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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幼稚園為本位的教師專業成長

歷程之行動研究

林育瑋

摘要

國內幼教領域少有以「學校為本位」規章副教師成長活動之寶徵研究。本研究

採行動研究，以研究者任職之幼稚園為場域，深入了解主幼稚園教學發展方向與

圍內教師專業知能發展之需求後，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歷程;並探討影響教

師成長活動的因素，期望本研究能提供其他幼稚園進行其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規劃

之參考。本研究進行 2 年，幼稚園的位老師皆參與研究。資料收集包折觀主菜、訪

談、教學紀錄、省思、日誌、會議紀錄、研究日誌等資料。

研究發現，以幼稚園為本位規劃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不僅兼顧組織的發展

方向，也符應教師何人的專業成長需求。多樣化的成長進修活動皆由園長及教師

互動溝通過程 'I'發展們來。影響「幼稚園為本位」之教師成長活動規章 'U之因素有

園長角色、|可事關係、教師內在動機及時間考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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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n Developing
Kindergarten-base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in a Kindergarten

Yu- Wei Lin

Abstract

In Taiwan, there was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品cusing on school-base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is adopted in the kindergarten where the researcher works. The research aims

at having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endency of the kindergarten toward teaching

development and its teachers' need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kindergarten-based teacher proft自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to analyze the possible factors which affect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dvice for

oth叮 kindergartens on how to desig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is two-year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a kindergarten with 18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Classroom observations, open-ended interviews, teaching records,

personaljournals, and meeting records are the ill句 or sources of data

The important findings a自品 follows. (I) To design kindergarten-base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e direction of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t'~~~-~~~ ~-~~.~~~-~， U~_ ~~--~~-~~ -~ -~b~~U~~~~-~~ ~_. -~-t'

need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2) A diversity of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re derived :from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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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and teachers. (3) The factors affecting kindergarten-based teachers' prof<臼sional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role of the director, peer interaction, teacher's internal

mot1vat1凹， and the time of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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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一、研究的重要性

教師專業成長在歐美已成為非常蓬勃的研究領域 (B凹den， 1990) 。國內也有

愈來愈多學者關心教師專業成長的課題(林育瑋， 1996 ;歐用生， 1996 ;饒見縫，

1996)。近年來，為了 I押進教師專業知能戶斤舉辦之教師研習進修活動相當多，在發

現教師教學行為與教育思念不合時，也會直接建議多提供教師在職進修!Y j機會，

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相關研究(簡楚瑛、林麗卿， 1997 ; CI泊& Veal, 1995) 卻

指爪，只是悄進教師及團長之專業知能仍是不夠，應該加強有關組織環境之相關

知能;組織若未能同步成長，教師何人的專業成長也會受到影響。

以「學校本位 J (school-based) 的專業成長模式，是近幾年國內外學者所強

調的(陳美玉， 1996 ;饒見維， 1996 ' 1997 ; CI泊& Veal, 1995) ，此模式能針對

學校內的需要與問題進行解決，亦可透過教師、家長、社區人士及相關資源人物

之協同合作來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就H前幼教領域而言，大部分教師專業成長的

活動，仍以教育局及師資培育機構所提供的進修活動為主，而非以各園專業發展

需要為最主要的考量。學校本位的專業成長模式，較能針對學校內真實需要與問

題進行解決。教師們可以進行經驗分享，針對實際專業問題探討、釐j青、界定與

解決;進行理論的反省與修正;乃至於新理論的引介與探討。這種以學校為本位

的專業成長，能提供教師適時的專業阿饋，j仰起了土群人員的專業信心，提高門我批

判反省、意識，進而促進專業實踐理論的不斷更新與修正。故如何建立j;J C學校本位」

之幼稚園教師成長模式，是幼教研、必須努力的，也是本研究做;探究的重要方向。

研究者除曾經衛王幼稚園教師外，還負責幼教師資培育，並參與幼稚園評鑑

及輔導等工作。在實際工作過程'I' ，發現許多教師反應研習進修活動不符合其圍

所的需要;不少幼教教師有心想要改變教學型態及環境，但常出組織環境'I' C 人」

的因素(包折園方負責人及同事)而停頓或遇挫折。研究者深刻體會，組織環境

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組織的領導者是否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機會，與是否能視

教師及組織的需要提供適時且台宜的成長活動，是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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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 H的在探討一所幼稚園如何以「學校本位」之概念來規章 'U及進行教

師專業成長之活動，並呈現幼稚園領導者與教師共同規劃園 'I'教師成長活動及建

立專業學習社群等歷程，並探討影響教師成長活動的因素。

二、重要名詞釋義

(一)以幼稚園為本位.，學校本位」是指以學校的教學理念與顧景為核心，

以學生的需求為起點，以學校的情境與資源為基礎，由學校成員的參與、互動、

溝通、協爾與門我發展。在幼教現場，我們以「幼稚園本位」稱之。幼稚園本位

強調促使教師必須不斷地與他人對訢與合作，使教師有參與決策!Y j機會，教師在

們權賦能( empowennent)後，更能主動參與，進而達到教師專業成長之功能。

(二)J幼稚園為本位之教師專業成長，以幼稚園為本位所進行的教師專業

成長活動可決定進修的內容與規劃之權力，自團長釋放到各個教師于'I' ，由基層

教師決定課程發展、進修方式及其專業成長的空惰。主要在避免進修內容不符合

門我需求的情況發生，且能立即解決現場工作者的專業需求;希冀達到滿足教師

與園方需求、成員一起進修、依照成員共同建立的J!iIj景做為進修的H標。

(三)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拍的是教師在教學技巧、實際知識與專

業態度等各府向繼續不斷成長、更新的歷程。教師的專業成長，是教師在其工作

崗位上，從事有關I押進何人專業知識與技術之繼續提升，進而在行為、知識、意

象與知覺上的持續改變，其H的乃在促進你|人的門我實現，進而改進教學品質，

使門己更能勝任教學工作，造福更多兒童。

貳、文獻探討

此節將就以學校為本位之重要性、學校本位之教師專業成長，以及幼兒園'I'

之教師專業成長三方向進行探討。

一、以學校為本位之重要性

學校本位是以學校為主髓，運用現有的學校資源，鼓勵學校成員參與各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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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積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學校整體發展為H的，以提升學校效能為遠景

(彭仁晃， 2000) 0 c 學校本位il'措理」是H前盛行於區美先進國家一種權力下放

的管理過程或實務。美國政府將做決定的權力轉移至各何學校，藉由I卅日學校教

職員的門主，以促進教育的品質 (Myers & Stonehill, 1993) 。

近年來，國內教育改革的呼聲愈來愈高漲，學校本位的管理方式是行政院教

育改革重要們施之一。在 1996 年，行政院教育改革祥議委員會於「教育改革總諮

議報告書 J 'I'也提們「學校本位管理」的觀念。學校可視實際需要，邀請學者專

家或研究者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溝通與相互對照。故「以學校為本位」的專業成長

配合著學校及時性與特殊性問題之需求，促成了個人專業實踐理論之修正與成

長，也達到問題解決之H的。

二、學校本位之教師專業成長

英國教育科學古巴 (Department ofEducation and Science, DES) 於 1972 年的報

告指爪，學校是教師教學與再學習的場所，是課程與教學發展的地方，所以在職

進修應該由學校開始，每何學校應將教師專業成長視為學校本身的重要任務，且

由學校內的所有成員來分擔責任何 l門蕭靜宜， 1999) 。由此可看卅，教師專業成

長逐漸由上級單位主導轉為強調由下而上的模式。綜合相關文獻(歐用生， 1996 ;

饒見縫， 1997)將「學校本位之教師專業發展」的涵義界定如下，

(一)就H的而言，在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解決教育現場'I'實際發生的問題，

以改善教學工作，以教師專業的繼續成長為H的。

(二)就方法與途徑而言，以學校為進修場所，事專用校內外人、事、物的資

源，採用多元型態的進行方式;強調教師的參與對言而，是主動積極的學習，而非

被動消極的接受。

(三)就進修過程而言，可以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系統的或非系統的，但

必定是一個持續學習與實踐辯證的過程。

(四)就內容而言，是學校或教師針對教育改革或日常的教學問題，自教師

參與主兒童u ' 以實際運用到教育情境、滿足學校及教師需求為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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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學校本位之教師專業發展，關心學校教師需求與問題之解決，有

效整合學校財力、資源、設備與人力，充分發揮學校教師之學習、合作、互相協

助與一|可成長之團隊精神與門我導向的學習，並幸存實於實際教學及學校相關事務

之經營 'I' 。

教師專業成長的模式是提供教師專業成長較有系統、持續而深入的一種成長

方式。 Yongs 與 Hager 於 1982 年所提卅之專業成長模式，希望能建立專業成長方

案就準，以達到全體教職員共同合作且符合教師與學生需求。而G1 athom ( 1987)

的「合作專業發展模式」是指，教師經由不同的結構與方式，在共同工作小組'I' ,

促進門我專業成長的歷程，此不同的方式包含專業對訢、課程發展、|刮儕航導、

|刮儕指導、行動研究。 Gibbons 與 Norman (1987) 提卅，教職員成長模式必須與

教師的訓練、方案的發展、學校組織與地區的管理做統整與連貫;重點是，教師

專業成長的計重與內容，由教師門己決定。 RPTIM 模式是最早的學校本位教師專

業成長模式，實施方案則於 1993 年，由 Wood 、 Killian 、 Mcquarrie 與Thompson

提卅，其內容包舍: I 準備 (readin間):透過全體教職員溝通與合作提!中符合學

校改進H標與言十晝 2 言十晝 (planning) :成立言十晝小組，調查學校教職員需求，

並由教師與行政人員共同決定成長活動 H標 3 訓練(山Ill!月):透過小團體互動

方式，幫助教師學習 ;4 實施 (implem叩t) :參與者能夠在學校或班級展現的新的

教學，並從同事情相互支持與鼓勵，共享資源分配與行政資源 5 維持

(maintenance) :教師繼續維持有效的教學新方案與技巧，並隨時從同事、學生、

家長獲得何饋與支持，以做為教學改進的依據。

三、幼兒園中的教師專業成長

近年來，國內外有不少學者關心教師專業成長課題(陳美玉，1996 ;歐用生，

1996 ;饒見維， 1996; Spodek, Saracho, & Peters, 1988) 。國內有關幼教教師專業

成長的研究(林育王室， 1996 ;柯秋佳， 2003 ;簡楚瑛、林麗卿， 1997)也有漸漸

們多的趨勢，但這些研究大都偏向於教師何人專業知能之tfT長，很少涉及整個學

校組織的專業知能。簡楚瑛與林麗際(1 997)建議幼教教師有共同學習意顱，學

會運用系統思考，凝聚幼稚園共同願景，提升教師不斷追求門我成長的意顧與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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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或修正基本IG、智模式，如此才能真正使幼稚園走向獨立門主，以永續發展。以

學校為'I'心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有賴於學校發展成一「合作的專業社群J' 而社

群成員積極的相互關懷、互相支持，經常藉由經驗分享或其他方式，協助個人發

現門我問題並做修正。柯秋桂 (2003 )與黃靜子、詹日宜、會錦貞 (1997)也都

提到，幼稚園組織'I'教巨恥于享及討論能I押進彼此的溝通，並深入探討教學理念，

進行專業對言而，對新手及經驗的教師來說都是相當有益的。透過彼此經驗分享，

教師們可得到他人的支持或及時性的協助;釐清、界定與解決實際專業問題;在

合作'I'得到再教育，們進專業問題之解決能力。林育瑋( 1996) 探討幼教教師的

專業成長歷程發現， I可事的共識、支持及鼓勵是幫助教師成長的因素，而影響教

師成長的重要人物，還有家人、團長(領導者)及幼兒等。

國內幼教界相當注重教師的專業成長，政府及民情單位提供不少教師研習進

修活動，但這些進修活動根本上有些缺憾(饒見縫， 1996) : 1 進修活動的主題是

教育行政單位所指定或依政策訂定的，不是根據各幼稚園教師需求而來 2 進修

活動的方式大多以專題演講馮主，較不是針對教師資作表現所需之工作坊或研習

信 ;3 進修活動之演講者大多為學者，而非有專門經驗之|刮儕教師 ;4 進修活動的

內涵常是片段的，甚少是針對一個主題做持續性的學習。上述可知，國內相當忽

視「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師成長。故，卻;提升幼教教師的專業知能，應以幼稚園

為主體規章'U專業成長活動，才白白良據教師的教學實際需要，提供合宜的研習活動。

因此，以「幼稚園為本位」的組織環境'I' ，教師不再只是受雇者，而是應負

起「領導」任務的專業人員;一所學校的領導者，除了要發揮教學領導的功能，

也應協調整合校內外人士的人力、物力，以全力提升教學品質;以及扮演「促進

者」的角色，以tf7進所有人員之專業能力。綜觀而論，不難了解學校組織環境對

教師專業發展具有相當重大的影響，故要tf7進教師專業成長不能不注意學校組織

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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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方法，研究者參與幼稚園實務工作，並與教師們共同規章 1

「以幼稚園為本位」的教師成長活動。以下分別就研究參與者、行動研究歷程、

研究者角色與資料蒐集方式、分析及檢證一一說明，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一所實驗幼稚園教師為研究參與者。此園共有 9 個班i級，大班 3 班、

'I'班 3 班、 'I'大混齡班 1 班、小班 2 班，每況約 30 位幼兒。教職員共有 25 人，

分iJUr吉園長 1 人，教師的人，職員工 6 人，教師皆為合格的幼教教師。

圍內實施開放式教學，教學型態是以方案教學來統整幼兒各領域的學習;此

園也提供師資培育機構學生實習的機會。園裡每隔兩週舉行園務會議及教學會

議，討論園袒的一些重大活動事項或安排教師成長活動;各班群也有定期的教學

會議來分享及討論教學上的問題。

二、行動研究歷程

行動研究關注的問題通常發生於實務情境 'I' ，因此研究的策略與應用方法，

隨著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出應情境需要而決定，所有的步驟與策略都會出需要

而進行機動性調整。本研究的行動起點，是研究者發現幼稚園現場 'I'值得關注的

問題所引發。研究者在 1997 年剛擔任團長時，觀蓋其教師的教學活動時發現教師很

少進行持樂、律動及戲劇等活動;且有不少教師對於圍內所進行的教學模式仍有

疑問，概念有待澄清。

研究者主動在教學會議 'I'向全體教師提卅行動研究的 H的，以及所發現的問

題，並與教師們共同討論可能改進的策略及方法。另一方而，研究者也透過問卷

調查來確認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最後決定進行「方案教學」讀書會，並舉辦幼

兒律動、戲劇及持樂一系列的研習活動。教師們提卅提升專業成長的方式還有。

全團教師教學觀摩、推選教師進行教學觀摩、各班主題分享、減少園務會議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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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教學會議討論的時間等。研究者深刻體會到「教師應是研習進修活動的主體 J '

且應是「主動的學習者」。因深切期望圍內教師可以成為一何「合作的專業社群 J '

所以研究者除了思考由園方規量割的研習進修活動，也鼓勵各方向(如攝影、圖畫

菁、律動及美勞等)有專長的教師成立社圈，彼此互相教導學習。

本研究所呈現的主要是以研究者擔任團長最後 2 年( 1999-2001 年)與教師共

同規章'U教師成長活動為主髓，但事實上行動的起點是可以追溯到擔任園長的第

一、二年( 1997-1998 年) ，為悄進教師個人及整個組織的專業知能，研究者與教

師們共同發現問題、釐清問題、擬定策略及方法、實施行動策略及方法、檢耐行

動策略成效、經過再思考、省思、形成下一例循環問題，整個過程就是一何反覆不

斷行動與學習的循環歷程。

圖If忘本行動研究之歷程，過程是循環的，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之間釀時

期、第二階段之行動時期。第一階段的循環歷程包折尋求起點、釐清情境、規實l

策略及執行、何肯與阿饋修正;第二階段將第一階段所蒐集的資料做劑市與阿饋

修正，便加重~及執行所擬定的專業成長活動，同時進行資料蒐集、檢證之工作，

每一次活動結束會進行研台，以做為下一次活動之參考。圖 2 是教師專業成長活

動的循環歷程園，儘管本研究'I'所呈現之專業成長活動相當多樣化，多種成長活

動乃固不同的起因、需求(發現問題) ，因而有了不同的婉言到與執行，前一個活動

的研市與省思的結果，可能是另一例活動的源起。因此整個教師專業成長是一何

「發現問題→擬定策略→執行→柯吉、省思、」的循環歷程。

三、研究者角色

H前國內教育研究大多是由學者專家以「局外人」的身份進入研究場域，較

不易了解「局內人」的聲詐。研究者於 1997-2001 年接任園長一幟，有機會深入

了解此圍之情境脈絡，亦較能掌握幼稚園各項活動的運作;對於運作過程'I'的閃

難，也出門己身處在其'I'而較容易了解，並且易掌控相關綠葉與蒐集到重要的資

料。因為天玲、地利及人恥，實驗幼稚園成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場域。整個歷程

巾，研究者扮演著多重的角色，成長活動規實j者、觸媒者、資1京提供者、觀主譯者、

支持者;有時是主動者、有時是被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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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初期，研究者誠懇地邀請教師一起參與，讓教師們知道他們是重要的行

動參與者。儘管研究者了解團長及教師之情門然存在的「權力關係 J' 但仍希冀與

教師維持對等的關係。故研究者儘可能和教師們一起討論、一起行動、一起省思、

一邊做調整。

四、資料蒐集方式、分析及檢證

(一)資抖蒐手在方式

1 訪談

訪談對象包折圍內所有的教師， 18 位教師至少被訪談 1 次。在規章1且進行教

師專業成長活動前、後，分油進行分組或例 iJU訪談;為了解學才好丹提供之專業成

長活動對教師教學理念、實作等方而的影響，也進行半結構性小組訪談，如在觀

摩教學完後進行 3-4 人小組訪談，了解教師對觀摩教學運作的看法及其收穫等。

研究之言行 2 年教師主動成五社團後，訪談了 3 位社長及社員，以了解成立社圍之

H的、顧景及收穫。

2 參與觀主長

參與觀察包折平時實地觀主長教師課室教學、教師參與研習活動情形、教師在

會議互動溝通方式等，次數相當多，研究進行期問超過 50 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觀

器等。除了 2 位新進教師沒有辦理教學觀摩外，其餘 16 位教師陸續進行教學觀摩，

教巨恥于批參與觀綴，之後進行討論及分享。教師教學觀摩峙，並拍攝錄影帶提供

事後討論。

3 問卷及文件、梢案蒐集

為了解教師進修需求及讀書會主題的意見，研究者設計了「教師進修需求問

卷調查」、「園內就劃讀書會主題之意見調查」做為規章 'U圍內教師成長活動之參考，

也是深入訪談的參考依據。文件資料的蒐集還包折，教師的教學省思日誌、教學

觀摩IG得、座談會資料與紀錄、讀書會或團體討論紀錄、教師參與各項研習進修

活動的苦而心得、園務教學會議紀錄及研究日誌等。

(二)資抖兮析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是同時持續進行的，研究者透過反覆閱讀不日闊的紀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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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稿，試著從資料'I'尋找卅與教師成長需求、想法、參與活動的收穫有關的字句

單元，以發展卅各種類J月，並加以編碼。為了具體呈現一所幼稚園去叫可以「學校

本位」之概念來如劃及進行教師專業成長之活動，本研究以「進修活動規章1之歷

程」、「教師參與活動{A旱 J' 以及「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三部分，並在各部

分之下另分幾小點進行分析討論 ， j;J了解幼稚園領導者與教師共同規劃園'I'教師

成長活動及建立專業學習社群之歷程。

(三)資料檢設

在此行動研究'I' ，研究者不僅是行動者，叉是領導者，為了避免出領導者的

角色致使資料取得有所「偏頗J '研究者運用下列幾種方式進行交叉檢證。

1 成員檢核，將訪談逐字稿交由受訪者進行石在荒草，並修正不正確或模糊的部

分，以求資料的正確性與真實性。另一方向，也利用會議與教師分享討論，釐清

彼此的想法。

2 三角檢證。研究者以不同方法(觀主言、訪談、會議、問卷、錄影等)、人物

(研究者本人、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時間(上課、研習、會議等)、資源(人

物、文件)等所蒐集的資料進行交叉檢證。

3 與其他 2 位研究人員討論，本研究另有 1 位專任研究助理及協同主持人協

助觀察及訪談資料的蒐集， 3 人定期聚會，針對研究進行討論、辯證，使資料的

呈現能更趨於完整。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之H的在探討一所幼稚園如何以「學校本位」之概念來規劃及進行教

師專業成長之活動，以及幼稚園領導者與教師共同稅費j園 'I'教師成長活動及建立

專業學習社群等歷程，並探討影響教師成長活動的因素。所以研究發現與討論依

據研究H的，分加針對 CJ 幼稚園為本位進修活動規劃之歷程」、「教師參與圍內

進修活動之IG得」與「影響教師專業成長因素」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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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幼稚園為本位進修活動規劃之歷程

本園進修活動的形成，來門於教師的需求、園長的關注、幼稚園發展方向

更落實方案教學的精神、統整各領域的活動等。下列將依時問 ff說明各種進

修活動形成及進行的過程﹒

(一)管樂、律重力、戲劇研習活動( 1999. 10-2000. 1 )

在「教師進修需求問卷調查J 'I' ，教師提到對 H前教師進修制度的想法 :C課

程內容不能切合實際需要」、「矽摺主題無連質性，且範圍廣泛不易掌握」、「進修

時間安排於上課時間，便有意進修教師無法參加」、「可以辦理一系列研習，加強

對主題的深入了解 J' 這個發現與饒見維 (1997)所把.'+1國內進修活動的缺憾不謀

而台。

從問卷及訪談資料歸納!啊， c進修課程內容」是教師考量是否進修的重要因

素之一。圍內有 9 i'!Y:.DJ上教師都認為進修是需要的、也都採取積極的態度。資料

顯示，教師有意進修之課題集 'I'在實藹教學方向，有半數以上教師強調最需要加

強的是「持樂及戲劇」方向，且研究者發現不論資深(1 0 年以上)、經驗( 4-9 年)、

初任 (3 年以下)教師對於進修內容的需求並無太大差異，皆對「戲劇、持樂、肢

體律動」最感興趣。對辦理進修的方式，教師提!中!幾項建議﹒應規章 1長期進行一

系列主題的進修，採取多元化的進修哥?習方式，如讀書會、專題演講、學術研討

會及教學觀摩等。

基於問卷、訪談及觀察之發現， 88 學年度上學期圍所乃規章 1一系列「持樂、

律動、戲劇」研習活動，安排教師利用平常園務會議將陌(星期六下午)邀請專

業教師帶領一系列肢體律動及戲劇活動，全體教師皆全程參與。同時也因應教師

何人需求安排了四場專題演講，教師可依照個人的興趣參與，但大部分教師皆參

加了所有的進修活動。

(二)讀書會( 2000. 9-2001. 4- )

有幾位教師建議﹒過去圍內會進行過讀書會，對他們幫助很大，所以希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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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再繼續進行讀書會1 也有新進教師建議對圍內方案教學概念邱鐘清。故 88 學

年度安排了方案教學之讀書會。當年暑假，圍內有 5 位教師與研究者到各縣市分

享主題學習活動，日于干究者覺得|削仔可以切合園內教師的需要，所以在 89 學年度上

學期安排了 5 次教學分享 (2000.10-2001.1 )。另一方而，讀書會也繼續運作，於

89 學年度閱讀《全語言幼稚園》及(;在、像遊戲的魅力》二番。

一個團所的成長是要全體教師有共識，了解門己在做些什麼，對於門己的教

學有更深切的認識，而 89 學年度的進修規章u'開放教學觀摩」及「教師教學主題

分享 J 2 大活動，乃是因應此而產生的。

(三)教學觀摩( 2000. 10-2001.5 )

大部分教師皆肯定俗學年度所安排一系列的成長活動2 。在思考及J視畫U 89 學

年進修活動內容及方式時，有不少教師提到﹒「我們常開放讓iJU人參觀，而且常有

機會被邀請到園外分享教學，可是門己圍內教師卻很少互相觀摩，希望可以開放

彼此觀摩的機會」。訝得研究者|削接任園長時，曾在園務會議'I'提到是否進行教學

觀摩，當時教師分享過去教學觀摩的痛菁、緊張經驗，故規章1時並末將其列為教

師成長活動之一。但JU 2000 年，教師們主動提!中1圍內教學觀摩的需求，貴為一個

非常大的突破，因此 89 學年度進修活動時，便將「教學觀摩」列為重點教師成長

活動。

但在思索教學觀摩進行方式時，碰到一個難題.採門自參加或要求全體教師

都必須參與呢?在慎重的考量下，研究者決定 89 學年度上學期除 2 位新進教師

外，其餘 16 位教師皆須開放教學觀摩，且在觀摩後當天'I'午進行討論，希望藉著

彼此切磋王軍肝、以mj堂教師教學及輔導知能。在 89 學年下學期時，則由全園教師

推選卅最想觀摩之 3 位教師進行半天的教學觀摩，教師們可以門自參加。

(四)午土團王舌重力( 2000. 10-2001.6 )

89 學年度還有一filii不|刮j;Jt到白教師成長活動﹒教師依照門己專長成立了社圈，

1 在研究者按任國長第一年下學期，已在幼稚園開始進行圍內教師「讀書會 J '透過

教師的共讀，更清楚認識教育理論，以及釐清教育觀念與教學實務。

2 在下一個段落將會分享教師參加研習活動的心得及其運用於班上活動的情形。



林育瑋 以幼稚因為本位的教師專業成長歷程之行動研究 31

並門行招募成員。研究者一直期待圍內教師是主動的學習者，而非自團長來規賣 1

所有的進修活動，在進行本研究的第 2 年這個期望竟然成棄了 3 。這種門自參與的

社團活動，既能符合教師個別的需要，叉能讓圍所逐漸邁向主動學習的組織。 89

年度上學期最先成立的是「藍鸚鵡 4」英文窒害社、「一拍 JJIJ合」攝影而土，這兩個

社團在 10 月份各門展開活動; 89 學年度下學期另一社團「遊戲 l社 J (改稱「戲劇

社 J) 成立，重視教師肢體律動。

透過訪談，我們了解社長成 1主社圓的動機、 H的及期待，

......我可以學英文。我覺得學習是要有一些外在的約束力，我自己一個人

進行的速度都很慢，這幾個原因，是主要我成立「社團」的動機，而且我

覺得要學語言，一定要製造一個語言的環境，所以我想如采有機會成立一

個這樣的團體，可以 push 我，可是又不是很有壓力的......。對社員期待，

還是讓社員自己去發展，我們只是製造一個學習語言的機會。我希望它能

夠一直持續存在，至於以後走到什麼深度、方向，我們再一步一步規割。 (A

社長訪談， 2001. 2. 27)

......我想這邊教師很少去戶外，所以我想如采走出去照中目，也可以出去玩，

回來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再來一點是因為我們幼稚園常常要拍很多相片，

登在刊物上，常發現照得不太理想，所以可以讓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對

自己照的照片，看看哪些地方對，哪些地方不對。其實給我震總蠻大的一

點，那一次車主任捉到我們教師要有第二專長，我在攝影這個部分比其他

教師早進入...... 0 (B 社長訪談， 2001. 2. 27)

我是希望可以把戲劇活動和我們的主題相融合，對於成員的期待，我很希

望可以從社團的成員裡面挖到一些寶，其實很多教師都非常的棒....

(C 社長訪談， 2001. 2. 27)

3 研究者真的非常興奮，雖然知道仍有很多路要走，但相信有了起點，那才是最重

要的。

4 俗稱「爛英文 J '因為社長自嘲英文不好，所以選用了這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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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圍內教師個人及組織成長的需求，幼稚園安排一系列的成長活動，形式及

內容也採多樣化的方式。過程'I'發現，依學校本主才需要而規劃的教師成長活動，

比教育局、師範院校所安排的研習進修活動更合乎教師需要，且切合各園方特殊

需求。在規賣1圍內教師成長活動時透過多重管道了解教師及整例圍所的需要，並

運用「多樣化」的形式進行活動，以更能吸引教師參與，使其成為主動參與者及

規劃者。

二、教師參與圍內進修活動之心得

這 2 年來圍內舉辦的進修活動，主要有「菁樂、律動、戲摩l阱習」、「觀摩教

學」、「教學主題分享」及「社團活動 J 0 j;J下將針對教師參與活動的J叫旱統整分析

如下，

(一)管樂、律勤、戲劇研習

園方針對教師的需要，就劃一系列「持樂、律動、戲劇」研習活動，藉此tfT

進教師干干樂、律動及戲劇方而的知能，並結合方案教學統整運用。教師在參與研

習後分享收穫。

.....每天都典音樂生活在一起，在故敲打打的樂聲中都會主襄孩子樂在其

中。日常生活中，如采我們能善用肢體節奏，和敲打身邊、周邊物品或自

製樂器，配合節奏、唸謠，籍由各種不同的敲打機會，貝1J 日後孩子再也不

是盲目地敲打，且增強了肢體運作，史提升愛樂的境界。 (A 教師研習心得，

2000. 1.15)

這次研習了解原來音樂具體的呈現，竟然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方向。......。

學到如何引導孩子進入音樂世界及培養孩子的基本音樂能力。 (G 教師研

習心得， 2000. 1.15)

這次音樂研習讓我體會主1J 活潑、生動、富創意的音樂教學，除了要有專業

素養外，還需加入教師多年來的教學經驗和孩子身上實驗出來的創作。

(D 教師研習心得， 200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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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也將在研習所學習到的活動，運用於實際的教學 'I' ;或將活動做些改變，

融入於幼兒活動 'I' :

最大的收獲就是每次研習回來，就會和孩子玩一些新的音樂遊戲，不但在

班上閉關了「音樂角 J '每天中午吃完午餐，就是我們「布萊梅樂隊」開始

演奏的時刻，孩子會以他們自己的想法來玩音樂。......。耶誕同樂會上的

「打擊樂演奏 J' 未研習以前，從來沒想過會請孩子做打擊樂的演奏，這次

我們嘗試了，效采還真不錯呢! (C 教師研習心得， 2000. 1.15)

上完諜的當天晚上，就自製了一對于套偽，好讓小朋友也來試試這種主義覺!

(H 教師研習心得， 2000. 1.15)

研究者很高興教師能將所學實際運用於現場'I' ，更興奮的是，教師並非~r味

地模仿或照單全收，他們會思考持樂、律動活動如何與圍內教學相結合及分析活

動的適用性、合宜性。教師提到，

......要將此種音樂活動帶入教學，真的要經過一番設計及安排，才能將其

功效發揮出來，......。會稍有要在處，這也是我要努力加強的。(K教師研習

心得， 1999.11.1 8)

常在想帶音樂性活動，教師本身需有某些基礎，如何帶領孩子欣賞音樂，

喜歡音樂，是自己目前想要做的。(J教師研習心得，2000. 1.15)

對~舉辦長期一系列之研習活動，教師共同的看法是.

對同一主題做多次的研習，能讓我們了解得更多、更廣。在應用上若發現

問題的困難，還可以在下一次上課時向教師請教，澄清問題，真是太好了，

希望下次還有這樣的方式「一車列」讓我們成長。這比單獨一個研習活動

更深入...... 0 (小組訪談， 2000. 1.15)

研究者在觀支持教師的教學'I' ，也常看到教師帶領幼兒育樂、律動或戲劇活動。

剛開始時，教師是利用下午時間來進行這類活動，較少與班上所進行的主題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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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漸漸地，教師也會在早上帶入持樂↑生活動，且與主題結合。從研究者的觀察

及教師們研習IG\t辱的報告資料'I' ，可以體會這一系列的研習活動對教師的幫助。

雖然是教師們一定要參與的研習活動，但因為是教師切身需要的活動，所以常看

到教師相互討論、切磋王軍阱，並未聽到有負而的何應。故安排幼稚園內教師進修

活動時，是要考量教師真正需求，才能使其更具有動力參與，且進而達到們進教

師資務與理論並用的專業知能。另外，就會j一系列有系統的研習活動，也較能改

進過去國內片段進修或切割式進修活動的缺失(饒見維， 1996) 。

(二)教學觀摩

透過{卅日。訪談，多數教師建議規章1園內教師互相觀摩的機會。為了讓每位教

師都有成長!Yj機會，除新進教師外，所有教師均開放教學觀摩。為避免有教師不

參與觀摩，研究者也要求每位教師至少觀摩其他班級教學 6 次。

從教師教學觀摩心得'I' ，知道教師雖是會緊張，如. c也內說: riG祖還真是

有點害怕~ ，畢竟本園的教師都是「前輩~ ，門己要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呢! J 、「雖

然教了 20 多年的霄 ， J~、到要教給圍內的教師看，多少還是緊張的」。但對於這個

活動，教師都持著正向的肯定，

我覺得教學觀摩給我蠻多的刺激，看到一些東西，可以再重新思考自己的

教學。(期末訪談， 2001.1 .15)

進這裡已近三年，一直期待能觀摩其他同事的教學......。看別人的教學，

才能學習到許多寶貴的教學方式，......。尤其來看我教學的都是很有經驗

的教師，真怕自己會手忙腳亂，不過還好大家對我都很照顧，也給我很多

寶貴的意見，讓我受益匪淺。(M教師教學觀摩心得，2000.1 1.20)

這次提供此機會，對我來說獲益良多，對往後的教學能更加的充實，才不

致於閉門造卒，找不到自己教學的盲點，提供省忍的機會......0 (H 教師教

學觀摩心得， 2001. 1.8)

可以使自己了解到平常自己沒去注意的或是自己所忽略掉的，及那些應改

進的地方。可由觀摩者的口中知道自己的優缺點是種可以往上提升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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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當觀摩者的身分也不錯，籍由別人的教學法之優缺點來對照自己的、

別人的缺點，可以警惕自己勿犯，優點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破〔錯 JJ 。

(F 教師教學觀摩心得， 2000. 11.25)

......我的確也想知道自己還有哪些需改進或成長的空間。......。像某位教

師對我說，他記錄下我與孩子在車己顏色時的對話以便學習，我聽了很主義動。

(K 教師教學觀摩心得2000.1 1.30 )

觀摩教學當天下午進行教學討論，由當天教學的教師主持，參加重l!~聖者書寫

「給你的悄悄訢」阿績單。有的會議進行時間非常短，僅半個鐘頭就結束了，有

些則超過一你|半鐘頭。之前研究者擔心可能會因為門己的參與，使得教師們在會

議'I'不敢盡情發言、切磋王軍阱，所以只講研究助理參與討論會。但從助理研究日

誌巾，研究者發現，會議討論是否深入切題，會議的主持人是相當重要的。因為

教師們較無主持會議的經驗，且未能統整教師們的意見及想法，會議未能針對教

學內容進行討論，導致教師參與的意顯減少，形成教師只參加教學觀摩、不參與

教學討論會議。這也就是引發研究者 89 學年度下學期的觀摩教學後討論方式改變

自園長(研究者)主持，且針對幾個教學焦點議題討論的重要原因。

大部分的教師們皆肯定教學觀摩的功用，也認為開放觀摩教學，能更加了解

圍內所進行的教學模式，亦能透過彼此觀摩而更釐清教學疑惑。教師們的共識是，

「門己校內的觀摩教學比校外參觀、開放給iJU校教師參觀更有幫助」。國著教師的

建議與實際運作狀況，所以 89 學年度下學期在安排觀摩教學的時間及方式上也做

了調整。

出著教師肯定園內教師教學觀摩的功能，所以 89 學年度下學期仍繼續進行教

學觀摩之活動。教師們建議.，教學觀摩可以找資深或是大家共同推薦的教師進行

觀摩」、「看看經驗豐宮的教師們的教學﹒ …主題是去叫可進行的，看看團討、分

組、情境等 J (期末園務及教學會議， 200 1.1.1 2) 。

所以 89 學年度的下學期，自教師們推選大、 'I' 、小班各 1 位教師開放觀摩，

採門自參與的方式，時間訂在 3 月、 4 月、 5 月各一場。教師觀摩的時崗是從早上

的點到 11 點半結束，下午 1 點進行當日教學的討論，自園長主持。這 3 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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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平均每次有 8-9 位教師參加(因為仍須有 1 位教師需何在班上進行教學活

動)。並將當天的教學錄影存梢，提供無法參與的教師參考觀摩。

在討論會'I' ，教師請教教學者該班主題的產生、歷程、直叫可克服難處及處理

孩子的個別差異等。一個半小時的討論'I' ，教師皆能主動提悶，互動情況相當不

錯，並不像上學期卅現「不知去叫咱才論起」的狀況。在該學期期末的訪談'I' ，教

師們更加肯定教學觀摩對教師成長的重要性，希望成為往後「常態」的教師成長

活動方式;另也建議成立「教學小組J' 能固定時間針對教學閃擾議題分加深入討

論。但之後的運作情形，也因研究者卸任團長職務，而未再能深入探究，實屬可

J~'主主
l 口

(三) ，教學主題兮亨」弓之「社團活動」

研究者邀請圍內 5 位會至園外分享的教師進行「主題分享J' 希望協助其他教

師更加了解方案的概念。 5 次分享活動利用園務、教學會議時間5'5 位教師也刺

激其他教師省蓋其門己班上的教學。

在參加完第一次分享活動後，研究者有以下的紀錄。

有的教師會很踴躍地分享他的想法，有些教師可能還在忠、考自己質疑的部

分，並未發言。我期望教師們在聽完主題分享後，都能發間或參與討論。

我期待在接下去幾次的活動中，會有更多的教師投入，也讓教師了解這樣

的切磋珠磨是可以增進對方案的認識和了解，也可以從欣賞別人的過程

中，省思自己在教室中的言行，也可以更了解教學過程中基本的精神。(研

究日誌， 2000.10.7)

研究者進一步省思，教師之所以未能主動地分享教學想法或參與恃無法專

注，可能還是與帶領討論者無法切'I'要點或提供討論重點有關。但為了提供教師

仍有練習帶領討論會的機會及經驗，以及提升其主持會議的能力，研究者並未像

上次教學觀摩會一樣，取代教師主持會議，而是在往後的4 次教學分享'I' ，自研

5 研究者縮短園務會主義報告時間，而改由書面說明，如此才可提供充裕的時間進行

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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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建議討論題制，請主持會議的教師決定如何進行討論，如.，你最J~、告訴。。

班教日前十麼 7why7 J 、「從其教學分享'I' ，你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7 J 、「如你要進

行相同或相類似的主題，你會有什麼?想法或改變 7 J 、「門己在進行活動時，碰到

最大的難題是什麼 700班的活動提供哪些解決方法? J' 改變討論方式之後，討

論的效果好很多，而且每位教師皆有發言!Yj機會。最後 2 次教學分享叉加了 2 項

討論是且啊.，大型建構教師介入能有多少 7 J 、「幼兒發表很多，但做得少?如何及

解決? J' 使得教師們討論的焦點更為具體、更有意義。在此歷程'I' ，研究者真正

體會到園長必須扮演著嘴梨的角色，隨時協助及支持教師。此外，示範及引導也

是很重要的。

89 學年度教師門行組成 3 何社圈，社團活動的成立使研究者看到「小型學習

型組織 J I'!'身監形，這是一何很棒的起點。「藍鸚鵡」英文窒害社在 2000 年 10 月 6

日成立，共有 11 位成員參加。而土長許先分享成立動機與鬥藤，之後由所有兩土員決

定所要閱讀的書籍、聚會時間與次數，上學期總共聚會 7 次，下學期聚會 6 次。「一

拍PIJ合」攝影而土，雄也在同時期成立，上學期只進行了 3 次活動(包折攝影概念

的介紹及實際拍攝活動) ，下學期進行了 4 次活動(利用假日時陷進行外拍) ，期

末還舉辦「成果展J 0 ，遊戲而土」在下學期成立，會員有 6-7 位，進行了 6 次活動。

白了土圍運作的過程'I' ，而土長Eo社員都分享了參與的心得，

.....大家在聚會的時候，教師會說一些自己的經驗，也可以增加彼此了解

的程度...... ，這樣的學習是沒有壓力的，大家都蠻喜歡的。(社長訪談，

2001.2.27)

因為有時候在學校途說哈囉的時間都沒有，假如有機會可以去外拍的時

候，大家的心情都很放鬆，也可以多做一些溝通。因為是外拍，不會與合

班教師時間街突，且利用假日可以和同事一超出去玩，又可以練習拍照、

看風景，真棒! (社員訪談， 2001.5.16)

我覺得很喜歡參加，因為可以多和教師接觸，而且大家的分享會給你一些

重戚。(社員訪談，20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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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也參與了其'I'幾次的社團活動有辛辛相同的感受

....Ji<.覺非常的溫馨，因為每個人都會分享他們喜歡的書，還有介紹一些

新書給大家，有這樣社團的成立，當主管的我，非常喜悅的，希望這樣小

組自由參與性質的社圈，可以讓教師在其中享受圖畫書、也可以讓自己的

英文能力有所進展。(研究日誌，2000.10.6)

教師們因為相同的喜好而集結在一起，彼此成長、互相分享。社長事前的就

畫1 、安排及負責任的態度，也是活動是否吸引人、能持續的重要因素，而社員也

要事先做些功課，才能盡興討論。

社長設計的課程都不錯，蠻符合教師的需要。社員都很厲害、也很認真，

而且突飛猛進。他們拍的時候，會發現一些問題，我們再一起討論。(社長

及社員訪談， 2001.5.16)

很多教師都在問下學期還有沒有英文童害社，表示大家都還想再繼續下

去，以前都沒這樣的機會......。現在成覺非常好。我也發覺要成立一個社

圈，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家都喜歡的，你才能成立......0 (社長訪談，

2001.2.27 )

但是圍內同時有 3 何社團活動，活動時間須協調，教師們也須取捨。常發生

的狀況是 2 位教師皆想參與liiJ一社圈，然而必須有 1 位教師研下來照顧幼兒午睡，

2 位教師就得溝通、協調，很多班級是採教師輪流的方式。不少教師提到他們很

遺憾無法全程參與社團活動。除了攝影社是利用假日外拍外，其餘皆利用 'I'午時

間進行，有教師提到，

我是覺得中午要來參加社圈，大家是要有蠻大的毅力。(社長訪談，

2001.2.27 )

帶完一個早上的活動，已經有點累了，接著還要參與社圈，真是有點辛苦。

可是不去參加，又有點可惜，真是相當掙扎 J C 身為社長要事先規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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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活動都覺得有責任要參加，所以對搭班教師很不好意思，他都無法參

加。(社長及社員訪談， 2001.5.16)

對於這何難題，只有靠彼此的協調、溝通及調適。期末活動結束後，教師們

期待而土園活動能持續發展，並且提卅圍內可以提供的資源。

建議把教師休息室弄成社團的教室......。可以有一個社團的佈告欄，有新

的資訊，像是剛剛00教師說的攝影晨，遊戲社也有一些兒童戲劇的活動

就可以放在那邊......。我覺得如采有一個佈告欄，不管是家長或是教師都

可以看到這些資訊......0 (社長及社員訪談， 2001.5.16)

幼稚園可以給我們社團一些自己的空間或是櫃子，可以把這個社團的一些

書籍... 。像我就想給我的社員看一些攝影的書...。像章害社就可以在

那邊放一些童書或是字典。(社長及社員訪談，2001.5.16)

我認為一個社團要能繼續下去，第一個要有時間，第二要有金錢......。學

校可以補助一些錢給社團使用，譬如有時候影印、打字，或是童書社唸過

的童書學校可以買，或許每一個社團可以有一個社團的基金。(社長及社員

訪談， 2001.5.16)

eli血和 Veal (1995) 強調組織必須提供教師持續圍內專業成長的時問及空

間，讓教師、行政人員等能聚在一起，彼此合作分享，這與教師們的建議相類似。

吳明清(1997)認為，學校在推動教師進修活動時，應盡量透過團隊學習方式，

使學校成為一個「教育專業社群」。因此，幼稚園在協助教師成長活動'I'扮演著不日

益重要的角色。

研究者在比較園內舉辦的成長活動及教師門行組成的社園活動時發現，教師

們雖提及兩者皆很重要，但是，教師覺得參與社團活動較沒有壓力且經鬆愉快。

這叉不禁引起研究者思棠，一何圍所若只專注教師社圓的發展，而沒有整何組織

專業發展的規章割，會產生哪些問題?另一方向，是否圍所內進行的社團活動可進

而引導教師塑造共同的顧景，使幼稚園成為專業學習型組織?如果只發展教師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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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長，而忽略整個團體的發展，那對圍所的發展有利嗎?而土圓的成立能I押進

教師彼此的互動、感情也更加凝聚，但團長是否可以利用這伽優勢，共造圍內的

顧景?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及探討。可惜的是，因為研究者團長職位的詞眶而未

能再繼續深入探究，往後的研究或許可以朝這方向探究。

三、影響教師專業成長因素

本研究發現在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活動'I' ，園長扮演著積極、主動的角色。就

如Glatthom (2000) 提到，主管(校長)在推動學校課程改革'I'扮演相當核心的

角色。 Hard 與 Hall (1983) 研究 3 位校長帶領學校課程實踐的歷程指爪，校長們

採取主動積極、率先倡導的風格，是保證有效課程實施的重要關鍵。研究者身為

團長要考慮到 18 位教師(卅日。需要及考量整個園所的發展方向，著賞花費相當多的

心思。

國所要成長，務必要成員共同協力，若單單是上位者不斷地推動是很難有

所成效的，即使成員依據國方所規割去實踐，但終究淪為形式化之風氣。

若成長進修只是形式化的演練，對教師或規創者而言，皆是徒勞心力。(研

究日誌， 2000.5.18)

研究者希望教師們能成為「主動的學習者J' 但在幫助教師成長的過程'I' ，寞

的需要協助及引導。這並非教師們沒有能力，而是「適時的介入」當催化劑，c鷹

架」教師的學習，更能幫助教師成長得更穩、更快。正如簡楚瑛與林麗卿(1997)

在幼稚園課程轉型的個案研究'I'指們，領導者需以兼「教練、教師及指導教師」

的方式來改變部厲，透過引起古巴屬強烈的動機並與領導者感同身受的方式，才能

順利進行課程轉型。林明地(2002)也提到，校長的課程改革領導重要策略之一

是「身先士卒，帶頭示範」。舉例來說，在幾次參與教師教學討論為社團活動時，

發覺到主持人在帶領團體討論、分享技巧能力上有待加強，研究者則會運用「提

問」及「暗示」的方式，提供主持人點子，使得討論自E更深入。雖然本研究'I' ,

所進行的教師成長活動，並非用於強調圍內課程轉型或課程改革，而是讓教師更

加了解圍內所進行課程的理論與實務，使其更有信心進行教學。在過程'I' ，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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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觸媒者及指導者的角色，釐 j育教師教學概念，共同為課程實踐而努力。研究

者指王~ffr~吐園活動及教學觀摩會議主持人的角色，示範帶領讀書會及討論會的方

式及技巧，希望幫助教師們成為更適任的活動帶領人，在討論時更能切磋王軍肝、

澄清教學觀念、彼此造就。事後兩土長何應。

有「高層次」的人(國長)來主持，的確不同凡響!她的確影響我們了。

像。。教師就捉到會比以前更注意到繪畫出現的意義，擴展我們的視野及

能力。(幼稚園與家庭，第 40 期)

團長除了帶頭的作用，也可提供很好的示範。這正呼應吳清山(1 999 )強調

學校領導者應該採取激勵與引導的角色，與全體教職員工發展學校共同J!iIj景及發

展學校特色，以做為學校所有成員努力方向。

Edwards (2002) 指!阱，一何成功的學校領導者應具備「遠見、反省、全心投

入與勇氣、授權與們能、帶頭學習者 J 5 項特質。在此歷程'I' ，研究者也有這種

體會，團長要有勇氣而對教師正、 f空而的何應，要隨時進行活動的省思，且要保

持堅定的態度。例如 89 學年度上學期圍內進行教學觀摩後，不少教師未參與討

論，或是來去匆匆，觀摩時間相當垃暫，故研究者在園務會議重iff教學討論的重

要性，並示範帶領討論的技巧，往後的討論因而順利進行。出著上學期有這樣的

經驗，研究者在規劃下學期觀摩教學時，再度強調觀摩教學的意義及討論的重要

性，請教師們慎重選擇觀摩的教師，並要求全程參與觀摩活動，研究者也全程參

與並就門主持'I'牛的分享討論。研究者發現，園長的介入對於觀摩教學所能達成

的功效發揮不少作用，這由教師的發言及討論內容的深度可以明顯看!們來。在這

2 年的前 1 年半，園內所安排的教師進修活動皆採較具規範性的參與6 。研究者希

望藉由參與，教師們更了解圍所理念及方向，組織成員們能共同成長、共塑造學

習願景。

任何一何活動的推展，不可能沒有遭遇難題，但研究者相信，只要是為了組

織的發展，溝通、堅持也是必要的。是什麼動力讓研究者雖然碰到閃境還會一直

6 錐教師可以自行選擇，但仍有基本的原則，如至少觀摩 6 次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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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走，最主要的原因是「孩子」與「有心成長的教師們」。雖然研究者也會有很

多疑問及兩難如.，到底教師有沒有意獻?這是不是教師真正的需求?要讓教師門

由參與或要強迫呢? J 但換何角度恕. ，每個人(指教師)都已經是大人了，如果

很多事情都要別人在後而推動，或門己缺少內在動機的訢，那也強求不來﹒ ﹒」。

而對這些閃惑，研究者一再告訴門己，

只要我盡力替教師及國所著想，盡量規劃合宜的成長活動，主襄教師有學習

的機會，至於他們要不要學習，那就另當別論了。(研究日誌， 2000.10.23 '

2001.3 .18 )

研究'I'也發現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除團長須扮演重要角色外，教師本

身的學習動機也是相當重要的。如|可教師提到.，我覺得參與教學觀摩.m門己有沒

有期待很有關係.. 。如果沒有動機及期待，當然學不到東西 J (期末訪談，

2001.1 .15) 0 Senge (1990) 提到「第五項修練」時，特別強調教師要做門我的超

越，然而這門我的超越是要透過園長來「要求J' 還是教師可以「主動」門我超越，

尺度重叫可拿捏呢?這也是研究者在推動教師成長活動時會遭遇到的難處。而對少

數教師缺乏內在動機時，研究者處理的方式是與教師(卅日。談計，知道他的想法及

分析為何如此規章'U成長活動的理由;另外，研究者也會特別注意教師在團體'I q'[<

行為表現;引導他、與他深談，避免他去影響日。人，實行下來都還算順利。

|可事之闊的關係也是促進教師成長的動力。斷;用生( 1996) 與 eli血和 Vel

(1995) 都強調，同事為合作的夥伴，同事關係是教師持續專業成長重要因素，

如果每一個人皆可以貢獻門己的想法，並與他人合作，彼此關↑系和諧，如此必能

為共同願景而努力的。在本研究 'I'也發現，教師們參與社團及圍內的教學觀摩及

研習活動時，彼此觀摩、分享討論，對教師彼此專業知能之悄進有很大的幫助。

教師針對整個組織氣氛對其專業成長的影響提!中 1了看法，

我一直很喜歡這程的教師，我可以成受到在這樣的工作環境裡面，看到教

師都很努力很積極的在求成長。我真的可以看到學校教師，無論是在自己

幼教專業領域裡面或是其他方面，其實大家都蠻有心的，讓自己能夠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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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在這樣子的環境裡跟這樣子的教師共事，我收獲很多。(小組訪談，

2001.1 .17)

從許多研究資料'I'顯示， c進修時間」的安排是影響教師進修的另一重要因

素。出許多教師都已婚有孩子，所以研究者在規劃圍內成長活動時，考量到教師

何日。因素，如時間、家庭、身體狀況、何人需求等，原則上以盡量不影響教師家

庭的時間為考量，但要完全不利用上班以外的時問也不太可能，所以只有透過彼

此溝通協調達到共識。在本研究'I' ，因研究者事先的考量及圍內教師進修的內在

動機較強，故「進修時陌」並未對教師專業成長產生太大的影響。

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並非是單一的，而是複雜多元的，因此在規章1教師

專業成長活動時，除考慮教師何人因素外，也應重視團隊及組織的學習，且專業

成長活動內容、進行方式等都要通盤考量，在就劃J及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的活動才

有意義。

四、小結

幼稚園本位教師專業成長討f令促進|刮儕陌專業的對訢、反省及辯證;此分享、

對訢、辯證，可提升教師門我覺知的專業反省能力，進一步促進專業成長。在本

研究'I' ，可明顯看卅專業成長活動並不在於灌輸知識與技能，而是側重於啟發及

思考。因為更進一步的澄清及理解，是有賴專業的反省、思考與對言而來獲得。這

與先前多位學者(Glathom， 1987; Gibbons & Nonnan, 1987; Wood, Killian,

Mcquarrie, & Thompson, 1993)提卅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雖有不同，但皆與強調

「相互分享經驗、支持與鼓勵，共享資源」的想法相互呼應。正因如此，教師們

能有更多元的觀點來看待教室 'I'的現場，以及更能反省門己在教室現場所做的決

定及所表現的行為，這些都是以前的進修活動 'I'所無法獲得的。從教師們的省思

及何應'I' ，可以看到教師不再只是資訊的接收者，而是知識的建構者及生產者。

幼稚園本位教師專業成長 'I' ，教師是主動參與者，非被動接受者;如果教師

是被動的參與，要期待教師能有開放性的專業對言而是相當閃難的。因此在推動幼

稚園本位教師專業成長時，對研究者而言，許要工作是如何激發教師參與的意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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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努力下來，看到教師主動成立主社園，建立學習型團隊組織，彼此透過互動交

流彼此們長，真令人雀躍。

再者，研究者認為，教師專業成長應由教師們彼此討論就賣u ' 並不意味不能

自園長或某一位行政人員、教師來提卅言十畫，但研究者相信有一例計畫草案為根

據，討論起來比較能釐清彼此的信念，在經過修正後更能建立共識，成為具體可

行的行動方案。另一方向，研究者除了是團長、亦在師資培育機構服務，不同的

角色與身份所提供的協助與支援亦是影響本研究教師專業成長的原因之一。

vanDriel 、 Beijard與 Verloop (2001) 藉由大學教授或研究者支持的合作式專業成

長，能協助教師針對想要探聚或實際而臨的問題(如教材發展、教學方式) ，進行

教學改進的反思與門我評鑑。 Parke 與 Coble (1 997)也認為，運用合作式行動研

究的方式協助教師進行課程發展，教師持續與同事和大學教授進行討論，並透過

言十晝、實施與修正的行動模式，有助於教師了解課程改革的意涵、改善教學實務，

以及落實科學教育鬥標。需注意的是，不論是園長、研究者或大學教授，任何人

提卅!Yj)j十畫，都應該只是草案。與傳統運作模式的不同在於，每何人對於草案是

否都能真正充分地表達門己的看法與意見，來形成共同的理想。因此理想的教師

進修內容是磋閃而來的，而非主事者或領導者個人理想、的實現。如同 Meichtry

(1 999)與 Stofllett ( 1994)所建議的，有效的專業成長計畫，應讓教師實際設計

教學單元，並於課室'I'實施，藉由教師的貫作，協助其體驗專業成長的重要性。

在本研究寞的看到圍所教師參與規劃的過程，彈性調整進行活動的形式及內容，

了解幼稚園本位之教師專業成長如何進行、幼稚園本位之教師專業成長直叫可影響

教師專業的成長。由此可知，以幼稚園為本位的專業成長有助於教師改善教學實

務，教師們透過與專家、同事的對言而，從'I'思吾吾門己進行教學時所而臨的問題，

並於實際的教學情境'I' ，應用不同的教學內容與方式，試驗其自教學實務'I'衍生

!們來的想法，再經由專家與同事的阿饋，反思與評鑑門己的教學歷程，並據以改

善教學品質，以提升門身之專業成長及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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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結論

茲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提卅以下的結論，

一、本研究以學校組織與教師需求為主視實j教師成長活動。研究發現， C以幼

稚園為本位」的專業成長模式，以循序漸進及多元化的方式進行活動，不僅能發

展園所教學特色及且能符應教師專業成長需求。

二、規章1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是一何不斷循環的過程。園長必須透過多重管

道了解教師的需求、發現問題。以「多樣化方式」推動，如本研究'I'的讀書會、

教學觀摩會、教學分享會、社團活動等 C多元化的內容」進行，如方案教學、持

樂律動教學、英文圖畫番分享等。更值得一提的是，教師參與成長活動剛開始是

由團長依照需要而規劃，漸漸地轉變為教師主動成為緝查1教師成長活動者，社團

活動的成立就是一何主動學習而士群的最好例證，這乃符合及達成 CJ 幼稚園為本

位之教師專業成長」的H標。

三、以「學校本位」的概念來看，園'I'的教師及園長協同合作來促進教師專

業成長。教師們進行教學經驗分享、針對圍內實際專業問題進行探討、釐i青、界

定與解決;且進行理論及實務的反省與修正，進而建立圍內教師專業信心。圍內

社圓的成立可以見到學習而士群的雛形，教師們主動建立|刮儕社群，彼此切磋，共

同營造一何重視互動與|刮儕陌經驗傳承的環境。

四、影響教師成長活動因素，包折園長角色、同事關係、教師內在動機及進

修時間等。其'I'研究者最深的體會是園長的角色，本身身為團長，更深刻體認到

團長角色在此歷程'I'的重要性。身為園長，是示範者，要以身作則才能帶領教師

們;是推手，對於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活動須不餘遺力。在此歷程'I' ，園長必須

扮演著驚梨的角色，隨時協助及支持教師，並且適時地示範及引導。另外，研究

'I'也發現，經過互動討論之行動歷程'I' ，出著教師們的需要及歷程提供的建議而

改變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最能引發教師參與動力，進而if村自其專業知能。

總之，以「幼稚園為本位」規章1教師成長活動，較能尊重教師意膜，以及關

注至1教師專業成長需求，不僅重視教師何人的成長，也會兼顧到整個團所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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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本研究藉著深入了解一所幼稚園如何以「學校本位」之概念，規章'U及

進行教師專業成長之活動及內涵，研究者期望藉著此園以幼稚園為'1'，[，、所規章'U發

展卅來的專業成長歷程，能提供其他幼稚園，所進行規章1其圍內教師專業成長，

以及引發其建立一個合作型學習組織之動機及參考依據。

致謝，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割成采之一 (NSC89-2413-H-003-1 07-F22) 、

(NSC89-2413-H-003-050-F22)。本研究進行期間蒙協同主持人王怡云、研

究助理高麒雅、林妙真負責資料蒐祭典整理之工作，實驗幼稚園教師們的

支持與協助，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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