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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專業發展的定義與內涵 

 

 

一、關於教師專業發展 

 

在一般大眾的觀念中，醫生、律師等行職可以稱之為專業，然而教師是否為

專業卻是經歷了長時間及許多的辯證。由於教師工作的替代性高、自主性低、關

於教師專業衡鑑及認定也不甚明晰，因此在有學者認為教育工作者是介是專業與

非業之間的「半專業」（蔡清田,民 81）。 

 

從國內關於教師對於本身專業價值的研究中顯示，大部份的教育工作者都認

同教師的工作是一項專業（蔡碧璉,民 8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自 1966

年提出「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指出應強調教師專業性質，才能形成教師是專業的國際共識。然而，

教師專業的內涵為何？大體來說，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師專業的內涵的普遍共識包

括了：專門知識與能力、和專業倫理與態度（Willams,1985；李俊湖,民 81；高強

華,民 85；蔡碧璉,民 85；饒見維,民 85； Darling,1990； Moore & Looper,1997

等），但即使有這樣的共識，對於何謂專門知識與能力，怎樣才是專業的倫理與

態度卻仍是眾說紛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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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韋氏字典對專業（profession）的解釋，profession 源自於拉丁文 

professio ，為公開聲明之義，指對信仰或信念作公開性的宣誓的行為，之後衍

生出以下意涵：1.一種職業，這種職業通常需要特殊知識和經過長期嚴格的學術

訓練；2.一種最主要的職業或工作；3.從事一種職業的群體。從這三點的解釋來

看，專業是指一種職業或是從事某種職業的群體，而這個職業是需要有特殊知識

及訓練背景為基礎。教師是一種職業，教師的工作除了需針對教學來設計教材、

教法，還需要與學生面對面，適才適性的解決學生的個殊問題，以此角度觀之，

教師的工作不僅需要長時間的學習，更需要一定經驗的累積。 

 

Boreham, Flores & Johnston （1983）指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裏，一般定

義「專業」是指一種職業，這職業至少要符合以下三種情形：1.擁有並持續發展

可被檢驗的知識或技術者，可稱為專業；2.其次，他們有責任去定義、傳達並制

定實踐的標準；3.以這些共享的知識以及實踐的標準為基礎，堅持地為客戶作最

有利的選擇（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p759）。由此定義來看，教師若

要成為專業，除了視教師職是為一個職之外尚需有明確可評估的技術，並且要有

專業的信念，為服務的對象尋求最佳的選擇。 

 

Hoyle（1980）針對專業提出更具體概念，包括： 

1. 專業是履行重要的社會功能的某一種職業。 

2. 運用此一功能需要相當的技能。 

3. 這個技能不只是用於例行的工作，還包括了處理許多新的問題與情境。 

4. 除了由經驗獲得的知識，還是需要依賴有系統的知識。 

5. 這種知識的獲得與技能的培養需要長時間的高等教育。 

6. 專業化的歷程中除再教育與訓練，也包括了社會化。 

7. 傾向顧客利益為優先的價觀。 

8. 因知識本位的技術運用於非例行的情境，而專業人員需採適當的措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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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主性的判斷有其必要性。 

9. 有專業團體的組織，在制定重要政策時得主張專業職責的聲名，並在與政

府互動中維持自主性。 

10. 因長期的訓練、責任重大、並以顧客為中心等，因此常得到很多的尊敬並

有較佳的待遇。 

 

從 Hoyle 的論點來看，專業除了有知識、技能、信念以外，尚有形之於外的

社會認同及專業團體的建立。知識與技能也需要因應專業需求而不斷充實，並且

不斷的社會化，才能持續符合專業的需求。張德銳（民 84）也指出：所謂「專

業」係指一群人在從事一種需要專門技術之職業，它需要特智力來培養和完成的

職業，其目的在提供專問性的服務。而專業的構成要件通常包括：完整的知識體

系、長期的培養訓練、嚴格的證照管制、適當的自主權力、不斷的在職進修、健

全的專業組織、可行的專業倫理以及高尚的社經地位等。 

 

  綜合上述論者，教師的工作在某些基本條件上符合「專業」，諸如專業性的

服務、專業的知能、自主的權力及組織的建立。唯專業的知能要求並非以一次訓

練即能達成，而是要更長時間的再訓練、再教育，而專業的倫理及精神更需要不

斷的再社會化的過程，才能進而達到社會對教師專業的認同。 

 

 

二、教師專業發展 

 

在探討教師「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前，需對類似的概念加

以澄清。對於「教師專業」相關議題時，有的學者使用「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也有學者使用「在職教育（in-service education）」等。在概念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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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將之視為同義，但也有學者將其加以區分。關於教師的「在職教育」定義較

明確，可以視為教師提升專業知能或是專業成長的一種活動（何福田,民 71），透

過教師的在職進修活動，可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至於「專業成長」，黃昆輝（民 69）說明專成長是指教師基於教學工作時，

在專業知能及品德修養獲增長的機會；高強華（民 78）認為專業成長包括正式

進修管道、研討會、研習期間的人際交往及溝通、參加專業組織活動、閱讀期刊、

寫作出版、參觀訪問、研習、參與課程設計、教具製作、協同研究、向師長專家

請益及同儕互動等；李俊湖（民 81）指出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參加政府、學

校機關所舉辦的教育性進修活動或自行主動參與各種非正式的活動，以期導引自

我的反省與瞭解及增進教學的知識、技能及態度，其目的在促進個人的自我實

現，改進學校專業文化，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增進學校的教育品質。它包含教學

發展、個人發展以及組織發展三個層面；Forbes（1972）認為專業成長指教師參

加專業成長的活動，在活動中確實有成長，並對教學行為成長的反省進而促進學

生學習效果提高；Dean（1974）認為專業成長是繼續成長的歷桯，是每位教師

應做的本分，專業成長的本質涵蓋知識、技巧以及態度，除了職前的學習外，向

資深教師請益以及與同事間相互砌磋觀摩，都能夠促進學相長，因此其他相關的

人也能協助教師個人專業的成長；Ellis（1984）專業成長是指教師不斷地經由學

習、實驗、分析與自我評估努力改善自己的教學與教學相關的各種學活動，包括

教學風格、教室管理、課程內容訊息、課程設計、教材設計及新教學法的應用等；

Harris（1985）認為專業成長是指個人在知識、技能方面的一種更新、改進與擴

展的活動；Cameron（1986）認為專業成長是增進教師與行政人員的生活，擴展

其一般教育、感情範圍學生的了解，產生不斷地努力去改善學校，創造能使專業

技術持續不斷進步的環境；Minix（1987）認為專業成長是透過工作表現，從事

與增進個人專業知識與技巧有關之自我改善活動的態度及意願；Martray（1990）

認為專業成長是指教師透過工作表現從事有關增進個人專業知識和技巧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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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活動的能力及意願。 

 

綜合各家學者的看法，「專業成長」所著重的焦點多是針對教師個人在教學

生涯中，伴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技能的學習、智識的增長而導致本身在知識上、

能力上、及態度上的改善，進而帶動學生的學習成就。然而「專業發展」則採用

一種更為積極及廣泛的觀點，來「發展」教師的專業，促成教師的成長，以達到

教學成效。 

 

Wideen（1987）指出專業發展有以下不同含義（引自歐用生，民 87：95）： 

1.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技的訓練活動 

2. 學校改革整體活動，以促進個人的最大成長，營造良好的氛圍，提高效果 

3. 是一種成人教育，要依據教育原理，增進教師對其工作和活動的了解，不

僅是提高教學成果而已。 

4. 是利用最新教學成效的研究以改進學校教育的一種手段。 

5. 專業發展本身就是目的，協助教師在受尊敬的、受支持的、積極的氛圍中，

促成個人的、專業的成長。 

 

  在 Holmes Group（1986）的「明日教師（Tomorrow’s Teacher）」以及 Carnegie 

Task Force（1986）的「已就緒的國家：21 世紀的教師（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 

for the 21Th Century）」二份報告書的先後發表，提出許多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建

言及設計，使教師專業發展日益受到重視，美國的專業發展學校就是在這樣的環

境下發展出來的。許多相關機構如 NATCF（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eature）、TEAC（Teac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ouncil）等也針對教

師專業發展及課程的專業設計了不同的標準，以美國教育部（2002）在獎助各州

促進教師品質（Improving Teacher Quality State Grants）的計劃書為例，條列了教

師專業發展的內容： 



 19

（一）包含以下活動： 

1.促進及增加教師在其教學學科上的知識，並使教師成為取得更高的資格 

2.一個全校區及全學區整體的教育促進計劃。 

3.對教師、校長及行政人員教授知識及技巧，讓學生在學術上有機會達到令

人滿意的標準。 

4.促進教師的管理技術。 

5.非「為期一日」及短期的工作坊或研討會，而是高品質、持續性、密集性、

教室焦點的（class-focused），能對教室內的教學及教師表現產生正向持久

的影響力。 

6.支持具有認證資格教師的招募、雇用及訓練。 

7.增進教師了解有效教學的策略。 

8.與學術標準及地區的課程標準有密切直接的關聯 

9.由教師的參與、校長、家長、學校行政人員共同參與發展 

10.給予英語不利學童的教師和其他教學成員知識及技巧，包括課程的使用

和評量法，以利提供這些學童適當的指導及學術上的學習服務 

11.對教師及校長提供科技使用的訓練，並有效的將其應用在課程的教與學 

12.定期評估教師效能的提升以及學生學術成就的進步，並根據評估的結果

來提升專業發展的品質 

13.針對特殊需要提供兒童教學方法的指導 

14 提供教室工作使用的資料及衡鑑方法的教學 

15 指導教師、校長、行政及相關人員，使其能更有效率與家長合作  

 

（二）除了上述的內容，也包括下列相關的作法： 

1.形成與機構或是高等教育的合作關係，建立學校本位的教師訓練方案讓未

來教師及初任教師能在有經驗教師及大學教師的引導下工作。 

2.針對輔助性專業人員計設方案，使其獲得必要的教育以成為合格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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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參與的教師提供後續（follow-up）的訓練，以確認教師能在課堂中運用

所學到的知識及技巧。 

 

美國教育部用比較明確的標準來定義教師專業並以條列式的方式陳述，許多

學者的看法幾乎都包含其中，歸納其義意如下： 

1. 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是促進教學，本質是一種促進教師效能活動，這樣的

活動是持續的，而非短期運作的。 

2. 發展的內容包括了領導、教學、輔導、學科知識的學習，以及新科技的使

用。 

3. 活動的參與者包含了校長、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家長、教育相關機構等

所有有關人士。 

4. 專業發展活動是基於學校為本位的理念，方式可以是多樣化的，針對不同

的學生問題應給予教師充分的空間來應用不同的方法。 

5. 教師專業發展應該有評鑑的措施，以確立其品質並改進方案的運作。 

 

  基於上述的意涵，本研究將教師的專業發展界定為：為使教師提高教學成

效，而針對不同需求的教師規劃的一套長期而完整的學習或進修方案，並須透過

有效的評鑑來確保教師的有效學習及作為日後計劃的改進依據，至於計劃的內容

可依教師的不同需求而設計，並不限定型式。 

 

 

三、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現況 

 

  根據＜教師法＞第十六條：「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

定，享有下列權利：...四、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流活動…」；第十七條：



 21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其負有下列義務：…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

究、進修…」；＜教師輔導與管學生辦法＞第六條也規範了：「教師應參加輔導

知能之進修或研習，以增進專業知能。」。從教育部頒訂的法規來看，教師進修

應是教師的權利，也是教師為提升教育品質所應盡的義務。＜教師法＞第二十二

條：「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教師

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教育部在民國八十五年分別頒布了「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以提供

並鼓勵教師參與進修活動。 

 

我國關於教師的進修相關方式及內容的規範，可見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其中第三條規定教師在職進修，須與其本職工作或

專業發展有關。方式有： 

1. 參加研習、實習、考察。 
2. 進修學分、學位。 
3. 其他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可之進修與研究。 

在這裏提到的本職工作或專業發展，係指教學與訓輔、課程與教材發展、教

學評鑑、學校行政、教育研究等專業與專門知能。 

 

辦理教師在職進修的機構依＜教師法＞第六章第二十一條：「為提昇教育品

質，鼓勵各級學校教師進修、研究，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得視實際需要，

設立進修研究機構或單位；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指出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皆得以辦理進修研究機構或是單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

修辦法＞第四條規範辦理教師在職進修之機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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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 

2. 師範校院及設有教育院、系、所或教育學程之大學校院。 

3. 各級政府設立、核准設立之教師在職進修機構。 

4.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認可或核准之學校、機構。 

 

教師參與進修方式的依同法第六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得視實際

需要，荐送、指派或同意教師參加在職進修。」如教師自行參加各項進修未經事

先報准，應利用公餘時間，不得影響教學或行政工作。第七條：「進修機構辦理

教師在職進修，以利用寒假、暑假、夜間、週末或其他特定時間實施為原則。」

由此可知，教師參與進修原則上是以課餘時間為主要考量。此外，＜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第九條指出：「教師在職期間每一學年須至

少進修十八小時或一學分，或五年內累積九十小時或五學分。」由此可知只要是

教育部核定之合格公立學校教師，在職其間都必需進修，這是屬於教師義務的一

部份。教師除了必須盡義務，亦可透過機構的荐送或指派參加進修，進修主要規

範在課外時間進行，透過教育部核可的機構來辦理。 

 

而教師進修可享有的權利用見於＜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其中第五條規

範全時進修、研究；以及但以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指派的

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得享有公假。＜教師法＞第二十三條也保障了教師在

一定期間內並保留職務與停止支薪而參加之進修、研究。同時，第七條也規範了

教師參加進修、研究，可申請補助進修、研究費用，參與進修也可列為聘任的參

考及校長、主任遴（甄）選之資績評分條件等的優惠制度。雖全時進修、研究者，

其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時間之二倍；留職停薪進修、研究或部分辦公時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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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進修、研究者，其服務義務期間為留職停薪或公假之相同時間（教師進修研

究獎勵辦法第第十二條）。 

 

 

四、我國政府推動專業發展的作法 

 

   我國的教育行政體制是屬於中央集權，在過去向來是由上而下的主導政策。

但近年來因應教育制開放、多元化的措施以及教師專業自主的理念，我國在教師

專業發展的作法上也有些轉變，漸漸由過去的教育主管機關主導改為專業導向。

現行教師專業發展方式可分別從校內和校外來看，校內進修現行的作法主要有：

延請校外人士到校演講、教學研究會、教學觀摩或校外參觀考察。而校外辦理的

機構主要有縣市的教育局、教師研習中心、各地區的教師研習會、各校院辦理的

教育相關碩士班。 

 

在早期我國各師範校院及教育相關科系依據師範育法規定，負責教師養成教

育及在職進修教育之任務；因此，負有推動教師在職進修的主要責任，尤其在學

分、學位的進修方面。各師範校院所設置之教師在進修單位，所提供之課程包含

各類科教師之學分課程以及協助現有教師提升學歷之學位課程為主，另外並接受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辦理各項短期研習課程，進修完成後則依所修課程性質

發給學分證明書或學位證書，短期研習則後發給研習時數之結業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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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四起，師資培育機構開放，大學法中關於「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

及設立標準」核定後，各大學校院得根據其發展特色及師資培育需要，分別設立

以培育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等師資，自此全

國大學校院陸續設置教師培育機構、教師研習中心、教育領域相關的研究所，如

淡江教育行政研究所等，也提供了教師於暑期修習的課程、研究所在職專班等，

教師專業發展日趨多元化，教師不但有更多的機會，同時也能力更多的選擇性。 

 

各教師研習中心或研習會所辦理之進修活動，以短期研習為主，各班別約一

天至數週，研習對象有二類，一為中小學教師的各類研習課程，包各科研習及提

供新進教師、試用師與參與實驗課程的教師所辦研習課程。另一類則為教育行政

及學校行政人員訓練講習，包括中小學校長、主任的職前及在職教育。另外，亦

兼辦各真轄市及各縣市教育局督學、課長等教育行政人員前和在職訓練。短期研

習結束後發給結業證明。 

 

除了短期的研習，教師研習機構，以國立教育研究院為例，除了提供研習及

校長的儲訓方案，尚提供各科教學研究資料的索引；教育部台灣中等學校的教師

研習會更提供了線上、電話的專家諮詢服務。而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更提供了主

題式的工作坊供教師選擇參與，以九十一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敘事取向之生

涯諮商」工作坊為例，其課程規劃見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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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教師專業成長－「敘事取向之生涯諮商」工作坊研習內容 
名稱 日期 時間 採計時數 內容 研習地點

課程設計會議 

九十一年六

月十九日上

午十時 

兩小時 不採計 

討論個人期待、研

習內容、準備閱讀

書單、正式決定成

員名單及研習日

期 

本中心 

「敘事取向生

涯諮商」課程 

九十一學年

度上學期 
十次，每次三小時 三十小時 

體驗及實習「敘事

取向之生涯諮商」 

由成員於市

區擇適當地

點進行 

實習與督導 
九十一學年

度下學期 

一學期中至少進行四

名學生之生涯諮商，個

案研討（含督導及理論

整合）計八次，每次進

行三小時 

四十小時 

個案研討（含督導

及理論整合） 

由成員於市

區擇適當地

點進行 

研究成果編撰 
九十二年暑

期 
 不採記 

利用課餘時間編

撰研習成果 

  

成果發表會 
九十二年九

月 
 三小時 

成果發表與分享 本中心 

資料來源：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網頁，http://www.tiec.tp.edu.tw/Assistance/Assistance.htm 

     

整體而言，我國政府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多以提供管道及機會，讓教師有更充

裕的時間參與專業發展。不但辦理專業發展的機構愈來愈多，辦理方式也愈來愈

多樣化，讓教師有更多元的選擇。關於教師專業發展的作法和進行方式，饒見維

（民 85）將教師在職進修的活動方式分為省思探究和被動發展二個類別，如表

2.1.2 所示。指出傳統的「教師在職教育訓練」假設教師在知識上、能力上或情

意上永遠有某種缺陷或不足之處，因此需要持續接受再教育或訓練，因此教師被

視為「被發展的對象」、「被教導的對象」或是「應加以改進的對象」，而另一

種是透過內省在知識上、能力上或心境上深化專業知能。但就我國現況來看，我

國目前教師在職進修的機構不但有提供「被動發展」的課程，同時也有「省思探

究」的課程，教師是否能提升專業的關鍵在於是否能願意參與專業發展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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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在職教師階段的專業發展活動型態 

被動發展類 省思探究類 

（1）進修研習課程 

 a.專題演講 

 b.收看電視節目或錄影帶 

 c.短期密集研習課程或講習 

 d.系列研習課程或講習 

 e.研討會 

 f.學分學位課程 

（2）實習輔導 

 a.隔空式實習輔導 

 b.巡迴式實習輔導 

 c.臨床式實習輔導 

 d 省思探式實習輔導 

（1）參觀與觀摩 

a.校內外教學觀摩 

 b.相互教學觀摩與討論 

 c.校外參觀訪問或考查 

（2）協同成長團體 

 a.讀書會式成長團體 

 b.問題導向式成長團體 

 c.主題中心式成長團體 

（3）協同行動研究 

 a.課程研發式行動研究 

 b.改進實務式行動研究 

 c.改革情境式行動研究 

 d.增進理解式行動研究 

（4）引導式自我探究 

 a.引導式省思札記 

 b.引導式行動研究 

 c.個案建立法（故事敘述法） 

 d.個案討論法 

 e.建構個人專業理論 

（5）一般專案研究 

（6）個人導向式學習 

資料來源：饒見維（民 85）頁 317。 

 

 

五、我國教師專業發展待改進之方向 

 

  秦夢群（民 90）指出教師在職進修，各國多半是一方面以鼓勵的方式，同

時又訂定法律條款，強迫進行進修制度。一般而言鼓勵方式包括：1.給予公費與

公假進修；2.實施進修加薪制；3.實施進修換證制：4.實施進修積分制。我國對

教師發展專業也有許多的鼓勵措施，但在制度方面似乎還有加強的空間。 

 

教育部（民 90）舉辦「2001 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廣邀各界對近年

「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的執行成效進行檢視，並提出具體可行的改革建議。在關

於「提升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水準」方面，檢討內容包括：檢討多元師資培育、教

育實習、教師資資洛檢定制度；健全教師進修制度，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檢討教

師聘任與遷調制度，提供教師適宜工作環境等...。對於健全教師進修制度，提升

教師專業成長制度執行現況，提出了具體的問題與困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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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令繁多，缺乏統整：未能以教師生涯發展或分級為主軸規劃教師的進

修進程，以配合教師不同階段的進修需求，建立終身學習的法制基礎。 

2. .對教師進修之辦理、考核等未有明確權責單位，對未盡進修義務者，亦

未明訂如何處置，以及如何運用進修考核結果，以平衡教師專業知能發

展與績效責任。 

3. 現行進修法制雖提供教師修機會與管道，但都只有做法（設置進修機構、

經費、進修時數、獎勵等）沒有看法（政策目標），以致教師進修陷入繁

瑣的行政認可、時數計算及提高學歷待遇等方面。 

4. 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之相關規定中均採取「重獎輕罰」或「有獎無罰」

之政策，對於無意參加進修之教師，缺乏監督之機制。 

5. 教師進修目標應是「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及「增進教師教學成效」，這些

可藉由評鑑檢驗進修之成效，現在以「每年進修十八小時」當作檢驗是

否達到教師進修的目標，其成效存疑。 

6. 「教師進修」與「教師個人生涯進修」混全在一起。專業人員之進修應

以自學及同儕間學習為主，與學分或學位之取得無須劃上等號關係；現

在的進修法制造成教師高度度依賴學校的學分或學位，以為只有教室內

的學習才是進修。 

7. 各縣市教師輔導團之組成方式過於鬆散，運作上又多採任務編組之臨時

組成方式，成效不彰，甚至影響團圓在原班級之正常教學。 

 

從上述的七項困難中可以看出主要有二個重點，其一為目前教師的進修制度

未符合教師的個人發展上的需求；其次為目前的進修制度無法達到進修目標，包

括：教師無意參與進修、進修成果只有研習條、及進修與考核未結合等。理想上

能將專業發展結合考核制度及生涯發展對專業的提升有很大的貢獻，是以當前許

多學者致力在推動「教師分級制度」，教師應就個別需求來規劃發展教師專業（歐

用生,民 87；蔡培村,民 90；張德銳,民 90 等）。然而教師分級制度並非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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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的焦點，而是在這樣的作法下，教師的專業發展是有規劃的進行，教師專業

發展不僅是教師需主動參與，同時也”必須”參與專業發展，而教師專業發展的成

效會被視為績效評估的標的。 

 

  美國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作法是運用教師證書發給的種類與年限以問接推

動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活動，目前全美有四十個州對於中小學教師設計有兩種以

上的證書，其中有廿七個州更是規定中小學教師必須取得「第一階段教師證書」

（first-stage certificate）之後若干年內必需取得「第二階段教師證書」（second-stage 

xertificate）才能繼續任教。一般中小學教師在更新其教師證書時所應檢附的專業

發展證明應包括：繼續教育學分或時數；服務年資、教學或進修時數等（蔡清華,

民 90）。教師透過換證的過程不但可以提升專業知能，同時也可以不斷的晋升提

高待遇。 

     

    關於美國教師專業發展的趨勢，OERI（1994）指出，美國政府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強調「高品質」（high-quility）及「終生的」（career-long）。所謂「終生

的」教師專業發展意謂教師的級職制度，然而非本研究所探討的內容，因此不加

贅述，而所課「高品質」則是指為教師建立標準以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進

而有效增進學生的學習。關於專業發展的標準，除了各州有不同的規範之外，同

時也發展出全國性的專業發展標準，例如 NBPTS（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經專家的研究建立了廿七個領域的「專業教師」（expert teachers）

的標準，以及 INTASC 規範教師發展方案強調的目標等。 

 

  英國在鼓勵教師參與專業發展除了提供教師更多元的機會，例如專業發展日

的設置、資助修習碩士學位或增設教學助理以減輕教師的行政負擔等。另一方面

也有如同美國的晋級制度，每位教師從接受師資培育關始，就要建立「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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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檔案」（the career entry profile）。而 DfES（2000）發布「專業發展：教與學

的支持」（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ppor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提出的規

劃的方向也指出：良好的規劃和評鑑是成功的專業發展活動成功的要件（蘇永

明、李奉儒,民 90），與美國較不同的是，英國更強調教師「表現」的評鑑。同樣

的作法不僅出現在美國及英國，在亞洲的日本也有相同的證照制度（楊思偉，民

85），教師若要晋級需進修特定的學分及學位。由此可知，各國在推動教師專業

發展時，為確立專業發展的有效性而建立專業發展的標準而不僅只是鼓勵教師參

與，似乎是許多先進國家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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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 
 

 

一、學校本位管理 

    

張德銳（民 84）指出美國 80 年代的社會大眾對於教育的價值觀普遍強調：

1.重視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呼聲；2.教師專業運動的促進；3.鼓勵家長參與校務；

4.推廣績效責任，基於此，學校本位管理在美國 80 年代的「第二波改革運動」

逐漸成形。1986 年，經「A Nation Prepared」報告書的大力提倡後，學校本位管

理正式在美國成改革的焦點（Ogawa & White,1994）。除美國之外，英國亦於 1988

年教育改革法案通中，發展出學校本位管理的理念，出現了自主管理

（self-managing）的學校，強調降低地方教育局的權力，並將權力下放至學校（王

如哲,民 88）。 

 

美國教育部的教育研究和改進處（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OERI ）所出版的「消費者指南」（Consumer Guide）中指出學校

本位的管理 （ SBM ）是一種將決策權力從教育當局轉移到學校個體的策略。

提供校長、教師、學生及家長更大的課程、人事和經費的自主權，透過教師、家

長以及社區成員的共同決策，來為孩子們創造更有效的學習環境（Myers & 

Stonehill,1993），這樣的說明指出了學校本位的意義包含了學校決策的參與層面

擴大、權力的下放、以及以創造孩童的學習環境為目的。張明輝（1999）延伸此

一概念，指出學校本位管理意指學校管理的工作，係依據學校的特徵與需求而設

計，讓學校成員如：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等，在學校資源的運用及學校相關

問題的處理方面，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及責任，以有效進行教學活動並促進學校教

育的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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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管理在運作上有五個範疇，分別為目標、預算、人事、課程與教學、

組織結構的自主（Murphy,1997）。張弘勳（民 86）說明學校本位的管理有三個

主要的特點： 

1. 授權學校自主決定：教育行政機關將學校相關的事務授權給學校自主決

定，較符合學校個刟需求，發展學校特色。 

2. 由學校相關人員共同決定：由學校相關人員共同參與決定校務，可增進

學校的認同感、歸屬感，並發揮合作管理的精神與集思廣益的優點。 

3. 學校需負起責任：基於權責相符之理由，學校負擔學校辦學的成敗青

任，以增進學校的效能，提高學校的榮譽及使命感。 

 

Myers & Stonehill（1993）根據美國學校行政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AASA）、全國小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NAESP）、全國中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以及各學者的看法，指出學校本位的管理

的特色及其優點在於能：  

1.正式認可在學校任職的教育人員從事有關教學改進的決定。 

2.提供教職員以及社區人士參與決定的機會。 

3.提高教師的士氣。  

4.學校本位管理強調學校決定的績效責任。 

5.學校本位管理配合學校發展教育目標並予以經費和指導的支援。  

6.學校本位管理能有效培育學校各層級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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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校本位管理能增進溝通的質與量，並能增進各校的行政彈性，以配合學

生的學習需要，引發學生更多的創意。  

 

同樣是學校本位模式，但在作法上還是有所不同，有些學者就用「決策者」

及「權力分配」將學校本位模式作區分。Sturman（1990）用三種不同模式來分

析澳洲實施的學校本位管理的架構。 

1. 行政模式（administrative model）：主要決定權在中央教育機關，學校只

負責執行，中央教育機關必須評鑑學生、教師，並監督學校計畫的執行。 

2. 專業模式（professioonal model）：學校校長與教師有較大的教育自主權，

而中央及地方教育機關或學校諮議會僅扮演提供服務的角色以支援學校。 

3. 參與模式（participatory model）：強調代表性的民主，地區和學校的各種

團體皆可參與及共享權力，中央與地方教育機關為支援性質。 

 

Murphy & Beck（1995）認為學校本位管理的模式有三種： 

1. 行政的控制（administrative control）：學區將權力移轉至學校，但是未

限定學校內如何決策。在此種模式下，校長擁有主導的權力，而教師與

家長僅能提供建議，因此這種模式越流行，專業性便越弱。 

2. 專業的控制（professional control）：學區將權力與責任轉移至學校中之

專業層級，雖然學校有學校本位管理諮議會，但主要的決定權在於教

師，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由教師投票或形成共識。 

3. 社區的控制（community control）：學區將權力與責任移轉至社區中，

而不是移轉至學校或學校本位管理諮議會，在此種模式中家長和社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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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有權經由投票的程序來參與決定學校事務，不必透過學校本位管理諮

議會。 

 

張弘勳（民 86）將學校本位管理分為三種不同的模式： 

1. 校長控制的行政模式：校長獲得學區和教育當局的授權，擁有對學校人

事、預算的主要權力，校長在學校本位管理委員會提出建議後，仍擁有

較多的權力，相對的也必須對學校負起績效責任。 

2. 教師控制的專業模式：由教師主控的學校本位管理委員會獲得學區的授

權，甚至教師直接獲得授權，擁有對學校人事、預算、課程及教學的決

定權。教師在學校本位管理委員會中佔有大多數的席次，透過投票的方

式或達成共識來做決定。由學校本位管理委員會與教師負績效責任。 

3. 家長控制的社區模式：由家長和社區的學校本位管理委員會獲得學區的

授權，甚至直接獲得學區的授權，對學校事務如聘用校長、審核預算等

重大事件擁有主要的權力，且經過投票的方式來做決定，家長和社區人

士須負起績效責任。 

 

 

二、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作法 

 

教師的專業展應視為學校運作的一部份，它不僅會影響教師的知識、態度、

教學、行政等，也會影響學校文化及組織的結構（Jones,1998；Sparks & Hirs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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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文獻中，關於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並沒有十分明確定義和標

準，而是伴隨學校本位管理來探討。吳政憲（民 90）用學校本位管理來詮釋教

師專業發展，指出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為： 

1.以學校作為辦理教師專業發展的中心場所：學校是教師實踐教學與學生學

習的主要場所，此實務情境脈絡是最佳的專業發展活動地點，可以真正促

進教師情境化的理解。 

2.以學校與教師的實際需求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教師是教學活動的主

角，對於學校的問題有最直接而深切的瞭解，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主要

目的即是在改進學校教育的各項問題。 

3.以學校本身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單位：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應由學校主動推

動，而不是由教育行政單位以命令的心態來強迫學校推動。學校的校長、

主任及教師應共同參與決定，並透過溝通而規劃出適合學校的專業發展活

動，若有需要，學校亦可透過有效的管道，尋求外界的協助。 

4.以教師同儕合作與研究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模式：教師專業發展應重

視成員之間思維與經驗分享。 

 

  Hassel（1999）指出學校在發展教師專業的運作應包括四個不同的階段：設

計專業發展（design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執行專業發展（implement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評估和推動專業發展（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分享專業發展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