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塑「專業發展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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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專業發展學校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 須結合學校教育願

景，透過教學檔案、教學觀察、專業成長和研發系統，共同形塑專業發展學校(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 '簡稱PDS) 的發展方向。並可藉以教師教
學檔案、教室教學觀察(classroom teaching observation)、教師教學輔導、學

年領域會議、教師週三進修、專業學習社群、攜手合作計畫、科技教學研發和行動

研究團隊等實做內蝠，加以展現專業成長。再輔以「以學校教育顧景，定位專業發

展學校:以集體領導作為，整體帶動學校發展;以專業行政組識，發展專業經營能

力;以專業學習社群，展現創新教學能力;以專業研究團隊，開拓研究發展能力;

以實習觀摩教學，再現卓越教學能力;以岡儕教學觀察，建立回饋反思能力」為策

略。同時，透過全校教師專業對話，訂定學校教育願景，全校參與專業發展，集體

領導整體帶動，專業發展規畫小組，成立專業成長團隊，成立專業教學社群，提供

多元成長管道，援引學者專家資源，發展教師研究能力，精進教師教學能力，進行

專業深度對談，提升優質教學成果和建立激勵回饋機制等實施方式。最後再以增進

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表現，應用高度的專業能力表現和發展校本

特色的專業成果，做為專業發展學校的檢核面向。並朝向「教育整體政策、學校行

政運作、社區資源應用、教師專業承諾、學生學習表現」等五個面向努力，以形塑

其有發展性、延續性和價值性的專業發展學校。

關鍵詢:專業發展學校、專業學習社群、集體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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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專業發展學校(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 簡稱PDS) ，可追溯至Dewey

(1896) 主張建立實驗學校，做為培育師資及實驗研究之場域。其主要功能在於教育見童、

發展創新、進行研究、培育教師、在職進修和傳播革新第六個面向，而其主要目的在使教師

透過專業訓練和輔導而發展成為專業教師、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和素質(stallings & Kowalski ,

1990; colbUrn , 1993; 符碧真， 1997) 0 1980年代美國雷根政府提出「危機中國家 J (A

Nation at Risk) 的報告，描述公立學校教學品質不佳。因此，提出「卓越教育J ( excellence

education) 理念，探討教育制度、師資培育、課程教材、教學方法，學生成就、教師考核和教

師認證等問題。 1990年代更提出「標準本位」力求學生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的改善，相對教育

改革就注重學校教師專業教學能力的提升。

有關專業發展學校於1990年Holmes Group提出「明日學校:專業發展學校設計的原則」

(Tomorrow's schools : Principles for the desig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報告書後，

專業發展學校成為美國教育改革的一種辦學特色和發展趨勢。專業發展學校是促進教師經驗

傳承與專業成長，以教學專業研究，解決實際教學問題，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和教學能力，力

求整體教育發展的學校，因此專業發展學校設計的主要目的有四項(Holmes Group , 1990 ;

Huffman-Joley, 1993 ;吳清山. 1996) 。

(一)在於提供確保所有學生都有高水準學習條件。

(二)提供職前教師教育和訓練之示範情境，期望教師為了教學和學校改進，能與其他教

師、大學教授、學生家長和社區人士形成一個合作團隊。

(三)提供以現場參與的方案目標為基礎，促進學校教師與大學教授的專業發展。

(四)支持學校與大學教授共同設計探索與研究，形塑同步成長，具有相當意義。

有關圍內教育政策推動專業發展方面，臺北市教育局2010年優質學校評選中的第五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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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業發展。在發展規劃項目提出四個指標，涵蓋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多元的專

業成長方案，適切的評鑑回饋機制及整合的專業成長資源。在發展歷程項目則涵蓋

多樣的進修成長活動，完整的教育研發系統，落實的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及落實的

教學觀察與回饋等四個指標。在發展成果項目則涵蓋提昇教師教學專業的專業發展

成果，提昇學生學習表現的專業發展成果，高應用的專業發展成果及校本特色的專

業發展成果等四個指標。在發展評估項目則涵蓋適切的專業發展計畫，客觀評估的

專業發展過程，永續發展的評估方案，分享推廣的評估方案等四個指標。而臺北縣

教育局在 r2010臺北縣邁向卓越學校.指標系統與行動方案」提出教師專業面向的

四個指標，包含專業的教育信念，系統的專業成長，合群的專業態度及健全的終身

學習(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0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2010) 。足見教師專業發

展及專業發展學校的價值性，同時更彰顯 PDS的發展性。

基於上述的論述，筆者認為形塑專業發展學校有其重要性與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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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發展學校的重要性

普遍知識或通識教育已無法面對專業時代來臨和專業教育的需求，因此形塑

PDS有其重要性與價值性。

(→)專業發展學輯能使動學習團隊，形塑教師專葉教學能力。

專業發展學校能透過精進學習社群和發展教學觀察，以提昇教師教學能力和教

室教學品質。

(二)專業發展學戲能建構學輯發展方向，實現學韓教育願景。

專業發展學校將學校定位為「專業發展 J '促進學校行政創新經營，教師團隊

創意教學和學生創價學習，展現學校永續經營，再創教育價值。

(三)專華發展學轉能形塑學習型學鶴，提升學輯辦學績婚。

專業發展學校能促進學校組織再造，發展行政團隊和教師隊伍及親師合作與親

子共學的學習機制。並不斷的創新改造、儲備能量，提升辦學效能。

二.專業發展學酸的目的性

專業發展不但能改進辦學方向，更能提高辦學續效。同時可建立激勵回饋機

制，提升優質教學成效。

(→)專票發展學輯能激勵學生學習，提舟學習寶寶果。

有專業的老師，能開發新的教學技巧和教育新知，自然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二)專業發展學按能趟趟岡儕諷導，傅承教師專業經驗與錢能。

以同儕視導或臨床視導的機制，建立「師徒制」的輔導方式，促進教師增能

的目的。同時，結合「師資培育機構的大學師資」、「教育職場中的中小學輔導老

師」及「實習教師 J '共同形塑教師專業經驗的傳承與培育。

(三)專票發展學輯能藉由與大學的搶手計畫，形塑教育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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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專業發展學校

F凹us T。仰自﹒ PDS

透過攜手研究計畫，形塑學校行動研究或專案研究的目的，以解決教育現場問題。

貳、專業發展學校的意涵

Holmes Group (1990) 認為專業發展學校 (PDS) 不僅是大學研究的實驗學

校 (experimental school) .同時也是示範學校(demonstrationschool) 更是養

成階段之實習教師的臨床場域。同時，也是初任教師和經驗教師專業成長與研究發

展的學校。因此，專業發展學校有四個目的:

(一)促進學生最大化的學習(二)支持專業教學實務(三)提高初任教師和

經驗教師的教育專業(四)鼓勵研究和探索教育實務的關係。

Willians (1993) 認為專業發展學校 (PDS) 係指一般公立中小學、高級中學

和大學教師合作，以促進學生學校學習的水平。同時，提供職前教師及其他教育工

作者較佳的職場環境，以促使經驗教師、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工作人員和大學教授

共創對革新研究的支持環境。綜觀上述論點，筆者認為專業發展學校(PDS) 含有

狹義與廣義的意涵:

一、狹義的PDS

係指教育大學或師資培育大學(機構)為了教育實驗與研究做為實習教師實習

或臨床教學。同時，透過「實習教師和輔導教師」的師徒制，由經驗教師輔導初任

教師和實習教師或「經驗教師與大學教授」進行教學合作研究，以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而設的實驗學校。

二、廣義的PDS

係指結合學校教育願景，透過教室教學觀察 (classroom teaching

observation) 、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Learning Community) 、行動研究

團隊 (action research team) 和教師教學檔案( teacher teaching portfolio) 或與

大學教授進行攜手合作計畫等面向，藉以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研究發展能力，

進而帶動整個學校教育朝向專業發展的學校。

基於教育思潮轉變、教育派典更送、教育專業發展、學校教育不再單一面向的

發展，而是要集體領導整體帶動，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形塑學校專業品牌，更證明

「專業發展學校J (PDS) 的來臨。

參、我國專業發展學校的發展歷程

我國專業發展學校(師資培育機構之實驗學校)的發展歷程，筆者將它分為

四個時期，即光復時期的「教師教學觀摩J .促進「教師專業交流J .經開拓時期

的「教師教學研究會J .深入開發研究教材，再經推動時期的「課程試辦分草，挑

戰教師專業成長」。最後迄今正式時期的「精進學習社群，律動教師專業發展」

S叩t研帥.2009均由yE恥枷 ~23建



不斷的精進學習、律動試探，促使學校「集體領導、整體帶動 J '深化每位教師的

教學思緒。其目的在透過教師參與精進學習社群，舉凡自主性、研究性、發展性、

專業性、任務性、同質性和實踐性的學習社群，激勵教師主動參與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是屬自發的、內省的、整體的、全面的和

全校的推動與展現。同時，輔以教師行動研究解決學校、行政或教學問題，及教學

觀察和回饋會議，提升教師教學內涵和教學品質，最後再藉由與大學合作研究教學

議題 (instruction issue) 形成攜手計畫，促進教師教學本能，肯定自我成長。配

合教育整體政策、學校行政運作及運用社區資源(communityresource) 和教師專

業承諾 (professionalcommitment) ，以求展現學生學習表現。

(一)光儷時期:教師教學觀摩，提進教師專業交讀

此時期於民國35年既已開辦臺灣省教師教學觀摩之先河，促進全省教師專業教

學交流，以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和教學品質，功不可沒。

(二)開拓時朔:教師教學研究會，漂入開發研究教材

此時期在民國44年至86年間，實施閱讀研究會及新課程標準實驗教學發展，

皆在促進教師專業學習與成長，讓教師增能r empowerment J .不但改進教學

(improve instruction) ，也在證明績效 (prove achievement) ，以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促進專業成長 (professional growth) 。

(三)推動時朔:課程試辦分事，攝職教師專業成長

此時期適逢民國87年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實施，學校為了展現專業行為，

帶好每一位學生為教育願景。更彰顯教師專業發展的敢航，不但要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更要展現專業作為，而其最終目的在帶好每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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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推動試辦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民團98年正式實施

攤勤時期(島國87年)

歸祖輯辦好，編輯.燭..成.

民國87年暫定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

各校訂定學校教育願景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民國44年至86年間
推動閱讀研究會

及新課程標準實驗

民國35年開歐

教學觀摩之先河

教師專業發展的精進歷程圖

海24也正

圖 1

中，教育草的卷草3期



Focus Topics: PDS

焦E白話題﹒專業發展學校

(四)正式時朔:請進學習祉瓣，律動教師專業發展

此時期在民國 95年迄今，教育部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J .激發教師主動

參與，同時提出「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和敬業精神

與態度」等四個面向( dimensions) 。至98學年度正式實施，並推動「核心學校

組」、「多年期學校組」和「逐年期學校組 J .積極鼓勵學校教師全部參與，進行

教師專業發展，推動的向度有「觀察前會議」、「教學觀察」、「回饋會議」、校

內的「行動研究」、校外的「攜手計畫」及各項「教師學習社群」。同時輔以「教

師教學檔案」、「學生學習檔案 J .以觸動教師教學歸屬，律動教師教學喜悅，進

而感動教師教學價值。有關專業發展學校的歷程圖，如圖一。

綜觀上述，茲就專業發展學校可行策略之探討及其未來的省思與建議分敘如下:

肆、形塑「專業發展學校」的可行策略

專業發展學校 (PDS) 的學校務發展係以學校教育願景為依歸，促進教師專

業發展，展現教師專業行為，帶好每一位學生，以做為學校永續發展，邁向優質學

校。學校教師與教育大學或師資培育機構建立合作與攜手計畫，在學校進行教育實

習、試教和行動研究，解決學校現場問題，提升專業發展能力。在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方面，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藉由教師教學檔案、教學觀察和教師唔談，教師

專業對話，以提升教師專業教學能力。實施嶺域教學行動研究，培育教師研究能

力，解決教學現場問題。展現教師專業行為方面，實施跨領域主題式教學，透過

「主題-概念-活動 J ( topic-concept-active) 的系統教學，以展現教師專業行為。

展現專業的時代已至，身為教職者如何尋求教育工作中的成就，彩繪自己的專

業價值，筆者有以下幾點省思與看法。

(一)深化專蠢領塘，提升教學內通

在學生的學習範疇，教師要深入探討其學習內涵，並依循教學指標，進行有效

教學，方能提升自己的教育專業素養。

(二)掌握教育先槍，開拓創意教學

教育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教育工作者要能掌握教育變革的新契機，熟悉、整體

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迎接新變革，開展創意教學，增進自己的專業教學能力。

(三)善用王作場圾，實施行動據究

在教學職場上，是最直接能發現問題所在，並能以最真實的資料解決現場問

題。教師透過現場研究，提升自己解決教學或行政上的困難和疑惑，可增進教師教

學或辦學能力，無形中建構自己的專業智能。

(四)學加專業評鑑'發展專禁素養

透過同儕教練進行「教學觀察活動」或微型教學方式，藉以發現自己教學過程

之優劣，進而探討改進之道，並不斷提升自己教學技巧和內涵，展現專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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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表專業成艘，肯定王作成前

專業成效涵蓋專業理念、專業建樹、專業契機和專業能力，將專業內涵一一發

表，展現工作成就，肯定自我價值存在，歡心在教育場域工作。

「教育要有價值觀;工作要有成就感。」學生的學習成就將帶給教師專業價

值，肯定教育工作成就。因此，生活就格外有意義，生命就分外有價值。教師要不

斷自我期許，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能力，展現專業作為，做一位「點燈、提燈和傳

燈」的教育工作者。而建立「專業發展學校」的目的在透過教師專業教學能力的培

育，展現教師專業行為，藉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內涵。茲就形塑專業發

展學校可行性之策略，分敘之

焦
﹒
點
﹒
話
﹒
題

一、以學校教育廠景，定位專業發展學校

本策略在於全校教師專業對話和訂定學校教育願景，而學校辦學一定要有定位

和方向，形塑專業發展學校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要有著前瞻而明確的理念，現代

的「教師專業發展」應該超越傳統的「在職進修研習」的觀念，更是「繼續教育」

的展現和「持續精進」的展能。筆者認為教師專業發展的終極理想是希望透過相關

制度與資源的協助，激發出教師的自我省思、研究能力與專業成長，並透過同儕

的專業互動，使教師們彼此互相激發出各方面的專業發展來。因此，學校的教育願

景，應以「教師專業發展，展現專業行為，帶好每個學生」為依歸。並透過教學檔

案、教學觀察、專業成長和研發系統，共同形塑專業發展學校 (PDS) .如圖二。

行
動
研
究
團
隊
、

專業發展學校與學校願景發展關係圖

(一)教學檔案 (teaching portfolio) :可涵蓋教師教學檔案和教師專業成

長檔案。

(二)教學觀察 (teaching observation) :包含教師教學觀察和教師教學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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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Z白話題.專業發展學校

Focus Topics: PDS

(三)專業成長 (professional growth) :可包含學年領域會議、教師週三

進{塵和專業學習社群。

(四)研發系統( system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可包含攜手合作

計畫、奈米科技教學研發和行動研究國隊。

二、以第體領導作為，整體帶動學校發展

本策略在於全校參與專業發展和集體領導整體帶動，而專業發展學校一定要

透過「集體領導整體帶動」的發展模式，以「精進學習社群律動專業發展」為主

軸。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與連結，結合教師的教學研究與課程研究，兼

顧「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方式，訂定教師專業成長計畫，敢動教師效能，發

展更卓越的專業發展。並朝著「教育整體政策、學校行政運作、社區資源應用、教

師專業承諾、學生學習表現」等五個面向努力，帶動整體校務發展，最終達成「學

校創新經營、教師創意教學、學生創價學習」的專業發展能力目標。

三、以專業行政組織，發展專業經營能力

其實施的策略在規畫專業發展小組和成立專業成長團隊，行政組織的專業須藉

由行政團隊以「規畫-執行-考核-評鑑-回饋」的專業能力進行專業發展規畫，展現

專業行政管理能力。教師團隊的專業透過「團隊，回饋-創新」營造教學氛圍，再創

教學價值，其次善用各項學校空間讓教學資源整合，展現教師的創意教學與班級經

營和撰寫教學計畫的能力。因此，專業發展學校要有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

(一)專業發展學校的具體目標與實施嚴略應進行「計畫一執行一檢核一行

動 J (plan-do-check-act) ，讓計畫更明確更具系統性。

(二)多元的專業成長方案，帶領行政組織運作與教師敦國朝向專業發展。

(三)整合的專業成長資嗯，涵蓋行政資源、人力資源、社區資棍、財政資源

和自然資源，以力求學校專業經營能力。

四、以專業學習祉瓣，展現創新教學能力

本策略在於成立專業教學社群和提供多元成長管道，透過同質性、主題性、專

業性、任務性、研究性、發展性和實聽性的學習社群，提升教師自我專業的教學能

力和創意教學能力。

(一)岡質性學習社群:如「同領域教學社群J .以各領域教學為主軸，例

如六年級數學科精進教學專業發展社群，其目的為提昇教師數學科專業知能，精進

教學能力，發展更有效的教學模式，提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

(二)主題性學習社群:如「生命教育學習社群J .例如戲劇教學學習社

群，藉由戲劇教學和角色扮演進行生命體驗教學，以主題式的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建構教師主題教學能力，提升教學成效及有價值的教學。

(三)專業性學習社群:如「奈米科技教學社群J .以綜合領域課程或彈性

課程實施科技教學。例如奈米科技K-12課程研發學習社群，藉由成立專業學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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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開發奈米科技相關教材，推廣奈米新知，將奈米知識生活化，實施相關課程教

學，敢發學生學習興趣。

(四)任務性學習社群:如「實習觀摩教學社群 J .以各領域教學觀摩為主

軸，例如體育標準化課程設計學習社群，發展各項體育循環課程標準化學習內容，

使學生能在老師詳細的規畫下，循序漸進的學到各項體育技能。同時，進行同儕教

師或實習教師教學觀摩，藉以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習成效。

(五)研究性學習社群:如「行動研究學習社群 J .例如電子白板於教學上

的應用學習社群，以研究評估電子白板於課堂教學之效益，活化課程內容並有效引

起學生學習興趣，縮短教師進入電子白板教學模式的探素時期，同時，研討電子白

扳於各領域教學活動之教學設計。

(六)發展性學習社群:如「特色課程學習社群 J .以綜合頡域課程發展學

校特色課程。例如藝術課程之教學研究與實做學習社群，提升藝術課教學之效能，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教學品質，形塑專業發展學校的特色課程。

(七)實臨性學習社群:如「教師教學檔案社群 J .透過教師教學檔案的實

作、觀摩與分享，形成學習社群。而檔案的內容涵蓋學校的教育願景、學校的教育

目標、教師的教學理念、班級經營計畫書、師生教與學的互動、學生學習評量、同

儕教師教學觀察的回饋和教師的教學專業反思等，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教學能力。

綜觀上述，律動專業發展學習社群，展現創新教學能力，可透過規畫專業發

展學校方向和律動專業發展學習社群，以形塑專業發展學校目標。茲就形塑專業發

展學校目標構念圖，分析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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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專業研究國隊，開拓研究發展能力

本策略在於援引學者專家資源和發展教師研究能力，以校內的行動研究團隊，

解決教學現場問題，以校外的攜手研究計畫，開展教師研究能力，藉以提升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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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JSIi話題.專業發展學校

Focus Top自由: PDS

業研究能力。而校內的行動研究，須訂有詳盡的校內行動研究實施計劃，成立行動

研究審查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掌握研究進程。並聘請專業行動研究專長教授擔任

指導，辦理行動研究增能研習。同時，期末並辦理行動研究成果發表會，鼓勵教師

將研究成果參與縣市或各大專院校學術研究發表會，以展現績優研究成果。

朮、以實習觀摩教學，再現卓越教學能力

本策略在於精進教師教學能力和進行專業深度對談，透過教學觀察前會議、同

儕教學觀察和觀察後回饋會議，讓觀察教師具有回饋能力，被觀察教師具有反思能

力，各自獲益，以提升教師專業教學的能力和思辯教師創意教學的能力。在職教師

亦可藉由師資生的實習歷程，進行示範觀摩教學，再度展現專業發展學校教師在班

級經營、情境佈置和創意教學三個面向的卓越教學能力，展現教學專業發展作為，

讓教學經驗延續與傳承。

七、以岡儕教學觀察，建立國饋反思能力

本策略在於提升優質教學成果和建立激勵回饋機制，藉由.同儕教學觀察、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和教學輔導教師的觀察與回饋，以建立反思能力。

(一)岡儕教學觀察

全校教師可透過領域或年級分組，於教學前教師自評和觀察前對話會議，並以

同儕教師的觀點進行觀察與回饋，最後教師自我反思，調整教學流程或教學技巧，

反映於學生學習上。

(二)教師專票發展評鐘

全校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活動，選擇教學觀察夥伴，透過教師的專業回

饋，反思自己教學能力，擬定專業成長計畫，進行專業成長活動，發展教學專業。

(三)教學輔導教師

學校就資深優秀教師推薦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培訓，並成立教學輔導小組，針對新

進教師或有意願參與教師輔導之教師，進行教學的專業成長。同時，定期召開「教學

輔導會議 J '實施經驗交流、分享心得與問題討論，藉以提昇教師的專業能力。

綜觀上述數端，形塑專業發展學校首先要定位學校教育願景，組成專賣行政單

位，擬定有效推動方案。其次要形塑優質教學團隊，實施創新教學模式。第三要整

合校內外的資源，再創資源應用價值。第四要實施課程教學評鑑，建立教學特色品

牌。最後要集體回饋帶動反思，塑義專業發展學校。筆者就形塑專業發展學校的真

體策略、實施方式與檢核面向，腫列如表一。

表1 專業發展學校的具體策略、實施方式與檢核面向表

具體鍍酪 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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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質時 • 實施方式

伍、形塑PDS的省思與建議

形塑PDS既有其價值性的意義與可行性的策略，因此，筆者針對整體形塑PDS

提出省思與建議。

一、形塑PDS的省思

形塑PDS在主管教育機關、師資培育機構與教育實習機構皆缺乏整體的配套措

施，值得深思。

(一)師資培育機構與教育實習機構連結度不足，僅與實驗學校進行教育實

習，鮮見師資培育機構師資與教育職場的輔導老師與實教師，組成教學或研究團

隊，十足可惰。

(二) PDS的專業定位不明，校際間的策略聯盟難發揮功效，值得探討有關學

校行政創新經營、教師創意教學和學生創價學習的實質內涵，進行反思。

(三)教育當局無法提供完善的配套措施，幾乎是零散進行，同時法令也欠缺

完備。

二、形塑PDS的建議

(一) PDS的建構應由師資培育機構與中小學建立伙伴關係。

藉由彼此的伙伴關係，以提昇教師在教學上和研究上的專業能力的專業能力。實

習教師(師資生) .亦可獲得實質的經驗傳承與師資培育，達成互惠成長的目的。

(二)全面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藉由教學視導或臨床視導的機制，實施教師教學觀察與回饋，分析教學策略與

流程，改進教學內涵與技巧，全面提升教學品質。

(三)發展校內外學校策略聯盟，精進教師學習社群。

鼓勵PDS建立精進教師學習社群，律動專業發展，形成專業的學習型學校，並

以校際的策略聯盟，集體成長整體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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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主管機關應規劃 PDS的整體配套措施，以教師專業為主軸。

教育主管機關應進行法令修訂，同時結合師資培育機構，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設

計規劃PDS的專業發展取向。

陸、結語

學校要達成優質成果目標 (to be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outcome) ，須要創

新經營 (innovation management)和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而形塑專業發展學校(PDS) 要「以學校教育願景，定位專業發展學校;以集體領

導作為，整體帶動學校發展;以專業行政組織，發展專業經營能力;以專業學習社

群，展現創新教學能力;以專業研究團隊，開拓研究發展能力;以實習觀摩教學，

再現卓越教學能力;以同儕教學觀察，建立回饋反思能力」為策略。同時，透過全

校教師專業對話，訂定學校教育願景，全校參與專業發展，集體領導整體帶動，專

業發展規畫小組，成立專業成長團隊，成立專業教學社群，提供多元成長管道，援

引學者專家資源，發展教師研究能力，精進教師教學能力，進行專業深度對談，提

升優質教學成果和建立激勵回饋機制等實施方式。再以增進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提

升學生學習成就表現，應用高度的專業能力表現和發展校本特色的專業成果，做為

專業發展學校的檢核面向。並朝向「教育整體政策、學校行政運作、社區資源應

用、教師專業承諾、學生學習表現」等五個面向努力，最終達成「學校創新經營、

教師創意教學、學生創價學習」的專業發展能力目標。並且透過完整的計畫、執

行、省思、評鑑的循環歷程，藉由計畫，性、系統性的推動，讓形盟專業發展學校更

有發展性、延續性和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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