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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The Observation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flUng/Olh .£ln.

Abstract

Utilizing the methods of p缸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presented the practice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of an

elementary principal. Three major question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吋y: What does the principal actually do with regard to instruc

tional leadership? What are teachers' and the principal's perceptions

in terms of the purposes and effects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What are the expectations of teachers and the principal in terms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勻 Based on the data gathered from the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the author discovere位 six areas of the

practice of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Some of them were

similar to the findings of the literature, but others were not. The

author also pointed out several kinds of purposes , effects, and

expectations of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reported by

teachers , administrato間， and the principal. Finally , the author

provides some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Keywords: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principalship, school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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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彰權益能的概念與實施策略

王處雲、潘慧玲

【摘要]

本文皆在針對最近學校革新運動中一項重要的核心概念一一_ r教師

彰權益能 J (teacher empowerment) 進行分析，以了解這項概念的具體
意涵與實施策略，並探討這項概念是否可於我國落實。近年來，不論是

學校革新、師資培育、學校組織或是教育領導研究，都強調教師彰權益

能的重要性。本文之第一部分先歸納澄清教師彰權益能的意涵;第二部

分則利用文獻分析整理出具體的實施策略:接著歸納教師彰權益能過程

中可能碰到的阻力與追求教師彰權益能時必須注意的地方，以免產生負

作用，反而有害國內的教育進步;最後則指出未來可進一步研究的相關
課題。

觀鍵詞:影權至豈能、教師彰權益能、教前專業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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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分析與歸納「教師彰權益能 J (teacher empowerment)的概念

及其實施策略，並討論與評估這項概念對改造我國教育可能的貢獻。近年來，

無論是教育革新、教師專業發展、學校組織研究或是教育領導新趨勢r教

師彰權益能」都被當作是一項重要的核心概念，然而「教師彰權益能」的真

諦是什麼?1可以能夠成為新世紀中教育改革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具體的實施

策略為何?對於這項源自於西方的概念，我國教育又能由其中受惠多少?又

必須注意那些事項，把握那一些原則，方不致使橘逾准為紋，讓這項概念淪

為口號或學術流行符號?如何能確切掌握並發揮這項概念的真義，並考慮我

國的背景與現況，使這項概念有助於我國教育的發展、學校組織的革新、教

師專業地位的提升，以創造更有效能，也更符合教育目的的學校?這些都是

在應用「彰權益能」概念時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隨著民主化腳步的加快，我國教育也正經歷著許多重大變革，各類型教

師組織的建立與學校決策體系的分權化即是一例。不過組織的建立與決定權

重新的分配部只是形式上的變革，未必代表骨子裡的教育革新已經產生。比

方說，我們或許可以達到校校有教師會或教評會，但是教師會或教評會郤可

能運作不彰，成為爭權奪利、掃除異己的機構，或是成為失去演員的戲班，

淪為少數人的獨角戲，甚至成為校長的白手套，有分權之名，卻行集權之實。

再以學校權力重分配為例，雖然分權、權力下放、共享決定等概念都已逐漸

浮現在最近的教育法令之中(如教育基本法、教師法或國民教育法)，但徒

法不足以自行，領導者願不願意分享重要權力?教師顯不願意、有無能力承

擔更多責任?都會影響到教育改革的成效。歸根究底，這些形式上的變革只

是表面的，並未澈底觸及改革的核心。本文針對「教師彰權益能J 概念進行

探討，乃因作者認為這是使教育革新落實的核心概念，如果不能掌握這項概

念，形式化的改革仍將多於實質性的改革。

彰權益能 (empower) (註1)的概念已存在超過五十年，Raths在其教

育理論中就已探討彰權益能概念的三個面向，分別是需要(使個人具有安全

感)、價值(知道自己的目的與選擇，能做明智的決定)、學習(能夠檢核

重要的概念，挑戰思考，促進認真日的成長)(Wassermann , 1991) 。根據筆

者文獻檢索的結果，發現在護理、商業、女性主義、社工等領域都可看到對

彰權益能概念的討論與應用。在教育領域，彰權益能概念所應用的對象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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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教師或校長，尚包括了學生與家長 (Sh肘， 1992; Wolfendale, 1992) ,

至於用在師資培育和教師專業發展上，則和最近學校改革的運動有關。

最近的學校改革，將教師參與學校決定視為促進學校變遷的重要方法

(Rice & Schneider, 1994) 。美國卡內基基金會在 1986年所出版的 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 一書中，就主張給老師更多

意見表達與參與決定的機會，而學校本位運動(school-ha間往 management)

也將教師參與決定列為重要的一部分，強調由下而上、權力共享的決策模式

(張明輝，民88 ; Mojkowski & Flemi時， 1988) ，這項主張也受到部分實證

研究的支持 (Whi妞， 1992) 。在組織研究方面，源自於企業界的全面品質管

理運動，強調經織的問題應由與問題最接近的人來解決。因此，以往的決策

系統與問題解決策略都必須重新檢討，站在第一線的教師，必須要有權有能，

以處理其實務工作 (Reep & Gr悶， 1992) 。

在教師專業化方面，最近的反省也體認到過去提升教師專業地位的主張，

如提高教師的基本學歷要求，或是建立教師的分級制度等，未必能保證教師

專業化的達成，比較可行的方式，應該是提升教師的權能與參與

(empowerment and involvement) (Merter旭& Yarger, 1988) 0 Sprague

( 1992) 對教師工作的分析，更指出提升教師權能與參與的重要性。根據他

的分析，教師算是相當無力的一群，這與教師的職業特徵與工作環境有關，

諸如教職女性化 (feminization) 、科技化、技能喪失 (deskilling) 、工作

加重(in出凹的cation) 、私密化( pri vatization)等現象都使得教師成為無

力的一群 o 教師工作以女性擔任為主的這種勞動力性別區隔現象(Reskin &

Padavic, 1994) ，使得教師的地位低落;科技發展對課程與教學的控制，種

種防範教師(teacher-proof) 教材的出版或是高層教育機構對教師工作標準

化的要求與控制，都使得教師對自己工作的掌控權越來越小，使得教師的專

業能力越來越弱 (Apple， 1986) ;而教師瑣碎沈重約工作負擔與孤立的工作

環境，也使得教師之間缺乏密切的連繫與專業互動，無法凝望在集體的力量，

建立專業社群並發揮影響力。教師的無力感(disempowerment)對於教師專

業必然產生負面的影響。因而如何促使教師兼具權能，乃成為教師專業發展

的重要課題。

最近領導概念上的轉變(R臼tz峙， 1994) ，也與教師彰權益能的概念不

謀而合。傳統的領導概念重視方向性與影響笠，成功的領導是發揮力量影響

別人的思想和行動，以達成組織的自標(成就、學校秩序)。這種看法的基

本假定是; (1)組織目標可以事先被確定;(2)達成目標的途徑可以確定;(3)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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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成員能夠接受影響或被控制，以追求組織目標所指示的方向。在這樣的領

導概念中，學校領導者承擔著主要責任，確保組織目標的達成 o 第二波的領

導概念強調對組織文化的研究以及領導者對組織文化的營造(操弄或干預) ,

以達成組織效能，這個取向的問題是領導者無由得知他所主張的組織已標是

最好的?至於最近批判理論的領導概念，貝自主張領導者應該使成員有權能評

估什麼目標是重要的?什麼情況是有助溢的?而領導者的角色是協助教師的

發展。準此，協助教師權能兼備就成為領導者的新課題，領導者對學校中的

權力關係也必須重新界定。

上述學校改革、組織研究、教師專業研究、教育領導研究的發展，都指

出教師彰權益能的重要性，這些領域的共同趨勢，是主張改變學校原有的權

力結構，提升教師參與決定的權力與能力，以改進教師的專業地位與專業能

力 (Zeichner ， 1991)。扼要言之彰權益能的價值在於由此過程中，教師能協

助學校達成改善學生學習機會的任務 (Short & Greer , 1997) 0 為了深入了

解這些改革的核心概念一一教師彰權益能，本文的第一部分將針對教師彰權

益能的確切意涵進行分析與整理;第三部分則根據文獻分析結果，探討教師

彰權益能的具體實施策略;第三部分旨在分析教師彰權益能概念在國內實施

時可能遇到的情題與必須注意的事項;第四部分針對我國最近備受爭議的教

師組織 教師會加以檢視，探討教師影權益能概念是否有助於教師會在新

世紀中的發展，以便教師會發揮提升教師專業地位的功能;最後一部分則列

出教師彰權益能概念未來有待研究的課題。

貳、彰權泣起的意義合析

一、章主權誰能概念的發展背景

根據Short與Greer (1997) 的分析，彰權益能概念受到重視與組織研究

的進展有密切關係， 1920年代晚期起，工業界組織研究的焦點就已經轉到工

人身上，形成人際關係運動(Human Relation Movements) 的傳統，一直持

續到50年代，這類研究傳統認為工人在組織決定過程中意見表達(voice) 對

於紐織產能的提升與工人滿意度的提高應該會有幫助，自而發展出了POM模

式 (participant decision making model) ，不過這項理論卻受到實證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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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致的支持 U 自 50年代開始，則有 Scalon計畫的研究，基本上該計畫要求組

織內從事相同工作者定期聞會討論組織需要改進之事項，以使組織更有效能

與效率，如果所提出之建議被接受，也有具體的影響，則該工作屬隊會受到

獎賞。工作團隊最近再度受到重視，有學者將其稱為自我管理工作閣隊( self

-managing work group) ，成為組織改造的動力z 這也就是彰權斌能概念用

於組織發展的前身。

二、彰權益能中的權力概念

耍了解彰權益主能的含意，可能由權力面的剖析開始較易掌握。誠如

Sarason 所言 「所有的改革，如果無法觸及權力關係的形式，是不太可能

成功的J (Romani泊， 1991) 。根據筆者閱讀文獻的整理，彰權益能的權力

觀至少有兩點與傳統對權力的概念不同。

H權力是絕纖中無限的物品(a infinite commodity) (Short & Greer, 1997

12-15)

傳統的看法認為組織中的權力是有限的物品，某些成員的權力增加必然

導致另外一批成員的權力減弱，如果教師的權力增加，校長就無法掌握學校

事務的決定權。教師要求參與學校事務的決定，基本上是與校長爭權，希望

削弱校長的權力，增加老師的權力，改變學校中的權力關係。這種看法可以

勞工管理的傳統為例 (labor-management tradition) 。

可是Short與 Greer兩位學者本乎參與哲學 (participative philosophy) 與

吸納政策 (policy of inclusion) 的觀點，來看彰權益能後的學校權力關係。

他們認為權力是組織中無盡的物品，不必然有此消彼長的情況發生。如果校

長要擴展權力，達成組織的目標，就應該使老師參與學校事務的決定。換句

話說，權力是可以成長的，校長經由放棄權力而獲得更大的權力。根據者兩

位學者的觀點推論，彰權主豈能不等同於爭權，也不必然導至組織的權力鬥爭，

相反的，它能夠使組織達成巨標的能力增加。

(-)權力共享、權力內發、權力的行動性

單:權主豈能概念、所想表達的權力形式，不是權力的掌控(power over) (例

如校長要求教師與學生撿垃圾) ，或是權力的運作或操弄(power through)

(校長以身作則撿垃圾，希望教師與學生受到感召而撿垃圾)。彰權益能所

強調的權力的共享(power with) 、權力的內發 (power from within) ，以

及權力的行動性 (power to) (全校師生一起討論學校的清潔標準與清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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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做成的決定由全校共同執行)。權力的共享指的是所有參與者彼此間互

動關係密切，不但有能力考慮自己的行動，也能顧及別人的利益、思想、情

感以及經驗(每個人對清潔的標準不一致，跨問分配的優先順序也不一樣) ;

權力的內發指的是權力來自內在，而不是外在賦予的，是由行動者白發自覺，

而不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遵從指示(不是由校長規定學校要多清潔，或是

校長用苦肉計，使師生不好意思而不在學校中或在校長面前亂丟垃圾，而是

組織中的個人經由深思熟慮後決定個人與固體的清潔標準與責任分配) ;彰

權益能還要能伴隨具體的行動與影響，不只是紙上談兵(對於決議的富體與

個人清潔標準與責任分配能夠確實執行) (Blase & Anderso白， 1995 ; Irwin,

1996 ; Kreisberg, 1992) 。

自上述兩個面向看彰權益能的權力觀，有助於了解彰權益能的意義，接

下來則說明不同學者對彰權益能概念的看法。

三、彰權益能的意義分析

Foy (1994: 5) 將彰權益能定義如下

彰權益能是使個人獲得力量，使其意見受到重視，影響與自己

有闋的決定或計畫，在工作場合中運用經驗改進自己的表現，並進

而改進組織的表現。

Foy (1994: 4) 舉了一個例子，進一步說明彰權益能概念與委任(del

e目tion) 一詞在意義上的差別。他指出如果家長給孩子錢去買一件牛仔褲，

品是委任，但如果家長給孩子服裝贅，由孩子決定買什麼衣服，那是家長協

助孩子彰權益能。孩子買的衣服可能不太合用，但在做了幾次不當的決定後，

孩子便知道應該如何分配服裝費，購買一年四季合用的衣服。故而，彰權益

能不是一就可幾'能見速效，但卻能引發真正的思考學習，以及有意義的行

動 o

至於怎樣才是權能兼備的教育人員(empowered educators) 呢? Irwin

(1996: 13) 指出:

一個權能兼備的教育人員是一個相信自己與自己行動能力的人，

他了解宰制的系統，並且致力於改進社會上壓迫的措施，他們尊重

他人的尊嚴，並且運用其力量，以實現其作為一個人的獨特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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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獨自工作或是與人合作，他們都是堅定的、務實的，但又不失

熱情，致力支持教室裡、學校中、社區中所有人的自我實現。

Wilson和Coolican (1996) 將教師彰權益能的概念分成兩部分 一是外

部的權力 (extrinsic power) ;一是內部的權力 (intrinsic power) 。外部權

力的觀點被認為是改進教師專業地位的途徑，是指教師享有受肯定的地位，

能夠獲得所需的知識，也能參與向僚決定過程，最近受到重視的在地管理

的ite-base吐 management)即是教師外部權力實現的一例。而內部權力的觀

點是指教師個人的態度，而不是支使他人的能力，是指教師有信心的展現自

己的技能，並對其工作產生影響o 這時權力的展現可以由教師的自決(self

determination) ，或是對與教師相關的工作所作的決定，以及自我的效能感

(sense of self-efficacy) 中展現出來。Wilson與Coolican顯然是較重視內部

的權力，他們將自我彰權益能(self-empowerment)的概念說明如下﹒

自我彰權益能是指個人對自我內在力量的知覺，個人在與他人的

互動中展現其內部的力量，自我彰權益能的人是自動白發的，他們

相信最好的權威來源是來自於內部，他們也相信自己的思想和感覺

是有價值的 (Wilson & Collican , 1996: 100) 。

如果根據Wilson和Coolican的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光使老師具備外部權

力是不足的。教師可以參與決定，但並不代表這種參與是自動自發，出自內

心的專業驅力與判斷。自我彰權益能強調的是有自信地展現個人的技巧與能

力，以決定與自己有闋的事務。故而，外部權力的運作管道與內部權力的彰

顯都是教師影權益能的要素 o

Prawat (1991) 則整理有關教師彰權益能的文獻，試圖釐清權能兼備教

師的概念。根據他的分析，這個字詞的意義，因脈絡與主要的目的不同而有

差異(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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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政治直向

彰權益能無可避免的會涉及到有價值資源的重新分配與安置，例如事務

的決定不再是一言堂，必須包含容納不同的聲音，所以政治面向乃是教師彰

權益能不可少的部分。在彰權益能的過程中，個人發展參與能力

~ partIcIpatory competence) ，以扮演有價值的社會角色(Kreisber草， 1992) ,

並具備知識與批判意識，了解事情運作的情況，知道自己無力的原因，並積

極改變個人生活的狀況，進而促進社會正義( Irw凹， 1986) 。彰權益能的目

的不在削弱別人或壓迫別人，而是要使別人脫離被壓迫者的角色。這個部分

有賴批判意識的培裳。一個權能兼備的人，不是一個等待被幫助的人，而是

能夠追求自己的權利，並且負擔責任的人 (Kreisberg ， 1992) 。

如果就結果來看的話，彰權益能的具體實現，可以由下列幾個面向中觀

察到 (Lightfoot ， 1986; Maero汀， 1988 Rappaport , 1987 ; Maton &

Rappaport , 1984; Short & Rin由此， 1992; 954; Zimmerman & Rappaport ,
1988 )

(一)在個人部分

個人有機會發揮其能力，控制與其工作有闋的事項，也能夠學習新能力，

提升其知識與技能。

(二)在環境方面

個人所處的組織能夠提供機會，使個人擁有權力。個人不但享有自主權
與選擇權，也能夠參與決定。

旬在結果部分

彰權益能的結果是責任感、社區感 (sense of community) 與互助合作

關係 (collaboration) 的建立，是民主參與的表現，是強烈行動意顧的展現，

是具體影響力的發揮，也是地位的提升。

上述的討論對教師彰權益能概念的歷史背景、權力概念、確切意義做了

分析，也勾勒了教師彰權益能後可見到的具體結果。由這些討論中可以發現，

彰權益能強調的是個人能力、漓誠、意願、力量與行動的引發，要達成這項

目的，必然會觸及到舊有權力分配的形式，也就是說，個人必須要能被賦予

權力，去參與和影響與其有闋的事務，希望藉由此方式，個人會有意顧，也

更有能力去處理其個人與專業的工作，進而達成組織的目標(Short & Greer

1997)。下面的部分將歸納促使教師權能兼備的具體措施，以供參考。

政治的

我自己應該提供什麼，以對

教育不斷的對話宿所貢獻

作為一個專業人員，我需要

那一些實源和支持才能在工

作 t有成功的表現

目標

知識論的

表一 教師彰權益能王耍的面向

脈絡

與自己對話 我應該接受那一些價值與知

識為有效的

與環境對話 在教學的過程中我應該專注

於那一些部持

與自己的對話是屬於個人的層面，在知識論的部分是對自己的信仰與知

識的檢棍，強調自我反省與批判，不斷與自我對話，不當時探究，在政治的部

分則是對自我的肯定以及對不平等權力關係的處理，要達成這價目的有賴意

識的提升，了解不平等關係產生的社會過程，有信心的說出自己的想法。與

環境的對話是屬於外部層次，在知識論的部分，如果要使老鄧權能兼備，必

須能夠使他們採用多種觀點來看待問題，了解 個現象或問題的多種面向，

例如利用理論激發想像力;在政治的部分，則是增加教師對其工作的控制與

自主性，提高教師對工作的認同與生產力，能夠像個專業人員一樣，判斷自

己需要獲得那一些資源與協助以達成專業工作目標。 Prawat分析的特色是指

出了教師彰權擴能所涉及的知識論面向與政治面向，也強調教師彰權益能不

是僅為獨善其身，更應積極處理環境中影響其工作的各種因素。

上述學者及其他學者對彰權益能概念的說明，約略可以歸納成三個面向，

有助於了解教師彰權益能的意涵:

(一)心理茵向

個人對自己有信心，相信白己具有能力，對自我價值肯定，能夠有信心

的運用個人的技能，影響工作的完成(Irw凹， 1986 ; Kreisberg , 1992) 。

仁二)行動面向

除了在信念之外，也伴隨著具體的行動，例如資訊的蒐集、自我學習的

安排、資源的爭取等，以促使工作的完成與組織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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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彰權益能的具體實施策略

在討論教師彰權益能的具體實施策略之前，有必要對教師彰權益豈能行動

的準則進行說明。根據Assagioli對意志行動的分析，指出有效的意志行動需

注意到三種意志的平衡(Irwin ， 1996: 11-12)

(一)善良的意志(goo丘 will )

主要指倫理的考量，要能夠顧及他人的需要，具有愛及熱情 o

(=)有技巧的意志、 (skillful will)

設法用最少的代價達成所欲的結果，具備實務的知識與應用的技巧。

同強烈的意志 (strong will)

在必要的情況下貫徹意志的力量。

上述三種意志的平衡兼顱，方能引發有效的行動，這是我們在強調彰權

益能將必須先澄清的部分。

在具體的實施策略上，應體認到教師不是教育場域中唯一的行動者，教

師彰權益能固然以教師為行動主體，可是也不能忽略其他部分的配合(Kirby

& Wimpelberg, 1992) ，放以下就教師組織、校長、師資培育機構、學校的

外部環境與研究者等五方面試論增益教師權能可採行的策略.

一、教師組織部分

教師組織部分無疑是教師彰權益能的重要環節，教師組織或團體可以經

由下列方式，培育權能兼備的教師。

(一)鼓勵勇於嘗試的氣氛

要讓教師WJl主主參與，教師組織必須要能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使得教師

了解自己的失敗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此教師才可能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或看

法 (Reep & Gr悶， 1992) 。如果不能創造這樣一個安全、鼓勵嘗試的氣氛，

教師將會習於蕭規曹隨、墨守成規，反而成為教育改革中最大的阻力。

(司使用抗拒( resistance) 的方式

Sprague (1992) 認為抗拒是教師權能增長的 條途徑。影權益能的重要

理念之一，是使原來沈默蝶聲的人能夠勇敢地說出自己的意見，而不是被動、

消極、間接的反抗。Sprague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由機構抗拒(institutional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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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tance) 開始，經由此發展出一體感，並考驗科層體制的極限。 Mondros 與

Wilson (1994) 貝u認為經由草根式的模式 (grassroot model) ，以權力事控

者為目標對象，利用衝突，向自標對象施壓。對草根運動者而言，使成員有

權力感與達成目標二者是一樣重要的。教師組織扮演對抗團髏的功能，不少

人持否定的看法，其實有時這是教師彰權益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策略，我們

所關心的應該是行動的目的與動機，是否有利於教師專業發展與教育的改進，

畢竟 個肯表達自己意見或看法的教師，要比陽奉陰違的教師或蕭規曹隨的

教師要好些，經出抗拒，教師可以使得自己的訴求與意見受到注意，並使教

育中不正義或不合理的措施公開受到檢核。準此，教師紐織應有計畫的培養

教師批判能力與表達能力，如果忽略了這個部分，教師是無法有效參與決定、

影響決定，甚至表達意見、改變現狀的(Roman恤， 1991) 。

(已發展同僚搧係(collegialty)與互助合作關係

教師彰權益能的要訣之一是建立教師之闊的同僚關係與互助合作精神，

彼此討論與分享教學經驗，解決教學問題(Reep & Grier, 1992 ; Sprague,

1992) ，或互為教練 (peer-coaching) (Anderson , 1994) 0 Heller (1993)

則更進一步強調建立互助合作的學校(the collaborative school) ，進行合作

式的課程計畫與評鑑'共謀教育的改進。如果要發展教師權能兼備的組織，

教師彼此間的連繫與互動十分重要(Hallinger & Richardson , 1988 ; Irw凹，

1996) ，而進一 4步的互助合作與同僚專業共享與成長更不可少，這也是將學

校轉型成為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步驟。

個追求共同領導 (shared leadership)

教師組織對其工作環境的控制權與決定權應該增加，可行的管道包括提

供教師參與學校決定的機會(Sprague， 1992) ，改進以往由教育行政人員主

導的局面;另外則是擴大資訊的共享，以免少數人獨占資訊，形成其他人參

與的障礙 (Romanish， 199J) 0 Heller (1993) 指出在互助合作學校中，一開

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張是必然的，分權的結果必然導至某些人的權威受到

威脅，所以相關單位(如學校校長或其他行政單位)是否願意釋放權力，並

激發與鼓勵教師的各種能力，將是重要的影響囡素(Reep & Grier, 1992) 。

因設立學程，培養領導者

教師組織需要有一批領導者規懿組織的經營，因此，建立有系統的制度，

以提供學校教師或其他行政人員行政部練與討論的機會，並培養學校教師各

種類型(如課程、教學、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福利等)的領導者，對於

建立權能兼備的教師社群及其永續發展實為重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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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料來源 Reitz峙， U. C. (l的是). A case study of empowering prin一
cipal behavior. American E甘'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1(2) , 291

行為描述彰權益能行為類型

支持 創造一個支持批評的環境

提供教師更多的控制與自主

提供負責任的自主，支持實務工作

轉移解決問題的責任

鼓勵意見表達

具信賴性的溝通

鼓勵冒險

鼓勵自信

尊崇教師的意見

提供機會與他人對話

發展小組

發展探究取向的態度，以考驗知識聲明

示範探究
協助 刺激批評

刺激老師將理論看成是一個起點 1 有待考驗和修正問問題

要求根按個人的實務對識提出實務工作的理由
將汪意力轉到環境中較不受注意的部分

走動批評

提供思考教與學另類的架構

提供成員發展(機會、閱讀 觀念)

注意不平等的權力聞係

提供可能性 將批評的成果實現以鼓勵提供意見

發展專業工作的職志(根據學生的權益提供背派)

提供確實的背源(金錢、設備、物背)

提供非實質的背源(時間 機會)

鼓勵獲得實源與提倡服務對象利益的活動

鼓勵爭取經曹

勸募基金與物宵的捐獻

日提供可能性

校長要使教師確切感受到自己是在物質與非物質層面，都顧意支持教師

表達意見，促使改革的發生，例如在公閑場合說明對教師章主權益能的支持，

提供教師實際參與決定的機會，充分授權，營造安全環境以提高參與的意顯，
培養具潛力的學校領導者等。

表二 校長彰權孟能行為的分類

悄建立轉型聽景 (transformative vision) f 重建專業

Sprague (1992) 認為教師們對於教師角色的看法必須有所轉變，教師的

工作不是僅僅遵照幾儕教學模式執行即可，而是要依學生的個別差異，引發

學生在質、量上的變化，另要體認其工作的政治面向以及學校知識的社會建

構與權力街突面向。教學是一複雜的工作，所追求的不是標準化的實施，而

是適當的實施，而教師必須承擔主控者的角色。如果教師能有此共識，就應

積極掌握與承擔自己的權力與責任，不斷促進自己的專業成長。改變教師對

教師專業的看法，是追求教師彰權益能的重要準備工作。

二、校長部分

不論是教師會的成立，或是教師彰權益能概念的提出，受到街擊最大的，

恐怕是學校的校長，而校長正是教師彰權益能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Kirby

& Colbert , 1994) 。如果學校校長扮演積極的角色，能授權斌能，教師就更

有機會權能兼備。教師的彰權益能不等於學校校長的重要性減低或影響力趨

微，相反的，校長的角色將更形重要，挑戰性也將更大， Reitzug ( 1994) 歸

納授權斌能校長( empoweri時 principals) 的行為(見表二) ，可以作為有

心轉化學校教師成為權能兼備社群的校長作參考。茲將Reitzug ( 1994)與其

他學者 (Goldman ， Dunl旬， & Conley , 1993 ; K叮by & Wimpelberg , 1992 ;

Majkowski & Flemi嗯， 1988; Reep & Grier , 1992) 對校長授權賦能行為的

建議撮述如下

H支持

使教師能夠為教學作決定，並旦負起責任，而不是靠現成的教材或外部

所訂的規準決定教師的工作，使得教研成為技能喪失的人;校長也會支持教

師參與決定，以增強教師的專業自主，另外一項校長支持性的行動是營造信

賴感，使教師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最後，校長也應該鼓勵教師勇於嘗試新

的措施。

(:::)協助

校長要能夠問問題，以激發教師的反省，要求教師說明其工作的理由;

校長也必須熟悉學校中的事務，以提供切合的批評，此外，校長可以協助的

地方是提供另類的思考架構，讓教師思考其教學活動，最後，校長要能適當

平衡學校中的權力關係'不要以個人的目標作為全體教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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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培育機構

如果要造就權能兼備的教師，師資培育機構無疑的是扮演著第一道關卡

的角色。如果師資培育的搖籃不注重教師批判、反省、探究的能力與對教育

專業正龍的看法;如果所關心的僅是「如何」而非「為何」的教學，那麼所

培育出來的很可能是一批技能喪失、孤立、強調控制與現況維持的教師

( Sprag帥， 1992) 0 相反的，如果能在師資培育階段，就讓教師養成對與自

己工作有關事項作決定的習慣，以及與他人合作的經驗，增進教師權能的目

標應較容易達成。

四、學校的外部環境

以我國旦前的決策體系與政治生態來看，如果將教師彰權益能的焦點都

擺在教師組織或是校長身上，恐怕不足。校長的任用以及其職權的行使，基

本上受到了教育行政機關與法令的約束。換句話說，如果校長本身所具有的

權力有限，則不太能期望校長將本身不具有的權力釋放出來，與教師分享連

其本身都不具備的控制權 (Lucas ， Brown & Mark肘， 1991) 。因此，必須配

合學校外部環境，尤其是教育行政機關與教育法令的改進，以免這些外部環

境成為教師權能增進的阻力 (K油y， Wilmelberg, & Keaster , 1992) 。我國

的國情與政治生態與美國不同，在促進教師彰權益能的過程中，所需做的努

力恐怕更多，舉凡國家對師範教育與學校教師的控制、地方派系對學校的干

涉、市場缺乏競爭造成教師欠缺專業危機感等，都是我們促進教師權能增進

待所不能忽誠的阻力，也是有待克服的部分。如果我們的法令與教育事務的

管轄督導，不能調整現有的權力結構以及權力的分配方式(例如教師代表的

選擇、資訊的管制結構、教育變革的管道) ，則教師權能增進終將是鏡花水

月罷了 (Mentell ， 1993 ; Romanish , 1991)

五、研究者部分

教育研究人員與教育實務人員合作的好處是多方面的，例如它可以促進

理論與實務之間的連結等，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好處是促進教師的權能增長

(Rovegno & Bandhau缸， 1998; Houser, 1990) ，這類互助合作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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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research) ，也是促進教師權能增長的一個途徑。如Sprague

( 1992) 所言，批判的意識先於實務的轉變，其中研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教育研究人員的研究不應只強調有關教師的研究 (research about teachers)

或是為教師做研究 (research for teachers) ，而應當與教師共同研究

(research with teachers) ，使教師也成為研究者，而不是研究結果的被告

知者或使用者、研究資料的提供者、研究問題的提供者。教師成為研究者對

教師的權能增進有其重要意義:一是教師而非大學教授或研究人員的生活經

驗與意見能受到重視;其次則是教師也能在這過程中培養做研究的能力，解

決自己所茵臨的問題，而這兩個部分對於教師權能的增進都有幫助。

肆、推動教師彰權益能的問題與須注意事項

前已就教師彰權益能的概念與實施策略進行歸納與整理，接下來擬潑清

在推動教師彰權益能時可能碰到的問題與需注意的事項，以免用之不慎，反

而有害國內教育的發展與教師專業地位的建立。

一、推動教師彰權益能可能面臨的問題

(一)教師時間與聽力的限制

教師的時閩、精力有限，如果要教師參與學校決定，可能會減少他們對

學生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耽誤了教師的主要工作，招致負面的批評。如果

希望教師多承擔 些決定權力，多增長一些能力，就必須將這個部分納入教

師工作的一部分，否則教師可能因為壓力過大或負擔過重，而減低其參與決

定的意願或影響其教學工作的表現(White， 1992 ; Zeichn缸， 1991) 。要使教

師不致陷入兩難的抉擇中，就應該有適當的配套措施(如滅授鐘點、更完善

的分工與協調、更有計畫的教師成長團體) ，以減輕教師教學與參與決定的

雙重壓力。

(司經費上的限制

權能兼備的教師社群是自發性的組織，不過就組織發展的觀點來看，如

果長期缺乏經費資源辦理各項活動或訓練，將對組織的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

就我國教師會的發展而言，僅有少數參與教師會的成員，為提升教育專業與

教師地位，無償的奉獻許多額外的時間與精力，而其他的教師卻能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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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對教師會的發展，或是教師彰權益能組織的建立，都是負面的影響

因子。

出訓練方面的不是

教師彰權益能組織的永績經營有賴教師培訓工作的進行，以充實教師參

與學校事務的能力，並提升其專業工作的表現 o 如果教師僅以擴充權力為主，

卻不注重能力的增長，誤認權力的擴充必然帶來能力的成長，必然減低其行

動的合法性與大眾對教師的支持程度。故為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權能增進，

應提供教師在戰進修與訓練的機會 (Mojkowski & Flemi月， 1988) 。

個傳統科層化體制的影響

教師彰權益能代表學校當中權力結構的轉變，可是教師或行政，、員末必

會贊同這項權力結構的轉變。例如教師可能習於別人告訴他們怎麼傲，當要

改變角色自己做決定或分擔責任時，可能對其造成過大的挑戰( Foster,

1990) ，所以不難看到退縮的教師。另一方面，行政人員長期負責學校事務

的決策，對於權力分享，也未必持支持的態度。這些傳統科層體制的影響，

都不利於教師彰權益能目標的達成。

個學校與外部社盔的關係

教師專業決定權的增加，有可能使得家長與社區對學校的主張受到忽視，

也使得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關係更加疏離，對於這點必須特別的注意與因應。

成功的學校是能夠維持社區與學校成員間正向互動關係豹，放在追求教師權

能增進的同時，也不宜忽略社區的意見與關心層面(Zeichner， 1991)

二、教師彰權益能聽注意的事項

對於教師彰權益能的推動有幾項須注意的事項，茲分述如下﹒

(一)釐清教師參與決定的範雷

教師參與決定固然與教師彰權益能的概念相符合，可是教師參與決定的

成效仍未有定論。有的研究指出教師參與決定固然可以增高教師工作的滿意

度，可是未必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這可能是教師參與決定使其對教學

分心。事實仁教師未必須要或有必要參與學校經營的每一個面向，我們在提

升教師參與決定時，應該由與其專業實施或專業利益有關的部分先著手，而

不是♂下擴及學校經營的全部面向。較好的作法是先由教師與行政人員共同

決定彼此的權責與角色，如此逐步為教師參與學校事務建立良好的模式，以

提高教都參與學校經營的權威性與合法性(Conway & Cal凹， 1995 ; Ka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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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口認清教師權能增進的自標

教師不應將自身的權能增進當作是最後的目標，而應當以學生的利益與

教育的改進作為教師彰權益能的最終目的 o 如果模糊了這項目標，以權力的

掌控或利益的維持為最終目的，而犧牲學生的權益，就有遠教研彰權益能的

本意 (Conway & Cal缸， 1995 ; Romanish, 1995) 。放就這個角度來看，教

師對學校事務的參與應有先後與深淺之別;與教師專業工作有關的項目，應

是教師參與決定所優先考量的部分。

圓明訂教昌市參與的規則

一個團體要能永續經營，必須有其運作規則。如果缺乏規則的規範，就

容易造成少數人把權不放的現象，因此明確遊戲規則的制定，說明教師參與

的方式、分際與代表的產生方式等，是追求教師權能增遂自寺必須何時注意的

部分 (Conway & Cal凹， 1995)

個注意充分的時間配合與準備工作

權能的增長是需要時間的，學校人員必須要有耐性，給予教師充分的時

間白我成長 (Conway & Cal泣， 1995) 。一般而言，教師彰權益能的進行，

受到教師的素質、校長的經驗與人格特質、學校現有方案的多寡、學區對教

育的期望等因素的影響 (Kirby， Wilmperberg, & Keaster, 1992) 。學校成員

在追求權力的分享時，如果能了解彼此的背景與顧慮，適度的讓步以追求長

期合作關係的建立，未必不利於教師彰權益能目標的達成。與其希望立竿見

影，倒不如先在彼此的共同點上尋求合作的經驗，建立合作的模式 (Rosen ，

1993)。在這過程中，也要對決策共享後可能帶來的時間延右與學校效能減

低預做準備 (Mentell ， 1993) ，以免因為短暫的負面成效而影響大眾對於教

師彰權益能的支持。

個51入其他團體的參與

教師關起門來追求權能增進，排除其他團體，尤其是教師的重要合作夥

伴一一校長、教育行政人員、家長與其他教師組織等的參與，可能會使這些

與教師親係密切的團體覺得受到排擠或孤立，無法給予教師彰權益能真誠的

支持與配合，任何希望促進教師權能增長的教師組織'K喜歡迎其他棺關巔體

的參與 (Rose口，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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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師彰權益能概念對我國教師會的啟示

民盟84年所公布的教師法，賦予我國教師會成立的法源基礎，各校乃紛

紛成立教師會。這個新組織的成立，代表了社會對於教育民主化與專業化的

期望。運作至今，固然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也看到了教師會未來的隱憂，

有些教師會成為爹(教育與學校行政人員)不愛、娘(學校教師)不管的組

織，或是受到學校與教育行政機關的壓抑或忽視，或是成為失去觀眾的演員，

無法維持其代表教師的合法性，更遑論發揮其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教育革新

與維護教師權益的功能 o

這些現象提醒我們必須有所行動，以確保教師會的永續經營，發揮社會

大眾對其所期待的正向功能。如果能使教師會成為一顆種子，使其轉化成為

權能兼備的組織 (empowered organization) ，應能使得這個得來不易的教師

團體繼續成長，進而維護與促進教師的權力與能力，並提升教師的專業地位o

事實上，我國教師會的成立在下列幾方面是與教師彰權益能的概念相符合的:

一、學校經營的理念

教師會之成立，所反映出來的學校經營理念，與以往由上而下的管理方

式大為不同。學校運作改為協同管理、甚至由下而上的方式，教師有權力參

與學校事務的決定(power with) ，這是學校經營與權力結構上的重大變革

(林蕙質，畏的，馮蘋，民85 )。根據法令規定，教師可以經由教師會影響

教育與學校事務，包括參與縣市政府之教育審議會、學校教許會、教師申訴

委員會等(教育基本法第十條、教師法第十一條、第二十九條)，參與教師

聘任、申訴以及教育問題解決，這與過去教師的角色大為不同。雖然教師法

第十六條有關教師權利的規定中，就已賦予聘任教師(包括未參加教師會者)

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與革意見的權利，未必要經過教師會，不過經由

教師會組織之集體運作，可以使教師對學校事務的影響力發揮更大，與教師

權能i酋長、促進教育革新的概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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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成長與教育改進

彰權益能概念不只集中於教師權力的增進，其最終目的之一是教師專業

知能的成長與專業形象的提升。根據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我國教師會

的重要任務包括了維護教師的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

教育情題、制定教師公約，這些都有助於教師專業形象的建立與教育的改進。

教師會成立的目與教師彰權益能的目的是頗為一致的，該組織可以扮演積極

的角色，協助建立向僚專業互享的氣氛(林愣地，民 87) ，以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並且經由教育問題的探討與研究，改進教育 o

三、權力內發

教師彰權益能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教師的意願與行動，也就是教部有意願

改進教育，並且能將此意願付諸行動，改進教育實施與教師專業地位。根據

教師法之規定，教師有權利卻無義務參加教師會，不過卻又受教師會與其他

單位決議事項之約束。自正向來看，這點符合教師彰權益能中教師主動與行

動的精神，教師會是一】教師白發的組織，凡參加教師會者，應都是有意願改

進教育與教師專業地位者，與所有教師都被強迫參加的情況不向，這種白發

恆的組織符合教師彰權益能中權力內發的概念。不過，因為教師參與教師會

的動機不同，也有可能使教師會的性質變質，成為教師爭權奪利或逃避專業

責任的機構。因此，教師會的重要課題之一是如何發揮種子或磁鐵的角色，

減少紙上會員的人數，並吸引更多教師主動參與教師會，將改革的意顛付諸

具體行動。雖然教師法不強迫教師參與教師會，但又規定所有的教師都得遵

守教師會與其他組織協商之結果，有其矛盾之處，不過這也可以看成是鼓勵

教師參與教師會的誘因。當務之急，除了致力強化教師會的表現，使其受到

教師的肯定而心悅誠服的參與外，也要克服教師參與教師會的阻力(如教學

壓力、教師惰性、白色恐怖的陰影) ，使更多教師顯意參加教師會，以提高

教師會的代表性與專業性。

四、集體力量

重日Romanish (1991) 所言，學校的民主化，不是單一的教師可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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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需要所有的教師集體的行動，方可完成。 Irwin (1996) 也強調建立彰權

在能社群 (empowering community) 的重要性，這個社群提供老師問彼此的

主持，達成教師的彰權益能。 Sen偎在提到轉化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時，更強

調個人的努力與集體的努力之問重大的差別，專業的成長不是靠個別老師獨

善其身即可達成，就如同完美的樂團不是靠完美的假別演奏者即可( O'Neil ,

的5) 。集體力量與社群意識是教師彰權益能概念中重要的一環。我國教師

會為一教師自發組織，具有潛文I凝景教師的力量，故宜善用教師的經驗，使

教師權能兼備。

以教師彰權益能作為教育改革的核心，己成了不同觀點學者共同關注的

焦點。根據Blase 與Blase (1994: 4-5) 的整理，發現不論是持批判解放觀點

(critical emancipatory perspective) 的學者(音日Apple， Freire, Giroux等
人) ，持白白觀點的學者(如Glickman及Lightfoot) ，或是持保守觀點的學

者(女DLiberman或Maeoroff) ，都強調教師彰權益能的重要性 o 批判學者希

望教師經由反省性的行動，對抗壓迫性的社會力量;較忽略結構因素的自由

主義學者關心教師如何能權能兼備，以改善其教室內的情況，保守主義學者

則視教師彰權益能為提升教師地位的契機。不論是何種目的，教師的權能增

長都被視為重要途徑。學校不會僅僅函為立法者或教育單位的命令而變得更

好，教師本身的改變才是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我國教師會的成立，在很多

方面也正朝向使教師權能兼備的方向邁進，使我國教師會成為權能兼備的社

群，應是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徑之一。根據學者的看法，一個權能兼備的社群

具有下列特徵'這些特徵可以提供我圈教師會發展的參考( Irw凹， 1996;

O'Ne泣， 1995)
H是一個敏覺的社群(a conscious community)

鼓勵個別性與多元性，尊重他人意見與需求，而不是用統一或標準化的

措施對待社群中的每一個人。

口是一個關懷的社群(a caring community)

社群中的分子能接納別人的需求，也能互相體諒、協助。

但)是一個勇於嘗試的社群(a risk-taking community)
為促進教師的成長，勇於嘗試新的措施，對於冒險或失敗都採用不同的

角度評量。

倒是一f區學習的社訴 (a learning community)
團體中的人必須能設身處地，自不同的角度洞悉複雜的問題。此外，成

員的行動，也是植墓於彼此的行動摹礎上，而非各行其是。最後，學習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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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能夠貫穿到整個學校，發揮影響力量，並利用各種焦點團體，彼此連結支

援。

教師彰權益能強調的是社群集體的行動，而不是獨善其身式的個人行動。

它是 個教師社群自發性的行動，為了促進教育的改進與提升專業地位而群

策群力所組成的社群。在我國現有的教師組織當中，教師會應該是與教師彰

權擴能概念最接近的一個，它是一個教師自發的組織，而不是依法強迫設立

的組織，教師法的規定也賦予教師參與教育事務決定的空間。雖然各界對教

師會應該扮演的功能有不同的主張，不過基本上都同意促進教育發展與教師

專業成長，以及提升教師的專業地位是教師會的功能之一，這點與教師會成

為彰權益能社群 (empowering community) 的目標是一致的。教師會成立至

今已數年了，未來幾年將是教師會經營的關鍵期，教師會能否能成為一具有

實質功能的組織，並擴大其代表性與專業性，澈底落實法令所期望其達到的

功能，關係著教師會在新世紀中的發展。筆者以為教師彰權益能的概念可以

提供教師會發展的一項指引，有助教師會的永續經營。

陸、未來有待研究的方向

誠如Rei tzug (1994) 所霄，對於教師彰權益能的討論仍以概念性的居多，

缺乏有系統的研究，本文仍是一概念性的探討與文獻的整理，在後績研究的

部分，可以朝下列幾儕主題進行﹒

一、探討教師彰權益能概念在我國實施的可能障礙，

並謀求解決之道

任何的組織在謀求發展詩，都必須對內外部環境進行評估，了解本身的

長處、短處以及環境中的機會與威脅(Bryson， 1995) ，教師影權益能的組織

也不例外。未來有必要針對教都會或其他具類似功能的教師組織進行分析，

了解其欲成為彰權益能組織時可能碰到的內外部環境障礙，據此擬訂策略，

規當教師彰權益能組織的發展。在我國的教育環境中，教師工作的穩定性與

保守性、教師本身對教師專業的不正確看法、現有的法令規定、傳統的科層

體制概念，以及現有中央、地方與學校間的權力與利益關係等，都可能是教

訶彰權益能組織發展的負面因子。對於這些因素有必要加以了解與克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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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Empowerment: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l!.lJV-uu 70的宜。、 df;ul-.l!.l且.g. (j)a且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teacher empowerment" and

strategies for its actualization. In the era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缸，

teacher empowerment is deeme吐 as a key element of successful

school reform , teacher education , school organizatio且 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We assess the possibilities and potential

constraints for empowering teachers in Taiwan.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orming current teachers' associations

mto empowering ones in order to promot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teachers. We also discuss areas to be cau

tious of when exercising the power of teachers as well as the necess

ary strategies and steps to be taken before the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teacher empowermen t. Abusing teachers' power will harm rather

than benefit educational improvement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status ,

Keywords: empowerment, teacher empowerme阱，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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