岡州 

　改變以資料為本位的決定方式； 

　開創一個有助於領導的一貫性政策結構； 

　建立專業學習的能力。 

羅得

島州 

　提供領導人員引導學生學習所需的知識和技能； 

　協助校長專業發展； 

　培養能力並推展連續的方案，以提供校長和教師分享領導機會；

　校長達成任務時給予權威與報酬； 

　開闢生涯路徑，其中含有長期實習培育和可選擇的證書取得方式。

佛蒙

特州 

　將現行的培訓方案和佛蒙特州學校行政人員普通能力證書結合；

　開放領導職位的其他途徑，以吸引更多具資格的人才； 

　建立一個合作、反省和主動運用專業知識的支持性文化； 

　提出影響校長和教育局長行動的有關教與學的假設； 

　改進工作條件，以吸引和留住具資格的領導人員。 

維吉

尼亞

州 

　減少教育局長任期和聘約的必要條件；　擴大大學和學校的夥伴

關係，藉以改進培育方案；　提供報酬和認可等誘因；　頒發卓越

行政人員的州證書；　發展地方領導訓練和實習方案；　檢討行政

人員進用規定並提出建議；　推行退休領導人員和新任領導人員的

前輩指導方案。 

資料來源：State Action for Education Leadership Project : Current initiative. Wallace 

Foundation., n.d.b , Retrieved September 12 , 2003 , from http://www. 

wallacefunds.org/programs/programDetail.cfm?id_init=1505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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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州和學區的校長專業發展策略尚嫌不足 
Dunlap（1997）在一項對地方教育董事會成員晤談的研究中，發現地方教育

董事會成員對校長「學習者中心的專業發展」、「學習者中心的課程與教學」、「公

平促使所有學習者卓越」等角色，並沒有充分的認識與了解。Dunlop 認為地方

教育董事會成員是學校進步的重要代言人，對校長工作中的多元角色，應該要有

更清楚的認識。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IEL , 2000）也指出，州和學

區很少個別地或集體地收集能協助行政人員表現得更理想的有關資訊。 

    美國Wallace基金會認為，美國各州主宰成功領導所需的政策和條件，但只

有少數州有改進學區和學校領導的綜合性計畫，有些時候，州的政策甚至成為障

礙（Olson , 2001.）。Greene（2000）對加利福尼亞洲的特許學校的研究調查中發

現，許多特許學校的領導者，感覺學區並未提供足夠的領導專業發展機會，領導

者跟學區之間有隔閡的感覺。  

貳、英國校長專業發展政策 

    1983 年到 1988 年，英國政府資助成立一個國家發展中心，以從事學校管理

訓練，提供有經驗的校長九十個二十天的課程，事實上，從 1987 年，學校管理

訓練就已經成為政府補助的一個「全國優先區」，1989 年至 1992 年政府資助位

在教育部的學校管理專案小組，藉以改善更具實用形式的管理訓練，而且從 1991

年，一個二年一次符合校長和代理校長個別訓練需求的評鑑系統一直在運作（蔡

暉皇譯，2002）。 

1994 年成立的師資培訓局（Teacher Training Agency），曾將培訓中小學的領

導和管理，列為優先發展的八個項目之首。1997 年提出教育白皮書「追求卓越

的學校教育」（Excellence in Schools），當中也提到：「新進校長首次被要求具有

專業的校長執照」、「現任校長將安排接受全國性的在職訓練」、「建立良好的學校

---企業連結管道」等（方樂、張民選，2004；張明輝，無日期）。 

    師資培訓局還於 1997 年訂定「學校校長的全國性標準」（National Standard for 

Headteachers）界定學校校長重要領域有關的知識、瞭解、技能及特質，以作為

規劃學校校長職前與在職專業發展之基礎，內容包含校長的核心目的、主要成

效、專業知識和理解、技能和特質、校長的主要領域等。鑒於教育環境和校長角

色的快速轉變，英國教育與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要求國

立學校領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負責標準的修定工作，

目前該學院透過各界的回饋與討論，研究成果和文件，教育與技能部及師資培訓

局的各項專業標準，國立領導學院的各種出版品、討論、領導發展架構，相關的

研究報告、英國皇家督學的視導架構等研擬出修正草案，即將進行最後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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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 n.d.，2003）。 

    英國前教育與就業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 DfEE）在

1998 年所發布的綠皮書（Teachers：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ange），具體提列

了三項培育校長的專業發展計劃，給準校長的「國家校長專業證書」（Nation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for Headship , NPQH）、給初任二年內校長的「校長領導

與管理發展計劃」（The Headteachers’ Leadership and Mangement Programme , 

HEADLAMP）、給任職滿三年校長的「現職校長的領導發展計劃」（Leadership 

Programme for Serving Heads , LPSH），並倡議成立校長專業發展專責機構「國立

學校領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來運作這三項計劃（葉

春櫻，2000）。 

    英格蘭與威爾斯還設有十一所評量中心（Assessment Centres）與十一所訓練

和發展中心（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Centres），另外還有屬於不分區的第十二

個領導訓練發展中心，由英國空中大學與小學校長協會合辦，這些中心有的是大

學內的單位，有的則是私人的校長專業發展顧問公司負責，都是經過激烈競標才

獲得委託，在師資培訓局的規定下，分別負責國家校長專業證書的訓練與評量工

作（王如哲，2000；林文律，1997）。 

    英國國立學校領導學院設置在諾丁漢大學朱比利校區（Jubilee Campus of 

Nottingham University）的教育學院，主要在提供「發展校長領導技巧的訓練」、

「促進團體學習」、「建立清晰的校長形象標誌」、「提供網路化的學習」、「支持校

長的生涯發展」、「建立世界級的教育服務」、「引導和討論國內的學校領導」、「研

究領導的議題」等項工作（陳木金，2000）。 

    綜言之，英國近幾年來所推動的校長專業發展改革政策和措施，主要在於：

校長專業發展政策宣示、校長標準的訂定、校長專業發展專門實施機構的設立、

訂定專業發展實施計劃並加以實施、推展網路化學習、進行校長專業發展和學校

領導的研究等。 

              參、中國大陸校長專業發展政策 

    本段首先概述中國大陸校長培訓的主要沿革，其次分別說明其校長培訓的重

要政府策略。由於早期中國大陸教育人員培訓並未細分校長和教師，因此，部份

以教師的培訓或進修綜合描述。       

一、中國大陸中小學校長培訓的沿革概述 

中國大陸在 1953 年發布了政權取得後第一個比較有系統、完整的教育事業

發展計劃：《1953 年度教育事業計畫》，1955 年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於訓練學

校領導幹部和教育行政幹部計畫的指示》，要求實施三級教育行政機關負責制，

 47



分批幹訓普通學校及其他幹部，同年，教育部在北京成立教育行政學院，負責教

育行政幹部和中小學校長的訓練。1956年開始，多數省、市、自治區都建立了中

小學領導幹部的培訓機構。中國大陸在 1966年到 1976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

教育事業基本癱瘓，中小學校長培訓與提高工作完全中斷。1977年冬天，在鄧小

平親自主持下，大陸恢復高考制度，中小學教師與學生的積極性帶動起來。1978

年 12 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

新時期（李連寧、王定華，無日期；陳至立，無日期；國家高級教育行政學院，

1999；劉問岫主編；1993）。自此以後，大陸的教育事業逐步發展開來。 

改革開放以後，高等學校從 1978年開始逐步恢復中斷多年的教師培訓工作 

，1980 年開始統籌安排全國重點高等學校接受教師進修的工作（楊春茂，無日

期）。1978年初至 1979年初，中小學校長培訓主要型態是舉辦短訓班，學習中小

學的暫行工作條例；1979年初至 1980年底恢復學習教育科學理論；1980年底至

1981年底逐步轉入正規培訓階段，制訂教學計畫、規章制度，建立培訓機構；1982

年教育部提出「六五」期間，要將未受過教育專業訓練的中小學主要領導幹部幹

訓一遍，並提出「七五」期間要逐步建立幹部離職幹訓制度，到 1983 年底，大

陸中小學校長大致普遍接受了一遍短期培訓（國家高級教育行政學院，1999；劉

問岫主編；1993）。其後，大陸逐漸強化教育法制工作，在立法上，教育已經成

為經濟以外立法最多的領域（陳啟、夏娟、王大泉，無日期），有關中小學教師

和校長培訓進修相關的立法與規定很多（李連寧、王定華，無日期），主要包括

義務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施行細則、教師法、教師資格條例、教育法等。 

除了教育法令的訂頒，大陸也曾陸續發布不少有關教育措施的重要政策性規

劃和指導文件，這些文件也涉及校長和教師的培訓進修，具有法令的規範引導作

用。除了綜合性教育政策文件宣示外，在中小學校長培訓進修的相關政策方面，

大陸自 1989 年開始起，陸續頒發有關規定和指導意見，針對校長的崗位培訓、

任職條件、崗位要求、任免、考核、獎懲、待遇、崗位培訓評估、提高培訓、持

證上崗、骨幹校長研修等，加以制度化的規範，這些法律規章雖有制訂機關和法

律效力的差別（如表 2-5）（吳志宏、馮大鳴、周嘉方主編，2002），但都是大陸

校長培訓與專業發展推動的主要動力。 

簡言之，中國大陸近二十年來，主要是透過教育人員培訓的相關立法，來大

略規範中小學校長培訓的權責與方向；透過教育的相關政策性文件，來進行培訓

政策宣示；經由校長培訓的主要規定，來實施詳細的執行規劃；再通過相關會議

的召集，來落實與推動國家的培訓規劃。表 2-6 是近二十年來中國大陸校長培訓

的相關法律、政策文件和主要規定的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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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大陸教育法規體系 

層級 形式 制訂機關 備註 

根本

大法 

憲法中有關教

育的條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一

層次 

教育基本法律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教育基本方針、任務、制度的總體

規定，如教育法、義務教育法。 

第二

層次 

教育單行法律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教育某一領域或某一部份的規定，如教

師法。 

第三

層次 

教育行政法規 國務院 針對某一類教育管理事務比較具體且具

有較強的操作性規定，如義務教育法施

行細則 

第四

層次 

地方性教育法

規 

省、自治區、直轄

市人大或其常委會

 

部門教育規

章 

教育部（原國家教

育委員會）及國務

院部委 

 第五

層次 

教 

育 

規 

章 政府教育規

章 

省、直轄市、自治

區人民政府 

 

資料來源：「新編教育管理學」（頁 140），吳志宏、馮大鳴、周嘉方主編，2002，

第三版，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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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中國大陸近二十年來校長培訓的相關法律、政策和主要規定 

時間（年） 教育人員培訓的相關法律、政策和校長培訓的主要規定 

1985 《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 

1986 義務教育法 

1989 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全國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的意見》 

1990 原國家教委《關於開展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的若干意見》的通知和所附

《全國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試行草案》 

1991 原國家教委《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條件和崗位要求（試行）》的通知 

1992 義務教育法施行細則 

中央組織部、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全國中小學校長隊伍建設的意見（試行）》

1993 教師法 

《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 

1994 國務院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見 

原國家教委《全國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評估工作指導意見》的通知 

1995 教師資格條例 

教育法 

原國家教委《關於「九五」期間全國中小學校長培訓指導意見》及所附

《全國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 

1996 《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規劃和 2010年發展規劃》 

國家教委下發《關於做好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試點工作的通知》 

1997 原國家教委印發《實行全國中小學校長持證制度的規定》的通知 

1999 《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行動計劃》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 

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規定 

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 

2001 《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 

《全國教育幹部培訓「十五」規劃》 

教育部關於印發《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資格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和《全

國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的通知 

教育部關於舉辦《全國中小學骨幹校長高級研究班》有關事項的通知 

 

二、制定校長培訓的相關法令與政策文件 

　規範校長培訓的目的和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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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義務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施行細則、教師法、教師資格條例、教育法、

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校長自我提昇和培訓的目的是提高校長個人和整體的政治 

、管理、思想、文化和業務水平，進修培訓是權利與義務，政府、培訓機構和學

校都負有培訓責任。      

　國家重要教育政策文件宣示培訓策略     

1985年《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所提及的策略有：提倡和

鼓勵自學和互教；舉辦函授和廣播電視講座；要切實辦好教師進修院校；有計畫

地動員、挑選和組織高等學校幫助培訓工作。 

1993年《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中要求：制訂培訓計劃；要求國家規定

的合格學歷標準。 

1994年，中共國務院「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見明確提

出：要實施「百萬校長培訓計畫」，爭取 1997年左右在全國實行中小學校長持證

上崗制度。這是一項影響大陸校長培訓發展的重要政策指示。 

1996年《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規劃和 2010年發展規劃》，又提到：努力提

學歷合格率。 

到了 1999 年國務院批轉《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行動計劃》，則提出：實施

跨世紀園丁工程，規定「3年內，對現有中小學校長進行全員培訓和繼續教育；

鞏固和完善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和持證上崗制度；加強教材建設；經濟發達地區

校長中獲碩士學位者應達到一定比率。同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提出：「試行校長職級制，逐步完善校長選拔和任

用制度，鼓勵優秀校長到薄弱學校任職⋯⋯」。 

2001年的《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要改革中小學校

長的選拔任用和管理制度；推行中小學校長聘任制，明確校長的任職資格，逐步

建立校長公開招聘、競爭上崗的機制；實行校長任期制，可以連聘連任；積極推

進校長職級制。同年發布的《全國教育幹部培訓「十五」規劃》強調：鞏固和完

善校長培訓和持證上崗制度；中學和小學校長培訓中心分別承擔中小學校長高級

研修培訓任務；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要切實有效地開發、建設遠程教育資源。 

質言之，大陸重要政策性文件通常是就各層級教育發展加以規劃，對教師或

校長的培訓或繼續教育，提出原則性宣示，至於有關校長或教師的培訓或繼續教

育的細部規劃，則另外發佈專項通知文件加以詳細規定。        

三、制定校長培訓細部規劃的主要規定 

　全國中小學校長 300 學時崗位職務培訓的要求及其課程設置 

大陸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雖始於 1950年代中期，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

入正軌，也沒有建立系統規範的培訓制度。1989年原國家教委制定「關於加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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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的意見」，這是大陸致力於現代校長培育制度建設的標誌

（馮大鳴、菲利普‧海林杰，2001）。基於全國中小學校長隊伍的整體政治、業

務素質不能適應基礎教育事業發展和深化改革的需要，首度針對校長，做出了「八

五」期間對全國近百萬中小學校長普遍進行一次崗位職務培訓的重要決策，要求

五年內對中小學校長普遍進行一次不少於 300 學時的崗位職務培訓（管培俊、宋

永剛，2000；錢一呈，1998 ）。崗位職務培訓的內容主要是學習政治理論和國家

的教育方針、政策、法規，教育基本理論，學校管理知識與方法等。已經過崗位

職務培訓的校長，則開展繼續教育。意見還提出「各級教育行政部門⋯⋯確定一

名負責同志及有關機構分管⋯⋯每年研究一二次⋯⋯」、「制定切合當地實際的省 

、地、縣三級培訓規劃及具體措施」、「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及校長素質提高情況 

，應列為考核、評估各級教育行政部門領導水平、工作實績的基本內容之一」、「地

方核定的教育事業費、教育附費以及中央撥給的師資培訓專項經費中，應有一定

比例用於培訓中小學校長的工作」等具體的配套規範。 

1990年原國家教委印發《關於開展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的若干意見》的通知

（附含《全國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試行草案》），對 300 小時的崗

位培訓課程內容進行規劃，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理論 100 學時、教育政策法規 60

學時、學校管理 100 學時、教育學科知識講座（可選修其中兩個專題）90 學時（選

修後約為 50）、教育管理實踐（不計學時）等。 

　訂定校長任職條件與崗位要求 

1991年頒布《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條件和崗位要求（試行）》的通知，規定

校長任職的基本條件除了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領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努力

學習馬克思主義⋯⋯」外，鄉鎮完全小學以上校長應有不低於中師畢業的文化程

度；初級中學校長應有不低於大專畢業文化程度；高級中學校長應有不低於大學

本科畢業的文化程度；中小學校長應分別具有中學一級、小學一級以上的教師職

務，都應有從事相當年限教育教學工作的經歷；都應接受崗位培訓，並獲得「崗

位培訓合格證書」。至於校長的崗位要求，可整理成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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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中小學校長的崗位要求一覽表 

項

目 

要  求  素  養 

 

基 

本 

政 

治 

素 

養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把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 

　具有一定的馬克思主義理論修養，能努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立場、觀點和

方法指導學校工作。 

　熱愛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熱愛學校，熱愛學生，尊重、團結、依靠教職工。

　實事求是，勤奮學習，作風民主，聯繫群眾，顧全大局，公正廉潔，艱苦

奮鬥，嚴以律己。 

　對待工作認真負責，一絲不茍。 

　具有勇於進取及改革創新精神。 

崗

位

知

識

要

求 

　政治理論、國情知識； 

　教育政策法規知識； 

　學校管理知識； 

　教育學科知識； 

　其他相關知識。 

 

 

崗 

位 

能 

力 

要 

求 

 

　能根據黨和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法規，制定學校發展規劃和工作計畫。

　善於做教職工和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及開展品德教育。能從實際出發，採

取有效措施，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具有聽課、評課及指導教學、教研、課外活動等工作的能力。具有指導教

師提高業務水平和改進教學的能力。 

　善於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能協調好學校內外各方面的關係，發揮社會、

家長對搞好學校工作的積極作用。 

　能以育人為中心，研究學校教育的新情況、新問題，並從實際出發，開展

教育教學實驗活動，總結經驗，不斷提高教育教學質量。 

　有一定文字能力，能起草學校工作報告、計畫、總結等，會講普通話。具

有較好的口頭表達能力。 

資料來源：關於頒發「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條件和與崗位要求（試行）」的通知，

1991，國家教育委員會。2003 年 7月 22日，取自 

http://library.jgsu.edu.cn/jygl/gh01/JSP﹪20FLFG/1064.htm 

 

　規定校長的任免、考核、獎懲、待遇 

1992年下發《關於加強全國中小學校長隊伍建設的意見》，指出中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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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逐步實行校長負責制。對校長的任免、培訓、考核、獎懲、待遇等作出全面的

原則規定，逐步實行校長職務津貼制度，並指出「今後任命的校長，應取得崗位

培訓合格證書，持證上崗」。 

　對教育行政部門和培訓辦學單位進行校長崗位培訓的評估 

1994年原國家教委印發《全國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評估工作指導意見》的通

知，指導各省開展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評估工作，評估的內容要點如表 2-8。 

表 2- 8  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評估內容一覽表 

受評 

部門 

評   估   內   容 

 

 

 

教育 

行政 

部門 

　組織領導 

　領導重視，將中小學校長培訓納入年度工作計畫。 

　有確定的主管領導和主管部門。 

　培訓規劃 

　調查並掌握本地區中小學校長隊伍的現狀。 

　確定並組織實施培訓規劃，完成階段性培訓任務。 

　制定並落實年度培訓計畫。 

　培訓措施和政策 

　落實培訓與校長考核、任用相結合的政策。 

　落實培訓場地、設施、經費，改善培訓條件。 

　有辦班備案，發合格證書及考核、監督、獎懲等崗位培訓的規章制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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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評估內容一覽表（續） 

 

 

 

 

 

 

 

 

 

辦學

單位 

　教學工作 

　按照有關文件的要求，從實際出發，制定本校的教學計劃。 

　按照教學計劃的要求，因地制宜，多種形式辦學，保證開齊課程，

完成規定的總學時數。 

　貫徹執行課程教學大綱，用好國家統編教材，編寫或選用符合培訓

需要的教學補充材料。 

　堅持理論聯繫實際，按需施教，學用結合，注重時效的原則，精心

組織教學。培訓前注意調查校長需求，培訓中注意針對性，重視案

例教學，培訓後進行跟蹤調查。 

　教學管理制度健全，並嚴格執行，逐步做到教學管理科學化、規範

化。 

　充分發揮本地區校長考察見習基地的作用，外出考察目的明確、組

織嚴密、效果明顯。 

　教師隊伍 

　建立專兼結合的教師隊伍； 

　有培養專職教師的措施，使教師熟悉中小學教育和管理情況，增長

實際工作經驗，兼職教師隊伍保持相對穩定。 

　建立教學研究和備課、聽課、評課等制度，組織教師鑽研教材教法，

不斷改進教學工作，保證教學質量。 

　培訓成效 

　學員經過培訓，全面掌握教學計劃規定課程的內容，考試、考核成

績合格，達到《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條件和崗位要求（試行）》規定

的崗位必備知識要求，政治、業務素質和履行崗位職責的實際工作

能力明顯提高。 

　學員能自覺運用所學理論知識積極改進學校教育和管理工作，學校

面貌發生變化，在培訓跟蹤考核或當地中小學督導工作中獲得好評。

資料來源：印發「全國中小學校長崗位培訓評估工作指導意見」的通知，1994，

國家教育委員會。2003 年 7月 22日，取自

http://www.sdedu.net/sdedubak/teach/1file/Law/13/law_13_1090.htm 

 

　實施校長的提高培訓 

1995年《關於「九五」期間全國中小學校長培訓指導意見》及所附《全國中

小學校長提高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重點在於要求對校長進行第二輪提高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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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年不少於 200 學時（管培俊、宋永剛，2000年）。並針對起示範作用學校

校長及中青年校長提出「高級研修」，形成三個培訓層次：新上崗校長的崗位培

訓；已接受過崗位培訓校長的提高培訓；起示範作用學校校長的高級研修。1996

年國家教委又下發《關於做好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試點工作的通知》，就提高培

訓的試點工作作了安排（國家高級教育行政學院，1999）。提高培訓的規劃，代

表中國大陸中小學校長培訓邁入另一個進程；提高培訓的要求距離 1989年對崗

位職務培訓的要求僅僅短短六年，也隱示大陸官方對校長培訓和校長素質提昇的

旺盛企圖心。 

　推展校長持證上崗 

    1997年中共原國家教委印發了「實行全國中小學校長持證上崗制度的規定 

」，一方面要求擔任中小學職務者，必須參加崗位培訓，並獲得「崗位培訓合格

證書」，已經獲得崗位培訓合格證書的校長，在頒證後的每五年中應繼續參加國

家規定時數的培訓，獲得相應的培訓合格證書，並作為校長繼續任職的必備條件 

。中共此一規定，進一步促進校長持證上崗制度的實施。持證上崗的要求，成為

約束校長參加職務培訓和提高培訓的利器，也是官方貫徹中小學校長培訓政策的

一大宣示。 

　頒訂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與教師繼續教育規定 

    1999年是中國大陸推行中小學教育人員繼續教育頗為重要的一年。教育部在

九月十三日發布《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規定》，隨即於九月十四日在上海召開全

國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和校長培訓工作會議（呂福源，1999），十二月三十日又

發布《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此兩項規定統整了改革開放以來相關工作的實施

經驗和政策，成為今後中小學教育人員進修培訓的主要法令依據。《中小學校長

培訓規定》更是大陸教育史上第一部專門為校長培訓工作制定的具有法律效力的

行政規章（王鐵軍，2001），以下將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的重要內容摘要如表 2-9：  

表 2- 9  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主要內涵 

立法宗旨 提高中小學校長隊伍整體素質，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促進基礎教育

的改革與發展。 

實施原則 因地制宜；分類指導；理論聯繫實際；學用一致；按需施教；講求

時效。 

實施內容 　政治理論；　思想品德修養；　現代教育技術；　現代科技； 

　人文社會科學知識；　現代教育理論和實踐； 

　學校管理理論和實踐；　教育政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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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主要內涵（續） 

實施形式 以在職或短期離崗的非學歷培訓為主      

　任職資格培訓：以履行崗位職責必備知識技能為主，不少於 300

學時。 

　在職校長提高培訓：以學習新知識、掌握新技能、提高管理能力，

研究和交流辦學經驗為主，每五年累計不少於 240 學時。 

　骨幹校長高級研修：培訓學校教育教學和管理專家。 

權利義務 　參加培訓是權利也是義務； 

　教育行政部門要制定培訓人均基本費用標準； 

　培訓期間享有規定的工作福利待遇、培訓費、差費； 

　有權對侵犯其培訓權利的組織或個人提出申訴； 

　地方教育費附加應有一定比例用於本項培訓。 

考核獎懲 

 

　教育行政部門對培訓單位有權表彰、獎勵、責令改正或停辦、行

政處罰； 

　違反培訓規定的校長受批評教育、行政處分或撤職。 

實施機構 普通師範學院、教師進修院校、有條件的綜合大學。 

組織與管理 國務院和省、自治區、直轄市分層負責。 

資料來源：「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1999，教育部。2002 年 2月 22日，取自

http://xxxzpx.home.chinaren.com/new_page_254.htm 

 

　規劃統合任職資格培訓、提高培訓和骨幹校長研修的內涵 

2001年教育部印發《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資格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和《全

國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的通知，針對校長任職資格培訓和提高

培訓的培訓對象、目標、時間與方式、課程內容與說明、教學要求、考核等，加

以詳細的規定。這是 1989年所提的崗位職務培訓和 1995年所提的提高培訓的統

合與修正。2001年教育部印發關於舉辦《全國中小學骨幹校長高級研究班》有關

事項的通知，則是針對骨幹校長研修班和高級研究班的培訓目標、學員候選人的

基本條件等，提出通知與規定。這些文件是歸納 1989 年以來大陸校長培訓相關

規定的精神和內涵，所做出的一套具有系統性的制度安排，成為影響今後大陸校

長培訓發展的基本架構和主要指針。以下根據 2001年這兩項計劃及 2000年所發

布的「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第四期全國初中骨幹校長研修班」實施通知，將

三個層次培訓的課程規劃整理成表 2-10、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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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中小學校長任職資格培訓課程設置一覽表（2001年版） 

課 程 與 學 時 主    要    內    容 

鄧小平理論與當代

中國教育實踐（20） 

　鄧小平理論； 

　鄧小平教育理論與當代中國教育改革實踐。 

現代教育理論與實

踐（50） 

　素質教育理論與實踐；　學校心理理論； 

　現代德育理論；      　現代課程論和教學論。 

教育法治基礎（30） 　教育法制基礎知識；　國家現行教育法規；　地方現行

教育法規和規章；　教育法律糾紛典型案例分析。 

學校管理理論與實

踐（50） 

　管理原理專題；　校長修養；　學校常規管理與制度建

設；　學校專項工作管理與實務；　學校管理案例分析。

中小學教育科研

（20） 

　中小學教育科研基礎知識；　中小學教育科研主要方

法；　中小學教育科研組織管理。 

   

 

 

 

基

本

課

程 

現代教育技術基礎

（30） 

　現代教育技術基礎知識；　計算機操作與應用。 

選修課程（60） 　當代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概要（20）；　區域發展

與教育（20）；　中國傳統文化與教育（20）；　中外教

育簡史（20）；　比較中小學教育（20）；　其他。 

綜合實踐課程（40） 　在當地有關學校進行實地考察； 

　研討交流，分析案例。 

總計（300）  

資料來源：關於印發《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資格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和《全國

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的通知，2001，教育部。2002

年 2月 22日，取自 http://www.moe.edu.cn/moe-dept/renshi/zhytzh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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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課程設置一覽表（修正版） 

課         程 學

時 

主    要    內    容 

當代社會與教育專

題 

10 　社會可持續發展與教育；　科教興國戰略；　當代政治

和國際關係；　當代經濟與教育；　當代科技發展。

比較教育專題 10 有關國家教育改革和發展比較。 

教育法規與政策專題 10 　新頒發的教育法規和教育政策；　中小學教育法制疑難問題。

素質教育專題 10 　素質教育的理論與實踐；　素質教育典型經驗。 

當代教育理論專題 10 　國內外教育理論流派及其產生的背景； 

　各種教育流派的主要觀點及其啟示。 

中小學德育專題 10 　德育理論與實踐；　德育工作典型經驗分析。 

課程與教學改革專

題 

10 　課程改革的歷史與現狀；　課程編製、管理與評價；　

課堂教學模式改革。 

學校課程開發 10 　學校課程開發的基本知識；　學校課程案例研究。 

 

學校管理專題 

10 　現代管理和學校發展理論；　學校內部管理體制改革；　學

校人力資源；　學校領導藝術；　學校管理案例分析。 

學校成本效益分析 10 　教育成本核算及成本控制；　教育成本效益分析。 

學校診斷諮詢 10 　學校診斷諮詢的基本知識和方法；　學校診斷諮詢案

例。 

學校心理專題 10 　學生心理；　教師心理；　心理諮詢與輔導。 

 

教育評價專題 

10 　現代教育評價原理；　發展性教師評價； 

　發展性學生評價；　學校教育質量保障體系。 

現代教育技術專題 10 　計算機及網絡應用；　校園網建設；　課件製作知識及

運用。 

 

 

 

 

 

 

 

 

 

基 

本

專

題 

教育科研專題 10 　教育研究發展動態；　學校開展教育科研典型案例。

選修專題 70 由省及教育行政部門和培訓院校自訂專題。 

綜合管理實踐 20 　進行教育考察；　設計學校改革方案； 

　研討交流，分析案例。 

總計 240  

資料來源：關於印發《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資格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和《全國

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指導性教學計劃》的通知，2001，教育部。2002

年 2月 22日，取自 http://www.moe.edu.cn/moe-dept/renshi/zhytzh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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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骨幹校長研修班課程內容（以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全國初中骨幹校

長研修班第四期為例 

主題 專題 

 

我國教育發展的宏觀背

景分析（16 學時） 

　我國基礎教育發展戰略研究（4學時）； 

　知識經濟與教育（4學時）； 

　WTO與中國教育（4學時）； 

　國外基礎教育改革動態（4學時）； 

 

 

 

 

現代教育科學、管理科

學的理論與技術（48 學

時） 

　中學教育管理理論與學校管理改革（8學時）； 

　素質教育與校本管理（4學時）； 

　中國傳統管理文化（4學時）； 

　現代課程論與教學論（4學時）； 

　發展性教育評價（4學時）； 

　初中美育研究（8學時）； 

　市場經濟與學校德育研究（4學時）； 

　初中生心理健康教育（4學時）； 

　現代教育技術與 21 世紀教育改革（4學時）； 

　教育研究方法與中學教育科研（4學時）； 

當前中學教育教學改革

的實踐探索（20 學時） 

　我國的教育法制建設（8學時）； 

　轉型期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熱點問題（4學時）；

　上海市中小學課程改革的理論與實踐（4學時）； 

　成功教育（4學時）。 

資料來源：中學校長培訓中心第四期全國初中骨幹校長研修班，2000，教育部。

2003年 7月22日，取自http://www.gxjs.com.cn/xmjz/xzpx/kcdy/1-4.htm 

 

四、召開校長培訓全國性相關工作會議 

教育法令和重要教育政策性文件，通常是透過教育有關會議加以研討或推動

實施。大陸自改革開放以來，分別於 1985年、1994年和 1999年舉辦三次全國教

育工作會議，分別討論或檢討《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教育

改革與發展綱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

定》等重要政策的制定或實施事項（中國教育報，1999年 6 月 22 日）。 

全國性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研討會也定期召開，這些會議的研討指示透過省

級和地方相同性質研討會的傳達，形成層層節制的網絡，對校長培訓政策的貫徹

有相當大的作用。例如 1991 年 5 月，大陸國家教委在山東省萊蕪市召開了全國

中小學校長隊伍建設和培訓工作會議，1997年大陸國家教委在黑龍江省召開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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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試點工作經驗交流會（國家高級教育行政學院，1999）， 

1999年在上海召開全國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和校長培訓工作會議（陳至立，1999） 

。此外，大陸自 1998年起每年召開全國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研討會，2003年歲

末在華東師大召開的全國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研討會第六屆年會，則以「創新」

為主旨，強調校長培訓的信息化建設，指出 2004 年的重要工作是：推進中小學

校長培訓體制、內容、方式、管理等方面的創新，構建開放靈活的中小學校長終

身學習體系，近一步開發全國中小學遠程培訓資源；配合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推

進和人事制度改革的深化，有效地開展校長專題培訓、中小學校長培訓信息化建

設、中小學校長培訓質量保障體系，建設為幹訓教師的成長和學歷提昇創造機會

（全國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網，無日期）。 

五、建立校長培訓發展的體制與組織 

    大陸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主要由管理部門、諮詢部門與培訓機構三個部

分，組成一個連貫而分工合作的體制（吳恆山，1997；馮增俊，2001；管培俊、

宋永剛，2000）。 

　管理和諮詢部門 

    大陸中小學校長培訓，在教育部（人事司）統籌規劃、宏觀指導和項目支持

下，主要由地方負責，分級管理分工培訓。教育部負責研訂有關培訓的法規、政

策和總體規劃；組織編寫和審定校長培訓主要課程的教學計畫、教學大綱及基本

教材，並對培訓工作進行指導、檢查和評估等。省級教育行政部門則負責該地區

培訓工作的實施。1999年，教育部另成立「全國中小學校長培訓專家委員會」，

負責提供決策和業務諮詢，其任務是：對培訓中的重要問題進行調查研究；為教

育行政部門提供決策諮詢意見和建議；負責培訓教學的研究和指導；審議培訓教

學改革計畫；研究教材建設工作，組織編寫或審定培訓教材，監督教材質量；接

受教育行政部門委託，對培訓機構資格認定；負責培訓質量和效益評估；研究、

總結、推廣校長培訓經驗等。 

　培訓機構 

    大陸中小學校長培訓機構依託於大學和師範教育體系，形成了國家、省、市

（地）、縣（區）四級培訓機構網絡。國家級培訓機構有四個：附設於北京師範

大學的教育部小學校長培訓中心、附設於華東師範大學的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

心、國家教育行政學院、中國電視師範學院。省級由省教育學院負責，市（地）

級由市（地）級教育學院負責，縣（區）級由教師進修學校負責。 

    在地方培育機構方面：　 31 個省級培訓機構：以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大

學、師範院校和教育學院為基地，承擔該地區高中和完全中學校長的培訓。 　 

200 多個地（市）級培訓機構：以地（市）級教育學院為主要依託，承擔初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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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長培訓任務。　 2000 多個縣（區）級培訓機構：以教師進修學校為依託，

承擔小學校長培訓任務。 

    在 1995年時，大陸教育人員的培訓機構共有高等師範院校 236 所，其中專

科 76 所，中等師範學校 897 所，1997年教師培訓系列的教育學院 242 所，教師

進修學校 2142 所。 

　國家級中小學校長培訓機構簡介 

　教育部小學校長培訓中心 

    小學校長培訓中心依託於北京師範大學教育管理學院，該院建立於 1981年 

，1986 年被國家確立為華北教育管理幹部培訓中心，2000 年成立為小學校長培

訓中心。它既是全國示範性的小學校長培訓中心、研究中心和資訊中心。該中心

設有工作指導委員會，負責培訓工作的諮詢、指導和監督工作。大體而言，該中

心的主要職能有七項：　開展示範性小學校長培訓，藉以形成對全國小學校長培

訓的輻射作用。　開展小學校長培訓機構的師資培訓和管理者培訓。　開展港澳

小學校長培訓。　開展網上小學校長培訓課程，提高培訓效益。　加強小學校長

培訓研究，為教育行政部門決策提供諮詢意見和工作建議。　進行校長培訓的課

程開發和教材建設工作。　加強校長培訓的國內和國外交流，推廣培訓新經驗（教

育部小學校長培訓中心，無日期）。 

　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育中心 

    附設於華東師範大學的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成立於 1989 年，負責培

訓全國重點中學校長，背靠中國大學中最大的教育科學學院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科

學院教育科學群的整體優勢，能提供系列的教育科學課程（吳恆山，1997；華東

師範大學，無日期；顏幼雯，2000）。 

　國家教育行政學院 

    創立於 1955年，曾多次更名並一度停辦，2002年定名為國家教育行政學院，

院長由教育部長兼任，以培訓全國高校校級領導幹部，中青年幹部，省、自治區、

直轄市以及地（市）教育行政部門領導幹部為主，並開辦中小學校長培訓班，除

了培訓工作外，該院還參與教育部組織編寫的中國百萬中小學校長培訓教材和中

國大學校長培訓教材的編寫工作，編寫學術著作，發表大量研究論文，進行國際

合作交流等工作。國家教育行政學院主辦四種教育期刊，其中的《中小學校長》

是面向全國發行、服務全國中小學校長的工作性月刊。學院院內設有校長大廈，

廈內設有校長書廊，匯集全國教育理論各方面的圖書、教材、培訓資料及全國教

育類圖書的最新出版動態，校長書廊和全國各大教育出版社、師範大學出版設、

大學出版社等 200 餘家出版社，保持良好的合作關系（國家高級教育行政學院，

無日期 a，無日期 b；國家教育行政學院，無日期 a，無日期 b，無日期 c，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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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d）。 

　中國電視師範學院 

    中國電視師範學院成立於 1987 年，主要任務有四：　開展中小學校長、中

小學教師學歷提升教育；　開展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　開展中小學校長培訓； 

　負責教育電視台有關頻道的節目設計與製作。 

1989 年，該學院開始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開播「中小學校長欄目」。1994

年與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合併，成立師範部（師範教育處），繼續行使中國電視師

範學院職能，其教育管理研究室負責「教育管理專業」的課程、教材建設和教學

管理工作，以及中小學校長培訓，「教育管理專業」在 1999年向全國校長招生。

「中小學校長欄目」播出的課程，主要有學校領導心理等近 40 個欄目。「教育管

理專業」的課程，主要有鄧小平教育理論、教育學、管理概論、學校管理、中國

教育簡史、學校管理心理、教育行政概論、教育研究方法、教育法治基礎等（中

國電視師範學院，無日期 a，無日期 b）。 

六、進行校長培訓專題研究 

大陸自 1978 年始，便對教育科研開始進行全國性的規劃，制定了《教育科

學發展規劃綱要》（1978—1985），列舉了教育科學研究後續八年中的主要任務，

一共七項，其中第四項強調要對現行教育制度進行深入的調查研究。隨後大陸又

相繼制訂了「六五」至「九五」規劃，這些規劃代表大陸教育科研的主體與方向 

，教育行政管理一直是受到持續不斷關注的重要領域，例如「七五」規劃「的重

點項目之一：「培養合格中小學校長的規律和制度的研究」，原國家教委研究的結

果認為，大陸中小學校長成長，要經過職前預備期、上崗後的適應期、稱職期、

成熟期，校長隊伍呈現出層次性結構，校長培訓應根據這個成長規律，從處於不

同成長階段的中小學校長的實際需要出發。這一研究策略和成果，對於確定不同

層次校長繼續教育的具體培養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九五」規劃

的重點課題「面向 21 世紀的中小學校長隊伍培訓與建設的研究」、「教育行政管

理人員培養的內容及考核的系統研究」，也都是校長培訓的專題研究項目（朱運

治、王國申，無日期；國家高級教育行政學院，1999）。 

七、實施校長培訓教材評審推薦     

大陸在「八五」計畫期間，曾於 1991 年組織研究制定《全國中小學校長崗

位培訓課程教學大綱（試行）》，1991年始，教育部組織編寫了 1 0 本中小學校長

崗位培訓教材。「九五」計畫期間，1996年始，教育部又組織編寫了 11 本中小學

校長提高培訓教材（管培俊、宋永剛，2000）。大陸教育部在總結「八五」、「九

五」教材編寫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採取「公開招標、專家評審、行政認定、向全

國推薦」的辦法，委託全國中小學校長培訓專家委員會組織評審出供「十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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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學校長任職資格培訓和提高培訓使用的基本課程教材，供各地區選用，表

2-13 是教材的一覽表（教育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

的意見，2002）。 

表 2-13  中小學校長任職資格培訓和提高培訓教材 

中小學校長任職資格培訓教材 中小學校長提高培訓教材

　鄧小平教育理論學習綱要　中小學教育科研與應用

　素質教育觀念學習提要  　現代教育技術基礎 

　教育法治基礎          　中外教育簡史 

　學校管理理論與實踐    　比較教育專題 

　當代教育理論專題 

 

　中小學德育專題 

　課程與課堂教學 

　學校管理專題 

　中小學生心理健康教育

　現代教育評價 

　教育研究專題 

資料來源：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的意見，2002，教育部。

2003年5月17日，取自http://www.moe.edu.cn/jsduiwu/gbpeixun/00.htm 

 

八、推行校長職級制 

    中國大陸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制度與措施中，頗值得一述的是上海市所實施

的校長職級制度（中國教育報，2001年 5 月 2 日；文匯報，2001年 1 月 16 日；

楊國順，1999，無日期；應俊峰、王浩，2001）。 

　發展經過 

    1985 年大陸全國實施工資制度改革，規定中小學等事業單位成員的工資待

遇比照行政機關級別，因而造成了一些弊端，諸如：強化了官本位的意識，使校

長們的流動十分困難，區縣教育行政部門與學校管理關係上不順；幹部只能上不

能下，難以加強薄弱學校的領導班子；缺乏激勵機制，做好做壞一個樣，滋長了

校長的惰性；挫傷了初中和小學校長的積極性和進取心等。後來，大陸國家人事

部門提出政策性改革。為了加快中小學校長的領導職務與國家行政機關級別脫鉤 

，上海市於 1995年，先在靜安、盧灣兩區率先試辦，隨後又在七個區擴大試辦，

2001年全面實施並產生首批 19 名特級校長。 

　職級認定方式與指標 

    上海市中小學校長職級制，是一種品位分類與職位分類相結合的管理制度，

分為五級十二等，即：特級；一級一等、一級二等；二級一等、二級二等、二級

三等、二級四等；三級一等、三級二等、三級三等、三級四等；四級一等、四級

二等，形成橄欖形的校長職級序列。中小學一級、二級、三級、四級校長的比例，

一般為 1：5：3.5：0.5，特級校長一般掌握在一級校長總數的 20﹪以內。特級、

一級校長由市級教育行政部門評審，其餘均由區縣教育行政部門負責。校長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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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是由基礎工資、級等工資和能績工資三部份構成。基礎工資是由國家和地方

現行政策規定的共同部分；級等工資隨校長職級的變化而調整，能績工資則與校

長每學期或年終目標任務達成情況有關。 

    上海市中小學校長職級的認定，是採取「三維聚焦」的方式，即：一是由校

長根據測評的指標自我評價申報職級；二是由區縣教育行政部門組織與校長共事

的行政和教師代表，採取無記名方式評價，凡是有一半以上教職工代表對校長不

滿意的，暫停校長當年申報職級資格；三是由市或區縣的專家評審委員會，經由

觀察、訪談、查閱資料、聽取匯報等途徑進行評定。為了給每一個校長提供公平

競爭的機會，還設計了對校長素質測評考核辦學難度係數分值增減方法和辦學特

色的加分標準。 

    職級認定的指標採用三級體系。一級指標有四項，包括：教育理論、學校管

理、教育教學、主要業績，這四項指標體現了校長的辦學過程、辦學能力與水準

以及工作實績。二級指標是考評的具體因素與打分點，共有八個，每個一級指標

下各兩個，包括：教育思想觀念、教育改革、常規管理、事業發展、教育工作、

教學工作、辦學成效、個人成就等。三級指標是給二級指標打分時的觀察點與依

據，共有 32 項，每個二級指標之下各有四項，例如，在教育改革項下的四項，

分別為校長能針對學校自身特點，提出切合實際的特色發展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

方案，並努力實踐；學校有研究課題，能用教育研究帶動學校的整體改革；鼓勵

並組織教師通過研究解決教育教學工作中的問題；校長積極創造條件，努力提供

學校教育改革所需的人、財、物。 

　校長職級制的特色 

    上海市中小學校長職級制衝破了官本位的觀念；其職級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

十分重視反映校長在辦學理念上的特色和創意；頗能建立符合中小學特點和校長

成長規律的持續、穩定、有效的機制，注重倡導青年優秀校長敢於競爭冒尖和脫

穎而出；加以校長職級的認定，並不受原來學校級別、規模、類型和性質的限制，

可以鼓勵引導校長到薄弱學校任職；而且打破舊制的缺點，形成「職務能上能下、

待遇能高能低、流動能進能出」的競爭激勵體制；再者，上海市重視校長職級制

的研究，包括理論依據、考核評價方法、工資管理方法、配套政策、組織實施、

規範管理等，因此還能不斷改進調整、日益進步，成為大陸推行的重鎮。大陸教

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校長職級制的必要性、校長職級制對校

長自身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功能作用，獲得受調查校長相當的肯定，此項制度在北

京、南京、廣州、長沙等地也逐漸開展試辦，是否進一步推展，值得繼續加以關

注。 

總之，中國大陸中小學校長素質雖然尚不及我國，但過去二十年以來，大陸

 65



官方的積極作為，已經產生相當成效，在校長培訓制度的發展方面也有相當的規

劃和進展。 

歸納學者所論述及三國政府所施行的校長專業發展政策，不外乎： 

　專業發展體制和組織的建立 

　成立全國性的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諮詢指導組織； 

　設立國家或地方校長專業發展專門實施機構； 

　教育行政機構設置校長專業發展專責部門和人員； 

　進修與專業發展的規定和宣示 

　訂定校長專有進修法令； 

　規定校長工作職責和標準； 

　規定校長繼續進修學分或時間的義務； 

　實施校長證照制度； 

　將校長專業發展納入國家政策性文件中宣示； 

　研發與評鑑 

　進行校長專業發展的專題研究； 

　對實施校長專業發展的成效進行評鑑； 

　發展與提供校長專業發展課程方案、教材與評鑑工具； 

　激勵、保障與實際措施 

　辦理校長專業發展專題研討會； 

　改善校長工作條件與負擔； 

　逐步試行校長職務等級制； 

　規定各級政府教育預算需有校長專業發展基本經費保障； 

　教育行政機關成立或委託設立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網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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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校長專業發展的目標 
    本節首先敘述校長專業發展目標的性質，其次，說明校長專業發展目標的來

源和表述方式，復次，舉述學者對校長專業發展目標的看法並加以歸納。 

壹、校長專業發展目標的性質 

    目標是一個歷史範疇，不同發展階段和社會需求，目標也不同。但專業發展

目標具有導向、衡量、規範和調節的作用，關係到課程設置、模式選擇和質量評

估，是整個校長專業發展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在校長專業發展體系中居於中樞

地位，具有重要影響作用，因此，校長專業發展目標應該切合實際、可能達成並

清楚界定，目標的產生要經過合作而有計劃的過程（何曉文，1998a，1998b；陳

俊珂、苗鐵創，2001；Korinek , Schmid , & Mcadams , 1985）。 

朱運治和王國申（無日期）以大陸校長成長規律的研究指出，處於不同成長

階段的中小學校長，應各有不同的培訓目標。在職前預備期，主要是使校長具備

校長崗位必須的專業知識基礎，具備基本的學校管理能力，取得任職資格。適應

期的校長，在提倡自我修養、自學提高的同時，進行分崗專業培訓或教育管理專

業學歷培訓。稱職期的校長，進行教育管理專業訓練，取得教育管理專業第二學

歷，成為校長的骨幹。成熟期的校長，則以理論研究、教育科學實驗和實踐經驗

總結為主，同時，注意補充、更新知識，促使校長逐步成為中小學教育專家。 

王鐵軍（1999）認為現代中小學校長培訓的目標，是一個多重性的目標體系， 

它表現在受訓校長有其直接目標和最終目標、不同發展階段有不同的層級目標以

及目標指向有其多樣性。首先，直接目標是使校長具備有效地從事學校管理活動

時需要的教育管理素養、管理行為方式等，最終目標則是培養一批理論水準較高 

、管理經驗豐富、辦學卓有成效、教育研究教育改革成果豐碩的中小學教育專家。 

其次，對不同發展層次的校長，也可以形成合格校長、骨幹校長、名校長等不同

層級的目標。至於目標指向的多樣性，是指目標不僅僅指向校長的發展，而且還

指向促進社會的發展、促進學校的發展以及促進培訓組織的發展。 

    LaPlant（1979a）指出，校長在職教育的目標，是經由校長專業能力的增長， 

，來改進有關學生的學校方案，校長的在職教育目標是工具性的，是達成學生發

展的實質目標的手段。 

    總之，校長專業發展目標具有階段性、多重性和工具性，校長專業發展目標

具有導向、評鑑、規範和調節作用，應隨校長的發展階段不斷精深進化，由原初

的目標邁向終極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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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業發展目標的來源與表述 

    王明賓和李斌（無日期）在分析了美國、英國、法國、前蘇聯等國中小學校

長的培訓目標後，發現各國中小學職前培訓目標和課程設計，主要是根據領導和

管理學校所需基本知識和能力、技能的認識提出的，在職培訓方案的目標和重點 

，則主要是依據對校長培訓需求的調查和評估，而校長的培訓需求和願望往往與

國家教育的改革有直接關聯。 

    至於各國在培訓目標的表述方式上，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既有概括性的提

法，也有比較具體的陳述。就一般的趨勢而言，對培訓目標的調查和研究越深入 

，目標的表述往往越具體，培訓目標越具體、越清晰，越容易指導培訓工作的開

展和改進。至於目標的統一性問題，在聯邦制的國家中，國家一般沒有統一的校

長培訓計畫和目標，培訓目標主要由地方教育行政當局或培訓機構制定；在中央

集權國家，也並不是都有統一的培訓計畫和目標。 

    質言之，校長專業發展目標主要源自於職務和需求，各國校長專業發展目標

的表述方式各有差異，但影響校長專業發展的實施，故以清晰具體為佳。 

參、校長專業發展目標的分類 

    由於各國社會制度、發展水準、文化傳統、國情等並不相同，校長專業發展

的目標也不盡相同，但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呈現專業發展目標綜合化的趨勢

（陳俊珂、苗鐵創，2001）。以下雖然分別敘述校長專業發展目標，實際上，無

論校長個人或國家社會，所設定或期許的發展目標都不是單一的。 

一、在個人方面 

　彌補校長職前準備不足 

由於職前教育內容過於理論化、且非問題取向，與職場實際服務間存有鴻溝 

，所學的專業知能無法有效轉移到職場。多數職前教育方案並未能提供校長充分

的實用經驗，無法讓校長體驗行政責任的真實情況；校長在高等教育機構也往往

沒有獲得適當的訓練，在職中更沒有充分的機會練習校長一職所需的技巧。此外 

，職前訓練方案也常無法涵蓋作為一個校長的所有潛在要素（potential elements 

），尤其是變革的時代。因此，並不是所有受過校長養成訓練或獲得校長任用資

格者都可以做一個稱職的教育專業人員，校長專業研修恰可彌補職前訓練的不足

（郭麗玲，1998；蔡培村，1997a；Duttweiler & Hord , 1987；Richardson , Flanigan 

& Blackbourn , 1991；Schoppmeyer, 1988）。 

校長職前訓練不足的情形，在研究上不難發現，美國密蘇里州一項研究就發

現，大部分的校長並沒有被訓練好日常所需扮演的各種不同角色（Duttwei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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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d , 1987）。Schoppmeyer（1988）在美國阿肯色州對校長職前準備教育態度的

一項調查也發現，校長們認為該州的校長職前教育基礎，已將理論和實務二分，

造成一些不良的影響。 

校長的任用，雖然都經過一定的培育和養成過程，但可能是培育內容或方式

的不足與不當，也可能是任職後環境快速變動，對校長職後的需求而言，校長的

職前準備總是不足，必須經由專業發展加以補足，否則，還可能造成 Fitzgerald

所說的學校領導危機（引自 Gewertz , 2000）。 

　降低工作倦怠感 

    降低工作倦怠感是專業發展活動的重要作用。蔡培村（1997a）指出，從一

些研究顯示，大部分的專業人員如果沒有參加在職進修教育，會覺得工作變成很

例行性，也很無聊枯燥，在職進修能幫助他們發現新的面貌、新的挑戰和新的資

源。 

　提昇領導管理專業知能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增進校長的專業知能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力，被學者視為是校長專業發展的

基本目標。Korinek 等人（1985）就認為教育人員在職教育的主要目標在於：知

識的增進、現有技能的強化和新技能的獲得。王明賓和李斌（無日期）發現美國、

英國、法國、前蘇聯等國中小學校長的職前培訓目標內容，主要是使培訓對象掌

握較為廣泛的、系統的行政管理和教育管理的專業知識，在此基礎上，發展領導

和管理學校所需的一些主要能力和具體技能，並使他們對如何領導管理有初步的

體驗和經歷，為今後的管理工作奠定基礎。至於在職培訓的重點主要是幫助校長

發展領導和管理學校的能力、技巧以及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力。Richardson等

人（1991）認為校長發展的訓練方案，有五項基本的方案目標： 

　提供一個校長能認同和練習行政技巧的支持且無威脅的環境； 

　建立校長的核心組織，藉以分享經驗、問題和見解，並協助解決共同的問

題和關注所在； 

　提供個別化、集中化的活動環境，促進持續性的個人與專業成長； 

　提供學校領導者傳統化訓練特定的變通選擇（specific alternatives）； 

　安排參與者能共享訓練過程和問題解決的活動。 

另外，參與訓練者個人須達成的目標則有： 

　確認優職學校的特徵； 

　能列出優質行政人員的技巧； 

　將技巧轉化為個人的行動計畫； 

　以概念化和文字化來勾勒學校願景； 

　確認並利用時間管理策略，有效計畫和安排活動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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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列舉和展示優質校長所需的人際技巧； 

　能運用合作的決定技巧； 

　設計能提升學校本位管理技術的行動計畫； 

　能運用多元的觀察技能； 

　展示有效的會談技巧，包括溝通和人際技巧； 

　展示有效的人際衝突管理技術； 

　對特殊的學校或教育問題與方法，能加以辨認並做出合乎邏輯且適當的決

定。    

　提高課程與教學領導成效 

教育改革工作的推動，除了應顧及政策與制度的鉅觀層面外，有關教學領導

與課程領導等微觀工程也不容忽視，因為偏重行政領導，忽略教學領導，專業形

象必然遭到詬病與質疑，要扭轉社會大眾批評校長「只會作行政」的負面刻板印

象，進而建立其專業領導地位，發揮專業領導的角色功能，教學領導是一項值得

重視的重要課題（楊振昇，1999，2002）。而課程領導又為什麼對校長重要？葉

興華（2001）指出，由於學校層級的課程日益受到重視，校長在課程政策實施歷

程中負有承上啟下之責，校長又是學校課程改革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校長的

課程領導角色備受重視。游家政（2002）也指出，我國國民中學的課程發展，以

往大多屬於中央教育行政機關主管的職權，學校幾乎無緣置喙，但是在九年一貫

課程公佈實施之後，賦予學校課程發展的權利與責任（即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國中校長必須擔負起課程領導的角色。Glatthorn則認為校長作為課程領導者之所

以重要的理由有三：其一，一套高品質的課程對於追求卓越的學校而言，乃是一

項重要的因素；其二，在基層的學校現場中，可以進行許多有意義的課程變革；

此外，校長在學校的整個領導效能上具有關鍵的地位，校長是決定課程領導成效

的重要關鍵（單文經、高新建、蔡清田、高博銓譯，2001）。國內的實際研究也

顯示，中小學校長的課程或教學領導，與學校的表現息息相關（張慈娟，1997 

）。 

校長的課程或教學領導固然重要，但校長在這方面的表現並不理想。Daresh 

和 Hartley（1994）訪問修習職前師資教育方案的準教師，了解其對學校校長的

角色、功能和責任的知覺，發現這些準教師傾向將校長視為權威人物和資源的掌

握者，而非教學領導或專業發展的提供者。Johnson 和 Snyder（1990）指出，雖

然有許多研究肯定，強有力的教學領導是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但在事實上，大

部分的校長卻都還未做好教學領導的準備。國內方面的研究也都顯示，校長的課

程和教學領導表現還不理想（張碧娟，1999；魯先華，1994；蔡家吉，2003）。 

Krajewski（1977）早期對美國德州 500多位中學校長的調查顯示，校長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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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理想角色中，教學視導和課程視導高居第一和第二，校長實際上雖然還沒充

分發揮這方面的功能，但都希望扮演好教學領導和課程領導的角色。要改進校長

教學領導和課程領導的表現，首要之務，當是增加校長在教學領導和課程領導的

知能，因為校長的課程與教學領導專業知能，仍相當不足。在教學領導方面，魯

先華（1994）和張碧娟（1999）的研究都發現，校長專業知能不足是影響國中校

長教學領導的重要因素。美國學校行政人員培訓的主要問題之一，也是忽視課程

和教學方面的訓練（徐平利、黃志成，1995）。Zechman（1977）針對視導人員、

中學校長和教師的調查顯示：在校長教學領導的實際作為中，有關目標設定及目

標溝通技能方面，仍有待加強。在課程領導方面，葉興華（ 民 90）認為要成為

有效能的課程領導者，課程領導者必須展現多重的角色取向，也就是除了法職上

的權威外，更要仰賴課程發展的專業知識和技巧。 Glatthorn指出，負責課程領

導的校長，面臨三個主要的問題，首先是校長不清楚課程領導的性質，認為課程

不是校長該管的事，而是上級單位的事；其次，校長往往找不出時間來踐行課程

領導的角色；最後，校長未從專家學者方面獲得足夠的協助（單文經等譯，2001）。

魯先華認為課程領導的專業知能相當複雜，包括課程發展、課程決定、課程設計、

課程統整、課程實施、課程評鑑等等，且更麻煩的是，在過去的師資培育過程中，

幾乎均未提及，可說是一全然陌生的領域，在此種歷史背景因素之下，校長的課

程專業知能比教學專業知能更為缺乏。 

　協助校長調整角色 

近二十年來，美國、英國和紐西蘭分別進行教育改革的重大舉措，學校與外

界的界限變得更具滲透性，學校與上級教育行政主管部門、家長、社區、工商界

的聯繫密切起來，家長角色演變爲學校的「客戶」，學校的工作必須考慮家長的

需求與願望，此外，學生的成分也日趨複雜。這使得校長從領導者的角色漸變爲

經營者的角色，更多關注管理事務而非教學事務，且衆多新型關係的形成，也使

校長面對的角色要求更爲複雜（陳駕，2000）。Harold（1997，1998）以紐西蘭

的校長為例，1988-1989開始的行政革新，學校本位的董事會（school-based board 

of rustees）取代原有的地區教育董事會（regional Education Boards），緊接著進行

全國課程改革，改變了校長的原有角色。 

校長在教育改革與環境變遷中要扮演多元角色諸如：學校社群的主要建立者 

（key player）（Calabrese , 1989）、教師的教育者（teacher educator）（Hord ,1988 

）、員工的發展者（staff developers）（Killion , et al. , 1989；Perry , 1997）、帶頭學

習者及學習的領導者（learning leaders）（林文律譯，2002b；張明輝，無日期；

Dufour , 2002）、文化的建立者（the culture builder）（Barth , 2002）、知識管理者

（王如哲，2002）、科技運用的示範、支持和領導者（張奕華，2003；Hea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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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 1999）。楊振昇（2000）認為學校領導者之角色攸關教育改革之成敗，

在教育改革中，應扮演教育理念的宣揚者、教改工作的參與者、教改成效的評鑑

者、學校權力的分享者、成員潛能的激發者、課程教學的領導者、學習組織的建

構者、社區關係的營造者、環境變遷的洞察者、以及學校發展的規劃者等。 

專業發展是扮演校長多元角色的推動力。蔡培村（1997a）指出今日校長的

角色，由於受到工業社會中，社會的流動、人事體制的建立、教育功能的擴增，

以及文化價值多元化之影響，校長角色不斷改變，校長專業研修正可以協助校長

社會角色的改變。Harold（1997，1998）認為針對校長角色的變遷，最重要的是

開創一個新的專業發展模式，以提升校長的專業領導角色，避免淪於比管理角色

還不及的命運，並在學校自我管理的個人責任和支持改革的國家要求間取得平衡 

。Guskey 也認為專業發展對教師及行政人員是非常重要且必須的，它可以提供

給校長和老師扮演好他們的新角色，並能成功地做好教育的工作（引自陳家彌等

譯，2002）。 

　培養學術研究能力 

王明賓和李斌（無日期）指出，美國中小學校長的學歷要求，一般都比對教

師的學歷要求高，獲得小學校長證書、中學校長證書，均需有側重於行政管理或

教育行政管理方面的碩士學位，希望透過正規的研究生階段的學歷教育，加強學

術訊練，以使校長具有廣泛的教育管理專業知識和相關的知識，形成從事學術研

究、撰寫學術論文的能力。朱益明（2000）認為，培養研究意識、研究精神和態

度，是專業發展中新的基本要求。 

　涵養專業精神                        

專業精神的涵養，更是專業發展的重要方向。Hokenstad 指出，培養人才的

學校專業教育與專業發展息息相關，而學校的專業使命，不只是在開發個人的潛

能，更重要的是必須培養出願意為專業發展奉獻的個人（引自曾華源，1993）。 

　培樣教育家 

校長自我實現，成為一個教育家，更是個別校長專業發展的終極鵠的。陸善

濤等（無日期）認爲，校長一方面要正確把握學校的辦學方向，規劃學校的辦學

目標，領導學校的教育、教學改革；另一方面，要懂得青少年的心理特點和成長

規律，因爲是教師出身，要熟悉教育、教學事務，具有爲人師表的高尚品質，還

要引導全體教師教書育人，有比教師更强烈的改革意識和研究精神；校長又是管

理學校的核心人物和學校的法人代表，要處理好校內和社會各方面的關係。因

此，校長應該是具備教育管理知識和能力的專門人才，是具有正確教育思想和教

育理論修養的教育專家。葉建源（1999）也認為香港所需要和培養的校長是「教

育家」，而不僅是個「管家」，校長應該能夠對教育的目的、原則、方法，提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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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度的見解，並且能夠付諸實行。 

二、校長群體的發展 
　增進校長同僚的成長 

Laplant（1981）對參加一項校長在職教育方案的 245 位校長調查，有 79%的

校長提到改進專業知識是參加的原因，有 80%提到為了與校長同僚分享問題，有

22%提到為了改進學校。Peterson（2002）主張校長專業發展方案，要在校長間

發展出積極的文化，產生校長同儕間的象徵和儀式。 

　提昇校長群體的專業形象與權威 

專業形象的建立，是另一個專業發展的重要方向。蔡培村（1997a）述及我

國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的專業研修課題時，就強調專業形象之建立和專業權威之

塑造。Burbach 和 Figgins (1991)從七部代表性的影片中，探討校長形象問題。

校長在教師和家長的心目中，特別是青年學子的印象中，是權威的代表人物（a 

figure of authority）、笨拙的襯托者（simple-minded foil）、英雄（hero）、壞人（ 

villain）、無個人特色的官僚（a faceless bureaucrat）、社會和情緒的與世隔離者（ 

social and emotional isolate）。校長扮演傳統的權威角色，但孳生這種權威的環境

已大大改變，校長在當今的學校中，應該超越狹隘的土霸或官僚的形象，塑造最

佳的新形象，將權威建立在互相信任與尊重上，促進學習社群的發展。 

　求取校長專業與教師專業的平衡 

    早在 1955 年召開的世界教師專業組織會議，就率先研討了教師專業問題，

1963 年，世界教育年鑑也曾以「教師與教師培訓」為主題進行研討（孟憲樂，

2002）。 

1966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勞工組織就提出《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 

》，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對教師專業化作出了明確說明，提出「應把教學工作視

為專門的職業，這種職業要求教師經過嚴格地、持續地學習，獲得並保持專門的

知識和特別的技術」。1975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日內瓦舉行了第 35 屆國際

教育大會，提出「教育作用的變化及其對教師職前培養和職後培養的影響」問題，

1980 年的巴黎會議上，正式承認教師享有接受在職培訓的權利。1996 年，聯合

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第 45 屆國際教育大會又提出了「在提高教師地位的整體政

策中，專業化是最有前途的中長期策略」。據趙中建的歸納，國際教育大會創立

六十餘年來所通過的各項建議書中，如就單一主題而言，以教師涉及最多，包括

培訓、地位、工作待遇、招聘等。此外，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從 1976 年

起，以「教師的職後教育」為主題連續召集了六次國際會議進行專題研討。1989 

至 1992 年，又相繼發表了一系列有關教師及教師專業化改革的研究報告，如《教

師培訓》、《學校質量》、《今日之教師》、《教師質量》等（中國教育報，2002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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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日；孫運時等，1996；張艷，2001；趙中建，1997，1999）。 

    教師專業發展受到重視，從國際組織的研討、決議及報告就可知一二，相對

而言，校長專業發展顯然較受到忽視，為改善與平衡此種現象，校長專業發展理

應急起直追。 

三、學校與社會的發展 
　改變校長本身和學校教職員工的行為與態度 

改變校長及學校員工的行為與態度，也是專業發展的重要目的。Daresh 和

LaPlant（1983）指出，為了增進學校效能，員工發展要改變員工的態度與行為，

並提供教育改革所需的新技能。Duttweiler 和 Hord （1987）認為專業發展是個

體活動的一部分，專業發展是目標導向的，目的在提高個人的專業才能和工作表

現，審慎的改變學校員工的專業作為、信念和所知，以達成共同的目標。Korinek 

等人（1985）也認為教育人員行為的改變是在職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美國學校

行政人員學會將學校員工發展的改革視為教育改革的基礎（ Duttweiler & Hord , 

1987）。Koll、Herzog和 Burke（1989）更是認為：學校改革就是員工改革（school 

improvement is really people improvement），沒有改變學校的員工，任何改變學校

的建議都是空談。 

　促進教育政策與任務的達成            

達成政策使命與任務，常是教育行政單位對校長專業發展的期待。Smith（ 

1977）指出學校行政人員專業文化的主要特徵是關心「完成任務」（get the job done 

），學校校長專業發展提供的課程，應該提升校長完成任務的能力。 

　促進學校發展與教育改革 

校長專業發展歷程，與學校的發展改進是息息相關的。校長是學校行政人員

中最明顯的象徵，正面臨變革步調和範圍前所未見的挑戰（Zechman , 1977）。為

確保學校發展及教育改革的成功，首要的工作，就是做好校長和學校教職員工的

專業發展工作。Guskey 就認為藉由專業發展不只可用以改善學生的學習，還希

望改變學校教育的結構與文化（陳家彌等譯，2002）。LaPlant（1979a）指出，研

究人員的注意力之所以由教育成果的評估轉向行政人員專業發展需求的評估，這

種轉變主要是了解到：新科技、有效的方案或更多的經費本身，並不能帶動進步 

，即使最好的教育理念，在無動機或未適當訓練的人員手中，還是無法達成理想

的。 LaPlant將校長在職方案視為一個繼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包含專業發

展、學校改進和更新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由校長所組成的同儕支持小組

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專業發展階段中，校長與同儕支持小組形成學習社群，需求

評估、目標建立和學習活動一一展開，而需求評估可以運用領導能力矩陣來分

析；在學校改進階段，在職方案特別關注校長在改進過程中的角色，同儕支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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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為校長互相交換觀念、支持和指正個別計畫的地方，校長可以從小組成員及

其個別的計畫中獲得學習；在更新階段，主要是分析專業發展和學校改進的經

驗，統整所學，檢討領導能力矩陣，並加以修正。 

英配昌和馮希華（2002）主張校長在職培訓除了提高校長素質外，還要能改

進學校。中小學校長在職培訓應以學校改進或發展為明確的目標，校長才會主動

把培訓獲取的知識、能力、思維方法應用於實踐，從而帶動學校快速發展。 

美國 Vanderbilt 大學 1982 年設立了校長學院，該學院的培訓宗旨是改進學

校教育管理，從實踐中提高學員認識、分析、綜合概括規律的能力，進而讓學員

制定出「學校改進工程」方案，回到學校實施（吳志功，1996）。         

　提高學校效能與績效                        

    學校行政人員尤其是校長，實在是一所學校的靈魂人物，他們的行政品質往

往可以決定一所學校的辦學績效（張德銳，1997）。Hallinger 和 Heck（1996）

探討 1980-1995 年四十餘篇學校效能的主要研究文獻，研究地區涵蓋美國、加拿

大、新加坡、英國、荷蘭、以色列、香港、馬紹爾群島等，研究結果發現校長對

學校效能和學生成就的影響雖然不是直接的，但其影響仍是重要而具有意義的。 

Dean（1991）指出績效責任的強調與專業發展密切相關，特別是英國自 1988

年教育改革法案通過後更為明顯，這項法案增強校長的責任和學校間的競爭，學

校也因而必須更加關心相關的顧客（clients），包括視導學校提出報告的皇家督學 

、學生、家長和學生出社會後面對的雇主。 

Zellner 和 Erlandson（1997）認為符應學校責任的增加，成功的校長不只必

須增長知識，還須獲得知識並加以應用的新技巧。畢竟專業知識、專業人員、專

業主義是未來組織運作的重要資產（施能傑，2001）。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提高學生的學習也應該受到專業發展的重視。林文律（2000）指出成功的校

長和好校長的不同，成功的校長是在校長職位上力求一帆風順，好校長則是為學

生營造最有利的學習環境，並盡心把每位學生帶上來。學校行政的理想宜以課程

與教學及每一位學生有效學習為重，校長宜致力於做一位好校長，以每位學生最

大福祉為重，具有積極主動與開創的做法，並致力於縮短行政理想與實際之差距。 

LaPlant（1986）認為提供學校行政人員在職發展機會，其最重要的理由就在於改

進與學生有關的各種學校方案。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IEL , 2000）

指出，21 世紀要求新型態的校長，校長必須扮演教學領導、社區領導和願景領

導三種角色。而最優先的事項就是為學生的學習而領導。蘇格蘭所訂的校長準則

中，校長一職的主要目的在於領導及管理學校，使每一個學生受到高品質的教

育，達成最高的成就標準（Reeves , Forde , Casteel & Lynas , 1998；Scot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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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 n.d.）。足見增進學生學習是校長重要的職責，專業發展正是促進學生

學習所必須。  

　促進文化的變遷與發展 

Peterson（2002）主張，校長專業發展方案要與學區的價值、任務和社群形

成強而有意義的連結，了解學區間的關係、學區和社群的文化。何曉文（1998a，

1998b）認為在職培訓與進修適應文化變遷的要求，是最高層次的培訓目標。 

總而言之，校長專業發展的目標可以歸納為： 

　在校長個人的成長與發展方面 

彌補校長職前準備不足、降低工作倦怠感、增進與補充領導及管理知能、改

變校長本身的行為與態度、培養奉獻專業的精神、協助校長調整角色、培養學術

研究能力、發展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力、提高課程與教學領導成效、培養教育家 

。 

　在校長群體的成長和發展方面 

增進校長同僚的成長、求取校長專業與教師專業的平衡、提高校長素質、提

昇校長群體的專業形象與權威、提高校長的專業地位。 

　在學校和社會的發展與改進方面 

改變學校員工的態度與行為、達成政策使命完成學校任務、促進學校組織的

發展與教育改革、提高學校效能與績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促進社會與文化

的變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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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校長專業發展的型態 
    本節主要在探究校長專業發展的常見型態，首先列舉校長專業發展的教育和

訓練模式，其次說明校長專業發展的學習與活動策略，最後，略述相關的研究。 

壹、校長專業發展的教育和訓練模式 

模式是系統科學中的概念，其本質是簡化，模式比理論還要具體，常包括可

供實施的程序和策略。模式可視為一種「概念性的架構」，是社會實體或現象的

化身、縮影或意象；也是一種「理論性的組織體系」，代表「要素」或「變項」

之間所存在的關係。校長專業發展的培訓、教育和訓練模式，是將校長專業發展

的目標和內容落到實處的具體組織形式，是人們在實踐中對校長培訓工作過程的

結構、程序和培訓活動的方式、方法、手段等因素的簡約化範型。校長專業發展

模式的分析，除了能產生描述、簡化、表徵、引導、視覺化、操作、預示、規範

和啟發的功能，掌握校長專業發展的規律，還可幫助解決類似的實際問題，發現

並提出新的模式（王英子，無日期；黃炳煌，1996；湖北教育學院，2002；潘海

燕，1999，2002；Geering , 1980b）。以下列舉學者論述或實際運行的幾種模式。 

一、郭根福的繼續教育培訓模式 
郭根福（無日期）為文介紹了大陸江蘇省內發展出的六種繼續教育培訓模

式，每一種模式都有清晰的操作程序： 

　專題培訓模式：圍繞某一門課程內容，把理論學習、學術研討、課堂實踐、

撰寫經驗總結有機地結合起來，從而提高學員的綜合能力。操作的程序包

括：　專題性理論輔導；　專題性文獻研究；　專題性研討活動；　專題

性課堂實踐；　撰寫專題性總結。 

　案例式培訓模式：以課堂實踐為基點，採用觀摩研討的形式，著力解決課

堂教學中的某些問題，操作的程序如下：　確定觀摩研討專題；　觀摩示

範課例；　專題研討；　遷移延伸。 

　課題研討模式：以課題研究為中心，激發學員學習教育理論和掌握教育科

研方法的積極性，提高教育理論素養和教學實踐的創新能力。操作程序為： 

　理論學習；　合作研究；　交流研討，指導實踐。 

　導師指導模式：以導師帶徒的形式，採用個別輔導的方法，加速專業成長。

操作程序涵蓋：　確定師傅對象；　制定培訓方案；　考核評估驗收。 

　學術沙龍模式：以教育教學改革中的熱點問題為中心，一方面引導學員關

注熱點問題，一方面培養學員運用學到的教育教學理論解決實際問題的能

力。操作程序為：　確定學術研討的選題；　專題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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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題答辯模式：以論題為中心，引導學員自主學習，把獲取理論知識與運

用理論知識解決實際問題有機結合起來。操作程序為：　根據課程內容精

心設計自學思考主題；　學員自主學習；　通過論題答辯共同提升。  

二、王觀鳳的多元化校長培訓模式 
  上海師資培訓中心的王觀鳳（2000），依組織形式、教學管理形式和教學活

動形式，將多元化的校長培訓模式作了分類。 

　依照培訓組織形式的分類 

      　常規的校長培訓模式：是對校長進行「應知」、「應會」的系統培訓模式，

透過系統的理論講授、考察培訓，使校長初步勝任職責。 

      　短、平、快的培訓模式：切入點小，針對性強，以解決某一階段的特殊

任務或以某一問題為出發點，時間短，見效快。 

      　導師制---導師團的帶教模式：組織名校長、名人、能人組成導師團，採

用易地輪崗和結對帶教兩種形式，促進學員和導師的交互發展。 

      　以學校為本位的自培模式：透過自己的力量或借用外單位的力量，對本

單位所需人員進行培養訓練，以此來提高本單位人員素質的一種教育形

式。 

      　「學會---沙龍式」培訓模式：如「校長聯誼會」、「校長管理研究會」，

透過學術或課題研究、校長熱點跟蹤、聯誼活動的形式，加強校長間的

橫向溝通、信息傳遞，這種組織形式較為鬆散。 

　依培訓教學管理形式的分類 

      　經驗型的培訓管理模式：培訓組織者在親身參加各種培訓管理的實際活

動中，必然接觸到大量管理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處理，逐步把

握這些問題的具體特點、變化規律，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者借

鑑、學習別人的經驗，改進提高自己培訓管理的水平。 

      　行政型的培訓管理模式：強調以權威性的行政法規和文件為基礎，建立

層級分明的組織結構，運用強制性的行政方法和行政手段，按照行政規

範程序，實行培訓管理。 

      　科學型的培訓管理模式：此模式認為培訓管理本身就是一門科學，主張

從客觀事實出發，選用適當的科學方法和先進的技術手段，對培訓管理

活動進行調查、研究、測量、統計，通過診斷、評估等有效手段和技巧，

進行科學管理。 

　依培訓教學活動形式 

      　系統學習模式：是以教師系統講授、學生系統記憶---復現知識技能為中

心的一種傳統教學活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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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為評析培訓模式：在教學過程中，通過觀摩考察人的行為，並對其行

為進行評析，在評析過程中，不斷修正改進或強化發揚其行為，從而使

評析者內心得到體驗和啟發的教育過程。 

      　自研式培訓模式：教學者根據學員需要，提供若干資料，為學員創造良

好的學習條件，學員可以選擇時間、地點進行自學和研究，由學員自己

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比較問題，然後師生共同討論，由學生自己找出

解決問題的方法。 

      　主題研究培訓模式：培訓過程圍繞確定的主題，組織相關學科的教學教

育，考察活動圍繞主題收集整理資料，撰寫與主題研究相關論文。 

三、黃雲龍的校長培訓模式 
    上海師範大學的黃雲龍（無日期）認為，面向 21世紀校長培訓模式要適當

的「轉換」，「轉換」是價值取向的重新選擇，是培訓視角的轉移。黃雲龍認為校

長培訓模式要由「計畫模式」轉向「需求模式」，由「學科本位模式」轉向「能

力本位模式」，由 「課堂教學模式」轉向「素質培養模式」。 

　「計畫模式」與「需求模式」：計畫模式是一種按上級教育行政部門指令

行事的模式。關注的是上級教育行政部門的計畫指示，卻很少考慮培訓對

象的實際需求，中小學校長處於被動的地位，其學習進修的積極性、主動

性勢難得到調動，需求模式無論是居於為了消除校長素質的理想狀態與現

有水準之間的實際差距，或是為中小學校長提供開發自己潛在素質、獲取

事業成功的機遇、為學校未來發展作有效準備，都比較容易激發中小學校

長學習進修的內在動機。 

　「學科本位模式」與「能力本位模式」：學科本位模式是一種知識導向與

理論導向的模式，問題是目前在管理領域，還沒有真正完美的理論，按照

學科邏輯來組織培訓教學模式，往往難以適應迅速變化的教育改革實踐，

而且，要求校長在極其有限的時間內掌握許多門課程，也不太現實。能力

本位模式則從需求調查中，把握與確定能力開發的基本要求，然後選擇與

確定相關的培訓課程與能力開發項目內容，再加以系統化的組織，較能開

發創新的能力。 

　「課堂教學模式」與「素質培養模式」：課堂教學模式是按照「三中心」

（教師中心、課堂中心、教材中心）來組織教學培訓，置學員於被動接受

的位置上，難以調動自主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以學科教材為中心，容

易脫離改革實踐的發展需要，以課堂講授為中心，不利於學員學習能力、

實踐能力與研究能力的開發。素質培養模式是以靈活多樣的能力訓練與素

質培養為價值取向，採取多樣化的教學實踐活動為中心的多維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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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專題性課堂講授模式、多向性案例分析教學模式、仿真性情景模擬

教學模式、社會化調查考察教學模式、系統化課題研究教學模式。 

四、郭景揚的適應校長需求模式 
    郭景揚（2001）按照適應校長不同需求，將職務培訓分為四大類模式： 

　知識更新模式：以改善受訓者的知識結構為主要目的，它根據不同對象 

的具體情況，選擇相關的前沿性內容，通過科學方法，組織成密集型的知

識，從而擴展受訓者的知識面，改善其知識結構，跟上科學的發展。 

　能力提高模式：以能力發展為主要目的，它根據不同對象工作職位的要

求，找出其現實的能力水平與崗位能力要求的差距，通過多種方法培訓提

高受訓者的崗位工作能力，縮短上述差距。 

　行為修正模式：是通過校長管理行為的修正與強化，提高受訓者的管理水

平，每個校長在工作中往往形成一定的思維和工作模式，需要通過培訓，

使校長適應新的變化，不斷修正自己的行為。 

　臨床診斷模式：是針對校長在管理中的問題進行自我診斷或他人診斷，通

過診斷，和受訓者一同擬定處方，促使其工作獲得新的突破，這種模式要

求將臨床診斷、學習研究、擬定處方、具體指導相結合。 

五、崔艷梅的遠程培訓模式 
崔艷梅（無日期）以電腦網路為載體，提出中小學校長的遠程培訓模式： 

    　技術功能模式：　單向靜態式：建立校長培訓網頁，提供自主學習的知識

信息版塊。　雙向互動式：提供網上論壇、短消息或電子信箱。 

    　教學組織模式：　專題式。　研討式。　研究式。　專欄式。     

    　內容組織模式：　模塊式。　案例式。　 自助式。 

六、美國 Vanderbilt大學的實驗學習模式 
    Vanderbilt大學校長學院強調實驗性的學習，第一階段要求學員們要學會分

析學校和人際關係事件的技能，學會理解非語言信息的溝通方式。第二階段是反

思分析階段，提供學員分析學校活動和問題的機會，不僅分析一個活動或問題的

性質，分析其各個部分的相互關係，還要學習如何將組織、人際關係分解成各個

部分。第三階段是抽象概念化階段，學員學習如何根據提出的問題相互聯繫的各

個部分尋找因果關係，並根據這些關係抽象概括找出規律。最後的階段是積極實

驗，學員設計出一個學校改進計畫以供培訓結束後實施和實驗（吳志功，1996）。    

七、Daresh 和 LaPlant的在職培訓模式 
    Daresh 和 LaPlant（1984；程晉寬，1998）歸納許多美國學校管理人員在職

培訓方案，提出常見的的五種模式。 

　傳統模式（traditional model）：到高等院校學習學分課程。它可有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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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領域的信息，使在職學校管理人員獲得高級學位，並更新校長證書。

這個模式的優點是，預先設計的大學課程，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在學習經

驗的品質控制上具有一定的水準；弊端則是，這種模式傾向於單向溝通，

忽視實務工作者的需求，在目標選擇、課程形式的設計或學習活動的方式

等方面，往往缺乏培訓對象的積極參與，校長往往出於規定而被動參加。 

　講習會模式（institues）：是一種短期的、專題式的學習經歷，是最流行而

方便的模式。其特點是，傾向於討論實踐者所關心的現實問題，學校管理

人員可從中發現自己感興趣的主題；不足之處是，它只能討論有限的幾個

問題，一般時間跨度不長，無法讓校長參與訓練目標設定、內容決定及學

習活動的選擇，活動通常是單向溝通，品質也未能確保。 

　能力本位培訓模式（competency-based traing）：這個模式的理論假設是：

在明確了學校管理人員所需的知識、技能和態度後，透過學校管理的模擬

活動來培訓，可專門培訓人們所需的技能。此模式的優點是，比前兩種模

式更能促進特定專業技能和個人特徵的發展，不足的是，開發的能力框架 

，傾向於羅列各種「有效技能」，能夠傳授特定技能的專家則寥寥無幾， 

像決斷力、承受壓力的能力及靈敏性等技能，是難以有效地傳授的。 

　專業學院模式（academy）：學區或州提供某種連續的、有組織的學習經歷，

所設班級及課程定期變更，以反映培訓對象的不同需要和興趣，學習內容

是根據地方或州的「需求評估」，採用授課、小組作業、履行職能、案例

研究和實地考察等教學方式，此一模式的優點是，它是長期穩定的，具有

一定的系統性，類似於傳統的大學培訓模式，但又不強調學術性，注重的

是地方的需要和學習者的興趣，缺點則是，多數教學仍是單向的，課程的

重點傾向於強調「此時此地」的需求，類似於延長了的講習會。 

　網絡模式（networking）：是指不同學校和學區的學校管理人員組成正式或

非正式的聯絡網，討論交流，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控制學習經歷的權力

屬於培訓對象本人。在訓練過程中，意見交流起重要作用，交流的方式從

不拘形式的交談或組織專題討論，到讓一些學校管理人員充當輔導員。組

織鬆散，有些聚會往往改變主題，成為社交式的，而不是專業發展式的網

絡，則是這種模式的缺點。 

　校長在職方案（principals’ in-service program）：Daresh 和 Laplant介紹了

第六種模式，這種模式以校長現有的知識和知覺的需求作為專業發展的起

點。方案的結構是由六到十個校長組成同儕支持小組，在嚴謹規劃的學習

活動安排中，一起練習解決問題的做法，評論學校的改進方案，在延續的

兩年中，每個月有一次整天的會議，以四項目的作為研討的焦點：　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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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設計、執行和評鑑一項計畫，以增進自己的領導能力；　每一個校長

設計、執行和評鑑一個學校所需的改進計劃；　校長彼此協助和鼓勵；　

每一個校長將尋求不斷改進視為指導原則及個人的責任。 

八、Guskey的專業發展模式 
    Guskey 提出專業發展的七種主要模式，並認為以適當的方法將這些模式融

合在一起，可以有效提升個人和組織層面的專業成長（陳家彌等譯，2002）。 

　訓練：訓練是專業發展最普遍有效及經濟效益的模式。型態包含：團體討

論、團體發展、工作室、研習會、討論會、實地教學、角色扮演、模仿及

更細節的一些報導。而有效的訓練過程常包含：定義的研發、技巧的實地

教學及使用模仿的實際練習、執行後的回饋以及在工作場所中的訓練。 

　觀察/評量：觀察者藉由觀察同事、給予回饋、討論彼此的經驗當中，獲

得專業經驗，被觀察者可以從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中，得到新的見解和有用

的回饋。觀察/評量需要彼此在時間上的配合，經過縝密計畫，焦點放在

特殊議題，並且提供後續文字資料的觀察是最有效率的。 

　參與發展/進步的過程：教育者一起討論發展新的課程，設計新的活動、

計畫、策略或解決比較特別的問題，在參與的過程中，參與者經由閱讀、

研究、討論和觀察，以獲取新的知識及技巧。這個模式的優點是不只能增

進知識技巧，還能提升合作的能力，並且分享決定權，缺點則是，常常會

限定在一小群工作人員的參與上。 

　學習小組：這個模式可以消除孤立感，但如果沒有好好設計，有些人會主

導學習小組，導致失去他人的參與度，討論時也可能意見不合。 

　調查/行動研究：把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角色放在一起，可以促使校長反應

更靈敏、更有系統的解決問題，且更能深思熟慮去做決定。 

　個人的活動方案：這個模式由校長決定自己專業發展的目標和活動。當個

人能判斷自己的學習需要，能引導自己時，會更積極地去學習。這種模式

提供許多彈性和選擇的機會，也可以供作自我分析和決定，缺點則是無法

作專業上的合作分享。 

　師徒制：由一個有經驗且成功的教育者，和一個較缺乏經驗的同事組合在

一起，討論、分享專業目標和實施方法，觀察如何進步的技巧。師徒制的

師徒兩者都能受益，而且可形成延續性的專業關係，不過如果缺乏其他形

式專業發展的補充，師徒制可能會限制更寬廣合作的機會以及彼此間的經

驗分享。 

以下將上述各種模式中所使用的專業發展型態抽繹臚列如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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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校長專業發展的教育與訓練型態 

作者或單位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的 教 育 與 訓 練 型 態 

郭根福 專題培訓（理論輔導、文獻研究、研討活動、實踐、撰寫總結）、

案例觀摩研討、課題研討（理論學習、合作研究、交流研討、指

導實踐）、導師個別指導、專題學術研討、論題答辯。 

王觀鳳 系統講授、行為評析、自學研究、主題研究。 

黃雲龍 專題性課堂講授、多向性案例分析、仿真性情景模擬、社會化調

查考察、系統化課題研究。 

郭景揚 擴充知識、提高能力、修正行為、診斷、研究、指導。 

崔艷梅 遠程培訓。 

Vanderbilt大學 設計學校改進計畫加以實施和實驗。 

Daresh & LaPlant 高等院校學習學分課程、講習會、模擬活動、長期的講習會、正

式或非正式的聯絡討論、校長同儕支持小組嚴謹規劃的學習活動。

Guskey 訓練（團體討論、團體發展、工作室、研習會、討論會、實地教

學、角色扮演、模仿）、觀察/評量、參與發展/進步的過程、學習

小組、調查/行動研究、個人的活動方案、師徒制。 

貳、校長專業發展的學習和活動策略 

我國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三期諮議報告書所提出的改革建議中，提

到「獎勵教師、校長積極參與推動教育改革之相關研究發展過程。」（行政院教

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a）。                  

    林明地（2002）提出以下校長專業發展的教學方式：　融入互動學習、彈性

的教與學等成人學習的型式；　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習；　個案教學法；　漸進發

展取向，並重視實作、驗證的機會；　情境分析、角色扮演、提供回饋等融入情

境的模擬；　校長同儕互相觀察並提供回饋；　公開分享實際、討論實際作為、

傾聽回饋意見；　帶領小組或接受他人帶領的經驗；　行動研究。 

    林明地還提出以下幾項校長自我反思實踐的方法：　廣泛地觀察，增加了解 

；　參觀其他學校；　與其他人討論、對話；　與所觀察的情境對話；　作筆記；

　寫日記；　重視回饋；　實際檢討完成某件事的方式；　實際檢討與分析某一

階段內完成之事務；　建立日常領導實際的檔案；　閱讀書刊；　參與進修；　

參與專業組織。 

大陸江蘇省無錫教育學院（無日期）試行學分制考核方式，通過座談和問卷

的方式，讓校長對培訓計劃提出具體意見，增加校長培訓的自學和研討時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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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學員完成培訓任務的時間可以延長，專家學者講座、教育考察、專題研討、

發表論文等，也可列入培訓內容，計算學分，充分體現培訓時間空間的開放性。 

王長純（2001）認為研究態度與能力是一個人創造力的集中顯現，是一個人

主體性的能動體現，是人的發展的基本手段。其次，實踐是專業發展的基礎和生

命，教育實踐要與學校日常生活、身邊的活動和師生的變化聯繫在一起。最後，

建立標準是專業發展實施評價的基礎，建立有權威的評價主體是專業發展得以順

利進行的保障。 

李英（2001）：體驗是發展的一種手段，是人生存和追求生命意義的方式，

主體藉由體驗親歷某事件並獲得相應的認識和情感，是一種歷程也是一種結果。  

英配昌和馮希華（2002）強調校長在職培訓應有科學的評價，一方面可以對

參加培訓的校長起促動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檢驗培訓工作的成效。校長的重要使

命就是引導學校發展，因此，校長培訓工作評價不能只停留在校長個人，必須以

學校工作是否得以改進、學校整體是否得以發展為落腳點。 

Smith（1977）認為校長應該扮演機構研究者的角色（institutional researcher） 

，研究有助於學校管理和校長的專業發展。此外，州際和海外的交換指派任務、

參加全國或國際會議、進行州際或海外的旅行研究和觀察，都能增進校長的專業

知能，提升專業權威，發展專業文化，增強敏銳性。 

Korinek等人（1985）認為教育人員在職教育的主要目標在於：知識的增進 

、現有技能的強化和新技能的獲得以及行為的改變。這三種在職教育型態各有不

同的特徵。 

             表 2-15  三種在職教育型態的特徵 

在   職   教   育   形   態 
特徵 

傳播知識 獲得技能 改變行為 

呈現方式 
演講、示範、被動參

與的小組討論 

示範、練習、回饋、

主動參與 

各種主動和被動的參與

形式 

評鑑 
評斷有用和愉快的

程度 

技能的演示 測量教學行為的改變和

方案目標符合的程度 

資料來源：“Inservice types and best practices,＂ L. Korinek , R. Schmid , , and M. 

Mcadams , 1985 ,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 

18 (2) , 34. 

 

1985 年 Oldroyd曾表列不同型態的員工在職訓練活動及其影響的層次（引自

Jones , et al.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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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6  不同在職訓練活動及其影響層次表 

                                                                   

影響層次  在職訓練活動      學習型態           學習來源   

                                                                 

  低    1描述 什麼？       瞭解知識     接收自專家或（與）同僚 

        2 解釋 為什麼？    瞭解知識     接收自專家或（與）同僚 

                                         

          3示範如何做？      行動的知識   接收自專家或（與）同僚 

                                                                   

4 行動計畫                       產生自參與專家或（與）同僚   

            什麼？何時？     行動的知識 

何處？誰？ 

                                         

          5 練習             

非工作上的       行動的技能   產生自參與專家或（與）同僚            

有回饋的 

          6應用 

            在工作上的       行動的技能   產生自參與專家或（與）同僚 

    高      有回饋的 

                                                                    

資料來源：Staff Development in primary schools (p.203), K. Jones , J. Clark , S.  

Howarth , G. Figg , and K. Reid , 1989 , Oxford :Blackwell . 

 

Jones 等人（1989）提出五個設計員工發展活動的指導方針，包括：選用清

晰的活動目標、確保合適的學習環境、運用適當多元的學習策略、安排相關和系

統的追蹤、融入適當的評鑑方法等。其提到的多元學習策略，有　正式的演講或

對談；　視覺刺激，如投影或影帶播放；　書面資料；　配對、三人、小組或全

體的討論；　問題解決活動；　資源本位的活動，例如分析課程教材；　演示及

實地經驗；　爭辯與決定；　在工作現場檢證構思並提出報告；　角色扮演練習。

追蹤的方式有　實施情形報告研討；　展示學習成果；　觀察學校現場的表現；

　向學區管理人員、顧問等提出書面報告；　展示與學生的互動情形；　在當地

媒體發表文章或活動照片；　在研習中心演示；　辦理含有展示的家長之夜。 

Levine、Barth 和 Hasking（1987）以哈佛大學校長中心的經驗指出，寫作

是校長專業發展有力的手段，寫作能增進反省和交流，還能培養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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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son等人（1991）認為校長發展的訓練方案可以運用的訓練技術包含 

：角色扮演、模擬、視聽媒體教學、個案研究、事實發現活動、參與者口語與文

字溝通技術的分析等。訓練的步驟：　知覺（awareness）：展示材料引起校長的

知覺；　示範：示範者或參與者演示技巧；　獨立練習：參與者練習並獲得結果；

　指導下的練習：指導者個別指導；　評鑑：對參與者所獲得的新技巧加以評鑑。 

    Krug（1992）介紹美國伊利諾州的一項校長教學領導方案，該方案強調個別

輔導的策略，由三個要素所組成：評估、回饋、及一年的個人發展計畫。整個在

職發展方案的重心在參與者和領導分析者（leadership analyst）一對一的互動。整

個方案從參與者的自我評估開始，透過問卷了解參與者在核心領導面向以及一系

列動機和環境面向的狀況；接著，領導分析者進行結構性的現場觀察，藉以進一

步分析特別的情境和影響因素，這項觀察包括四個活動：小組會議的觀察、教師

後觀察會議的觀察、教職員工及學生的結構性訪談、學校文件的分析等 。最後 

，評估和回饋的活動，促成個人成長活動的行動計畫。   

    Vornberg（1992）為文介紹美國德州的一項校長改進方案，該方案的人際溝

通互動課程由諮商輔導部門的專家提供。該方案也強調州和全國校長組織接觸的

重要姓，讓學員了解校長在專業環境中所面臨的問題，增進校長團體的凝聚力，

擴大專業參與的視野。 

Bezzina（1993）表示：校長專業發展要敏於生涯階段，在導入階段，校長

要與經驗豐富的校長形成同儕支持關係，運用前輩校長指導、諮詢訪視、訪問他

校、參與結構方案等方式進行專業發展；在第二任以後的專業發展，重點在於形

成自我導向的學習小組，決定小組專業發展的進程和途徑。  

    Daresh（1997）提出校長職前教育活動策略的建議：　提供更多的臨床學習

機會：實習或計畫性的現場經驗。　以經驗豐富的行政人員擔任輔導者。　運用

合作的學習策略。　以真實的評估技術追蹤真實世界所需技巧的學習進展情形，

而非僅是要求寫些理論的東西。　職前培訓只是專業發展的一部分，初任者的導

入以及不斷的在職教育，都是有效的專業生涯的一環。 

    1996年，美國德州A & M 大學校長中心開創一個學校領導發展方案（School 

Leadership Initiative , SLI），用來開展校長生涯的領導訓練。該方案有十幾個前輩

指導校長（mentor principals）的參與，候用校長在訓練學習過程中運用教育行政

全國政策協會（National Policy Board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所訂的 21 項校

長工作領域，進行每月兩次的自我評鑑，候用校長還須填寫反省日記，記載所遭

遇的問題、進步情形及關注所在；此外，還利用校長工作矩陣（principalship per- 

formance matrix）來觀察評估自己學校的表現情形，候用校長還要參加定期研討，

暑期講座（summer institutes）、每月的校園訪問（on-campus visits）和參加德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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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網絡（Texas Transvideo Network）的研討會。SLI 採取的哲學觀認為學校是最

佳的領導實驗室（leadership laboratories），學校系統是有趣的、有效的學習環境，

能夠使校長的專業發展獲得持續而可觀的改善，領導的實驗室意味著校長和員工

在學校和社區中探索全部的領導資源，並有效的加以利用和協調，被指定的校

園，全力研究實施有效的領導活動（Erlandson & Zellner , 1997；Zellner & Erland- 

son , 1997a；Zellner , Skrla & Erlandson , 2001）。 

Yee（1997）認為專業發展的評鑑的問題，主要包含：訓練的介入如何影響

學校領導的專業發展？訓練後領導的實際運用情形？對學校領導的影響？ 政策

決定者通常只關心訓練，不注意訓練方案的評鑑，很少有對訓練的操作和成果的

系統性的研究，主要的困難和問題在於如何將領導訓練的影響分開，因為因果推

論並不可靠，因此，政策決定者不得不產生一個成見，認為領導的發展活動對學

校領導者真能產生影響。 

    Cherniss（1998）認為訓練有助於學校領導者的社會和人際學習，在學習過

程中，參與者有機會觀察示範、進行模擬演練並獲得回饋，當參與者將所學應用

於自己的學校時，可以獲得視導者和校長同僚的支持，參與者也應該預期並接受

改變所帶來的壓力和問題。 

    Bradshaw 和 Buckner（1998）認為妥善設計的模擬活動，可以支持持續的

專業發展。模擬能創造一個複製各種條件和情境的安全環境，在較少的壓力下獲

得經驗。美國中學校長協會發展的「Springfield Development Program」，參與的

校長被安排接待一位情緒激動的家長；另一個方案「21 st Century School 

Administrator Skills Program」，則要模擬與練習接待五個關切重要問題的角色，

包括教師組織的代表、藝術科的捐助者、特殊兒童的家長、關心科技教學的家長

以及關心學校安全的家長。 

美國 Vanderbilt大學的校長學院很重視校長培訓的實踐性，設計了一項「學

校改進工程 」的實踐活動。每個學員準備一份書面的學校改進計畫，並把計畫

交給學習小組尋求同僚的評價、建議和支持，工程內容多樣，涉及學校管理各個

方面；「工程」的實施情況，還要在第二年的高級班中進行評估。另一個重要培

訓活動之一是教學領導電腦模擬，提供學員一個名為「在問題中心」的決策技能

練習實踐模擬，學員們在假設學校條件下，就改進學生成績作出決策，學員們可

以在多種方案中進行選擇。所有的學員都給定同樣的資源、資金和時間，學員每

作出一次決策，電腦將對學生成績作出預測，並推算出成本。此外，該學院還設

置「個人案例論文」，鼓勵學員更深入地思考實踐中模糊不清的問題和事件。學

員用四到五頁來清晰描述事件的所有信息，優秀的論文被選出作為討論教育管理

實踐本質的基本素材，讓學員在分析中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吳志功，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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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科羅拉多州立大學則運用「領導故事」的活動在其教育行政方案，也就

是把學校行政人員當作專業指導者，然後提供他們的經驗---他們的領導故事，用

以培養未來的學校校長（Hopkins , 1998）。透過學校校長經驗的傳達，彌補理論

與實務之間的鴻溝。「領導故事」讓人對校長每天的專業生活有充分的了解，對

專業的實際提供一個更完整的視野。「領導故事」是由科羅拉多州立大學的 Danzig

發展，在該學期的課程中，至少與修課的學生進行兩次的晤談。第一次晤談，學

生將焦點放在了解領導者的背景、進入校長專業的理由、校長自己認為最強的領

導品質；第二次晤談，聚焦於學校的工作問題以及校長如何在問題中扮演領導的

角色，探討的問題範圍很廣泛，例如：校園破壞、學生打架、學生威脅要自殺、

與教師協商聘約、學生攜帶槍枝進入校園、人事問題、以及一個發生人質處理的

情境等等。在「領導故事」的晤談中，會安排其他參與的領導者，檢視活動的精

確性（accuracy）以及確保說故事的校長對自己呈現的方式感到滿意。「領導故事」

的價值，在於協助學生一窺領導的全貌（the big picture of leadership），讓學生學

習到某些灰暗問題（gray areas）上領導者處理的方法。領導故事的研究，讓學生

對行政專業知識的獲得以及行政真實世界，有一番新的認識與了解，學生也從彼

此的探討分享中獲得學習。對於那些訴說故事的校長而言，「領導故事」的價值，

就是讓他們有機會分享他們的經驗給新手，說故事的校長樂於使自己的故事對別

人產生意義。 

    Daresh 和 Playko（1994）：以醫學和法學的專業發展為例，說明實地經驗的

重要性。醫學院培養醫師，重視臨床經驗、實習和住院的學習，法學院培養律師

法官的模擬法院（moot court）、法律調查參與、法律現場的工作以及暑期法院書

記的學徒經驗，對技術和社會化技能的學習，都很有幫助。Mohr（1998）也以校

長同儕小組所形成的學習社群經驗指出，校長專業發展活動應該聚焦於真正的工

作上，從實務中獲得理論（derive theory from practice）。Fullan（2002）更進一步指

出，校長應該引導學校的文化變革，為此，校長必須在工作情境中學習。工作情

境中的學習是更為特定的、適應情境的及社會的（發展共享的和共同的知識和承

諾）；情境中的學習，也能建立有助於繼續發展的條件，包括工作中彼此學習的

機會、將好的觀念和實務經驗保留下來等等。 

    Brown 和 Irby（1997）認為校長檔案（principal portfolio）所產生的自我評鑑

和反省，可以增進成長，進而改善校長和學校的表現。 

茲將上述各專業發展的學習和活動方式摘要如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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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7  校長專業發展活動的學習和活動方式 
作者或單位 學  習  和  活  動  方  式 
行政院教改會 參與教育改革相關研究發展過程。 
林明地 　互動學習、彈性的教與學；　問題為中心的學習；　個案教學；

　實作；　模擬；　同儕觀察回饋；　分享、討論、回饋；　帶

領小組或接受他人帶領；　行動研究。 
無錫教育學院 專家學者講座、教育考察、專題研討、發表論文。 
王長存 研究、實踐，建立專業發展評價的標準和有權威的評價主體。 
李英 體驗。 

英配昌和馮希華 在職培訓的科學評價。 
Smith 研究、國內外會議、考察、旅行。 
Korinek , Schmid 

& Mcadams  

演講、示範、小組討論、練習、回饋。 

Oldroyd 專家或同僚的互動。 
Jones ,Clark  
, Howarth , Figg 
& Reid  

　演講或對談；　視覺刺激，如投影或影帶播放；　書面資料；

　配對、三人、小組或全體的討論；　問題解決活動；　資源本

位活動；　演示及實地經驗；　爭辯與決定；　工作檢證並提出

報告；　角色扮演練習；　追蹤；　評鑑。 
Richardson et al. 角色扮演、模擬、視聽媒體教學、個案研究、事實發現活動、參

與者口語與文字溝通技術的分析、練習、指導人員檢視與回饋。

Krug 個別診斷與輔導。 
Vornberg 　專家指導；　州和全國校長組織的接觸。 
Bezzina 　導入階段：運用前輩校長指導、諮詢訪視、訪問他校、參與結

構方案等方式；　第二任以後：形成自我導向的學習小組。  
Daresh 　臨床學習；　經驗豐富的行政人員進行輔導；　合作學習；　

以真實的評估技術追蹤學習進展情形。 
德州A & M 大

學校長中心 
前輩校長指導、自我評鑑、填寫反省日記、觀察評估自己學校的

表現、參加研討、講座、校園訪問、超視訊網絡研討。 
Yee 評鑑。 
Cherniss 　觀察示範、模擬演練並獲得回饋；　視導者和校長同僚的支持。

Bradshaw  & 
Buckner 

模擬。 

Vanderbilt大學 教學領導電腦模擬、案例寫作、學校改進計畫的研擬和實施。 
科羅拉多州立大學 透過領導故事傳授經驗。 
Daresh & Playko 臨床經驗的學習。 
Mohr 從實務中獲得理論。 
Fullan 在工作情境中學習。 
Brown & Irby 由校長檔案產生自我評鑑和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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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校長專業發展型態的相關研究 

2003年一項針對上海市中小學校長的調查顯示，開展校長專業交流活動的最

大困難，主要是「無有效活動形式和活動經費問題」；最喜歡的校長培訓方式則

是「實地考察成功學校以及案例分析」（楊國順，2004）。 

Farnsworth（1981）對美國猶他州 Granite學區內的校長和教師的調查發現，

校內的研討會以及與班級應用有關的活動，受到校長和教師們更多的青睞。 

Bezzina（1994）調查 74 位澳大利亞校長的專業發展情形，資料顯示校長最

常參加的型態是研討會，認為最有價值的專業發展形式，主要是「在工作上的學

習」（learning on the job）和人際關係知能的發展。 

Ricciardi（1997）對南卡羅來納州跨學校層級的 140 位公立學校校長的研究

顯示：最沒有效果的專業訓練方法是課堂的講授、演講式的研習活動。受調查的

校長提到當他們參與諸如實際模擬、小組作業和教練模式等不同的方法時，其效

果頗為明顯，校長希望增加和同儕接觸以及參與學習活動的機會。 

質言之，專業發展型態影響專業發展效果，專業發展型態必須多元、切合學

校實務工作，並增進互動和參與的機會。 

總之，本節所述各種教育和訓練模式、學習和活動策略，相當多元異質，在

選擇運用時，要針對目標、內容、對象、條件、形式，經過一定的分析和擇取的

程序，並且考慮校長的個性差異、地區差異和實際需求，關注校長個人和專業上

的發展，允許校長按自己的需求自由選擇學習內容和方式，才能從各種模式中選

用到較佳或適合者。不同的模式和策略，各有長處和不足，要從實際出發，進行

有機的優化組合（王鐵軍，無日期 b；王觀鳳，2000；洪祥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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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校長專業發展的主題 
Murphy 認為教育行政人員培育課程的方案，應該來自多種來源，內容也應

該彼此銜接（引自王麗雲、謝文全，2002），校長的專業發展，應該以多樣化主

題及內容的參與為方向。本節分別敘述台灣地區、中國大陸、美國、澳大利亞、

蘇格蘭等地，有關校長專業發展主題、內容的論述、報告與相關研究。 

壹、台灣地區 

一項以台灣省全體國民小學校長為對象的早期調查中，發現校長在職進修的

課程需求，最為重要的幾項為：學校行政有關法令、領導之基本理論與學校行政

領導的行動策略、增進與教職員之關係、改進校內教學技巧⋯⋯等（楊守全，1989 

）。 

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二期諮議報告書指出，校長的職前及在職進修 

，要重視校長人文關懷之特質，也就是「重視待人處事能力，品德與領導特質之

要求」、「應以擴大視野、開闊胸襟、激發熱誠及人文素養等課程為主」（行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5b）。 

    蔡培村（1997a）述及中小學校長生涯專業研修的主要內容可分為八項：　 

專業研修；　校務規劃；　預算與校園工程；　人事管理；　教學管理；　公共

關係；　教育新知；　一般生活知能。 

林明地（2002）提出校長專業發展的課程設計理念，強調下列主題：　重視

教與學過程的學習、科技的運用和新興的政策。　強調溝通、課程教學與學習環

境、訂定目標執行評鑑、組織與管理、成長與發展、問題解決與作決定等核心領

域。　強調倫理道德觀念與思考方式的培養。　人際互動關係。　技術性管理及

象徵性領導。 

貳、大陸地區 

    朱苗環（無日期）認為面對二十一世紀，校長應具備五項素質，包括自覺加

強學習的能力、開拓創新的能力、果斷的決策能力、寬以待人的素養、以及競爭

意識。 

    賀樂凡（無日期）認為校長繼續教育的內容，要反映教育管理理論研究的最

新成果和教育管理改革的先進經驗；要能解答迫切需要解決的問題；要有利於校

長思考和研究問題，形成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 

    陸善濤等（無日期）認為校長專業發展主題應該重視教育管理知識和能力，

正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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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京師範大學董奇教授認為教育人員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都會面臨各個人

生發展階段的任務，而我們關注較多的是特殊的職業需要，對做為常人發展需要

的關注則相對較少，這不利於發展（光明日報，2000 年 9月 20日 ）。盧輝炬和

黃明光（2001）也認為心理健康教育應該成為教師繼續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校長

而言，一般人關注的何嘗不是集中在校長職務的需要，而忽視校長作為常人的發

展需求。 

    胡東芳（2001）認為要成為專家，首先須有專業角色意識，對自己所扮演的

角色行為模式有一種專業認識。其次，要有自我診斷能力，能以預定的職責、素

質和效能標準進行內省，檢查自己的實際表現和行為，並判定自身癥結所在及其

發展情況，是自我控制、自我管理的歷程。最後，專家還要有健全的專業情意，

對教育專業有深厚的感情，懷有專業理想、專業情操、專業性向和專業自我。 

吳志宏（2003）也提出大陸中小學校長的素質要求： 

　政治上：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有較高的理論和政策水平，有自覺的法制

觀念。 

　思想上：有艱苦奮鬥的作風，有實事求是、追求真理的科學精神，有民主

意識，有時效與績效觀念。 

　道德上：要大公無私，忠於職守，守紀律，顧全大局，平等待人，嚴以律

己，有自知之明，心胸坦蕩。 

　知識上：要具有教育學、心理學、管理學以及現代科學知識，特別是本專

業的知識。 

　能力上：要有認識和處理問題的能力，有多謀善斷、應變和創新、人際關

係、公關、組織協調等能力。 

　身體上：要有健康的身體和旺盛的精力。 

　心理上：要有健康的心理品質。 

參、美國 

Armenta 和 Reno（1997）認為「廣泛的興趣」（range of interest）是一項很

重要卻常被疏忽的領導技能，它不只影響領導者心理和情緒的健康，更會影響其

他的人。所謂廣泛的興趣是指「能夠與人談論各種主題」、「樂於主動參與各類型

活動」。為了紓解工作上的要求和壓力，學校領導者必須另闢出路，重獲生機，

對工作有一番新的闡釋，學校領導者必須建立一個完整的生活（ building a whole 

life），保有靈性、朋友、家庭、健康、休閒、嗜好和其他等等，這樣能使校長維

持情緒的健康，保持心理的敏銳感，還可以建立和維持人際間的支持與溝通網絡 

，增進學校和社區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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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er 和 Hudson（1996）認為校長的訓練方案，要讓校長學習壓力處理的

方法，關心身體和情緒的健康。Cherniss（1998）認為成功的領導者必須擁有情

緒的智慧（emotional intelligence），能尋求共識而不是一味地依靠正式權威，能

與眾人營造工作關係，能扮演調解者、指導者、協商者、網絡者的角色。學校領

導者所必須學習的重要能力，包括自信與自知、善於調節情緒、堅忍不拔、有較

高的成就動機、能果決行動、還要與人相處得宜，能建立共識、協調團隊、接納

多元觀點、避免無益的衝突等。 

    北卡羅來納州 1984 年推出的校長行政培育方案（Principals’ Executive 

Program），其內容除行政管理知能外，也重視校長自我了解和了解他人以及身體

健康的維護（Phay , 1997）。 

在科技主題方面，1995 年 Donatucci強調校長懂得利用新科技的潛能，在面

對行政的挑戰時就能居於主動的地位（引自Heaton & Washington , 1999）。Meltzer 

和 Sherman（1997）指出，校長本身應該具有一定的科技素養（to become techno- 

logically literate），知道科技、能談論科技、並且經歷科技變革的相關問題，重視

和了解科技的挑戰，此有助於推動科技工作的勝任。Heaton 和 Washington（1999）

指出，在快速變遷的資訊和溝通年代，校長必需成為科技運用者的角色模範，也

要成為學生、教師和員工的科技支持者。校長的科技訓練，讓學校能迎接不斷變

遷的科技社會的要求，使校長符合州教育當局的規定，也可以協助校長了解教師

和學生在符合各自的科技標準時所面臨的問題。 

美國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 1995）指出，當學

校行政人員對科技有充分認識並能愉快的運用時，往往成為領導和支持學校科技

統整活動的主要運作者。從 1900 年開始，美國印第安那州開始一項名為校長科

技領導訓練方案（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的州際訓

練方案，這項方案是特別針對校長而設的，在一年中，校長必須參加四天的專業

訓練。校長須將所學帶回學校加以實踐，並回饋給員工。在研討會中，校長學到

能運用於教室和辦公室的許多科技和軟體，並且有機會實地探索各式各樣的設備 

。參與的校長非常熱衷於這項訓練，並認為這項訓練讓校長更有信心和能力處理

科技問題，將科技運用於行政，許多校長也進而提出學校教師的訓練計畫，對科

技在學校的運用有一番全面性的思索，進階性的科技訓練也多樂於繼續參與。 

Heaton 和 Washington（1999）從文獻探討、訓練經驗、觀察、與校長和行政

人員的互動中，提出校長科技訓練課程所應涵蓋的三大主題： 

　.科技相關政策問題：學生學習的標準問題、教學人員的科技要求、複製 

問題及被允許使用的政策、科技預算和設備分配問題、電腦實驗室和班級

電腦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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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教師和學生的科技領導者：對科技的教學應用、輔助教學的潛能、軟

體和硬體知識，有基本的了解，支持教師和員工對科技的行政運用。 

　基礎電腦運用的探討：包括文書處理、電腦排版、列印、資料庫、電子郵

件、網路資源等。 

美國學校行政人員科技標準合作組織（The Collaborative for Technology Stan- 

dard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 TSSA Collaborative）在 2001 年 11月發表了學校

行政人員科技標準（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 TSSA），作

為學校領導者在學校中有效運用科技的最佳指標的一種全國性共識。TSSA是由

十三個美國全國性或地區性教育組織協力完成，特別是教育科技國際協會（Inter- 

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 ISTE）出力更多。ISTE曾發展全國

學生教育科技標準（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Students , NETS 

‧S）和全國教師教育科技標準（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Teachers , NETS‧T），TSSA借助 ISTE在發展這兩項標準的許多經驗和知識，

而 ISTE 也將 TSSA 採用成為全國行政人員教育科技標準（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Administrators , NETS‧A）（TTSA Collaborative , 2001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 2002）。 

    TSSA的基本假設認為：行政人員應該成為資訊世代專業人員通用的資訊和

科技工具的善用者，21世紀的有效領導者是科技的實踐應用者。TSSA可以應用

在下列情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 2002）：　行政人

員培育和專業發展方案的設計；　評估和評鑑；　角色界定和工作描述；　個人

和制度的績效；　學校和行政人員培育方案的認定；　行政人員的資格檢定；　

自我評估與目標設定；　行政人員科技工具的設計。 

    TSSA對校長所訂的標準如下（TTSA Collaborative , 2001）： 

　領導與願景 

      　參與一個涵蓋學區的過程，使相關人士能共享一個清楚界定科技運用期

望的願景； 

　建立在研究及符合學區策略性計畫的基礎上，發展一個合作且富含科技

的學校改進計畫； 

　在員工及其他職員科技整合方面，促進其高度有效的實施。 

　學習與教學 

      　協助教師運用科技獲取、分析和解釋學生的表現資料，並將結果適當應

用在教學的設計和修正； 

　共同設計、實施、支持、參與全體教學人員的專業發展，將有效的科技

整合加以制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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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力與專業實務 

      　運用當前科技本位的管理系統，以獲取和維護員工和學生紀錄； 

　運用各種媒體和形式，包含電信和學校網站，來和同儕、專家及其他有

關人士溝通、互動和合作。 

　支持、管理和運作 

      　經由共同使用的形式和平台（platforms），提供分享工作和資源的校園

員工發展； 

　分配校園自由裁量的經費和資源，以促進科技計畫的實施； 

　提供充分、及時和高品質的科技支持服務。 

　評估和評鑑 

      　推廣、示範科技如何運用於獲取、分析和解釋校園資料，以改進學生的

學習和生產力； 

      　執行教師的評鑑程序，這個程序能使個人邁向已建立的科技標準成長，

引導專業發展計畫； 

      　在評估教學的表現時，將有效運用科技於學習和教學過程當作一個標準 

。 

　社會法律和道德問題 

      　保障並分配科技資源，使教師能切合所有學校學習者的需求； 

      　對員工和學生堅持並執行有關安全、著作權和科技使用的學區使用政策

與程序； 

      　參與設備計畫的發展，支持科技使用的健康和環境安全實務。 

    Johnson 和 Snyder（1990）根據研究和數千個校長的訓練經驗，提出十項學

校管理能力描述（school management competency statements），這十項描述又分為

四個群組。 

　組織計畫群組 

　學校目標設定：經由行政評估選擇和全體員工合作決定，建立每年的學校

發展目標。 

　工作小組作業：針對學校目標和行動計畫，指定學校工作小組，包括教學

團隊與部門或任務小組。 

　個別員工作業：建立並實施教師工作制度，包括工作標準、個別目標設定

與行動計畫程序、工作督導、適當的過程、程序和評鑑。 

　員工管理群組 

　員工發展：發展並實施一個學校員工成長方案，強調成功達成學校發展目

標所需的新知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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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床視導：發展實施一個有助全體教師和團隊的同儕與視導人員的臨床視

導方案，每週提供工作回饋和指正。 

　工作小組發展：營造合適的工作氣氛，並在行動計畫中，發展工作小組技

能，有創意並富生產力地進行團體溝通、問題解決、作決定。 

　品質控制：建立並實施對工作小組和個人的品質控制制度，包含目標本位

的觀察、研商、階段性進展的報告和計畫、研討與視導計畫。 

　方案管理群組 

　教學方案：建立並實施一個能反映教學和學習最新研究所得的教學方案，

以改進課程實施、學生診斷安置、方案計畫、班級管理、教學、學習等。 

　資源發展：增進員工在工作小組的生產力，提供資源，使學校成為一個不

斷生產的組織。 

　評量成就群組 

　評鑑：建立並實施一套學校評鑑程序，藉以評估學生成就、教學團隊和工

作小組的生產力、個別教師的表現以及整體學校生產力。 

美國馬里蘭州的巴爾的摩市（Baltimore）1994 年發展了一個革新的學院，

稱之為教育領導學院（Academy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該學院是一個長期

的專業發展方案，主要任務是公立學校領導者的準備與發展工作。該學院召集一

個設計團隊，成員包含公司的行政主管和領導訓練者、高等教育機構教育領導領

域教授、示範學校體系的領導者，經過校長需求的徹底評估和充分的討論後，提

出六個核心領導領域（Leak , Petersen & Patzkowsky , 1997）。 

　溝通 

    　了解及辨識溝通在有效能組織中的角色； 

　認得自己的思想和信念及其對他人的影響； 

　傳達和解讀信息時，習慣運用有效的溝通策略，避免無效或有害的策略 

； 

　評估溝通的效能並加以改進。 

　課程教學與學習環境 

    　確認課程、教學和評量的相互關連性； 

　確保學生的發展需求、學習型態、興趣和多元智能，在課程、教學和評量

發展及調適時，受到處理； 

　課程傳播和調整時，能運用一組方針、過程和程序； 

　確保適當的教學資源被用以支持有效教學的方法和實務。 

　開創一種文化環境和氣氛，使課程、教學和評量能因而擴大學生學習成果。 

　設定方向、實施和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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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享價值的認定和共享使命與願景的發展時，鼓勵組織的關係人參與 

。 

　增進策略性計畫的發展，以達成預期的結果。 

　成立並協助領導團隊產生成果。 

　推展有效的管理制度，用以監控及測量組織目標的達成。 

　組織和管理 

    　籌畫人力、財力和物力資源，完成組織目標。 

　使用資訊科技來支持資源管理。 

　在政策、規定和法令影響資源管理時，能調整改變。 

　發展一個能建立積極態度和支持教育的公共關係方案。 

　個體和組織的成長與發展 

    　獲取知識、發展技能，增進個人的生產力。 

　發展和推行對全體員工有意義和有實效的學習經驗。 

　評估同僚的表現，提供建設性的回饋，提升表現的層次。 

　提供同僚適當的協助，以支持他們繼續發展與成長。 

　管理與增進高效率的組織變革和發展，形成變遷---調適的文化。 

　問題解決與作決定 

　精準明確的確定問題所在及潛在的原因與機會。 

　收集和分析與問題相關的資料。 

　界定並設想問題及其相關問題所在。 

　產生可能的解決方案。 

　評估解決方案的影響和相對應的結果。 

　選擇適當的解決方案。 

　檢討解決方案的執行情形並據以調整。 

    美國州際學校領導證照聯合會（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 

tium, ISLLC）成立於 1994 年，由三十二個教育機構和十三個教育行政組織合作

支持。協會的願景建立在一個大的前提：學校領導者專業實務的標準，必須建立

在教學和學習的知識和了解之上。協會的目的在促成州與州之間，能合作發展和

執行學校領導者的示範標準、評估、專業發展和認證程序。學校領導者標準（Stan- 

dards for School Leaders）發展於 1996 年，目前已有三十五個州加以採用或修正

使用（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 , n.d.）。這個標準主要以學生

的學習為中心，描述學校領導者應有的知識、意向和表現。知識是指行政人員必

須有該項知識或有所了解；意向是指行政人員相信、重視或有所投入；表現是指

行政人員促進描述的過程或致力於描述的活動（ 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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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 Consortium , 1996）。學校領導者的標準涵蓋了學校願景與共識的實踐、學校

文化和教學的提昇、組織運作和資源管理的經營、社區關係和社區資源的運用、

道德操守的修為以及廣大環境特性和變遷的調適等六大領域。以下將六項標準分

別製成簡表如下： 

　標準一：學校行政人員能增進學習願景的發展、表述、實施和管理，使學習願

景被學校社區所共享和支持。 

表 2-18  學校領導者的標準之一 

類別          內                                       容 

知識 　多元社會中的學習目標；　發展和實施策略計畫的原則；　系統理論；

　資訊來源、資料蒐集和資料分析策略；　有效的溝通；　有效的建立

共識與談判技巧。 

意向 　人人可教；　高學習標準的學校願景；　持續的學校發展；　學校社

群屬所有成員；　確信學生成為成功的成人有必備的知識、技能和價值；

　願意不斷的檢驗自己的假設、信念和實務；　作出個人和組織高層次

表現所要求的作為。   

表現 　將學校的願景和使命有效的跟員工、家長、學生和社區成員溝通；　

溝通時能運用象徵、儀式、故事和類似的活動；　對學校關係人展示學

校願景的核心信念；　與學校關係人共同發展學校願景；　認同並讚揚

對學校願景實現有貢獻的社區成員；　將願景和使命的進展情形傳達給

學校關係人；　學校社區參與學校的改進；　以學校願景來型塑教育方

案、計畫和行動；　發展執行計畫，在計畫中將達成願景和目的的目標

和策略清楚的表達；　發展學校願景和目的時，能運用與學生學習有關

的評估資料；　發展學校使命和目的時，能應用學生及其家庭的相關人

口統計資料；　確定、澄清並解決達成願景的障礙；　尋求並獲得完成

學校願景和目的所需的資源；　現有的資源用於支持學校願景和目的；

　願景、使命和執行的計劃，定期受監控、評鑑和修正。 

資料來源：Standards for School Leaders. 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 ,1996 , Retrieved November 10 , 2002 , from 

          http://www.ccsso.org/isllc.html（標準二至六，資料來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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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二：學校行政人員能提倡、涵養和維持有益於學生學習和員工專業成長的

學校文化和教學方案。 

                表 2-19  學校領導者的標準之二 

類別         內                                           容 

知識 　學生成長與發展；　應用的學習理論；　應用的動機理論；　課程設計實施、

評鑑與修正；　有效教學的原則；　測量、評鑑與評估策略；　多樣性及其在

教育方案的意義；　成人學習及專業發展模式；　制度、組織和個體改變的過

程；　科技在增進學生學習和專業成長的角色；　學校文化。 

意向 　學生學習視為學校教育的基本目的；　主張學生都能學習；　學生的

學習途徑不一樣；　為自己和他人的終身學習，專業發展視為整體學校

改進的一部分；　多樣性帶給學校社區益處；　安全和支持的學習環境；

　培育學生，使成為貢獻社會的成員。 

表現 　以公平、尊嚴和關心對待所有個體；　專業發展的焦點聚於符合學校

願景和目的的學生學習；　學生和員工感到受重視和重要；　每個個體

的責任和貢獻受到肯定；　確定、澄清並處理學生的學習障礙；　多樣

性在發展學習經驗中被考慮；　鼓勵並展示終身學習的模範；　發展對

自我、學生和員工的表現抱持高度期望的文化；　科技運用於教學與學

習；　學生和員工的成就被肯定與讚揚；　所有學生都有多重的學習機

會；　學校團結合作，爭取成功；　設計、實施、評鑑和修正課程、共

同課程、課外活動方案；　課程決定根據研究、教師專業知識和學術性

組織的建議；　學校文化和氣氛定期加以評估；　作決定時運用多方面

的資訊來源；　運用多種技術評估學生的學習情形；　員工和學生運用

有關表現的各種資訊來源；　利用各種不同的視導和評鑑模式；　發展

學生個人方案，來處理學生及其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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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三：學校行政人員能透過組織運作和資源的管理，造就一個安全、效率、

效能的學習環境。 

               表 2-20  學校領導者的標準之三 

類別         內                                          容   

知識 　組織理論與模式以及組織發展原則；　學校及學區層級的操作程序；

　學校安全及保護的原則與問題；　人力資源管理和發展；　學校管理

的財政運作原則和問題；　學校設備及空間運用的原則與問題；　影響

學校運作的法律問題；　支持管理功能的現有技術。 

意向 　作成增進學習與教學的管理決定；　利用危機改進學校；　信任別人

及其判斷；　接受責任；　高品質的標準、期望和表現；　讓利害關係

人參與管理過程；　一個安全的環境。 

表現 　運用學習、教學和學生發展的知識，來形成管理決定；　設計與管理

運作程序，擴大成功學習的機會；　了解、研究並適當運用當前的趨勢，

達成學校願景和目標的運作計畫與程序是適當的；　有效管理與學校有

關的集體談判和契約合同；　安全、有效地運用學校設備與支持系統；

管理時間以擴大組織目標的成果；　了解潛在的問題和機會；　面對問

題及時加以解決；　統合運用財力、人力和物力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學校行事存有企業風格，支持不斷的發展；　視需要定期監控和修正

組織制度；　讓學校利害關係人參與影響學校的決定；　分享責任以擴

大歸屬感和績效；　運用有效的問題設計和問題解決技巧；　運用有效

的衝突解決技巧；　運用有效的團體過程和建立共識的技巧；　運用有

效的溝通技巧；　創造並維持一個安全、整潔又有美感且令人愉快的學

校環境；　人力資源功能支持學校目標的達成；　維護學校紀錄的秘密

和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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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四：學校行政人員能與家長及社區成員合作，回應社區的不同利益和需求 

，運用社區的資源。 

            表 2-21 學校領導者的標準之四 

類別          內                                         容 

知識 　潛在影響學校社區的問題和趨勢；　不同學校社區的條件和動力；　

社區資源；　社區關係、行銷策略和過程；　學校、家庭、企業、社區、

政府及高等教育夥伴的成功模式。 

意向 　學校的運作是整個大社區的一部分；　與家庭的合作和溝通；　使家

庭和其他關係人參與學校決定的過程；　多樣性使學校富有活力；　家

庭是兒童教育的夥伴；　家庭會考慮兒童的最大利益；　家庭和社區資

源必須引進來影響學生的教育；　有見識的民眾。 

表現 　優先事項是高能見度、主動參與、與廣大的社區溝通等；　確認並助

長與社區領導者的關係；　定期運用家庭和社區所關心、期望和需求的

資訊；　延伸到不同的企業、宗教、政治和服務機構、組織；　對價值

及意見方面可能衝突的個人與團體，仍給予信任；　學校與社區彼此成

為資源；　確保可取得的社區資源，能協助學校解決問題、達成目標；

　與地方、企業、高等教育機構、社區團體建立夥伴關係，藉以增強方

案，支持學校目標；　學校方案能與社區年輕家庭服務機構整合；　以

平等對待社區各利害相關人士；　了解並珍惜多樣性；　發展並維持有

效的媒體關係；　建立一個社區關係的總合方案；　適當地、明智地運

用民眾的資源和經費；　為員工塑造社區合作關係；　提供員工發展合

作技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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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五：學校行政人員能以誠實、公平和合乎倫理的方式行事。 

           表 2-22  學校領導者的標準之五 

類別          內                                         容 

知識 　當代社會中教育的目的與領導的角色；　倫理學上的不同道德架構與

觀點；　多樣化社區的價值；　倫理學的專業規約；　教育的哲學和歷

史。 

意向 　共同幸福的理想；　人權法案所揭示的原則；　每一個學生有自由、

平等受教的權利；　作決定的過程中融入道德的考慮；　學校社區的利

益勝於個人的利益；　接受並堅持一項原則和行動所產生的結果；　建

構性地和生產性地運用個人職務的影響力，來服務全體學生和家庭；　

發展一個關懷的學校社區。 

表現 　考驗個人和專業的價值；　能作個人和專業的典範；　展示期望他人

高水準表現的價值、信念和態度；　扮演角色模範；　接受學校經營的

責任；　慎思自己行政實際作為對他人的影響；　將職務的影響，運用

在提昇教育方案，優於運用在個人；　以公正、平等、尊嚴和尊重對待

他人；　保護員工和學生的權利與秘密；　對學校社區的多樣性，展現

欣賞和敏銳性；　認識並尊重他人的合法權威；　檢驗並思考不同學校

社區的優勢價值；　期待其他學校社區人士展現正直、合乎倫理的行為；

　學校公開化，接受民眾檢視；　完成法定的及契約的責任；　公正、

明智並思慮周到地應用法律及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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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六：學校行政人員對廣大的政治、社會、經濟、法律和文化環境，能有所

了解、回應、影響。 

            表 2-23  學校領導者的標準之六 

類別          內                                       容 

知識 　支持美國學校制度的代表管理原則；　公共教育在發展、更新民主社

會及富有經濟生產力國家的角色；　教育和學校有關的法律；　影響學

校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的制度與過程；　應用於政治、社會、文

化與經濟環境的變革及衝突解決的模式、策略；　影響教學及學習的全

球性問題與力量；　在民主政治制度下政策發展與提倡的原動力；　民

主社會中多樣性和平等的重要性。 

意向 　教育是機會與社會流動的關鍵；　認識不同的思想觀念和文化；　與

其他影響教育的決定者不斷對話是很重要的；　主動參與教育服務中的

政治與政策制定情境；　運用合法的制度保護學生的權利，改善學生的

機會。 

表現 　學校運作受學生及其家庭影響；　對於學校運作環境中有關趨勢、問

題和可能的改變，要與學校社區進行溝通；　與不同的社區團體代表進

行對話；　學校社區要在地方、州和聯邦當局制定的政策、法律、規定

的架構內工作；　為提供學生高品質教育而制定公共政策；　與學校社

區外的作決定者建立溝通管道。 

    Daresh（1986）認為初任一至二年的校長專業發展的重點有三： 

　角色的澄清：了解校長名銜之下的責任、增加的權利和正式的權威。簡言

之，了解新職位的性質。 

　技術性的知能：　程序問題：例如如何處理法律問題？如何規劃預算？如

何進行集體談判和契約管理？如何執行特別規定、政策和優先事項？　人

際關係：衝突管理技巧，學校與社區關係，減輕因責任、評鑑和教師發生

的緊張關係，讓其他人了解自己的人際需求等。 

　專業和制度的社會化：初任校長要學習如何察覺有關自己工作的信息，例

如：一般人假定校長應有的作為是什麼？如何穿著？是否參加學校董事會

的會議？ 參加哪一個社區組織等。 

美國教育行政全國政策委員會（National Policy Board for Educational Admi- 

nistration , NPBEA）提出校長訓練需求的 21個領域（引自 Erlandson , 1994）： 

    　功能領域：包括領導、資訊收集、問題分析、判斷、組織監督、實施、授

權等七項。 

　規劃領域：包括教與學的環境、課程設計、學生輔導與發展、員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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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與評鑑、資源分配等六項。 

　人際領域：包括激勵他人、人際敏感性、口語和非口語表達、書寫表達等

四項。 

　環境領域：包括哲學與文化價值、法律規定的應用、政策與政治影響、公

共關係等四項。 

肆、其他地區 

一、澳大利亞 
A.C.A.E（Armidale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提供的校長專業發展方

案，包含五種主要課程，其中四項是一年的研究課程，第五項則是延伸性的獨立

行政經驗。除了學術的追求外，也強調經驗的價值，期使理論和實務相互融合（ 

Smith , 1977）： 

　當代的教育問題：探討相關的報告、期刊文章、課程與行政中引起公共和

專業爭辯的新趨勢和新事件，每一個學生必須進行一項獨立研究。 

　組織和行政理論：探討有關現代組織、行政和團體動力學的理論和研究。 

　學校組織和行政：探討社區關係、學校資源分配、學校事務運作、設備計

畫、學校法律和人事行政。 

　教育領導：行政人員是教育革新、政策發展、員工專業發展、推動革新的

教學領導者和催化者。 

　行政經驗：　提出一份長期獨立的田野經驗報告，時間至少十六個月。　

在學校進行至少十個半天的行政實務觀察和諮詢。　住校的實務經驗。 

二、蘇格蘭 
蘇格蘭的校長準則可以用圖中的架構顯示其間的關係，在校長準則中，校長

要執行四項主要的功能，具備兩項能力（Reeves , Forde , Casteel & Lynas , 1998 

；Scottish Executive , n.d.）。 

　管理學習與教學： 

    　發展有效教與學的管理和評鑑制度； 

　建立能開創和維持工作條件的程序，藉以支持有效的學習和教學。 

　管理人員 

    　徵求和遴選教學與支援的員工； 

　發展能增進表現的團隊和個人； 

　計畫、授權和評鑑團隊與個人所完成的工作； 

　和員工之間，開創、維持和增進良好的工作關係。 

　管理政策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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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並溝通學校的價值、目的、政策和計畫； 

　和家長、學生、學校董事會、校外機構與社區之間，發展並維持夥伴關係。 

　管理資源和財政 

　管理及分配資源，支持有效的學習與教學； 

　監視和控管資源的運用。 

　人際能力 

    　表露出自信和勇氣； 

　營造和維持積極的氣氛； 

　期待和激勵他人； 

　有效地溝通； 

　同情他人； 

　重視團隊的工作方式。 

　智性能力 

　尋找和運用資訊； 

　策略性思考； 

　明智地判斷和恰當地決定； 

　確認並解決問題； 

　展示政治的遠見。 

 

                 專業品質          管理功能         專業能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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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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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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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知識 

管理人員 

主要 

目的 管理政策和計畫 

 
管理資源和財政 

 

 

                    圖 2-5  校長準則的要素 

資料來源：“Developing a model of practice : Designing a framework for the profe- 

ssional development of school leaders and managers ,＂J. Reeves , C. 

Forde , V. Casteel , and R.Lynas , 1998 , School Leadership & Manage- 

ment , 18(2)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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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校長專業發展主題的相關研究 

2003年一項針對上海市中小學校長的調查顯示，校長認為提高學校管理水準

明顯有幫助的課程是「最新教育學理論和學校發展設計與策略」；當前最需要培

訓的課程則是「教育政策法規、課程改革和國內外學校管理理論」（楊國順，2004）。 

    Erlandson（1994）引述學者的研究指出，初任校長對內要處理多重的任務、

與不同的群體溝通，對外要開創良好的學校形象、解決家長的問題；另有學者則

建議初任校長要建立四項基礎：增進能見度和溝通、發展行政團隊、建立行政程

序和預算的流程、研讀現行的政策和程序。 

Walker 和 Hudson（1996）認為許多研究顯示校長的倦怠和壓力一直存在，

他們對印第安那州和密蘇里州的 166位校長研究，也顯示校長的活力（vitality）

較為低落，因此，修正訓練方案，關注校長的壓力源和身心情緒健康，將有助於

校長的整體效能。 

Edna McConnell基金會在與 23位校長的訪談中，校長認為在學校改革中，

必須學習以下四個領域的知能（Neufeld , 1997）： 

　領導與領導型式：如何建立一個程序，用以發展富有意義的學校願景，然

後領導學校和社區邁向願景，並能處理質疑者和惡意批評者。 

　一個有益改革的合作文化：必須學習如何創造一個合作的學校文化，以有

效的達成學校願景。 

　了解新的教學策略：校長必須了解教師在改革中嘗試改變的是什麼？為什

麼可能遭遇困難和挫折？校長必須知道更多當代的教學觀念，學習如何評

估所採行方案的利弊得失。 

　評估改革的進展情形：專業發展應該協助校長了解評估資訊的價值和獲得

有價值資訊的初步知識。評估的訓練，幫助校長對問題產生敏銳感，提供

校長可加以應用的技巧。 

Fenwick 和 Pierce（2001）指出，在一項全國性的研究中，當問到什麼是最

重要和最花費時間的責任時，校長列出的最重要三項是教學的視導、課程發展、

學生紀律和管理。 

總之，學者、學術團體、各國政府部門及相關研究，對於校長專業發展內涵 

的看法並不相同，這可能和時代背景、地區差異和校長專業發展狀況有關，歸納

而言，校長專業發展主題可大別為二：一類是學校教育與行政方面的主題，與校

長職務直接相關，另一類是充實人生與生活方面的主題，與校長職務間接相關。

學校教育與行政主題如管理與領導知能、課程與教學知能、教育法令與教育政策 

、人際關係知能、電腦及科技知能、學校革新及教育改革問題與策略、學生的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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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管理策略、學校資源的管理與運用知能、評鑑和視導知能等；充實人生與生

活方面的主題如培養廣泛的興趣、身心情緒的健康與保健、一般生活知能等。在

安排培訓方案時，要重視方案間和方案內課程的連貫性，也要注意校長證照課程

和專業發展課程之間的連貫性（Peterson , 2002）。決定校長專業發展主題時，可

考慮能否實現教育目的和目標？能否針對職前培養的不足而設？是否符合專業

特性和時代特徵？能否合乎社會、學校及校長的需要？能否化抽象理論而利於實

踐？（何鴻斌，2000）或考慮是否突出重點，少而精，增強針對性，避免內容龐

雜？是否和職前培訓內容銜接，達到補充、更新、加深、拓寬知識面的目的？是

否安排選修課程，以適應校長特長、愛好、興趣、專業基礎知識和知識需求的不

同？是否根據中小學校長任職條件和職責的要求，又能針對不同層次的校長及其

分管工作的差別，使課程具有針對性？（朱運治、王國申，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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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校長專業發展的影響因素 

本節主要探討校長專業發展的影響因素。由於學校教育具有公共性，容易受

到政治和教育行政權力等社會體制的制約和支配，也容易受社區和家長的影響，

加以社會變遷快速，科技發展一日千里，校長職務功能範圍不斷擴大、不確定性

增加，致使校長職業輪廓的界定和相應的培訓非常困難，而校長群體和個人也具

有一些不同於其他群體或個人的特性，因此，影響校長專業發展的因素相當錯綜

複雜。在影響專業發展的因素中，有些是屬於偶然的因素，有些是較穩定的、具

有持久作用的因素（王為杰，2000；楊秀梅，2002；陳聖謨，2000）。本節依次

分析校長專業發展的背景、環境、同儕和心理因素，並略述相關的研究。 

壹、 背景因素 

    Cross 在 1986 年指出，一般的研究發現，成人參與教育活動的興趣在三十歲

以後即有逐漸緩慢下降的趨勢，至五十五歲下降幅度遽增（林勤敏，2002）。張

瓊瑩（1994）的調查顯示，年紀愈大的成人，在參與學習活動的各項障礙因素上

較為顯著，對成人繼續教育態度的「接受性」、「重要性」、「價值性」等方面的觀

點，也較為消極，參與的情形也較差。 

蔡培村（1995）針對台灣地區成人的調查顯示： 

　男性、年齡 20-40歲、工商公教職、都市地區的成人，傾向選擇繼續教育 

、進修教育與現代生活教育的學習內容；女性、年齡 61 以上成人，傾向

選擇休閒教育、家庭生活教育與身心保健的學習內容。 

　男性、年齡 20-50歲、工商職、都市地區的成人，傾向選擇課堂講授的學

習方式；女性、年齡 51 以上、鄉鎮地區的成人，傾向選擇電視與廣播教

學的學習方式。 

　男性、年齡 20-40歲、工商職、都市地區成人的學習障礙，主要為時間因

素；女性、家管的學習障礙，主要為家庭因素與心理因素；年齡 50以上 

、鄉鎮地區成人的學習障礙，主要為訊息因素、心理因素與地理因素。  

    陳清美（2001）對高齡學習者的調查發現，年齡較小的高齡者（55至 59 

歲，60至 64歲），反應偏好講述後討論的教學方式。年齡較大者較偏好講述法；

女性偏好講述後討論，男性則偏好講述法；整體而言高齡學習者對教法的偏好，

以講述後討論居多，其次為講述法。 

    Belenky等人在 1986 年曾發表看法，認為大部分典型女性（包括有些男性）

偏好互為關連、依賴的學習型態，而大部分典型男性（包括有些女性）偏好自主

分開、獨立的學習型態（黃月純，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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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培村 1995 年對 1247位中小學校長的調查顯示，整體上校長認為有必要參

與在職專業研修，而高齡和資深校長，對專業研修必要性的認同較低（蔡培村，

1997a）。 

    Bezzina（1994）對澳大利亞校長的調查顯示，女性校長比男性校長更常參加

專業發展活動。 

    總之，年齡、性別、職業別、居住地區等背景因素，在學習的興趣、態度、

障礙、型態、主題等方面，會有不同的影響。 

                  貳、環境因素 

中小學教育人員繼續教育的形式和途徑，和中小學教育人員素質提高、基礎

教育改革發展需要、當代社會發展需要和提供的條件密切相關（洪祥生，1999）。 

對校長而言，校長專業發展和社會環境的狀況與變化，也是息息相關。 

一、國際組織和政府重視程度不足      

教育人員的在職教育，上級行政人員應該參與和充分支持（Korinek , et al. , 

1985），但校長專業發展未如教師專業發展那樣受重視卻是一項不爭的事實，這

可從國際組織的議題看出來。早在 1966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勞工組織

在《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中，就強調教師的專業性質，認為「教學應被視為專

業」（劉捷，2001）。1975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日內瓦舉行了第 35 屆國際教

育大會，首次提出「教育作用的變化及其對教師職前培養和職後培養的影響」問

題；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從 1976 年起，以「教師的職後教育」為主題連

續召開了六次國際會議，進行專題討論。此外，一批對各國職後教育具有指導意

義的文獻相繼發表，例如《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學會生存》、《今日之教育，

為了明日之世界》等等。這些文獻都強調了一個主題，即「為了使教師承擔起在

教育改革中的任務，職後教育尤其顯得重要。」（孫運時等，1996）。 

林丹（2002）提到教育主管部門在態度上不重視校長成長，是大陸中小學校

長成長滯後的重要外部環境因素。 

再回頭看看國內，為落實李總統登輝先生儘速進行教育改革的理想，並具體

回應教育改革團體及「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所提建議，行政院於民國 83 年 9

月 21 日成立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經由資料及意見蒐集、委員會議、專案研究、

專題座談、諮議座談、公聽會等途徑，陸續於民國 84年及民國 85年分次提出四

期諮議報告書及總諮議報告書。這些報告書彙整了專家學者、教育人士及一般大

眾的觀點，大體能代表社會對教育改革的認識和期望。教育部在民國 86 年所提

出的「教育改革總體計劃綱要」，民國 87年提出為期五年的「教育改革行動方案 

」，也大致以諮議報告書為藍本。綜觀四期諮議報告書及總諮議報告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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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教師專業發展問題深受重視，常有專節分析研討與改進建議，而校長的

專業發展未受關注，所關注的焦點主要是校長的遴用（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1995a，1995b，1996a，1996b，1996c；教育部，1998）。 

    以第一期諮議報告書而言，「中小學師資素質之發展」問題，曾專節分析，

並提出「對師資素質的要求，建立正確的專業共識與標準」、「建立多元而卓越的

師資培育管道」、「建立合理的進修制度」、「各校設教師審議委員會處理任用、考

核及相關事宜」等建議。第二期諮議報告書也專節研析「教師專業素質之提升」，

在提高自主性方面，包括積極啟發師資培育階段學生專業自主之自覺、積極鼓勵

並輔導教師成立專業團體、修訂統整師資培育任用法令；在專業化方面，有關「準

教師之招生與甄選」、「專業教育課（學）程」、「教育實習」、「教師生涯發展」，

也各有具體建議。另外，在「中小學學生行為輔導」一節中，則建議「培養人性

化的教師」，強調「職前養成時，應重視人文、社會學科之要求，加強教育哲學、

教育史與心理學之素養，落實實習制度。」、「在職進修之重點應於學校內，提供

教師自我成長，分享教學經驗，參與教學研究會，與研究發表等之誘因」。第四

期諮議報書中，有關「教育體制改革相關立法原則」一節，對於教師法的修訂，

也從「職前教育」、「資格檢定」、「聘任」、「教師權利義務」、「進修研究」及「教

師組織」等六部份，提出詳細的改革分析建議。 

    在校長方面，第一期諮議報告書只提及「建立合理之校長遴選及任期制度」，

用意主要「在制度上及觀念上，打破一旦當了校長終生是校長的現象，開拓轉任

為教育行政人員及回任教師之管道⋯⋯」。第二期諮議報告書雖然建議「校長職

前及在職進修，應以擴大視野、開闊胸襟、激發熱誠及人文素養等課程為主。」

但這項建議是附屬於「校長遴選應保證能選出具有人文關懷之特質」項目下，還

是居於遴選的考慮。第三期諮議報告書提出彌足珍貴的兩條建議，為了「推動以

學校為中心的管理」，主張「訂定中小學校長及行政人員進修計畫，與大學、企

業管理專業或其他教育研究組織合作，培養其學校經營之知能。」、「獎勵教師、

校長積極參與推動教育改革之相關研究發展過程」。相較於教師專業發展，政府

及社會對校長專業發展的重視程度，還是相當不足。葉匡時（2000）認為我國並

無專業之傳統，因此，專業社團、專業倫理的形成與維持，均有賴國家介入。校

長專業發展如無國家政府的重視和作為，更難期望有所進展了。 

二、社會對校長及專業發展的認識不清 
    專業發展與不同時代社會對專業、教育的期望和要求分不開。就專業而言，

不同時期、不同國家在歸納專業標準時，似乎都在尋找統一的、公認的專業標準，

往往忽視了專業的理念是一種社會文化下的建構，沒有把專業看成是一個有歷史 

、文化涵義而又變化的概念，因而忽視了專業標準的時代性、文化性和區別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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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專業標準的特殊性。專業標準的模糊，導致了專業化發展方向的迷失。就教育

來說，家長及社區的理解和支持不夠，也是中小學校長成長滯後的外部環境因素

之一。由於多數中小學校長出身於教師，加之社會各界對教師的研究多於對校長

的研究，導致人們對校長一職的認識並不清晰而具體，影響中小學校長的專業發

展。加以社會本身經常質疑教育人員的經濟價值，他們把研究和發展的概念，視

為與教育領域不相干的東西，有些沒有足夠知識的家長和學區委員會成員，還把

一些發展方案視為是對學生學習的干擾，他們希望教育人員每天都待在學校。本

質上，大眾傾向於將教育人員看做是保姆，對他們而言，專業成長的花費，違背

了公眾的付託，也浪費大家的錢（林丹，2002；胡定榮，2003；戚業國、陳玉琨 

，2002；褚宏啟、楊海燕，2003；Marczely,1996）。   

三、缺乏校長專業發展的激勵、保障和督導機制 
    林丹（2002）探討中小學校長成長的外部環境因素時，特別強調教育主管部

門維持校長努力成長機制的重要。楊海燕（2003）在探討校長專業發展的原因時，

也提到職級晉升、保障激勵和考核評價的問題。在職業生涯中，職級晉升是激勵

個體不斷追求自我職業價值的有效方式。對於專業人員，追求專業領域內的專業

水平認可獲取不斷提昇的專業地位和社會聲譽，是專業人員追求專業發展的最直

接目標。在校長的專業發展過程中，職級制作為一種促進校長不斷提昇專業知能 

，不斷追求自身的專業成長的促進因素，極大地影響著校長群體和個體的專業發

展。 

    在保障方面，獲得穩定而豐厚的經濟收入，是專業人員不斷追求專業發展的

基本物質保障。任何一個專業成熟度很高的職業，都有相當高的經濟回報作支持 

，只有這樣，才能吸引更多的優秀人才加入這個行業，也只有這樣，才能促使專

業人員不斷地致力於提高專業水準，建立嚴格的職業倫理規範，從而提高這一職

業的權威性和社會地位。在激勵方面，首先應給校長發揮專業才幹的各種條件，

並對校長的成就給予即時的獎勵；其次，給校長更大的辦學自主權；再次，由教

育行政機關、校長專業組織，提供校長思想交流、探討專業問題的機會，並幫助

校長解決問題、克服困難；最後，對校長工作給予評價和鼓勵要及時、公正。 

    考核評價是促進校長專業發展的一種重要手段，不能只停留在升留免降或褒

獎懲戒上，忽視了對校長的工作改進和校長的專業發展提供指導信息。 

Lemley (1997)認為熱切參與專業和個人發展的校長，應該給予回饋和獎勵。

Caldwell（1986）主張教育局或學區要支持校長在職教育，允許實驗措施和冒險

行動的嘗試。Daresh 和 Laplant（1984）、Korinek 等人（1985）、Holliger 和

Wimpelberg（引自 Bezzina , 1993）、Guskey（2002）也認為對參與者明示內在的

和外在的獎勵、增強誘因和回饋，使個別參與者的需求、興趣和關注獲得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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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效規劃和執行在職教育的通用原理，有效的在職教育也需要進行追蹤和成效

的評鑑，了解參與者的反應和學習、組織的支持情形、參與者運用知識技能情形、

學生的學習等。 

四、校長專業發展情況和需求的評估不確實 
    校長專業發展的政策、計劃和措施的推動，應該針對校長專業發展的狀況而

發，也就是說要針對校長知能、素養上的不足來進行，這樣，才能真正達成校長

專業發展的目標，這種評估，在教育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尤其重要。倫敦教育領導

中心（London Leadership Centre）就是很好的例子，該中心運用企業界上司、同

儕和下屬對公司主管人員所做全方位的評估模式，在校長參加專業發展活動之前 

，由校長的上級單位、副校長、家長、老師等，以問卷或訪談的方式，對校長的

領導特質、領導風格及學校情境進行全面評估，找出校長經營學校的弱點，作為

訓練發展活動的依據（葉春櫻，2000）。英國 1998 年開始的現職校長領導方案

（LPSH）也如此（林文律譯，2002c）。 

校長專業發展的規劃和實施，除了考慮校長的弱點外，也要以校長專業發展

的需求評估為基礎，因為校長在不同發展階段會有不同的專業發展需求，而個別

校長也會有不同的需求，包含個人與專業需求（林文律譯，2002a；Daresh & 

Laplant , 1984）。陸善濤等（無日期）就認為，規劃校長團隊專業發展必須考慮

校長的成長過程，校長的成長過程大致分為適應階段、逐步成熟階段、個性化發

展階段。在適應階段，主要是了解情況，適應環境，完成自己的角色轉換，大約

需要二至三年的時間。在逐步成熟階段，校長從實踐中使自己的經驗逐步成熟起

來，成為稱職的校長所需要的時間，有的是四至五年，有的可能更長一些。在個

性化發展階段，校長形成正確而獨特的教育思想，在同類學校中有較大的影響，

並能指導培養新的校長，這個階段約需十五年的時間。成立於 1979 年的美國北

卡羅來納州校長領導學院（North Carolina Leadership Institute for Principals），每

年會對州內的校長進行訓練需求的評估，作為安排研討活動的依據（Grier , 1987 

）。而美國匹茲堡大學教育學院，除了從學區的校長需求調查中瞭解校長的意見

外，還不忘在培訓過程中評估校長的需求（王秀雲、劉麗紅，1998）。Fredericks 

(1992)更主張，校長需求的評估還要擴大到學校、學生、社區、員工和組織結構

的了解。 

校長專業發展的評估，需要經過一個合理而適當的程序，運用正確的方法。 

Geering（1980b）就曾提出一個學校校長專業發展模式如圖 2-6，用以決定校長

專業發展的需求，此一模式對專業發展需求的評估和方案的設計，就經歷一定的

程序。至於需求評估的方法，可以運用檢核表、問卷、晤談、自我評鑑、同儕評

鑑、顧問、大學教授、退休校長和其他方法等，這些方法可以個別或群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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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都有，各有其優缺點。不論使用何種方法，需求的確認：　

要從當事人的關注點產生；　適於當事人及其學校的發展階段；　與當事人外在

的考慮和壓力相關；　共同合作決定需求；　與當事人的價值輻合（Jones, et al.，

1989）。 

選擇一個委員會 

負責整個進程的監管 

                               ↓ 

確認校長的職務功能 

                               ↓                                                    

確認校長職務功能所需的能力

                               ↓                                                    

評估校長所需能力的實際和期望

的表現水準 

                                ↓                                

編製並提出需求評估的結果 

確認專業發展需求 

                                ↓                                 

以其他程序 

確認校長專業發展需求 

                                ↓                                                   

      設計專業發展方案       

                                                                                     

                    圖 2-6  學校校長專業發展模式 

資料來源：A descriptive model for determin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eds of  

principals (p.5), A. D. Geering ,1980b,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199929 

 

五、缺乏專業發展資源的設置和統整運用 

Daresh 和 Laplant（1984）曾從文獻中抽引出有效規劃和執行在職教育的可

通用定理（generalizable propositions）表示：學校在職教育必須獲得教育局提供

資源支持。校長專業發展的策進，除了政府部門外，更有賴多元化專業發展資源

的設置和統整運用，特別是高等教育機構、校長專業組織、基金會、社區、企業

機構和校長專業發展機構等。Laplant（1979b）分析校長在職教育的文獻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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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美國當時校長在職教育活動，主要來自於下列資源：非正式的自我改進計畫（如

閱讀、寫作、旅行、參與社區活動等）、大學在職方案、學區本位方案、聯邦與

州的特定方案、全國或州的專業組織、私人組織與基金會，提供校長在職教育機

會的聯盟概念也相當有用，跨學區或跨校是學習過程的重要成分，分享資源的相

互獲益，也比個別組織更有作用。全美各州在職教育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s on Inservice Education）也成立，提供各州檢驗、討論、傳播有關在職教育

目標、訓練教材和再訓練策略的一個有效途徑。這些多元化的資源對校長專業發

展相當有用。 

Leak、Petersen 和 Patzkowsky（1997）也指出，由於典型的校長儲備方案無

法促使校長獲得好的專業發展，許多組織和團體開始創設指導方針、確認知識基

礎與核心能力、建議並建立變通的傳播制度（alternative delivery systems）。最典型

的有四種類型：　實務工作者組織；　大學本位的學者群；　州支持的組織；　

學區。 

1996年，美國德州A & M 大學校長中心開創一個學校領導發展方案（School 

Leadership Initiative , SLI），用來開展校長生涯的領導訓練。該方案在 Sid Richardson 

基金會的資助下，利用A & M大學的德州教育合作中心（Texas Education Collabora- 

tive）的設備，並和五個選出的學區及一個地區服務中心共同合作，十幾個專業

指導校長（mentor principals）的參與，整個方案的目的在共同合作地運用學校和

社區的各種領導資源，以協助學校成為學習的社區（Erlandson & Zellner , 1997）。 

我國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三期諮議報告書所提出的改革建議中，也

提到「訂定中小學校長及行政人員進修計畫，與大學、企業管理專業或其他教育

研究組織合作，培養其學校經營之知能。」（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a） 

。王鐵軍（無日期 c）提出大陸校長專業發展的改進方向，也認為校長培訓的主

體應該多元化，一方面發揮專門培訓機構的作用，另一方面發動社會各方面的參

與，挖掘各方面的教育資源，如教育行政部門、高等學校、各級教育學術團體等。 
　大學 

Digregorio等人（1984）認為 Boston大學與 Chelsea公立中小學五年的夥伴

關係，最為成功的是增加校長和教師的專業發展機會，這種夥伴關係也大大提高

了學童學習的機會。 

    Schoppmeyer（1988）在一項美國阿肯色州校長職前準備教育缺失的調查後 

，提出補救的做法，強調州教育廳及阿肯色教州育行政人員協會（Arkansas Asso- 

ciation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應該共同承擔校長教育的責任，而大學，在

更新校長的理論研究和觀念方面，更可扮演一定的角色。 

    美國夏威夷州鑒於大學傳統課程無法與不斷改變的校長角色配合，未能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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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學校和社區的真實狀況及問題，造成隔閡、競爭、習於接受傳統的實務和

知識，因此，和夏威夷大學合作發展夥伴學校領導方案（Cohort School Leadership 

Program , CSLP），此項兼顧臨床與學術領域的方案，方案的三個主要成份就是問

題本位的學習、校長現場實務指導經驗以及反省探究研討（Araki , 1993）。 

    美國威斯康辛州的地區員工發展中心，也是強調學校與大學合作的專業發展 

組織，其合作的型態有三種：聯盟（alliances）、網絡（networks）、研討委員會

（study committees）。聯盟是由學校和大學的教育人員定期會面，形成學者社群 

（communities of scholars），在共同的學科方面分享經驗、知識和興趣；網絡則

是有相同興趣或共同問題的教育人員，彼此互相交換專業的觀念；研討委員會則

是共同分析影響專業生活的條件，並在工作場所加以實踐，以減少智能的停滯和

孤立（Gould & Letven，1987）。 

    Gettys、Barnes、Davidson和 Silberman（1994）認為為了整合學校行政人員

的職前和在職訓練，學區和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很重要，過去受限於人員資

金運用規定的思考方式，也必須加以解除。 

　專業組織 

    Smith（1977）認為參加地區性組織比參加全國性組織更有益於校長專業發

展，因為參加全國性組織的會議活動，對一般的校長而言，是一項令人卻步的挑

戰，地區性組織才能讓每一個成員有專業成長的機會，能在屬於他自己同儕團體

的環境中展示努力的成果，對成員提供較佳的專業發展。 

　基金會 

    在美國，有許多基金資助的研究組織，對校長專業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例

如Kellogg 基金會、Danforth 基金會都曾資助重要的研究和活動計劃（姚霞，2003） 

。 

　社區與企業夥伴 

    Gilligan(1980)認為學校董事會與其放任學校發展而又不滿意，不如和校長討

論目標設定、專業發展、問題解決等，實際加以參與。 

美國馬里蘭州的巴爾的摩市（Baltimore）1994 年發展了一個革新的學院，

稱之為教育領導學院（Academy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該學院是一個長期

的專業發展方案，主要任務是公立學校領導者的準備與發展工作。學院的一個主

要特色是充分展現了學校企業夥伴關係（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的合作精

神，由學校體系和大巴爾的摩委員會（Greater Baltimore Committeee，GBC）共

同組成夥伴關係，在教育局長和 GBC副總裁的領導下成立，GBC是一個策略規

劃和問題解決的組織，和巴爾的摩當地的社區機構、企業社群有長期緊密的關係

（Leak , et al.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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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現職校長的領導發展計劃」（Leadership Programme for Serving Heads , 

LPSH），在領導訓練課程的規劃與實施過程中，也很重視地方社區及企業間的合

作夥伴關係，以增進實務訓練的效果（張明輝，2000）。 

　校長專業發展機構或中心 

Wimpelberg (1986)指出，校長中心可以增進校長的社會關係，提高專業認

同。是最不能忽視的校長專業發展資源，因為這種機構或中心能提供（吳淑妤譯，

2002）： 

    　給校長一個安全而且可以重建創造力和希望的地方。 

　一個讓校長發展倡導技能的地方。 

　一個為領導和作為領導者的校長建立社群領導意見的地方。 

　一個提供協助，使人能夠更為了解學校改進歷程的方法。 

　一個永久提昇校長、教師、職員、家長，尤其是學生練習領導的地方。 

　一個讓領導者能夠自願前來，並且自如的和其他校長展開有意義對話的地

方。 

　一個讓領導者發現可以使學校從認知和情意、從領導關係和領導策略多方

面改變的地方。                                                                 

六、校長的工作壓力與人力資源危機 
　校長的工作壓力 

Daresh 和 Laplant（1983）很早就曾指出，校長缺少時間，每天要面對許多

煩人的問題，因此很難能獲得專業上的成長。詹棟樑（1985）也表示，成人平常

工作忙碌，一有時間就想休息，而不願在花時間去學習，認為學習是一件痛苦的

事情。 

中小學校長的工作壓力來源多方面，除了承擔教師角色的壓力外，還承擔作

為領導者、管理者的工作壓力，因而校長比教師承擔的壓力更多（何進軍，2001）。 

校長的工作是苛求的、複雜的、多面向的，而且是永遠做不完的（Patricia , 1998） 

。校長要有超人的力量、愛因斯坦的智力、黛安娜王妃的名氣、總統候選人的政

治見識和德雷沙的同情心，校長沒有職務描述，事情出現，就要處理（Hopkins , 

2000b）。 

美國教育研究中心曾完成了一項全國合格校長短缺問題的調查發現，影響合

格校長參加校長遴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項（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et al. 

, 1998）：　報酬與責任不能相比；　工作壓力過大；　工作時間太長；　難以滿

足家長和社區的要求；　貧窮和缺少家庭支持等社會問題，使校長難以專心教學

事務；　經驗豐富的教師不願成為助理校長和校長；　測驗和績效的壓力過大；

　工作性質比以前更令人不滿意；　來自學區不斷的負面壓力以及公共關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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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力；　學校經費不足；　職缺未能大力宣傳；　擔任校長或助理校長將失去

教師的終身在職保障；　校長一職沒有終身任用保障。 

1999 年 Adams提到的因素：影響變革的權威受到侵蝕、績效責任的期望節

節升高、缺少支持、充滿壓力的政治環境（引自 Elizabeth , 2001）。 

    Blackman 和 Fenwick（2000）認為校長一職受下列因素的影響而出現很大

的改變：　學生與社區的種族和語言多元性增加；　大眾對公立學校品質的信心

減少；　民營化的壓力；　學校暴力增加；　求取校長職務的意願降低、人數減

少；　績效運動將學生在標準化測驗的表現和校長任職保障連在一起。 

美國勞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曾估計，下一個十年將有

八萬個校長退休或離職，校長人選短缺的原因除了退休之外，低的報酬、要求的

工作時間、壓力、績效責任的要求以及不斷增加的家長影響力，都是影響的原因

（Elizabeth , 1999）。 

Tirozzi（2000）則將原因歸為長時間的工作和缺乏支持，此外，當教師薪水

增加時，社區和學校委員會不願適當調整校長薪水，形同薪水壓縮（salary compre- 

ssion），等於去除了承擔額外責任的有利誘因。一個薪級最高的教師，一年薪資

七萬元，工作十個月；而一個助理校長一年薪資七萬五千元，卻要工作十二個月，

每月還有六到十個晚上要工作。典型的教師一年工作 180至 190天，但一個校長

要工作約 220天，取得相同的退休資格。如果沒有其他誘因，許多優秀的教師當

然寧願待在教室了（Chmelynski , 2001）。 

在最近美國華府的一項領導高峰會中，90%的校長確認了五個越來越少人尋

求校長一職的理由，包含：正在改變的工作要求、薪水、時間、缺少家長和社區

支持以及媒體和民眾的否定、缺少尊重（引自Whitaker , 2001）。Whitaker對 108

位視導人員的調查，所提到的重要因素，除了時間投入、嚴重利害關係的測驗、

學校報告、增加的暴力問題、民眾對教育缺少尊重、整體的工作壓力外，另一個

重要的因素，是許多文獻所提到的薪水問題，視導人員認為提供給校長的薪水與

不斷增加的工作責任不相稱。 

英國教育研究全國基金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NFER）進行了一項超過十年的中等學校校長追蹤研究發現，大多數校長校長認

為 1993 年政府強力實施教育改革法案後，校長的角色面臨重大改變，學校管理

者（managers of schools）的角色更勝於校長（headteachers）的角色，學校本位

管理的實施，使校長必須花更多的時間在行政事務上，而較少直接關注教與學事

務。英國一項工黨政府委託的調查報告也指出，校長的工作時數過長，中等學校

校長每星期的工作時間高達 60.8 小時，政府實行變革的步伐和方式過快，加重

了校長的工作負擔（范兵，2003）。 

 117



在台灣，校長也面臨許多壓力，包括：校長遴選造成工作不確定性增高、角

色必須轉變、績效責任加重、家長與社區的要求、兼重管理與領導的必須性提高、

道德考量漸被重視、學校本位管理的提倡、課程與教學改革、其他校長同僚專業

發展、專業團體成長、研究結果等所產生的壓力（林明地，2002）。而且根據林

明地的實地觀察研究，發現國中小間的主要差異是：國中校長與社區、家長的關

係較為頻繁，壓力亦較大；國中校長因面對學生升學壓力，因此必須關心學生的

學業，同時因為國中生正處狂飆期的發展階段，因此對於學生的行為相當重視。

其他的研究也顯示國內的國民中學校長面臨諸如「學生行為」、「教學學習」、「行

政限制」壓力（趙傑夫，1988）、「學生壓力和教職員壓力」（羅富山，1989）、「來

自本身內在衝突、學生管教、教改運動、時間管理、地方、教職員、一般行政負

荷、人際關係、上級等的壓力」（蕭鴻光，1997）。 

　校長的人力資源危機 

美國許多學區正面臨校長嚴重短缺的問題（Peterson , 2002）。州的情形也不

例外。校長人力短缺的問題還成為選舉的話題，美國前克林頓總統夫人希拉蕊，

在競選參議員時，就將全國性校長短缺問題列入選舉議題（Goodnough , 2000） 

。美國教育研究中心調查 403位學區視導人員後顯示，整體而言，有近半數的學

區有校長短缺的問題，足見問題的普遍性（Educational Research Service and other, 

1998）。美國中等學校校長協會曾報告指出，1990 年代美國校長一職有 50%的轉

換率（turnover），並預測到 2010 年時，還會又 40%的轉換率（Whitaker，2001）。

Whitaker對 108位教育局長的調查也顯示，近四成感到短缺，五成感到極度短缺，

而且受調查的教育局長還認為，校長人選的素質也不如前幾年。還有一項估計也

指出，美國到 2004 年所需的學校行政人員將增加 10到 20%（Fenwick & Pierce , 

2001）。Barker（1997）以美國華盛頓州為例指出，校長的人力狀況呈現三個令

人憂心的趨勢。首先是，申請校長職位的人選越來越少，在 1995-96 年因新校長

遴用不理想而大約有三十個退休校長回鍋解燃眉之急，1996-97 的情形大致相

似，願意擔任校長職務的教師逐漸減少。其次，隨著學生人數的增加，所需的學

校數及校長數也跟著增加。第三，華盛頓州內大學修習相關課程的人數也相對減

少，很多修習行政課程者其目標也不一定是擔任校長。1996 年 Galvin和 Sperry

在一項猶他州的研究中發現，有半數被調查的學區，在所有學校層級都有校長短

缺的問題；1999 年美國明尼蘇達州立大學的一項研究預估，到了 2010 年時，明

尼蘇達州的學生人數會增加，但校長大約有 75%會因退休或磨損而離職，86%的

視導人員認為補滿校長的空缺是「困難」或「很困難」（引自Whitaker , 2001）。 

    在英國也出現校長荒，由於教師多數不願意擔任校長或代理其職務，1997

年，中學校長的職缺較前一年增加了百分之二十五，原本專作教師仲介的公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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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兼營校長介紹的業務（黃藿，1997）。 

　校長的分工分責 

校長是唯一領導者的時代已經過去了（Lambert，2002）。Rallis 和 Highsmith

（1986）質疑校長扮演兩種需要許多不同技巧的不同角色是否實際可行，並認為

學校改革的第一步，是承認學校管理和教學領導是不能由單一個人勝任的兩種不

同任務。行政人員的學位規劃，涵蓋政策決定、員工管理、財政、學校法律以及

組織理論，卻很少強調教學和課程，大部分的校長被訓練成管理者，很少是為了

滿足學校教學領導的需要而準備。作為一個管理者，校長的責任就已經夠忙了，

首先，校長必須協調組織內所有的鬆散連結結構（loosely coupled structures），使

其能平順的運作；其次，校長必須管理偶發的危機，校長室不像辦公室卻像走廊

（ A principal’s workplace is seldom the office； it is more often the corridor）；校

長也必須處理家長和社區的問題，最後，校長還要面對繁瑣的文書工作。更重要

的是，大多數的教師雖然期望教學領導，承認教學領導的需求，卻希望教學領導

由教師中產生，他們希望校長做管理的事情。Chamley、McFarlane、Young 和

Caprio（1992）提出克服超級校長（the superprincipal）迷思的重要，超級校長的

迷思使每一個校長都成為受害者。校長要扮演會計、律師、公關主任、外交官、

教師、紀律維護者等無窮盡的角色，超級校長是一個英雄人物，在每一方面都是

專家，這種想法不切實際。 

校長的工作壓力和人力短缺問題，必須透過職務界定和責任分工來改善。職

務界定方面，Pierce（2000）就主張建立校長的工作描述（job description），藉以

澄清對校長的期望和責任的要求。在責任分工方面，Pierce（2000）提出首席教

師（principal teacher）和首席行政人員（principal administrator）的看法，首席教

師視導教學團隊、提供回饋，並指導教師進行深入而反省性的實踐，負責學生成

就、課程、科技，有權聘用和解雇教師。至於首席行政人員的任務，主要是設備

管理、資本改善、交通、伙食、秘書、警衛、行事安排、資料收集和家長參與，

並向首席校長負責。Houston學校委員會為減輕校長負擔，允許校長聘用事務主

任(business manager），用意在讓校長擁有更充裕的時間進行教學領導工作。田納

西州 Farragut High School以團隊的概念來處理領導工作，在四個年級中各設一

個校長，負責各年級的事務，一個課程校長，負責課程、教科書、課表等事務，

這些校長都被認定為校長，授與的權威比典型的助理校長還多，主要校長（chief 

principal）是最終極的權威，並處理社區關係、員工發展、教師評鑑、安全維護

以及其他行政功能等（Ashord , 2000）。Oxnard學區的教育局長（superintendent）

經過學校委員會的同意之後，對學生人數超過 900人的小學，安排一位協同行政

人員（coadministrator）；同樣地，Conejo 聯合學區，學生超過 700人的小學，則

 119



設置副校長（vice-principalship），兩人承擔責任，以減輕壓力、避免孤立（Elizabeth , 

1999）。 

質言之，校長的工作壓力及其造成的人力資源危機，對專業發展的影響正逐

漸增強中。 

七、科技的快速興起 
美國印第安那州在 1990 年開始實施校長科技領導訓練方案（Principals’ Te- 

chnology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參加的校長接受為期四天的電腦及科技專

業發展活動。從校長及相關人員有關參加原因（why they came）的晤談中可以了

解，電腦及科技的興起，對校長專業發展也產生相當的影響。有些校長出於害怕，

科技的發展形成威脅，為了生存，為了保全面子，校長知道自己對電腦所知有限

而必須學習，視導人員也會要求抗拒改革、害怕科技或視野狹隘的校長參加，或

是讓校長了解別的校長在做些什麼，有些校長是為了解決學校科技應用的特定問

題而參加，有些校長參加是為了讓學校師生有公平接觸科技的途徑，建構學校科

技發展的理想前景，讓課程和教學因科技而受益（Rockman & Sloan , 1993）。 

    英國為任職滿三年的現職校長實施的「現職校長領導發展計劃」（Leadership 

Programme for Serving Heads , LPSH），也非常重視資訊與科技的利用，除了校長同

儕用來分享活動期間所存取的數據資料、在訓練後作定期溝通外，並利用資訊和

通訊科技作為改進學校的工具（葉春櫻，2000）。 

    總之，電腦科技正成為專業發展的重要動因，也成為專業發展的主要內涵。 

八、家庭照顧與家庭支持問題 
Daresh 和 Playko（1997）認為專業特性的要求（demands of a professional     

nature）固然重要，作為根基的個人和家庭生活更加重要，它與你相伴的時間超

過校長的生涯。因此，校長先要維持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常態意識（sense of norma- 

lity），對家庭和朋友不要忽略。參與碩士在職進修是國中校長專業發展的重要途

徑，張世民（2002）訪問碩士在職研究生的研究則發現，碩士在職研究生最常遇

到的學習障礙中，有許多是來自於家庭，包括對家庭工作職場所產生的愧疚心、

多重角色扮演消耗精神體力和時間、需要照顧子女、料理家務、家庭重大事件、

經濟負擔等。林靜慧（2003）訪談六位女性國中初任校長，也得知家庭支持是女

性校長生涯發展的關鍵。足見家庭照顧的需求和家人的支持與否，是專業發展不

可忽視的另一項要因。 

  綜言之，由於國際組織和政府部門重視程度不足、社會的認識不清、缺乏激勵

保障和督導機制、需求評估不確實、缺乏資源的設置和運用以及工作壓力等環境

因素的影響，校長專業發展遲滯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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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同儕因素 

校長的學習雖是個人的事情，但學習效果卻必須在團體中產生，在團體中的

「合作」，是專業成長的要素（Evans & Mohr ,1999；Wildman & Niles ,1987）。校

長之間的孤立與競爭狀態，往往形成校長專業發展的一大障礙。首先，校長彼此

互相競爭，使校長不願分享自己發展的知識（Erlandson ,1994）。其次，校長有如

「孤獨的森林巡守員」（lone ganger），在學校中獨立處理校務，少有機會跟其他

校長討論或表達關心，缺少上級、同儕和部屬的回饋。而且常被視為無所不能，

不需要太多協助，事實上，校長並不是知道所有必須知道的事務（Daresh , 1986；

Daresh & Laplant , 1983；Hopkins , 2000a）。校長同儕之間的隔離，充其量僅能保

住校長原有的知能，更糟的是，會使一些不合時宜的知能技巧繼續存在（Gibble 

& Lawrence , 1987）。 

    林明地（2002）認為校長在專業社群中應扮演五重角色，這五種角色正是校

長對同儕應有的做法：　遵守專業倫理信條規範；　相互支援；　觀察並分享專

業實際；　參與校長領導領域的專業研究；　提攜後進。美國學校行政人員協會

為校長辦理各項活動時，也是基於一項前提，那就是學校行政人員可以從彼此身

上獲得許多學習（Hoyle , 1987）。 

    本段首先概述校長同儕學習的必要性，接著，介紹幾種校長專業發展的同儕

策略。 

一、校長同儕學習的必要性 
1997 年 Oswald發展出團隊工作的五項原理（引自 Grasinger & Barber , 2001） 

： 

　團隊成員彼此負責可增加工作品質； 

　不同背景經驗和技能的一群人可產生更多更好的資訊和行動； 

　嶄新的思想和看法呈現，成員互相學習； 

　越多人參與越可能發現錯誤並加以更正； 

　群體的力量增加危機處理的接受度和可能性。 

詹棟樑（1985）表示，當成人多數人在一起學習時，較能培養興趣，使每一

個人有參與感，意見能發生溝通，同時也產生了經驗的交流。 

歐用生（1996）認為教育人員同儕之間，要建立教育社區的關係，才能由「獨

學」而「群學」，由封閉而「開放」，由「知識傳遞」，而「知識建構」。 

Mohr（1998）也認為。校長需要同儕群體，校長同儕群體形成的學習社群，

能創造一個績效責任的機制，這種機制比起任何由上而下的模式更有影響力。此

外，校長如果要要求學校的員工學習，校長本身就應該參與學習，作為示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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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領導者應該花一些時間在自己的學習上。 

Lambert（2002）認為長久以來教育人員知道自己要為學生的學習負責，最

近也了解到自己要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但大家卻一直疏忽一件事，那就是我們也

有責任彼此幫助，增進同儕的學習成長。 

LaPlant（1979a）將校長在職方案視為一個繼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包

含專業發展、學校改革和更新三個階段，同儕支持小組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重

要的功能。 

綜言之，校長之間的同儕學習，對知識建構、培養興趣和參與感、溝通意見

和經驗、提高工作品質、發現錯誤、激發思想、建立責任機制、學習示範等，都

有相當助益，校長之間的同儕學習，可以運用於專業發展、學校改革和更新等不

同階段，不應該繼續被忽視。 

二、同儕教練 
同儕教練（peer coaching）在 1980 年首先被應用於在地的 ( on-site ) 員工發

展（ Showers & Jouce , 1996）。因為它能增進合作和分享的規範，聚焦及支持成

人的學習，受到學校體系支持（Sweeny , 1993）。 

　同儕教練的意義與實施 

    同儕教練是一種同儕一起工作，形成夥伴關係，彼此互助、支持和鼓勵，透

過共同閱讀與討論、示範、實地觀察、臨床視導與回饋，來學習新的模式或改進

既有的策略，進而達成目標的歷程（張世忠，2000；張德銳，1998）。 

同儕教練的實施原則與發展過程如下（Showers & Jouce , 1996 ；Sweeny , 

1993）： 

　參加的成員真正成為同儕教練研究團隊的一員：包括練習和運用所決 

定的方式，在改變的過程中互相支持彼此分享，收集有關實施過程和 

成效的資料時，都要有集體的共識； 

　語文的回饋不需要視為同儕教練的要素，同儕教練的主要活動在於合 

作的計畫和發展活動，回饋活動容易變成視導和評鑑式的評論，造成 

團隊的分裂； 

　同儕教練中的教練，其意義包含教練和受教練兩方； 

　同儕教練團隊的合作，不只限於觀察和會議，而應擴及計劃、發展、觀

察和反省。 

　安排同儕教練的協調者，使同儕教練順暢運作。 

　發展過程：　學習教練的理論和過程；　觀看教練的示範；　練習並獲

得校正回饋；　反覆練習新技巧應用於實務。 

　同儕教練的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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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 Donegal學區，曾實施校長的同儕教練，目的在增進校

長的教學視導技巧。其實施方式主要有兩個步驟，首先，是由兩位校長共同觀察

教師的教學並進行後觀察的資料分析（postobservation data analysis），校長彼此

密集的解釋、討論、溝通、回饋；其次，經由資料分析的結果，與教師進行觀察

後的會議。每位校長一年中至少參與完整的同儕教練循環三次，參與的校長都認

為活動很有價值，是專業發展最有效的方法（Gibble & Lawrence , 1987）。 

    美國北卡羅來納州 1984 年提出的「Even Champions Have Coaches」方案，

也是應用同儕教練的策略。該方案對教練校長的訓練，包含選擇、預備、發展、

實施和評鑑五個階段。被訓練的校長要將所學在自己的學校加以應用，並將檢核

表寄給輔導人員作為回饋和後續訓練的參考，訓練完成的教練校長，再以小組方

式在當地學區訓練其他校長，成為派駐當地的專家（Draughon & Hord , 1986）。 

三、前輩實務指導 
實務指導（mentoring）是宗教教育的主要方式。天主教培養教士，會指定精

神導師（spiritual mentor）加以協助，對個人的價值觀、道德立場、倫理架構以及

最後的宗教奉獻和社區生活，進行持續和設想周到地檢視，對教士的自我覺察有

很大的作用（Daresh & Playko , 1994，1996）。 

事實上，實務指導一語源自荷馬的史詩Odyssey，Ulysseus 在前往 Troy 之前，

將兒子託付給他的朋友 Mentor， Mentor 在 Ulysseus 不在的二十年間，扮演著顧

問、保護者和引導者的角色，協助年輕的王子了解和面對困難。雖然實務指導一

語已存在數千年之久，在宗教上也早有這種做法，但實務指導關係在最近十幾年

來，才逐漸引起學術和專業的興趣（Malone , 2001）。 

　實務指導的意義與功能 

實務指導是資深者對經驗不足者的生涯和心理社會發展加以監控的密切關 

係，是運用績優行政人員的專業素養，來引導新進或能力薄弱的行政人員的過

程，採用實務指導方案，意味著將行政人員視為能夠分享智慧與經驗的專業人

員，而不只是管理者而已（Breeden , Heigh , Leal & Smith , n.d.；Daresh & Playko，

1994）。 

實務指導可以運用於校長的不同生涯階段，對複雜知識和藝術性技巧的學習

很有幫助，實務指導不只對受指導者有益，對指導者本身和學區也有正面影響（ 

Breeden , et al. , n.d.；Daresh；1992；Daresh & Playko , 1993，1994；Playko & Daresh 

,1988；Zellner , Skrla & Erlandson , 2001）。 

　實務指導的實施 

　優秀實務指導校長的特徵 

實務指導校長的責任是建議、溝通、諮商、引導、提供角色示範、保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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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技能（Westhuizen & Erasmus , 1994）。一般而言，優秀的實務指導校長，具有

以下的特徵（Daresh & Playko , 1997；Playko & Daresh , 1988）：　被同儕和大家 

認定是有效能而經驗豐富的行政人員。　具有有效能的領導特質，諸如：良好的

溝通技巧、智能、能接受解決複雜問題的多元變通方式、能澄清和分享願景、明

確的願景、積極的人際技巧和敏銳性。　善於回答和提出適當的問題。　能接受

其他人的做法，不會要求都跟自己的做法一樣。　會期待他人超越現有的表現水

準。　展示持續學習和反省的原則。　能覺察學校體系中生活的政治和社會現實。 

　受指導校長應有的涵養 

    Daresh 和 Playko（1995b）訪問 45 位經驗豐富的實務指導人員和 10 位接受指

導的儲備校長，認為實務指導的成功，被指導者應該具備四項相關的知識、技能

態度和價值：　知識方面：被指導者必須具備有效教學的基本知識，對有效組織

中的領導行為，包括學校法律、預算、員工管理、教師評鑑、財務等等管理問題，

要有基本的認識。　技能方面：要有良好的傾聽技巧，並能清楚陳述個人的價值

和信念。　在態度方面：要有從同僚學習的開放心胸，願意承認自己在行政實務

的重要領域知識不足，並樂意與同儕共同工作學習。　在價值上：對經由實務指

導關係學習的潛在價值能夠認同。 

　學區需備的條件 

    Daresh 和 Playko（1994）認為學區要實施實務指導方案，應該具備以下幾項

條件：　地方教育局（the centra office）和地方教育董事會的投入是重要的。　

地方教育董事會的政策支持實務指導方案。　成立地區實務指導規劃團隊。　規

劃相關預算。　確保必要的人員和資源物質。　建立方案的結構。　目的與目標。

　發展實施計畫。　實施前要規劃評鑑過程。 

　實務指導方案的構思方法（Daresh & Playko , 1994） 
成立實務指導校長規劃團隊，作為構思實務指導方案的第一步。要能維持持 

續性的專業發展實務指導方案，一開始就要將地方上負責決定的代表性單位和人

員納入，如何組成則視當地所關注的重點、條件和實際狀況而定，因地而異。例

如學區的人事主管、學區的課程主任或員工發展主任、校長代表以及社區代表等。 

　校長搭配的做法 

Malone（2001）認為實務指導的配對，是實務指導教育重要的因素。配對工

作可以藉助於已經發展的工具，而且應該考慮學校的地點和特性。 Weingartner

（2001）以自己在美國新墨西哥州 Albuquerque 學區的輔導經驗，認為配對工作

可以透過協調者來進行安排，協調者可以協助建立方案的目標，進而了解校長的

專業背景、可能成長的領域，從受輔導者所知道、尊敬、信任的校長中，安排師

父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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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en 等人（n.d.）指出新手校長和指導校長的編配可以採用相關工具、自

選或問卷調查。除此之外，參與雙方的訓練也是需要的，指導者的訓練包含溝通、

需求分析和回饋，新手校長的訓練重點則在於反省、特定策略和方案期望。 

　實務指導訓練的領域 

前輩實務指導需要特定的技巧，大部分的校長並未擁有這些技巧（Playko & 

Daresh ,1988）。北科羅拉多大學的教育領導中心發展出一個實務指導校長訓練的

模式，包含五個領域（Daresh , 1992）：　實務指導方針：協助校長對實務指導關

係的內涵和重要特性充分的了解，實務指導方案強調協助而不是要評鑑或淘汰校

長。　教學領導：提供指導者了解有關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教學領導特性。　人

際關係技巧：協助校長發展人際關係知能和敏銳性，使能了解成人的特殊學習需

求、不同的學習型態和人格類型。　實務指導過程技巧：包括會談、觀察、問題

解決等。　當地的實施問題：訓練方案強調因地制宜，不同學區的實務指導有所

差異，不能一成不變。 

　實施過程的做法和注意重點 

Gray（2001）以自己受輔導的經驗，提出校長實務指導的五個訣竅：　融合

受指導校長，使其成為學校的一員。　發展實務指導的共同願景。　逐步增加受

指導校長的責任。　提供繼續評鑑的時間。　大學輔導人員要協助解決問題。 

Zellner 等人（2001）認為最佳的實務指導關係，是建立在高度的信任和對個

人風格的尊重，而結構性的活動則有助於實務指導的成功。 

    Daresh 和 Playko（1994）指出，建立一個結構來支持和確保實務指導方案能

夠持久，是相當重要的。有些學區今年指定某些人擔任實務指導校長，下一年又

指定另一批人擔任，實務指導校長被視為輪流的一種榮譽，而不是一種受過特殊

訓練具有專業知能者的核心任務（ a core responsibility）。因此，長久之計是將實

務指導校長角色加以制度化，在學校體系中有其定位。一旦專業發展實務指導校

長被指定或選定，就可以定期聚集這些校長 ，一方面關注到這些校長的互動需

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進行學習、精煉指導知能。 

四、同儕協助與調查 
　發展情形 

    美國 Toledo教師聯盟在與學區數年的協商後，於 1981 年開創了第一個同儕

協助與調查的方案，自此，各地紛紛出現類似的方案。到了 1997 年和 1998 年，

全美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 NEA）和美國教師聯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更先後通過支持的決議（AFT & NEA , 1998）。另一個事

件是 California的州長 Gray Davi成功地確保法案的通過，使加州得以實施全州

性的同儕調查制度（Escamilla , Clarke , & Linn, 2000）。同儕協助與調查的精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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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於校長。 

　意義 

    同儕協助（peer assistance）是指諮詢教師（consulting teachers），以觀察、

示範、分享觀念與技能、建議進一步研究的材料等方法，提供持續的支持，來協

助新進教師和表現有欠理想的資深教師，改善他們的知能，同儕協助可以單獨存

在。 

    同儕調查是指在同儕協助之上，加上一個要素---諮詢教師進行正式的評鑑，

並提出一個有關方案參與教師（participating teachers）繼續聘用與否的建議，同

儕調查不能單獨存在，必須以同儕協助為基礎（AFT & NEA , 1998）。     

五、網路與虛擬專業社群 

    驅動全球化的主要力量之一是溝通的革命，能利用電子立即進行全球性的思

想交換，這種革新具有釋放前所未利用資源的潛力，將被廣泛的引用（Cappon , 

2002）。網際網路作為「媒體中的媒體」，相當不同於傳統的印刷文本、廣播、電

視及電話等媒體。網際網路整合了書寫文本、即時音訊（廣播）、即時影像（電

視）及雙向對話（電話）等傳統媒體，產出含括、連結並擴展了這些傳統媒體的

內涵與功能，具有知識權力的解中心性、全球化的地球村、超連結與超媒體、虛

擬實境與超實在、無遠弗屆等特性，正適合作為成人教學實施之媒介提供「超媒

體」的學習、學習者本位的學習、個別化的學習、全球化的學習、並可以學習如

何學習（楊洲松，民 89）。 

邱貴發（民 87）指出電腦網路上的活動可以粗略分為同步活動（synchronous  

activity）和非同步活動（asynchronous activity）。同步活動是指多人同時在電腦網

路上進行溝通，如果同步活動是用來學習知識，則可稱之為同步學習；非同步活

動是指多人間的溝通活動不是在同一個時間內發生，訊息被儲存在電腦的伺服器

上，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到指定的電腦上讀到、看到或聽到訊息，這些非同

步活動如果用於學習知識，則可稱之為非同步學習，非同步學習的主要特性是任

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學習，提供給學習者的時間彈性比較大，學習者可以主控自

己的學習時間，可以選擇自己較能理解的教材，可以調整自己的學習速度。 

運用學習社群理念，在虛擬的網路學習世界中可以建造許多學習社群。虛擬

社群是一群人們藉由電子媒體相互溝通而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同時也是一種

社會的集合體，它的發生來自於虛擬空間有足夠的人、足夠的情感以及人際關係

在網路上長期發展、持續性的互動，並從互動中發展出互相信賴及彼此了解的氣

氛（林明澔、蔡義昌、蔡義清、劉士豪，2001）。2001 年 Woodell 也提出線上專

業發展的概念，認為透過資訊往來實施課程和學習方案，有助於教育人員在工作

崗位和遠方同事之共同合作，以接受繼續教育（引自王如哲，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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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通訊環境具有許多有利於專業成長的特性，如不受時空的限制、平等且

隱私性的對話環境、分散式的遠距學習環境，以及取用不盡的網路資源等（吳正

己、林凱胤，1996）。校長的專業發展，正可以運用網際網路的特性和長處，來

建立校長之間的專業學習社群，並進行無時空限制的線上專業發展。     
六、校長同儕研究小組與團隊 
　校長同儕研究小組 

美國 Arizona州的 Tucson 聯合學區，曾推展專業發展的另一種形式---教師研

究小組，由鄰近的學校教師組成，其後校長研究小組也跟著出現。這種小組的理

論信念是：校長應該成為他們自己學習成長的中心。成人學習的專業發展方案和

研究重點在於自己如何獲得知識、評論、反省和轉變，甚至形成教育改革。研究

小組定期集會，研討理論或實務問題、分享經驗或閱讀心得（Short , Giorgis & 

Pritchard , 1993）。 

    紐約的 Annenberg學校改革協會也發展出校長同儕研究小組（Mohr ,1998）。

這些小組的第一步是以智慧和知識的交換為主；第二步則從反省自己的學習中獲

得更多的學習；第三步將重點放在建立真正地信任和尊重，進而執著於長期的參

與；最後，因為小組需要接納各種不同的聲音，避免活動混亂進行，而產生小組

強力的領導。Mohr認為校長同儕研究小組成功的策略有五個： 

　小組人數不多，約有 6到 15個成員，包含指定的同儕和外來的協調者。 

　協調者負責召集小組活動、設定活動日程、確保成員履行任務。 

　參與者聚在一起，經由檢視工作及研究，來建立知識。 

　以結構化的原案來進行工作展示、傾聽、回饋以及過程的詢問。 

　參與者的學習焦點，主要是經由較多的描述與盡量減少批判來深化自己的

理解。 

　校長與專家學者的合作式行動研究 

    Ward 和 Tikunoff認為合作式行動研究，是實務者和研究者在互動中一起構

思研究問題，然後收集分析資料，加以解決的過程（引自 Stevens , 1986）。Stevens

指出，合作式行動研究能幫助校長了解自己工作上的行為、學校的運作及兩者互

動的情形，使校長更能處理自己的問題和需求，並建立持續自我更新的機制。此

外，合作式行動研究也比一般的校長職前培訓方案，更能有效的解決理論和實務

之間的落差。 

    Stevens 以自己和一位博士班研究生的研究過程為例，從工作中找出有待解

決的問題，建立研究計畫的歸屬感，共同研究而不是單方面主導，有良好的人際

互動溝通，期待研究計畫的成功，發展彼此的信賴和共識，這都是合作式行動研

究必須具備的。而合作行動研究的經驗，使 Stevens對自己日常的實務工作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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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有一個能分享經驗感覺、幫助校長減少隔離感的夥伴，更能從第三者的眼

光反觀自己，這些了解和澄清的方式，非常有助於校長的專業發展。 

美國威斯康辛州的地區員工發展中心，也非常強調學校與大學合作的專業發

展，其合作的型態中，有一種是成立研討委員會（study committees），是由大學

學者、學校行政人員、學校董事會成員和教師等彼此合作，共同分析影響專業生

活的條件，發展出所需的方案，並在工作場所加以實踐，除了建立專業互享的氣

氛外，還能減少校長和教師智能的停滯孤立（Gould & Letven , 1987）。 

　校長同儕非正式網絡 

女性中層管理人員花費很多時間來支持他人，卻疏於照顧自己。Levine（1987 

）以自己無意中自然形成的小型非正式同儕網絡，說明其對專業和個人支持的作

用。這個網絡是由三個中層女性管理人員所組成，包括助理視導、教育研究實驗

室的副主持人和大學的教授。她們來自不同組織，採取不同而有利的觀點。由於

不熟悉彼此的特定問題和組織的個別員工，她們更能避免由組織中所產生的偏見 

。這個網絡每二至三個月聚會一個半至兩個小時，所採取的策略是針對問題和兩

難困境，尋求變通的解決方式或分享行動計畫以獲得回饋，談論的範圍包括工作

和非工作上的問題。Levine認為這種網絡結構，在擴大觀點、設想管理問題的變

通方案、提高專業和個人的自尊等方面，都有相當的成效。 

校長生涯的初期階段，校長非正式網絡的形成是具有潛在支持力量的重要形

式，初任校長之間、女性校長之間，都可以建立網絡，彼此做經驗的交流（Daresh  

& Playko , 1997）。 

　校長與企業的合作 

    英國現職校長的領導計劃（LPSH），在訓練過程中，試著為校長組成領導的

夥伴，將校長與商業高級的經理配對，以便進行討論，經由校長的領導夥伴，提

供校長對組織的不同觀點、重新評估自己的技巧和領導風格、獲得回饋，並將不

同專業最好的做法加以轉化與應用（林文律譯，1992c）。     

七、校長同儕專業組織與中心 
參加專業組織有許多益處，首先，可以接觸到專業組織的出版品，使校長不

斷接觸重要的研究趨勢，了解各地校長所面對的問題；其次，現在許多專業組織

還提供法律的服務，由經驗豐富的校長或律師，協助校長解決遭遇的法律問題；

復次，參加專業組織後，有機會出席參加各種工作坊、研討會、專題研究、會員

大會等，與其他校長維持重要的社會和專業接觸。總之，參加專業組織是一種使

自己不至於孤立隔離的快速妙方（Daresh & Playko , 1997）。 

　國際性校長專業組織 

    　國際校長中心聯合會（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Principal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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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年成立，原是美國各地校長中心聯合會，後來其他國家校長中心逐漸

加入，遂成為國際性組織。聯合會的目的在為世界各地的校長中心提供互相聯繫

的管道，共同就校長專業發展相關事項交換意見，聯合會每年會舉辦一次年度交

談會（林文律，1997；蔡美錦，2000）。 

    　國際校長聯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Principals） 

    國際校長聯盟於 1990 年成立，附設於美國中等學校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 

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會員遍及歐、亞、非等地，自 1993 年起

每兩年開一次會議，聯盟創立的宗旨為（林文律，1997）： 

      　加強世界各國校長密切聯繫。 

      　提昇校長專業形象。 

      　促進教育專業人士及專業刊物交流，鼓勵各會員國校長跨越國家界限出

席各種會議。 

      　主張學校課程應能反映對國際的了解及友好，維護人權及各種族、文化

的尊嚴。 

      　注重校長權利與職責，提昇校長專業組織及教育專業的本質與專業倫理 

。 

      　為所有年輕人提供同等的學習機會，發展其潛能，以便營造充實的生活 

。 

      　根據本聯盟的宗旨發展各項活動。    

　美國的校長組織 

美國的校長相關組織，主要有美國學校行政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 AASA）、美國中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 

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美國小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 NAESP），其他有關教育行政、政策、評鑑的全國

性或地方性組織非常多。另一個校長同儕活動的主要單位，是各地的校長專業機

構和校長中心，這些機構或中心是由大學或學院、州政府、民間專業組織機構、

地方學區等設置，最早成立的是哈佛大學的校長中心。這些協會、組織或中心的

宗旨和活動型態略述如下（姚霞，2003；蔡美錦，2000；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 n.d.；Hoyle , 1987；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 n.d.；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 n.d.）： 

　美國學校行政人員協會 

成立於 1865 年，會員超過一萬四千人，主要任務是支持和發展有效能的學

校體系領導者。協會關注的焦點是改進青少年的狀況、為二十一世紀的學校和學

校體系而準備、緊密連結學校與社區關係、提高學校領導者的品質和效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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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包含提供出版品和視聽方案，每年一次全國的教育會議及其他會議，提供

研究班、講習會和合約方案（contract programs）等專業發展機會，制定校長專

業發展的標準、準則和目標，幫助教育人員溝通和分享資訊，加強與政府的關係 

，確保教育受到關注，獎勵和認可學術方案，與政府及企業形成夥伴關係使關注

的焦點能達成等。1989 年，AASA 曾在關於校長和區域文化、政策和統計、交

流和社區關係、組織管理、課程制定和發展、人力資源管理以及價值和倫理等方

面制定了八項評鑑指標，被廣泛使用。 

　美國中學校長協會 

NASSP成立於 1916 年，主要任務在經由提高專業的標準、重視領導所面臨 

的挑戰問題、為全國的學校領導者發言、建立大眾對教育的信心、強化校長的教

學領導角色、將會員的問題和權益訴諸媒體等方式，促成卓越的學校領導。NASSP

曾在 1978 年分析成功校長在 12個關鍵領域的表現，並確認校長應具備的技能，

所得的結果被廣泛應用在校長專業發展活動中。 

　美國小學校長協會 

成立於 1921 年，會員近三萬人，其任務在支持中小學校長和其他教育領導

人員。主要的運作方式包括： 

　支持學校發展及支援各州校長協會。 

　出版刊物或透過研究提供新資訊。 

　影響法案運作。 

　協助爭取並保護校長應有的權益。 

　評估並表揚全美傑出的校長。 

　開辦專業發展課程，提供教育新趨勢的資訊。 

　在各州舉辦研討會。 

　發展校長效能評鑑指標並提供給各州。 

NASSP和 NAESP在最近又聯合成立全國校長協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incipalship），致力於完善全國校長資格認證過程，揭示影響校長專業發

展的因素。 

　哈佛大學校長中心（Harvard ‘s Principals’ Center） 

1981 年由 Roland S.Barth和一群校長、學校領導者以及哈佛大學教授所組成 

，原先僅提供作為校長彼此共同討論和反省的中心，現在則提供校長認證並與其

他專業機構進行交流，中心的運作宗旨是：　幫助學員獲得證照---職前基礎訓練 

；　提供領導知識；　提供挑戰性的課程給校長；　提供國際網路資源；　提供

校長在職進修機會及需求。 

　英國校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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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ead Teachers , NAHT），創立於 1897

年，是歐洲最大的校長組織，受到英國政治人物和政策決定者高度重視。NAHT

由中小學和學院的校長、副校長、助理校長（assistant head teachers）約三萬名會

員組成，成員來自英格蘭、威爾斯、北愛爾蘭、海峽群島以及海外的英國學校。

NAHT是一個專業組織，也是一個被認定的工會組織，負有與地方教育當局協商

薪資和工作條件的功能，NAHT的主要目的在於（Sayles , n.d.；National Associa- 

tion of Head Teachers , n.d.）： 

　了解會員的意見，適時加以傳達，並代表會員採取行動。 

　代表全體會員採取行動，以確保會員的任期和工作條件。 

　協助和支持所有會員。 

　提供資訊和指導，以協助和支持全體會員達成任務和職責。 

　為全體會員的專業發展提供支持和服務。 

　致力於達成學校和學院教學及教育的高度標準。 

　領頭面對所有教育問題。 

　大陸及我國的校長組織 

大陸在 1990 年成立「中國校長工作研究會」，旨在對校長進行研究，制定有

關校長工作的規章制度，促進校長的成長，並協助校長處理學校事務，提高校長

的專業自主權，約束校長的教育管理行為，加強校長之間的專業交流，促進校長

的專業發展。但是，大陸中小學校長的管理和任用，完全由用人單位和教育行政

部門實行，校長的晉升和權力的維護，也由行政部門進行，現有的校長專業組織

並沒有多大的自主活動空間和作用，由於組織本身缺乏權威性，加上缺乏強有力

的資金支持，校長參加的意識不強，使得專業組織無法廣泛開展組織活動（楊海

燕，2003）。 

我國台灣地區在教育行政、學校管理的專業學會主要包括：中華民國教育行

政學會、中華民國學校行政學會、台灣教育政策與評鑑學會，這些學會主要是辦

理定期的研討活動。在校長組織方面，自民國 88 年 6月及 8月，台北市公私立

國小校長協會及台北市中等學校校長協會相繼成立後，其他縣市也陸續成立或大

抵上也都在醞釀成型中，但除了台北市因為起步早，加以又是台灣首善之區，而

其面臨教師會、家長聯合會以及校長遴選制度之衝擊也較深，所以台北市中等學

校校長協會的運作已漸有規模，其他縣市有的雖已正式立案成立，但仍停留在聯

誼形式，有的縣市則仍在籌備中，而且所有教育法令條款中，幾乎找不到校長專

業組織的法源依據和在教育體系中的權利義務及地位，台灣地區整個校長培育、

儲訓及遴用等仍由官方掌握（李新鄉，2001；林明地，2002）。 

八、校長同儕專業發展的有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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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的把握 

哈佛大學校長中心的創立者 Barth（1984）以該中心的經驗提出幾項激勵校

長學習的原則 

　專業的認同：校長的自尊和學習能力關係密切，中心給予校長相當大的認

同。 

　志願性參與：中心讓校長選擇參加與否，學習是開放的。 

　保護的環境：校長喜歡在中立、不被打擾的大學校園中進行反省和對話。 

　擴大成員的多樣性：不同背景和經驗的成員，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和思想觀

念的激盪、交流。 

　以校長為中心的方案：讓校長產生隸屬感是絕對必要的。 

　以校長為資源：校長同時是觀念、服務、技能的提供者和接收者，是產生

被尊重感和認同感最佳的方式。 

　不同的型態安排：校長如同其他學習者，有自己喜愛的學習型態，不同的

注意範圍、興趣和需求，因此，要安排不同的活動方式。 

Bezzina（1994）認為具有一定經驗的校長，其適合的專業發展形式是鼓勵這

些校長成立自我導向的學習小組（self directed learning groups），小組的活動要把

握以下的原則：要有清楚的發展焦點、活動要持續前進、活動要有計畫並允許彈

性、活動內容由成員設定，採取合作和反省的形式。 

歐用生（民 85）指出，教育人員同儕之間形成的教育社區，應該具備四項

特質：開放、對話、反省和平等。 

　科技的輔助 

    美國加州的教育研究發展遠西實驗室，在 1985 年就曾進行一項為期 11週的

校長電腦網絡（Principals’ Computer Network）實驗方案，該方案主要居於校長

少有機會從其他校長中學習或分享經驗，造成校長們普遍感覺孤立，因此，透過

電腦網絡的建立，讓校長彼此獲得一般教學管理問題或特定問題的解決方法，分

享成功的策略和方案，並增進與校長行政角色相關的電腦應用技能。實驗證實電

腦網絡系統確實能增進校長間的資訊交換（Long & Terry , 1986）。 

　結構與領導 

    Mohr（1998）從實踐的經驗中得出，由校長同儕組成的學習社群需要結構

（structure）與領導，認為不需結構的校長常常就是講太多而最需結構的校長。

紐約 Annenberg 學校改革協會的校長同儕研究小組就堅持小組成員必須輪換，

傾聽他人，控制自己的防衛心態，將焦點置於手邊的問題，小組成員平等的參與，

為了包容所有的心聲，小組還需要有強力的領導。 

　同僚專業共享氣氛（colleg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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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明地（1998）認為學校專業同僚之間，應該發展同僚專業互享氣氛。這種

氣氛下的成員，會經常的、持續的談論實務工作問題，會相互觀察和回饋反省，

會一起進行計畫、設計、研究、評鑑等工作，會分享自己的專長，更重要的是會

在專業上互相幫助。 

美國威斯康辛州的地區員工發展中心，是強調學校與大學合作的專業發展組 

織，該中心的主要信念是：同僚專業互享氣氛下的互動，可以產生歸屬感（owner- 

ship），增進專業的成長。而同僚專業互享氣氛，則來自於共同分享經驗、知識

和興趣（Gould & Letven , 1987）。 

　支持的環境 

林明地（2000）論述教育的社區，認為應該同時重視「專業」與「人際互動

關懷」，過度的教育「專業化」，事事強調專業能力、專業互動、專業分工、專業

任用、甚至依據專業表現加以專業評鑑，將違背社區的根本概念；但過度強調情

感、獨特狀況、個別差異、以及關懷，因而犧牲師生共同價值和知識的學習成長，

這種做法也值得商榷。 

Emery（1998）在一項對校長和教師的態度調查中顯示，有效的研究小組，

其不可少的要素，在於提供一個支持性的環境（supportive environment），在這種

環境中，鼓勵而且提供同儕對話的形式。 

楊海燕（2003）認為校長專業組織，可以經由下列方式發揮其對校長專業發

展的促進作用： 

　政府及教育行政機關賦予校長專業組織相對獨立的地位，並予以經經費保

障，使之具有權威性而被廣泛認可。 

　通過定期的學術活動，加強現有校長專業組織在校長中的號召力，並促進

校長專業素質的提高和校長間的交流合作； 

　使校長專業組織能夠掌握或影響校長專業標準的制定、資格鑑定和證書的

頒發，完善校長職業資格證書制度，控制校長組織自身的質量。 

　制定約束校長行為的校長公約。 

　制定嚴格的校長專業組織紀律體系。 

　積極加強與行政部門的聯繫，使校長專業組織成為一個監督、諮詢機構，

能對行政部門制定的有關校長職業的政策頒布產生影響，爭取校長權益，

擴大校長專業自主權，促進校長的專業發展。 

李新鄉（2001）也主張教育行政當局應對於校長專業組織團體加以扶植，修 

訂或訂定各種法律條款，促使校長專業組織獲得應有之合法地位與權利，使校長

專業組織能像美國在校長的培育、儲訓、認證、遴用、評鑑以及專業成長各方面，

與教育行政單位合作，擔負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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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儕團隊技術的應用 

　對話日記 

    Diakiw 和 Beatty（1991）提出對話日記（dialogue journal）的方法。經由書

寫的方式，呈現彼此的願望、夢想、畏懼和挫折，這並不容易，那可能冒暴露缺

點和不安全之險，但經由交談日記，可以共同面對嚴重的問題、提供回饋和支持、

增進彼此的了解、澄清觀念、促進反省，是增進成長的有力方式。 

    對話日記也是實務指導校長成長的重要工具，在實務指導的不同階段，受指

導校長的提問方式和反應方式會有所變化，在實務指導初期，受指導校長會順從

實務指導校長的判斷和經驗，提出的問題大多在預期中；等到受指導校長精熟那

些容易的素材（easy stuff）並發展出自信後，受指導校長提出的問題以及所需的

協助變得更加複雜，實務指導校長可以從對話日記中的記載，察覺這些變化而有

所因應調整（Sweeny , 1995）。 

　同儕團隊計畫（Peer Team Project） 

    美國路易斯安那州的 Jefferson Parish學校董事會，開展一個名為「校長教學

領導發展計畫」（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ject）的活動，

強調透過同儕結構來改善校長的領導（Kline , 1987 ）。首先他們先舉辦一系列議

程公開的小組會議，聽取校長的心聲，彙整共同關心的議題；接著，舉行一系列

的研討會，強調有關有效能的學校、學校願景、學校目標的小組活動和討論，每

小組參加三次研討，每次二小時。此後，就進行最重要的同儕團隊計畫。 

    同儕團隊計畫中的每一個團隊由七個成員組成，整個計畫主要由學校互訪、

四次團隊群組會議和四次整個計畫委員會的會議等三部分組成。學校互訪的時程

由團隊自行商定，訪問方式自由化，以利於互相分享和學習，可以參觀班級、研

究學校設施、討論特定的行政問題或只是聯絡情誼；團隊群組會議由三個團隊組

成，彼此分享心得、提出新問題或互相鼓勵，每次的內容和過程有所變化；最後 

，整個計畫委員會也在校長在職進修日（principals’inservice day ）定期集會，會

中安排彼此認識交誼的時間以及諮詢顧問提示的活動。 

    同儕團隊計畫的主要成果，包括：校長彼此互相支持和依賴感增加、對該地

區的教育目標和處理方式更有共識、學校間的關係更為密切、校長發展的方式更

為制度化，最後，校長的士氣和抱負也獲得提升。 

　個案紀錄（case records） 

    在美國主要的應用專業，包括建築、工程、法律、醫學等，有許多有別於其

他職業的特徵，其中之一，就是其從業人員會將遭遇的問題個案，以詳細的文字

或圖表紀錄下來，從而系統的發展該領域的專業知識。個案紀錄是發展可分類的 

、可累積的專業知識的一個主要因素（Silver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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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紀錄是由專業從業人員自行準備，紀錄始於事件的進行，結束於獲得結

論。個案紀錄經常使用標準化的格式，對相關事實和解釋加以清晰、扼要的註解。

個案紀錄適合於學校校長，是應用於實務反省和研究、提升學校行政專業的理想

工具。 

學校行政人員作個案紀錄時，其格式包含以下幾個要素：標題、日期、引發

的事件、問題的性質、學校的可能因素、個人的可能因素、行動目標、其他資訊 

、預定的解決方式、完成日期、關鍵事件、結果、進一步的反省等。 

　個案故事（case stories） 

    故事是學校行政人員建構觀念（sense-making ）的主要工具，故事是基本的

人類認知形式。個案故事是教育領導人員專業發展的一種合作探究的方法，一種

反省和集體學習的過程。個案故事有三個主要特徵：故事是高度個人的、故事有

共通的一面、故事含攝有體系的思想和活動。 

    個案故事主要包含五個步驟：　自由書寫；　撰寫個案故事；　個案故事的

報告、傾聽和討論；　小組反省；　整個小組的反省。個案故事有三個優點，其

一，這種方法能幫助校長碰觸並透徹的了解自己所遭遇的問題，增進自己處理問

題的智慧。在選擇要寫的內容時，作者已經開始向內反省，將經驗轉換成故事的

形式，寫的人會活化自己的經驗，重新建構故事，呈現新的意義。其二，說故事

和聽故事的經驗，能增進合作和情誼，打破校長的孤立情況，增進互信和參與感。

其三，說故事和聽故事合作共享的特性，有助於群體的意義塑造，從彼此的經驗

中獲得深沉的意義。 

　開放空間技術（open space technology） 

    Grasinger 和 Barber（2001）認為校長在學校中常要帶領團隊，但怎樣開創

具活力而有效的團隊，卻很少得到指導。他們利用 Harrison Owen於 1980 年代

所發展的團隊建立技巧---開放空間技術，來幫助校長獲取這種經驗。Owen注意

到非洲土著需要探討觀念獲解決問題時，會聚集在一起並圍成一個圓圈。開放空

間技術從參與者圍成一個圓圈開始，沒有預先設定的議程，只有一個有關該次集

會的主題，催化者向參與者解釋，任何人如有有關該主題的話題，都可以到圓圈

中間加以解釋，並邀請其他人加入更進一步的聚會。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人可

以聽到進一步討論的話題，看到議程的形成，彼此探討和腦力激盪，使相同興趣

者聚合。進一步聚會的時間和地點由召集者設定，召集人並負責主持第一次會

議，作簡要的紀錄。 

    質言之，校長同儕間的指導、協助，網路社群的建立，校長與專家或企業的

合作學習，校長專業組織和機構的經營等，都是促進校長專業發展的同儕互動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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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理因素 

一、學習動機與需求 
專業的需要不能和個人的需要完全分開來，這兩者彼此關係密切（Erlandson , 

1994）。專業生活經歷的某些特定事件（又稱關鍵事件）以及特定時期和特定人

物，特別是必須解決的問題或關鍵情境，對專業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它會引發

自我澄清過程，促進包括教育觀念在內的專業結構的解構和重構，是專業發展的

主要動力來源之一（許雪梅、何善亮，2002；劉朋，2002）。校長的專業發展起

於校長所遭遇的問題，形成學習的動機和需求，而動機和需求也往往轉化為校長

學習發展的主要目標。我國學者黃富順（1985）就將成人參與繼續教育的動機分

為六類：　求知興趣：基於求知理由參與進修；　職業進展：基於工作的需要或

為取得學歷、文憑、資格而參與進修；　社交關係：基於改進社交生活而參與進

修；　逃避或刺激：基於逃避厭煩、挫折或追求生活上之變化與刺激而參與進修；

　外界期望：基於外在力量的影響而參與進修；　社會服務：基於為社會和人類

服務的理由而參與進修。 

美國印第安那校長領導學院（Indiana Principals Leadership Academy）和學校改

革與執行中心（Center for School Improvement and Performance）合作發展一項校長

科技領導訓練方案（Principals’Technology Leadership Training），接受訓練的校長必

須進行四天的學習。Rockman 和 Sloan（1993）對參加的校長進行調查就發現，

校長參加的主要原因是校長想參加而由教育局長提供參加的機會，許多校長之所

以參加，是出於害怕，害怕辦公桌上的電腦，也害怕週遭的人在電腦方面成功的

學習，校長知道要生存就要懂電腦，在員工、家長、學生和家長面前，校長要保

全面子。     

二、專業認同感 
校長是否具有專業角色和專業發展意識，是校長專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首先 

就專業角色意識而言，專業角色意識的養成，是專業形象塑造的基礎，也是校長

專業發展的前提，角色意識不強是中小學校長成長滯後的原因之一（林丹，2002；

胡東芳，2001；吳志宏主編，2003）。專業角色意識的形成，除了專門能力和專

業知識外，專業理想、專業道德和專業情意的體現也很重要，校長的專業認同感，

是專業一項重要的內在標準，校長對學校行政工作要有強烈的認同感和投入感，

願意終生獻身教育事業，要為工作對象的利益服務，對學校行政工作的意義要有

深刻的認識，並由此產生光榮感、自豪感、責任感和成就感（樸雪濤，2001；吳

志宏主編，2003）。一般而言，專業角色意識是相對於行政公職角色意識而言，

胡東芳（2001）指出，作為政府官員的公僕角色意識，與作為專家的角色意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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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不同，在教育行政官僚控制之下，被人們視為公僕，期待作為公僕履行義

務，享受的待遇向公僕看齊，不以專家形象而是要求以公僕形象出現在人們面前 

前，這對專業的發展不利。蘇麗瓊在探討科層體制中的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問題時 

，也曾言及公部門的社工員，可能過度受制於公務體制，而有執行上級長官政令

和為專業喉舌的兩難困境（引自周月清，2002）。大陸和我國的校長都面臨這種

困境，1986 年開始，大陸根據教育事業發展和教師隊伍建設需要，將各級各類

學校的教師都納入了專業技術職務序列（楊春茂，無日期）。1993年訂頒的《教

師法》第三條規定：「教師是履行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以法律確認了

教師的專業角色。1999年大陸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類大典》，將各級學

校教師和教學人員，歸類在八大類職業中的第二大類：專業技術人員；但教育教

學單位負責人屬於事業單位負責人，歸類在第一大類：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

業、事業單位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類大典》簡介，無日期；職業分

類細則，無日期）。這代表大陸官方對校長職務的看法，這正呼應了中國教育報

對中外校長之別的評論，該報導認為中國的校長是一種行政職務，國外校長通常

只是一種社會職業；中國的校長是權力本位的校長，國外的校長是能力本位的校

長；中國的校長是事業型的校長，國外的校長是產業型的校長。中國的校長主要

執行上級指令，自主權受到限制，創造性和積極性得不到充分發展，國外的校長

競聘就業，必須充分釋放潛能，向市場和社會公眾展示個人價值，自主創新意識

和敬業精神都得到強化（中國教育報，2001年 11月 30日）。我國國民中學校長

是否為公務員及應否為公務員問題，也是見仁見智，，不過就法理而言，國民中

學校長卻早就被視為廣義的公務員（劉時鎰，1970）。 

校長專業角色意識的影響因素很多。林丹（2002）說到，校長角色既涉及到

社會的客觀期望，也涉及到校長的主觀適應，中小學校長不了解學校工作的真正

需要，造成角色意識不強，一定程度上妨礙了自身成長的順利進行。此外，校長

的角色複雜多變，在生活中要進行各種角色轉換；校長的工作千頭萬緒，時間被

繁雜零碎的事情佔用而不敷使用，也都是原因。褚宏啟與楊海燕（2003）解釋：

由於多數中小學校長出身於教師，加之社會各界對教師的研究多於對校長的研

究，導致人們對校長一職的認識並不清晰而具體，包括校長本人對這職業也存在

許多模糊認識，影響中小學校長的專業發展。 

    其次，校長專業發展意識也相當重要。由於職後教育具有業餘性、成人性和

分散性，受訓者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自覺性尤其顯得重要；自我專業發展意

識包含對過去專業發展過程的意識，對現在專業發展狀態和水平的意識，對自己

未來專業發展的規劃意識，專業發展意識是真正實現自主專業發展的基礎、前提

和核心因素，是保證校長不斷自覺地促進自我專業發展的內在主觀動力（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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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許雪梅、何善亮，2002；褚宏啟、楊海燕，2003；劉朋，2002）。Levine、 

Barth 和Hasking（1987）以哈佛大學校長中心的經驗也指出，個人的投入（personal 

investment）是學習和發展的核心所在，因此，哈佛大學校長中心從回應校長需

求、支持校長參與規劃、決策以及方案的執行，其宗旨都在於讓校長中心成為校

長共建共有的地方。       

同樣，校長專業發展意識受到不利因素的影響，如錯誤的學習觀念和角色衝

突。Mohr（1998）指出，有些校長不願與其他校長聚會學習，是這些校長認為

這樣做顯得缺少民主，不如將時間花在學生、教師和家長身上來得民主些。有些

認為這是浪費，甚至是自私。有些校長則已將反精英主義（anti-elitist）的情感內

化，否認領導的角色和重要性，或將之稀釋化成一個假設：所有的人都是領導者，

因此，個別校長群體就沒有特別的需要。另外，成人同時具有多重的角色，所扮

演的角色又持續不斷改變，學習者的角色會與其他角色產生衝突，因而被迫放棄

學習的角色（黃富順，1991）。 

三、學習能力的信心 
學習能力是自我修正的能力，包括自我評價、診斷、調節、提高等（戚業國、

陳玉琨，2002）。校長對自己學習能力的評估和信心，影響其學習態度和意願，

是校長專業發展不可忽視的一個潛在因素。 

校長是成人，常有學習能力退化和信心不足的困境。成人覺得年齡已大，再

去學習有些不好意思，怕人家笑，有些人自滿，認為只要能應付現狀就好了，何

必花時間與精力去再學習；此外，成人因為年齡已大，記憶力開始衰退，學習的

效果大打折扣，遺忘帶給他們很大的痛苦（詹棟樑，1985）。黃富順（1991，1996）

也表示：成人學習者在生理上，會有感官能力消退和反應速度減慢的狀況，在心

理上，來自於遺傳，包括知覺抽象關係、短期記憶、對環境的立即認識與了解、

形成觀念、從事抽象推理的能力等流質智力（fluid intelligence），會逐漸衰退，

記憶力一樣也會衰退，人年紀大了，也會有不用腦筋的情形，造成智力的衰退；

其次，健康也是影響成人智力發展的一項因素，有些疾病的發生，很明顯會影響

認知功能的表現，如動脈硬化、高血壓和血液流通方面的問題，此外，校長的年

齡通常較高，而高齡的學習者具有自尊心強、學習信心低的特性（陳清美，2001）。

在職進修碩士是校長專業發展的重要途徑，而碩士在職研究生卻常遇到英文能力 

、資訊能力、蒐集與統整資料的能力不足和缺乏自信心等問題（張世民，2002）。 

為激發校長學習信心和學習動力，校長專業發展的培訓中，要建構校長的主

體參與性。首先，要注意主體參與的全程性和全員性，校長的主體參與要貫串於

學習的整個過程，還要讓所有校長都能參與；其次，要擺正主導和主體的關係，

指導人員和學員要彼此和諧合力（邵瑞錦和束柯慶，無日期）。美國麻塞色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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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Lowell Leadership Academy，就讓學校領導者在自己的成長與學習上扮演主要

的角色，除了將學校領導者實務的知識與經驗視為資料來源外，學校成員參加與

否也有選擇的空間（Boccia , Ackerman & Christensen , 1997）。 

總而言之，校長專業發展受校長心理動力的影響很深，校長專業發展的規劃

與實施，要先了解和掌握校長的學習動機和需求，建立深厚的專業認同感，還須

針對成人學習能力信心可能下降加以因應。 

伍、校長專業發展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 

一 、環境因素 

胡東吟（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國中校長鑑於社會變遷快速，諸如校長遴

選制度等不確定因素的存在，校長必須保持終身學習的態度，才能順應社會變遷

及生涯發展趨勢。 

謝美蘭（2001）調查國內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的學習與工作衝突發現，碩士在

職專班學生「工作影響學習」層面所感受到的衝突強度，比「學習影響工作」層

面高，而主要的學習與工作衝突為「時間衝突」和「品質衝突」。張世民（2002）

對在職碩士研究生的研究也發現，繁重的工作負擔和利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是

工作方面所引起的學習障礙。鄭秀足（2000）的研究發現，已婚研究生確實存在

學習與家庭衝突，主要衝突層面反應在與家庭休閒、父母親角色演及家務處理的

衝突，而學習與家庭衝突情況與性別、其他個人背景有關。 

    總之、社會變遷影響校長的學習態度，而校長最常參與的在職進修型態也常

面臨工作與家庭的衝突。 

二、同儕因素 

美國加州的教育研究發展遠西實驗室，在 1985 年就曾進行一項為期 11週的

校長電腦網絡（Principals’ Computer Network）實驗方案，該方案主要居於校長

少有機會從其他校長中學習或分享經驗，造成校長們普遍感覺孤立，因此，透過

電腦網絡的建立，讓校長彼此獲得一般教學管理問題或特定問題的解決方法，分

享成功的策略和方案，並增進與校長行政角色相關的電腦應用技能。實驗證實電

腦網絡系統確實能增進校長間的資訊交換（Long & Terry , 1986）。 

Short等人（1993）從 Tucson 聯合學區校長研究小組的訪談、會議筆記、年

度反省資料的分析中，發現同儕取向的校長研究小組有兩項功能：　減輕校長間

頗為嚴重的孤立感，發展同儕間的社群意識；　提供時間和環境，支持校長對工

作上的經驗和遭遇的問題進行反省，使學習和改變成為校長專業生活自然的一部

分，使校長能將理論和實務以更有力的方式統合運用。Bezzina（1994）調查 74

位澳大利亞校長的專業發展情形，資料顯示參與諸如同儕互動、衝突解決、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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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團隊等人際技巧，是校長們認為最有價值的專業發展形式之一。Robertson 

(1997)的行動研究也發現，校長彼此的觀察、回饋、晤談、計劃和執行的合作，

對專業和學校目標的投注、孤離感的減輕等有所助益。 

Emery（1998）在一項對校長和教師的態度調查中顯示，校長和教師都認為

研究小組能促進專業成長、改善成員關係以及建立合作團隊，是專業發展的有效

模式。 

從以上的研究顯示，校長同儕的互動，可以發揮支持、啟發、評論、紓解、

協助、成長的影響功能。 

歸結言之，校長專業發展與校長個人的背景特性、環境條件、同儕互動、心

理狀態，都有密切關係，要改善校長的專業發展，必須探索這些影響因素，從各

個層面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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