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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壹、前言 

Eagleton(1987)在「Awakening from Modernity」指出，我們正從現代化的夢魘中覺醒，亦
即從操縱人的理性(rationality)與對總體性(totality)的迷戀中覺醒；進入後現代意義浮動的多元
化世界中，也就是身處生活方式與語言遊戲的異質範圍，已經放棄了使它本身總體化與合法

化的懷舊渴望。劉紀雯(1998)指出，定義的後現代主義可以是南轅北轍的，要給它一個單一、
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是不可能的。但是其歸納各種後現代主義有一些共同的關注點或運動方

向，例如：1.反／同現代性和現代主義：反對現代性的經濟模式、科技，批判現代主義的理
性秩序和精英主義，但卻在各方面受其影響﹔2.建構論 (constructionism)：質疑（歷史）寫實
再現、主體自主，認為二者都是社會和文字建構出來的﹔3.顛覆真理（anti-foundationalism）：
反對絕對普遍的真理，支持小敘述和在地政治﹔4.去中心：打破中心權威、跨越（既有的學
科、國家、文類等）疆界來探討後現代的意義。 
在後現代主義研究的脈絡，McGrath(1996)在「A Passion for Truth」指出，「解構」主導了

後現代的方案，其意謂著現代生活的「去中心化」，因為現代主義的範型乃是尋求一個中心，

但轉移到後現代時，便主張根本沒有中心，只有多元的可能性。其次，「復活」也是另一個界

定後現代的特徵，就是它帶來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的死亡，例如Lyotard(1984)在「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對後現代的定義是「對後設敘事不肯輕易地相
信」，他更進一步說明他所指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有意告訴你的話，因為所有後設敘事都不過

是主宰的面具，其更辯稱權力的組織是透過偉大的敘事來支持他們的宣稱，並藉由故事顯示

出他們如何成為更好的人。 
在學校經營的場域之中，校長的工作好像是夾著於「解構」與「復活」的兩大主勢之間，

日昇日落校長的一天宛如後現代主義寫照之下的「零碎」與「拚貼」度過，因為校長在工作

場域邂逅「人多、事雜、速度快」的問題，但又必須以「事情要完成」、「原則要把握」兩者

並立來過活。因此，如何培訓校長在「解構與復活」及「零碎與拚貼」之中存活是當前校長

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例如，Smith & Pieie(1990)在「School leadership」指出，如果沒有為校長
就處理學校實際工作的能力提供必要的培訓，例如在工作節奏、處理衝突、溝通方式、工作

情緒等方面的應對處理，很難培養其在實際學校領導所應有的能力，值得進行分析探討作為

我國學校領導人才的專業知識與實務訓練的參考。以下，本文擬從後現代主義研究脈絡來探

討1.校長專業套裝知識的解構；2.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兩大議題加以探討。 
 

貳、校長專業套裝知識的解構 

從後現代主義的「零碎」與「拚貼」現象來看校長專業套裝知識的解構，整體而言校長

專業套裝知識有六大課題需要進行處理。第一，校長必須思考學校的發展，在這方面需要去

思考學校的願景以及擬定各種近、中、長程的計劃；第二，校長必須發展團隊學習，能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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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作同仁之間要營造出一種團隊的感覺，而不是僅建立個人英雄式的精明，亦可稱為「分

散智慧，集體睿智」的團隊發展；第三，校長必須進行管理工作的分析，分派分組任務的領

導藝術與領導技術，達到「事情要完成，原則要把握」的理念；第四，校長必須建立公共關

係，考量到校內、校外及媒體三方面的公共關係，樹立專業的形象去與人溝通、與人分享、

與人合作及與人競爭；第五，校長必須盡好專業責任，對於學校目標完成須具有使命感、責

任心及承諾感，把擔任學校領導工作看作是一種很高的榮譽；第六，校長必須增加參與學生

學習活動的時間，也就是多利用時間和學生們進行良性的互動，除了舉辦一些增進互動的活

動之外，也有提供許多機會讓學生對學校領導者的努力可以更加了解。 

其次，在於校長專業套裝知識的建構方面，Davis & Thomas(1989)指出，一個成功的學

校領導者必須具備知識、具有願景、願意奉獻、及善於運用不同領導模式。Degler & Battle(2000)

指出：針對學校經營績效的表現而言，學校領導者要從設立學校願景、建立文化、確立管理

策略的系統知識。Crow(2002)提出：學校領導人才的培育，應以知識本位為基礎的構想。何

福田(民 92)指出，校長的核心工作在於「帶人做事」之能力。Jones & Sparks(1996)在「Effective 

heads of department」一書針對學校領導人才的培養與訓練，指出了成為學校領導者的培訓圖

像，包括：1.建構學校領導者的圖像；2.經由認同感、價值感及風格化來形塑學校領導者；

3.如何成為一位成功的學校領導者等三個階段來建構培訓學校領導人才的知識系統。 

林文律(民 88)也指出，美國中等學校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為校長提供各種專業發展活動的組織，並建立「領導評鑑中心」(Assessment 

center)，鑑定的學校領導人才的能力包括：果斷力、判斷、領導、口頭溝通、組織能力、問題

分析、敏銳度、壓力容忍度、書面溝通、教育價值、個人動機、興趣廣泛等十二項學校領導

者所必備的一般性能力，幫助各州及地方學區甄選校長人才。蔡書憲(民89)研究指出，澳洲

昆士蘭教育廳所謂「好校長的指標」包括教育領導、經營管理、教學成果、變革與調整、負

責任、人際合作關係等六項關鍵能力。陳木金(民 91)從學校領導管理系統知識培訓的圖像建

構分析，找出信念系統、人的系統、組織系統、溝通系統及行動系的學校經營知識來建構學

校領導人才的培養與訓練的圖像。以下本文試著「解構」校長學校經營的專業套裝知識，分

別從校務發展、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公共關係及專業發展等五個向度，探討校長專業套裝

知識的內涵。 

一、校務發展：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校務計畫之整體性計畫、未來性計畫、程序性計畫、績效性

計畫等校務計畫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

目標。其內容要項大概可以解構為： 

1.校長能將教育政策與法令清楚傳達給學校成員。 

2.校長能依據教育政策與學校特性訂定學校發展目標。 

3.校長能確實執行所擬定的校務發展計畫。 

4. 校長能定期檢討校務發展計畫的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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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管理：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人事管理、設備管理、財政管理等行政管理之功能的發揮，

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其內容要項大概可以解

構為： 

1.     校長能有效的推動校務行政工作。 

2.    校長能有效整合各處室，發揮團隊精神。 

3.     校長能對學校成員的努力與成就，適時給予鼓勵。  

4.     校長能即時有效處理突發事件與校園危機。 

 

三、教學領導：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臨床視導、發展視導、區分視導、同僚視導等教學領導之功

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其內容要項

大概可以解構為： 

1.校長能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 

2.校長能提升教師的教學知能。 

3.校長能引領教師從事課程與教材發展。 

4.校長能具備教學視導的能力。 

 

四、公共關係：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塑造學校的公眾形象、建立善意依存的基礎、統合大眾意見

的功能、令人感到舒適的溫馨等公共關係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

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其內容要項大概可以解構為： 

1.   校長能尊重與關懷教職員工。 

2.   校長能尊重與關懷學生。 

3.   校長能與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良性互動。 

4.   校長能與教育局、社教機構等相關單位良性互動。 

 

五、專業責任：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運用較高級的心能、受相當長期的專業教育、自我要求不斷

進修、高度參與提高專業水準、應以服務社會為重、遵守道德規約、視教育為其終身志業等

專業責任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其內容要項大概可以解構為： 

1.   校長能有正確的教育理念。 

2.   校長能認真負責全心全力投入校務。 

3.   校長能積極進修，增進專業知能。 

4.   校長能經常研究如何有效推展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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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 
從後現代主義的「人多」、「事雜」、「速度快」場景，分析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校

長在學校經營現場的感覺真的是五味雜陳，酸、甜、苦、辣、鹹都有，成功的扮演校長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要有細心、用心及關心訓練自己經過「手忙腳亂上戰場」、「按部就班

心不慌」、「觸類旁通多變化」多階段的進化，才能讓自己化蛹成蝶，並且從經驗當中不斷改

造、重生。校長們在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的歷程，可能是從許多跌倒經驗與體驗之中的學習

，理解這一點後再將經驗內化，接著加以統整，再接著建構出自己的方法，最後形成一個系

統知識。形成系統知識之後，就可以從知識中檢覈是非對錯、監控輕重緩急還有敏銳渾沌現

象，到達最高階段「駕輕就熟本菁華」，事事耐心的階段，依據學校發展的方向和目標辦一所

讓大家有信心的學校，帶領學校行政團隊用心辦教育，教師團隊有愛心教學生，學生團隊熱

心於學習，家長團隊關心興校務。 
其次，Tomlinson(1997)指出，師傅(mentors)在幫助初任校長分析他們的專業發展需求及開

展他們個人的發展計畫，並支持初任校長從事他們新學校的組織分析及評鑑他們學校的表

現，扮演相當重要角色。例如，當初任校長們在討論在學校所面臨到的問題時，他們會從師

傅校長所提出的忠告與支持，找到問題解決方案與策略。Thomas, John & Mary(2000)指出，
校長對於領導與管理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主要是能將理論與真實生活相連結，強調關

鍵性的領導問題。Crow(2002)指出，社會化(Socialization)是學校領導人才學習新角色的歷程，
其更進一步提出學校領導者在「社會化」的兩種類型─專業化與組織化。陳聖謨(民89)指出，
校長有分配教職員工的工作執掌責任，必須協調、指示、支持員工的工作。校長亦得界定目

標、評鑑表現、提供資源、建立正向氣氛、培養學校與社區良好關係、規劃、訂定行事曆、

保持記錄、解決衝突、處理學生問題、與教育行政當局協調合作及維持學校正常順利運作。

陳木金(民91)指出，在校長生涯的每一個階段，如何提供實務和專業的訓練，這個校長訓練
的架構將包括成為一位校長的準備、校長的導入、校長工作的強化，增強新校長的技巧，提

供經驗豐富之優良校長的分享機會，擴展新任校長們發展和伸展他們的能力。因此，本文試

著從在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模式，歸納其內容包括以下五大項目： 
一、初始接觸： 

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初始接觸是校長的學校領導與經營實務知識之訓練基調，包

括初始接觸校長角色的導入期、校長知能培育的醞釀期、校長設定能力的定位期、校長自我

效能的檢證期、校長獨立運作的成熟期的能力。例如，賴慧玲(民91)研究指出，校長的專業

實務能力包括：(1)知人善用的能力、人際溝通的能力，以促進成員間的和諧關係；(2)危機處

理的能力(如有關學生學習或管教問題)；(3)財務管理能力，以有效的規劃經費(4)營造優質組

織氣氛的能力(5)主持會議的能力(6)教學領導能力(7)分析、溝通、統整、判斷及反省能力，以

做出最佳的學校決策：(8)人力及物力資源管理能力，以經營良好的公共關係；(9)規劃學校校

務發展：學校願景塑造與實踐能力、校務改革能力等。 
在「初始接觸」之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蒐集學校資料的方法」、「

深入瞭解學校的技巧」、「研擬經營學校的策略」、「資源整合運用的方法」、「拜訪關鍵人物的

技巧」五種經驗知識，來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的專業訓練。 

 

二、實務訓練： 
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實務訓練是校長的學校領導與經營實務知識之訓練來源，包

括行政同仁、師傅、教師及其它同仁所提供的實務訓練機會。例如，Smith & Pieie(1990)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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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訓練的想法即是給予參加校長培訓課程的人一個在學校經營與管理的真實生活情境，

讓其在情境中設身處地，大展身手的機會。其更進一步指出在校長培訓方面，如果能認真地

設計與應用實務訓練，對於預備成為校長者充分地認識真實校長職位的複雜性和工作範圍，

最具有幫助的意義。 

在「實務訓練」之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策劃交接典禮的方法」、「

準備就任演說的技巧」、「聽取單位簡報的方法」、「慎聽私下建言的技巧」、「詳閱書面記錄的

方法」、「善用會議決定的策略」五種經驗知識，來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的專業訓練

。 

 
三、技術文化： 

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技術文化是校長的學校領導與經營實務知識之訓練的內容，

包括學校領導之技術層面和文化層面的實務知識。例如，Williamson & Hudson(2001)在「The 
good, the Bad, the Ugly: Internships in Principal Preparation」指出，在面對變革的時代，校長的

培訓必須植基於學校實務技術層面與學校文化層面訓練，包括來自學校現場的實際經驗或臨

床實習，提昇學校領導人才的知能，發展一股進化的力量及顯現出一股進化的特色。 
在「技術文化」之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體察全校同仁需求的方法

」、「掌握年度校務要項的技巧」、「研定學校發展願景的策略」、「研定學生成就指標的策略」

、「擴充學校公共關係的策略」五種經驗知識，來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的專業訓練。 

 
四、互動分享 

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互動分享是校長的學校領導與經營實務知識之訓練的方法，

包括學校領導之觀摩、會談、省思及執行等方面的實務知識。Capasso & Daresh(2000)指出，一

位理想師傅校長的互動分享應具有下列六項技巧與能力：(1)具有專家知識技巧和實際特別領

域；(2)具熱忱，能說服相信與誠懇是最重要的，要有能力傳達受輔導者的情感感覺；(3)有能

力與他人溝通、具清晰的態度與價值觀及倫理標準之藍圖；(4)有能力傳達回饋需求，重視受

輔導者目標、標準、能力及專業行為之過程；(5)有能力傾聽他人觀點、質疑、問題及焦點；

(6)在成員的適應與幽默中，能存在著一種關心的態度和信念。 

在「互動分享」之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面對傳統維護與更新的策

略」、「推動改革方案的方法」、「面對非正式組織的技巧」、「處理獎懲案件的方法」、「面對控

案與申訴的方法」五種經驗知識，來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的專業訓練。 

 
五、省思札記 

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省思札記是校長的學校領導與經營實務知識之訓練的結果，

讓接受校長知能培訓者，能夠瞭解在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成效上如何守成、如何創新的實務

知識。例如，Capasso &Daresh(2000)指出，省思能提供校長們藉由反省實踐的運用，再次檢視

其決定，持續性的估量它們對他人的影響。其更指出校長們必須能發展一份檔案文件夾，幫

助自己配合自身的價值觀及信念系統的行動與行為，進而能清楚及清晰陳述回應問題的解答

，能為真實的工作情境提供一個機會，藉以明瞭職責、提供媒介物以傳達教育哲學理念給予

同事，或輪廓圖解一份計劃，有助於校長們未來的發展及幫助校長們的自我思考反省，以成

為專業的教育人員。 

在「省思札記」之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體察校長工作意義的方法

」、「考慮學校發展需求的技巧」、「平衡家庭與工作的技巧」、「參與校長專業團體的方法」、「

如何獲取社會支持的方法」五種經驗知識，來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的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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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回顧校長專業套裝知識與現場經驗知識的培訓，本文試圖從後現代主義的「解構」與「復

活」觀點來進行論述，找出培訓校長在實際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所應有的能力，作為我國學

校領導人才的專業知識與實務訓練的參考。 

首先，本文從後現代主義脈絡之「解構」加以探討，並將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之校長專

業套裝知識解構成為：「校務發展」、「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公共關係」及「專業責任」

等五種校長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的知識。校長們若能依照著專業套裝知識的章法行事，並懂

得利用一些方法和策略，省思處理事情的過程，從中獲得一些經驗和回饋，校長專業套裝知

識的解構再建構，應該可以讓校長們發展出更好的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的系統知識。 

其次，從後現代主義脈絡之「復活」觀點探討，並將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之校長現場經

驗知識的復活成為：「初始接觸」、「實務訓練」、「技術文化」、「互動分享」及「省思札記」等

五種校長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的知識。校長們若能仔細探索，應該可以從中找到校長現場經

驗知識，思考為各類問題的多元解決方案，找尋最佳的方式解決，校長現場經驗知識的復活

再出發，應該可以讓校長們發展出更好的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的系統知識。 

綜合而言，校長們在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知識的「解構」與「復活」，延續著後現代主義

「人多、事雜、速度快」脈絡足跡，本文歸納提出以下幾個觀點，提出：1.以「用心→誠懇

→感動人」的模式，面對「人多」的問題；2.以「寧靜→超然→生智慧」的模式，面對「事

雜」的問題；3.以「有憑有據→依照程序→合於邏輯→找到創意→推理發現→結論建議」的

模式面對「速度快」的問題，進而幫助每位校長都能在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獲得成功，建構

一所讓社會大眾對學校教育品質有信心的學校，全面提昇學校經營之品質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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