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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保羅中學因應學校求發展，啟動學校革新計畫，在革新計畫執行一段時間之

後，學校深感教師在學校革新的關鍵性角色，於是配合學校革新重點工作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 

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乃採階段性分年實施，評鑑規準包括四大

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度，

並依規準，採不同評鑑方式如教師自評、教學觀察、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及教學

檔案建置等。而其所得結果不與考核結合，主要運用在專業成長，學校專業成長

機制計有專業成長工作坊、教師個人成長計畫、教學輔導教師之安排等。從 88
學年度開始之先期作法，至 95 學年度後所進行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其在

學校發展計畫之框架下漸次推展，帶動了學校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之革新。 

根據保羅中學之個案，本研究得到以下結論： 
一、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革新脈絡歷經課程本位化、學校社區化及優

質化。 
二、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由萌芽期、適應期的先期導入，隨組織文化

的改變進入制度化的發展期。 
三、 法源依據及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的資源提供是主要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

動的學校外部因素。 
四、 組織文化的氛圍及評鑑結果的運用是主要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學

校內部因素。 
五、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使組織學習層次從個人提升至社群，並涉及學校既

有價值及規範重設之歷程。 
六、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使組織文化從重視和諧走向評鑑探究的專業發展

導向文化。 
 

根據以上結論，本研究亦引申其對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的啟

示。 

 
關鍵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革新、組織文化、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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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A Case Study of School Improvement Propelled by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bstra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Paul High School began launching into the 
school improvement.  After the school improvement had been carried out for a 
period of time, Paul High School deeply felt that teachers are key persons in the 
school improvement.  Therefore, coordinating the school improvement, Paul High 
School implemented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ul High School adopted a step-by-step method to implement the evaluation.  
The school adopted teacher self-appraisal, students’ questionnaires,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teaching portfolios to evaluate teachers.  The criteria include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class management and student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ttitudes.  The outcomes of the evaluation are used to 
plan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eacher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1. The progress of school improv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3 period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unitilized school development and high quality 
school development.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3 periods: the emerging, accommodating and developing period. 

3. Legal basis and resources offered from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re 
the outsid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4.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the evaluation outcome application are the insid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5.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motes not only individual learning but also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volves the school value and rules restructure. 

6.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hanges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rom symbolic harmony to evaluative inquir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implications with regard to using teacher 
evaluation for school improvement were revealed. 

Key words: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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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第一章  緒  論 

本章旨在說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待答問題，以對本研究有一概略性的

瞭解。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 學校必須革新以求發展 

學校存在於社會環境中，與外在環境持續交互作用，因此學校必須配合環境

變遷而調整適應，無法獨立於社會環境之外。 

現今，學校面臨內部及外部環境變革的壓力，在學校外部環境方面，因新科

技、新知識及新技術以超乎想像的快速引發社會的變遷。在學校內部環境方面，

一方面因《教師法》之實施，賦予教師會、教評會成立的法源，同時家長會亦強

化原有之功能，積極參與學校事務，造成學校組織之解構；另一方面因順應社會

變遷引起課程改革的浪潮，故學校在面對社會的改革開放與教育改革的思潮時，

須依各自的條件與特性，勾勒未來的藍圖、加強學校人員的專業知能、改善學校

人員的心智模式，使他們瞭解學校組織發展的必要性，不但要減低成員抗拒改革

的心態，更須進一步引發學校組織成員之組織承諾，以有效減少組織發展的壓

力，進而促進學校革新，使學校更符合時代潮流所需（王瑞壎，2006）。 

雖然學校面臨內部及外部環境變革，已經有了革新的壓力，但因學校組織具

有明顯的科層體制，革新促發者多為科層上級單位，使得組織成員參與動機不

強，又因學校內部各單位專才專用、權責分明，彼此依賴程度不高，形成教師孤

立的藩籬，影響革新動力的凝聚。除此之外，教師經常忙碌於教育的繁瑣事務，

無暇也無動機從事研究發展（秦夢群，1998）。因此，對於引發教師關切學校發

展參與校務，乃為學校革新之要務。易言之，學校面臨內部及外部環境變革的壓

力必須革新，身為學校重要組織成員的教師，更須改善心智模式，不斷提升專業，

承諾組織發展，方能促進學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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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貳、 國內日益重視教師專業發展 

近年來，國內攸關教師素質之教育政策，有多次的更迭。首先，教育部於民

國85年12月2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揭櫫教育改革方向，嗣後，又於

民國90年為檢視教育改革行動方案執行成效，積極展開一連串之研討會、座談

會，邀集學界、業界及學校、家長代表，進行深度、前瞻之意見交換，依據研議

的結果，擬具具體的改革建議，其中包括：提升中等以下學校師資水準，健全教

師進修制度，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建立教師評鑑模式（教育部，2001）。另外，

在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中也提及，教育

革新的成敗，有賴教師專業素養的提升（教育部，1998）。於是，教師專業發展

已成為關注的焦點，期待教師能具有課程發展與設計、教學創新、班級經營、行

動研究等專業能力。 

國內，近年來開始重視與學校教育人員相關的評鑑，教育部於民國 95 年開

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正是一項與學校教育人員相關的評鑑，此項評鑑旨在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師專業品質，並增進學生學習成

果（教育部，2007）。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經漸漸在許多學校開始試辦，有了初

步的發展，教育部也積極宣導並推動各項配套措施，鼓勵學校藉由試辦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精進。 

參、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學校革新的助力 

值此強調學校本位、學校特色、學校適應時代變遷之際，學校經營必須革新。

學校革新的作法，在近年來，多著重在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希望藉此建立學校

發展特色，同時也可因應學校自身之需求與資源，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雖然如

此，但至今仍然有許多學校無法落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理念，使得學校無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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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展特色，而學校革新更淪為象徵性的活動。究其原因，其中一點即為教師專業知

能尚不足以因應課程本位的理想。教師是學校革新過程中重要的原動力，教師是

學校最重要的組織成員，學校組織的改進及發展與教師息息相關，教師若未能重

視專業發展，以具備改善課程發展、課程設計、教學創新、行動研究等知能，則

難以促進學校革新。 

雖然教師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角色，但我國的中小學教師由於受到《教

師法》保障，加上教師升遷管道有限以及考核制度的不完善，使得部份教師在缺

乏督促與激勵之下，忽略教學改進，不關心校務發展。然而，目前學校遭受內外

環境壓力的衝擊，必須具備革新的力量方能因應壓力，提升競爭力。況且任何教

育改革，最後都要落實到教學的層面，需要良好的教師去實施。因此，我國近年

來隨著社會對教師的期望及對學校績效的重視，從過去重視校務評鑑或各種方案

的評鑑，轉而開始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我國目前在實施與教師有關之評鑑時，重視的是形成性目的，側重教師專

業的發展，以多元方式協助教師瞭解教學應改善的地方、蒐集學生及家長的回

饋、期待，以及同儕互動所帶來的省思，這些瞭解和省思，有助於教師擬訂成長

計畫，充實自己的專業，同時由於教師對專業越重視則越有反省及理解能力，對

學校革新也越有幫助。因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雖是針對教師個人作檢視，然在

學校發展及革新上亦有所貢獻。 

再者，在現今的教育改革脈絡中，開始重視參與式的評鑑，強調參與、對話

與反思的要素，使得評鑑有了新的意義與內涵。如此一來，評鑑不僅可以用來評

估績效，亦可用來培育成員能力；評鑑的過程即是學習的過程。誠如潘慧玲（2002）

所指出的，評鑑可帶動個人、團隊及組織三個層次的學習，學校實施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如能有效執行，不僅可以引發個人層次的學習，亦可在學校中引發教師

參與專業社群的學習，甚至往上提升為學校的組織學習。 

肆、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研究尚未著重學校革新觀點 

研究者以「評鑑」為關鍵詞搜尋全國碩博士論文網及國立教育資料館期刊論

文，並參考張素偵（2006）對於台灣教育評鑑所作之文獻分析，發現我國自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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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7之間在教師評鑑方面的研究，就研究主題而言，大多以指標建構（如吳政

達（1999）、林柏松（2004）、施樹宏（2004）、徐敏榮（2002）、張豔華（2002）、

陳玉鳳（2003）、廖玉珠（2005）等）；模式發展（如張定貴（1999）、溫少逸

（2005）、駱奕穎（2004）等）；教師知覺（如朱芳謀（2005）、朱慶璋（2003）、

李培濟（2003）、林榮彩（2004）、盛宜俊（2004）、陳永發（2005）、戴佑全

（2000）等）等為研究主題，並且比較著重於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教師本身

之專業成長的成效，對於如何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置入學校發展計畫，以及如何

促進學校改進與革新，較少關注。研究者認為，若能以學校革新的觀點來分析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相關問題，必定能提供學校有效的學校革新策略。因此，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展情形與學校革新的促進關係，是值得探究的。 

伍、 從實務到理論的省思需求 

本研究係以身為研究者的我所服務的學校為個案研究的場域。個案學校位於

桃園、台北兩縣之接壤地帶，過去曾為適應社區需要，決定朝綜合高中發展。綜

合高中以一般課程及專精課程的選修，改變了過去分科太細的缺點，在教學安排

中允許跨學科的合作。自85學年度以來，國內除了4所新設學校外，另有185所學

校由原來之高中、高職或高中附設職業類科轉型辦理綜合高中，這是一種在舊有

學校制度中轉型的作法，牽涉層面甚廣，包括課程、設備、人力、師資等資源重

新配置，可謂是一種學校革新。 

綜合高中強調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教師如何吸引學生學習進而與教師一同投

入課程，有賴於教師的不斷進修及重新整合學科，自然有較高的挑戰性與機動

性。同時，綜合高中有 60％以上的校訂課程，是一項重大的課程改革，課程改

革的核心人物是教師，其研究發展課程、改進教材教法的能力實為課程革新的關

鍵所在。因之，個案學校在 88 學年度有綜合高中第一屆畢業生時，便為了檢視

教師執行學校本位課程的能力，開始由當時擔任教務主任的我發起推動教師教學

專業表現自我檢核以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並將其納入學校革新的架構中實際

執行，期望帶動教師對課程設計、教學實施、班級經營等專業能力增進的重視，

更進一步提升教師在敬業與服務態度，以作為學校革新的重要助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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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教育部民國 95 年開始試辦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個案學校早在 88 學年

度就有類似的先期作法，如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自我檢核以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

等便是，另外，個案學校自 85 學年度辦理綜合高中，也是全國首批 18 所實驗試

辦的學校之一，可見個案學校對於教育改革所抱持的是積極態度。 

從 85 學年度到現在，我服務的學校有所改變與成長，希望藉由個案研究的

歷程整理這一路以來的省思，更進一步能釐析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對於學校

革新的促進作用，以作為繼續前進的參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敍述如下： 

一、瞭解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革新脈絡。 

二、分析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歷程。 

三、探究影響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因素。 

四、探討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促進之學校革新。 

五、透過個案學校脈絡之實徵研究，提出意見供未來學校推動學校革新之參考。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革新脈絡為何？ 

二、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在歷程上分為幾個階段？各個階段的具體作

法為何？  

三、以學校內、外部環境而言，影響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因素分別

為何？  

四、個案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歷程中帶動學校在組織學習以及組織

文化方面的革新情形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利於問題之分析與討論，本研究中相關的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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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根據教育部於民國 95 年頒布之「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

畫」規定，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目的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

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辦理之方式乃採學校自願辦理、教師自願

參與為原則，評鑑內容得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

修、敬業精神及態度等，評鑑方式分為教師自我評鑑及校內評鑑（他評）二種，

其中教師自我評鑑乃由受評教師根據學校自行發展之自我評鑑檢核表，填寫相關

資料，逐項檢核，以瞭解自我教學工作表現；而校內評鑑（他評）則由評鑑推動

小組安排評鑑人員進行定期或不定期評鑑，得採教學觀察、教學檔案、晤談教師

及蒐集學生或家長教學反應等多元途徑辦理，兼重過程及結果。 

本研究所指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乃為個案學校自 95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試

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頒布以後，依教育部規定所實施之教師自我評

鑑、教學觀察、教學檔案、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等，以及其在 88 學年度即開始

實施之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自我檢核、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教學檔案、聽課制度

等先期作法。 

貳、 學校革新 

本研究所指之學校革新係為學校受到內外在環境因素的衝擊時，為維持學校

系統的平衡以及提升學校的效能，進而達到學校組織生存與發展之目的所進行的

一種有計畫性的改變，它涉及文化重塑與組織學習的歷程。 

學校革新是在學校原有的狀態下，重新思考組織內部人員的職責與權力、學

校未來發展願景，並透過組織學習的激發，改善組織成員之心智模式、行為慣性，

使學校組織重視組織成員間的互動，並經由成員間的互動可以共同尋求問題的解

決策略、建立共同意義體系，如此一來，除能形塑願景之外，亦可促進成員參與

革新，因此，學校革新涉及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的改變，而本研究探討之學校革

新，即以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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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係指組織處於複雜系統中偵測與改正錯誤的歷程，使組織得以適應

環境，增進效能。它也是一種當組織實際的成果與期待的成果有落差時，對此落

差進行偵測、修正的集體探究歷程。組織學習與組織成員有關，但並不侷限於個

人學習，並且組織中的個人學習所產生之新知識，可經由資訊公開、分享與溝通

的歷程而成為組織文化規範或組織之作業程序、政策等，因此組織學習是來自個

人、團隊到組織的學習過程。 

在本研究中，係針對組織學習的型態與形成階段作探討。就組織學習型態而

言，組織學習依其是否涉及改變既有存在於組織的價值觀及規範，而可區分為單

迴路學習及雙迴路學習。單迴路學習是指組織成員在學習活動中，若偵測到組織

行動與個人期望不合時，設法修改對於組織策略假設的認知，使組織的表現能夠

符合原來組織的既定規範。而雙迴路學習則是組織學習的活動必須針對深層的組

織規範進行錯誤的偵測和矯正。 

另就組織學習形成階段而言，依其成熟程度可分為隨意階段、自我階段、人

際階段、法則階段和批判階段等五個階段。隨意階段是組織學習的起點，個人或

群體漫無目的地學習或嘗試新方案。在自我階段，學習者有能力進入單迴路學

習，但學習僅限於步驟和規則之類的改變。在人際階段，組織成員可以客觀而認

真地檢視自己的問題，但由於組織成員各自追求自己的滿足和利益，利益分配是

組織成員所重視的，要降低組織成員習慣性防衛以利組織學習，則須建立利益分

配的公平機制，在人際階段的組織學習仍處於單迴路學習。到了法則階段，學習

者開始積極發掘自身的核心價值，知道合作的重要性，不再以自己的滿足和利益

為前提，開始尋找整體的圖像、認同的核心價值和目標，組織學習已經成為制度

化的組織行為。而發展到批判階段時，個人或群體已經完全將自己的一套價值系

統內化，並滲透入各工作層面，有能力啟動雙迴路學習並進行批判反思。 

肆、 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係指組織成員瞭解事件與符號的參考基模，是組織成員共享與共同

詮釋的意義體系，也是組織的群體規範及互動的行為準則，包括組織成員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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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組織內的傳統及習慣等。另外，組織文化也是組織外顯的價值，也就是組

織公開宣稱要做到的原則與規範。 

若依組織文化的構成元素依抽象程度來看，可分為人工製品、價值觀與基

本假設三個層次。人工製品指的是加工品與創造物，例如典故、迷思、語言、建

築物、技術、產品、服飾、慶典儀式等，是組織基本假設與價值觀的具體反應，

而價值觀則是可意識到、具體明白說出來的，它規範、引導組織成員的行為，價

值觀經過長期的驗證將會轉換成為基本假設，基本假設則被視為理所當然，是潛

意識的信念、知覺、思考和感覺，也是文化的最核心。 

組織文化使組織之間有所不同，在組織成員之間傳導認同感，使組織成員將

組織大局放在個人利益之前，並經由組織文化使組織成員瞭解組織的歷史傳統和

現行經營方針，以進一步認同組織的經營哲學和信條，而對組織奉獻心力。 

本研究所指之組織文化乃為組織成員之間傳導認同感，該認同感是組織的行

為信條與信奉的價值觀，潛藏在組織成員的信念、知覺、思考和感覺，表現在組

織語言或是組織中在正式場合裡經常宣示決心的原則或規範。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在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上所界定的範圍如下：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以研究者所服務之保羅中學為研究場域，研究參與者為在保羅中學

參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與實施的教師、學程或領域召集人以及兼任行政主管

之教師，研究的內容為保羅中學在 95 學年度依教育部頒布之計畫所實施之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以及該校在 95 學年度之前所做的相關先期作法。 

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進行探討，無法針對個案學校中的每位教師進行全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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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訪談，又因為時間的不足，暫時無法將個案學校在學校革新的面向全數列入研

究，本研究僅將關注點放在改善學校組織文化及促進學校組織學習的革新面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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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整理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學校革新之相關論述及研究，以作

為本研究之研究任務、研究設計與論述之依據。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內容為教

師專業發展的概念與作法之探討，俾有助於從教師專業化的定義分析教師專業發

展的內涵以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之作法；第二節內容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涵

與實施之探討，俾有助於從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義與內涵分析其實施方式，進

而幫助研究者省思個案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歷程；第三節內容為學校革

新之相關概念與理論之探討，俾有助於以開放系統的組織觀點分析個案學校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在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這二個面向之革新情形。 

第一節 教師專業發展的概念與作法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專業化的意涵、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教師專業發展的內

涵、教師專業發展的特徵以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之可行作法等。 

壹、 教師專業化的意涵 

在探討「教師專業發展」之前，必須先確認教師是專業人士，在此先就專業

定義探討，再探討教師專業化的內涵。 

一、專業的定義 

最早人們將牧師、律師和醫師視為專業，而所謂「專業」是指一群人在從事

一種需要專門技術的職業，Carr-Saunders 認為專業可以說是一種需要特殊智力來

研究和培養的職業，其目的在於提供專門性的服務以獲得報酬（引自黃坤錦，

1995）。因此，專業必須具有完整而有系統的知識；被顧客所公認的專業權威；

同行間的制裁和贊許；具有嚴格的職業倫理規範（Greenwood, 1957）。至於專

業的養成應透過專業培育，經由長期的訓練，始能擁有專業知能，由於它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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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服務、客觀、公正無私的行事規範，且可有證照制度，因此應擁有高度的專業

自治與自律，為求專業精進，則必須建立專業組織以提升專業水準（何福田、羅

瑞玉，1992；謝文全，2004）。 

以上這些論點都在描述專業必須透過長期培育的過程，專業的內涵必須具有

高度的知識組成，知識是從事工作的基礎，同時，專業的行使必定有其行事規範、

專業自治以及行規倫理。除此之外，專業必須持續成長，才能確保專業品質，並

強調專業並不是在獲得證照時就停止知識及訓練的進行（李忠仁，2005）。 

由上可知，專業係指一專門技術的職業，而這職業的從業人員必須經由長期

的專業培育，以建立專門知識與技能，其中專業資格的認定有一定之證照制度，

這個制度是公正超然的。同時，專業人員必須遵循專業規範、專業倫理與秉持服

務奉獻的精神，以執行專門性的職務，強調專業自主、自律且能持續進行專業成

長，以確保專業品質。 

二、教師專業化 

有關教師是專業人士的討論很多，其中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 1966 年秋在

法 國 巴 黎 召 開「 教 師 地 位 之 政 府 間 特 別 會 議 」（Special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the Status of Teachers），會 議 中 採 納「 關 於 教 師 地 位 之 建 議 」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定義教師是專業人士。在

「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中強調教師的專業性質，認為「教學應被視為是專業」

（Teaching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rofession）。因為，它是一種服務公眾的型

態，它需要教師的專門知識和特殊才能，這些都要經過長期持續的努力與研究，

方能獲得並維持。此外，它需要從事者對於學生的教育及其福祉，產生一種個人

的以及團體的責任感（何福田、羅瑞玉，1992）。 

在 1980 年代，美國更興起研究教師專業化的高潮，1983 年美國卓越教育委

員會出版《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提出教育改革的關鍵在於

教室裡的老師，要讓教育邁向卓越，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必須培育更具專業的教

師（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1983）；嗣後，1986 年

卡內基教育和經濟論壇出版《準備就緒的國家：二十一世紀的教師》（A Nation 

 1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書，強調教師自發性的革新，促進教師

專業化提升（Carnegie Forum on Education and Economy, 1986）。這兩份報告書

對於教師專業化的重視具有推波助瀾之效。 

教師不僅是一種職業而且是一種專業，教師是影響他人人格發展、以助人成

長為務、從事價值創造、是應用知識及受社會大眾尊重的專業（郭為藩、高強華，

1998）。現今，對教師專業取向又更為肯定，以香港的教育專業守則為例，該守

則強調教師是專業，且此專業乃是教師對提升自我專業、改進學校學習環境、與

同事合作、執行雇主教育理念、滿足家長／監護人合乎情理的要求、投入社區參

與的承諾（鄭燕祥，2006）。 

鄭燕祥（2006）也指出一般人認為有了教育專業守則，即強化了教師的專業

取向，而且，專業取向是一種認知及倫理的（cognitive and ethical）取向，潛在

地影響著教師的情意表現，使教師更樂於付出並強化了自我的尊重。 

職此之故，教師是一種專業，必須具有專門知能，通過證照檢定，並重視自

發性在職進修，不斷提升成長，並以學生之福祉為最優先考量，視促進學生學習

為責任，並要遵循專業倫理與人師形象，除此之外，教師必須是專業才能扮演教

育改革的關鍵。 

貳、 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 

英文「專業」（profession）一字，源自於拉丁文（pro-贊成；fession-前進），

意指持續不斷終身學習、日有精進。如此一來，探討「教師專業發展」應重視動

態的學習歷程，不僅對新事物有所瞭解，亦能透過瞭解對習以為常的措施加以反

省，而「發展」一詞則帶有透過人為的用心與努力去推動、促進、提升之意（饒

見維，2003）。因此，在探討「教師專業發展」時，不只將教師視為專業人士，

亦將教師視為發展中的個體、以及學習者與研究者。 

Fullan與Hargreaves（1992）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既指透過在職教育或師資培

育過程，獲得特定方面的發展，也指教師在目標意識、教學技能和與同事合作能

力等方面的全面進步。而教師專業發展常須歷經不同階段，從職前師資培育，到

在職教師，直到離開教職為止，在整個過程中都必須持續學習與研究，不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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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內涵，方能逐漸邁向專業圓熟的境界（饒見維，2003）。 

以教師專業發展的關注面向來看，教師專業發展係指教師透過多元方式，主

動、積極和持續參與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活動，以提升專業知能，包含專業

知識、技能和態度，使個人和組織的持續更新發展的歷程（邱馨儀，2006；張素

貞，2004）。 

在目前的教育改革脈絡中，因為課程和知識基礎的增加與改變，以及社會對

學校教育的要求，使得教師必須從事專業發展（張德銳等人，2006；黃坤錦，2003；

歐用生，1996）。而「教師專業發展」是奠基在原有專業的基礎之上，不斷的研

究改進。易言之，教師專業發展係教師個人在其生命歷程中不斷追求教學的專業

成長與發展的過程，目的在增進教師的專業知識、技能與情意，以提升教學成效，

協助學生學習。如同陳美玉（1999）認為教師專業發展即專業知識與技能的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即自我瞭解；教師專業發展即生態的改變；教師專業發展即生涯的

過程。 

但是，教師個人專業發展並不侷限於個人層次的成長，教師是存在於學校系

統中的次級系統，必與學校產生互動，故教師專業發展除以教師已具備的知識為

出發點，藉由各項活動，讓教師獲得經驗，進而進行反省與創新外；在專業發展

過程中，教師尚會與許多相關人士進行溝通協調與互動，共同為學校的發展而努

力。 

綜言之，教師專業發展的前提是將教師視為成長中的學習者及研究者，教師

在教學生涯，以原有的專業知識為基礎，不斷的學習與研究，並藉此增進教師對

自我的瞭解及反省，以改進自身的專業知識、技能與態度，提升教學品質，並促

進學校革新，以符應社會對學校教育的要求，因此，教師專業發展雖視教師為成

長的個體，然其目的不在於個人成長的增進，教師亦須為學校的發展、社會的需

求而努力。教師為確保專業品質，必須持續不斷的學習，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的

生涯歷程。 

參、 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 

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若以教師教學效能角度來加以探討，主張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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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教學策略、教學評鑑、教學氣氛、研究進修、輔導能力、與班級經營

等（張碧娟，1999）。但也有學者將教學專業發展界定為教學知能、班級經營、

學生輔導、與人際溝通、以及自我信念（沈翠蓮，1994；徐惠東，2002），關注

的層面不盡相同。 

因應時代的改變，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也應有所調整。晚近，饒見維（2003）

不同於上述學者以教師個人成長著眼，提出教師專業發展在內涵上必須包括學校

行政與教育環境脈絡知識，表示教師不能孤立於班級之內。饒見維對教師專業發

展的內涵劃分為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等，茲

說明如下： 

一、 教師通用知能：教師教學所需的一般知識與能力，即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

能力、問題解決與個案研究能力、創造思考能力、批判思考能力、情緒涵

養、資訊涵養。 

二、 學科知能：教師欲教導某一學科所具備屬於該學科之知識與能力。 

三、 教育專業知能：與教師教學有關的專業知識與能力，即教育目標與教育價

值知識、課程與教學知能（包括一般課程知能、一般教學知能、學科教學

知能）、心理與輔導知能、班級經營知能、學校行政與教育環境脈絡知識

（包括學校組織運作、教育行政與政策法規、社會、政治、文化） 

四、教育專業精神：教師的專業服務信念、態度。 

依此饒見維（2003）提出教師的專業發展內涵體系，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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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來源：出自饒見維（2003：173）。 

教師本身因素外，也

受學校、學生、校外環境影響，以圖 2-2 之結構圖說明： 

 

教師通用知能 

學科知能 

教師專業知能 

教師專業精神 

1.通用知識 

2.通用能力 

(1)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能力 

(4)批判思考能力 

(2)問題解決與個案研究能力 

(3)創造思考能力 

1.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識 

5.教育環境脈絡的知識 

3.心理與輔導知能 

4.班級經營知能 

(3)學科教學知能

(1)一般課程知能 

(2)一般教學知能 2.課程與教學知能

h.教學實施能力 

b.教學的原理原則 

c.教學的方法與策略 

d.教學的技巧 

e.教學資源知能 

f.教學評量知能 

g.教學設計能力 

a.教學的理念取向 

圖 2- 1  教師的專業發展內涵體系 
資

 

鄭燕祥（2006）以教學效能角度說明，教師專業發展除

 16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圖 2- 2  教師教學效能與教師專業發展之結構 
資料來源：出自鄭燕祥（2006：156）。 

圖 2-2 中「先存教師特徵」係指教師之學術資歷、工作經驗、個性、自我形

象與自覺效能、對教育及社會的信念價值、個人願景與使命、認知方式、年齡等；

而「教師素養」則為專業取向、語言技巧、教學知識、資訊科技、學科知識、教

育倫理及法律知識等。這些受到學校組織環境、教室環境、學生因素的影響後，

產生不同的教學效能，而在圖 2-2 中所指教學效能的評估，乃以視學、課堂觀察、

學生成績評核、教師自我評估、學生評估等方式評估，最後以此評估來規劃教師

專業發展的內涵。反之，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亦會影響教師素養進而影響教學成

效。 

鄭燕祥（2006）更進一步指出這是一個完整的理念架構，以協助解釋及聯繫

與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有關的各種因素之關係，圖 2-2 之架構協助釐清全面而有

系統展開教師效能及教師專業取向的研究。 

上述學者對教師專業發展內涵的看法，都是以教學效能或教師素養的角度切

入，若以時代來歸納教師專業發展概念的意涵演變，可以 1980 年代來作分野。

1980 年代以前，係從社會化角度來看教師專業，所謂的專業性即符合某種客觀

校本
教職員發展 教學評估

校外 
教師教育 

學校
組織環境

先存 
學生特徵 教室環境

課程 課程 

先存教

師特徵 
教師 
素養 

教師 
表現 

學生學

習經驗

學生學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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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的標準，因此，教師要成為符合社會期望的角色，且具備此一角色所需的技

能；而教師專業發展，所指即是教師不斷從事學習，以具備為了改善學校和社會

所需要的專業知能和態度。但自 1980 年代以後，教師則被視為獨立的個人，有

其生命經驗及自我認同，「自我」成為專業建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周淑卿，

2003）。若由此角度來看，教師專業發展乃教師基於自身的生命經驗與需求，而

從事的專業學習活動。 

然而，教師的自身生命經驗與需求，將因教師所處環境而有所差別，教師也

必定將回應環境的變革需求轉化成為教師自身的經驗與需求，故 Ball（1999）嘗

試將教師專業發展與教育改革模式結合，指出學校教育逐漸由官僚問責管理模式

（bureaucratic-accountability）過渡到企業管治－市場管理模式（corporate 

governance & market management）。在走向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中，教師專業出

現兩種衝突的角色，那就是「真誠教師」（authentic teacher）與「改革教師」 

（reformed teacher）的角色衝突，教師的傳統專業角色受到新生的改革教師角色

衝擊。教師的教學生活，不再獨善其身於課堂教學，不再被動接受學校辦學宗旨

和願景，而是與學校共同創造，共同努力，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涵蓋的範圍從

個人修為、課堂教學、校政參與、學校推廣、學校市場競爭以及社會參與等都牽

涉其中（引自賴柏生，2004）。 

香港於 1991 年推動「學校管理新措施」，嘗試下放決策權力及開放資源運

用，使學校能夠推行校本管理，展現專業承擔和教學專業自主。但賴柏生（2004）

指出參與「學校管理新措施」計畫的學校，並未見踴躍，深究教師參與改革偏低

的成因之一，乃歸咎於教師專業發展僅停留於經驗累積，和侷限於學科教學和成

長輔導，意識不到「改革教師」的現實和社會意義；教師滿足於對「真誠教師」

的追求，重教學，輕行政，不太熱衷學校行政或校務改革工作。 

目前，我國由於學校隨著教育改革的開放，及出生人口下跌，學校供需已出

現失衡的危機，競爭逐漸成為學校改革的新重心。學校面對新的轉變，需要不斷

轉型、創新，教師的專業發揮要見諸於學校的整體表現和特色，要與所服務學校

共謀發展，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教師須重新思考教師專業的角色與功能，必須

在改革新環境中作出貢獻，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以配合學校革新的需要，教師

專業發展內涵自不能專注於教學的知識、技能的成長而已，舉凡與學校革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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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亦應包含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 

再者，由於後現代思潮強調差異性價值的並存、自主性的倫理、主體欲望的

維護、及論述的啟蒙，後現代思潮下的教師專業，應以加強建立合理的社會權力

關係為目的、促進社會關係的變化生成為手段、展示社會關係反省的熱情為動

機，因此加強教師的文化詮釋能力，乃是後現代思潮所強調之教師專業發展途徑

（黃乃熒，2003)。基於此，教師專業發展途徑，應該以能夠培養教師具備反省

能力為主。 

同樣地，林素卿（2002）也認為反省能力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之一，她更

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應強調教師專業知識和作決定的能力，不僅著眼於教師如何改

進教學技術，亦著重於教師如何對學校有較深入的瞭解，反思自己能為學校做什

麼及為何而做，進而促使學校進步與發展。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研究者認為當今的教育環境不同於傳統，學校教育發

展趨向追求效能與競爭力，學校以及教師不能故步自封，須要面對新時代的挑

戰，回應家長需求和社會發展需要，重新定位教師專業的角色。教師從事教育專

業，教育的內涵、對象、範圍、方式不斷更新，教育環境也不斷變化，教師必須

在短暫有限的職前教育之後，隨時接受長期的在職教育，而且在職教育不能是單

一取向、單一目標，應該採多元取向，目標亦要多元，並強調教師所處教學環境

的需求，全面有系統進行教師專業發展的計畫，才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簡言之，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已經不再侷限於教師教學有關的專業知識與能

力而已，還包括班級經營知能、教育環境脈絡知識，以及教師的專業服務信念與

態度，甚至是作決定及自我省思的能力，這些也都是教師專業發展所涉及與關注

的內涵，以期教師能扮演促進學校改進與發展的促發者，在學校革新中有所貢

獻，發揮積極作用。 

肆、 教師專業發展的特徵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特徵的看法，教師專業發展具有持續性、隨職涯逐漸銳

變、融合專業知識和精神、彰權益能及全校改進等特徵，茲說明如下（林志成，

2002；林碧珍，2000；高熏芳，1998；Guske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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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專業發展是持續性的：面對未來快速變遷、資訊爆增的時代，教師必須

不斷地吸取新知識，以適應教育內外環境的變革，為了不斷分析與反省當前

的實務，必須持續探索新的選擇與改善的機會。 

二、教師專業發展是與職涯同在的：教師職前的教育只是一種擔任教學的準備工

作，教師在入職及在職之後也必須不斷地研究和進修，才能獲得新知，與日

俱進，有利教學。 

三、教師專業發展是逐漸蛻變的：由資淺而資深，由生手而專家，隨著教師角色

變異，以及教師工作的複雜化與多變化，教師在專業社會化的歷程中，逐漸

展開自我成長的量變與質變，因此，教師專業發展必須考慮跨越不同時間的

改變，也考慮各種層次的改進。 

四、教師專業發展是融合性的：教師專業知能包含專門學科知識、教學專業知識

以及教育專業精神。教師專業發展不但是教師增加知能與技能的手段，亦是

教師補強價值理想，獲得自信與效能的途徑，同時具有認知、情意及技能多

重意義。 

五、教師專業發展是彰權益能的：教師專業發展內容主要包括系統化的專業學術

理論、專業自我的建構與實踐智慧的培養；教師專業發展應考慮系統組織因

素，期待教師在學校系統中扮演正向革新的角色，因此，它是一種系統化的

方案與歷程；也是一種彰權益能的歷程。 

六、教師專業發展是組織文化改變的：教師專業發展是將教師視為學習者，學習

者透過專業的對話而促成認知上的改變，因而使教師獲得成長。故專業對話

的組織文化改變也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徵。 

七、教師專業發展是全校性改進的：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在於改善或增進目前與

未來教學工作，透過教育情境中人際的互動，經由各種有系統、有計畫的學

習活動，帶動組織學習，改變組織文化，達到全面改進教育環境的目標。 

由上可知，教師專業發展的特徵在於它具有持續性、系統性、多元性、多層

次改善並以全校改進為目標，不僅提升教學專業知能，也在增進教育專業精神。

教師專業發展是隨著教師在專業社會化歷程中逐漸展開的，其歷程與教師職涯同

時，又因為重視專業對話及帶動組織文化的改變，促進組織學習，故彰權益能為

教師專業發展推動歷程上的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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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可行作法 

教師專業發展的模式，學者看法不一，提出觀點很多，葉連祺（2003）綜合

各個學者的看法，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模式若以系統觀、層面觀、階段觀、區域觀、

循環圈觀等不同看法，則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的因素各有不同，茲分述如表 2-1。 

 

表 2- 1  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的因素 
提倡者 觀點 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的因素 

Dadds（2001） 系統觀 專家/生手（含教師生涯階段與關注點）、反省、社會

化、個人、學科知識、技藝知識等子系統 
Fessler（1995） 系統觀 個人環境、組織環境 
Leithwood（1992） 層面觀 

階段觀 
專業專精發展、心理發展、生涯圈發展 

Wideen（1992） 階段觀 教育變革、反省 
Hargreaves（1993） 區域觀 教師表現、學生表現 
Hubermn（1995） 循環圈觀 應用/放棄、經驗分享、發展新方法、試驗、交換之

循環迴圈 

資料來源：整理自葉連祺（2003：354-355）。 

由此觀之，不論以何種觀點描述教師專業發展，均可見其普遍原則，亦即教

師專業發展受複雜且互動的內在與外在環境因素影響，同時，教師專業發展內涵

與需求亦會隨時間改變而有所差異，故教師專業發展宜採取教師本位、學校本位

的脈絡化規劃，始能符應需求。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推動方式可以分為「由上而下」（top-down）、「由下

而上」（bottom-up）、「由中間往上下」（middle-out）三種。「由上而下」，

是由縣市教育行政當局指定學校辦理某種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或規定學校指派部

分教師去參加某種專業發展活動；「由下而上」，是由學校裡的部分教師發起或

引導某種專業發展活動，然後逐步吸引愈來愈多教師的參與，最後教師們向學校

主管提議，擴大為全校活動，有時則由部分教師們經過討論凝聚共識後，向學校

提議改變學校裡傳統的專業發展活動方式；「由中間往上下」，則是由學校發起

某種專業發展活動，一方面在學校裡指定教師參加，同時又向教育行政當局提

議，改變某種政策，以利本校實施此項專業發展活動（饒見維，2003）。 

我們可以把第一種方式（由上而下）稱之為「行政管理主義」，第二種方式

 2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下而上）就是「教師本位」，而第三種方式（由中間往上下）就是「學校本

位」。 

從歐美各國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經驗與研究中，發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現象，許多教師促發者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時，已經逐漸把重心放在學校以

及學校裡的教師，也就是說學校與教師已經逐漸成為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主

體，此種理念稱之為「學校教師主體化理念」。又因「教師專業發展」根本動力

乃是來自教師的專業工作情境所產生的需求，教師在工作情境中必須經常作各種

專業決策，解決各種問題狀況，因而教師將持續產生專業發展的需求（饒見維，

2003），學校必須因應需求研擬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從上述學者的看法中，可以知道教師專業發展的作法以學校及教師為本位推

動較為適宜，但只經由瞭解教師需求而擬訂發展計畫，似乎尚有不足，在教師生

涯歷程中，健全的專業服務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因此，以評鑑來瞭解教師專業

之不足及其必須改善之處，這樣才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方式。 

雖然大部分的教師對教師評鑑抱持懷疑與排斥的心態，但如果將評鑑視為教

師反省改進班級經營及教學的動力，則教師評鑑並不完全是令人緊張的課題。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係透過多元的評鑑方式，以改善教師的專業能力，此種評鑑對於

教師是否確實從事專業發展具有監督的作用，建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度則經常

被視為是促進教師專業與素養最有效能且具有系統化的途徑（蔡進雄，2004；潘

慧玲，2006）。 

由上述論點分析可知，教師是一種專業，但專業的判定及維持必須有一準

則，應藉由教師專業發展的作法判別診斷教師專業之不足，以協助與促進教師專

業的維持及成長。教師專業發展的動力乃來自於教師的專業工作情境的需求，而

其涉及的因素又分為校內、校外、以及不同時間階段等各種因素，所以，根據「學

校教師主體化」此一理念，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最理想可行的作法應採「由下而

上」與「由中間往上下」的方式，以教師及學校為本位，學校教師本身可以自我

引導、自我發展，教師對於專業發展有參與式的規劃、協同的努力、分享權威與

責任、社區與學校共同合作，進行脈絡化規劃，建立多元、學校本位、教師本位

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度，才是最具促進教師與學校效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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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本節小結 

依據本節前述有關教師專業化的論述，教師是一種專業人士，有公正超然的

證照制度給予其專業證照，在教師從業的歷程中應遵守對維護學生學習、符應學

生家長期望、滿足社會需求、共謀學校發展、提升自身專業的承諾，且教師在學

校內外在環境的變遷壓力下及相關因素的影響下，必須重新面對自己的專業內

涵，教師在其專業工作情境中也必須不斷作專業決策及行動，因此，持續的專業

發展，對教師而言實為必要。 

教師是專業，專業的品質應隨時代、環境、目標改變而有所成長以維持品質，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一種判斷教師專業不足或須改善之處的有效途徑，在推動歷

程中，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可藉由專業對話及省思的歷程，帶動教師本位及學校主

位的成長。所以教師專業發展不只將教師視為發展中的個體、是學習者、研究者、

問題的發現者及解決者，還將教師專業發展與學校教育環境融合一起，以「學校

教師主體化」來看待教師在學校革新的角色和地位。 

歸納本節所探討的各個學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論點和看法之後，在本研究之

中可引導研究者去瞭解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學校本位或教師本位

思考的需求，以及學校珍視教師在學校革新歷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帶動的力量。 

第二節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涵與實施 

本節旨在探討評鑑的意義、教師評鑑的定義、教師評鑑的目的、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的實施方式以及我國教師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情形等相關文獻及研究。 

壹、 評鑑的意義 

「評鑑」一詞，係由英文 ”evaluation” 翻譯而來，亦有人譯為「考核」、「評

價」或「評量」（謝文全，2004）。從其字義而言，它具有價值衡量的涵意。因

此《韋氏新國際辭典》將 ”evaluation” 界定為：「就價值、品質、意義、數量、

程度或條件進行考核或判斷。」根據Stufflebeam（1971）將以往學者對評鑑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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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進行分析，將評鑑分成三類（引自秦夢群，2006）： 

一、評鑑即是測驗，認為評鑑即是分數的表現，兩者並無區別。持這種觀點的學

者以Thorndike和Hagen為代表。 

二、評鑑即是判斷目標和實際表現相比較的過程。持此觀點的學者以Tyler 為代

表，他主張課程與教學的設計必須設定明確的行為目標，而評鑑即在教育活

動過程中，去比較與確認目標與實際行為的一致性。 

三、評鑑即是專業的判斷。他認為評鑑不再附屬於測驗或是教育研究法的領域，

它可以根據教育專家的判斷或是意見，而對教育體系或是過程作評估與診療

的工作。 

除此之外，「評鑑」也是一種涉及技術的、價值的與政治的歷程與活動，評

鑑的作用旨在經由科學性、邏輯性的系統方式蒐集、解釋、分析、比較、歸納有

關對象的資料，並將原始的資料轉化為決策的資料。但評鑑的功能不只在證明

（prove）或判斷受評者的價值，而是作為改進活動或選擇各種活動方案的參照，

以協助受評者改進（improve）其成效，並作為決策人員判斷取捨的依據（丁一

顧，2003；林志成，2002；謝文全，2004）。 

國外教育評鑑理論已經進入以溝通協調為主的「第四代評鑑」。過去的評鑑，

分別為以測驗及評量為主的「第一代評鑑」、以蒐集資料與陳述事實為主的「第

二代評鑑」以及以判斷及決策為主的「第三代評鑑」，這些評鑑強調的是實證典

範的評鑑思維，但第四代評鑑象徵了新世代評鑑典範，強調參與者在評鑑場域中

的角色，並將脈絡性的考量置入了評鑑者之視域（潘慧玲，2006；Guba & Lincoln, 

1989）。因此，著重個體自主性的評鑑理論陸續被提出，諸如參與式評鑑

（participatory evaluation）、協同評鑑（collaborative evaluation）、彰權益能評

鑑（empowerment evaluation）等，這些評鑑理論，帶動了對評鑑歷程的重視，

Fetterman在1994年即認為評鑑可以培養成員能力，Fetterman等人將用評鑑的概

念、技術與發現，培育改進與自我決定的評鑑目的定義為彰權益能的評鑑（引自

潘慧玲，2006a）。 

綜合以上論點，評鑑即是判斷目標和實際表現相比較的過程，必需系統化、

專業化、並作價値判斷，但是其最終意義不在於證明或判斷受評者的價值，而是

在協助受評者改進其成效。評鑑不只是一種判斷目標達成程度的檢核，也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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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組織改進與發展的日常活動，在現在的教育場域中評鑑不只用來評估績效，

也要藉由評鑑的歷程使成員培養能力，使教師不但成為問題的發現者，也應該是

問題的解決者，強調評鑑主流化、本位化、彰權益能化，帶動個人與組織不斷改

進及發展。這些論點也引導本研究去探討個案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對

教師的態度及認知有何改變，以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培養了個案學校教師哪些能

力。 

貳、 教師評鑑的定義 

教師評鑑係學校整體經營的一部分，旨在透過評鑑者、被評鑑者（教師）及

學校行政領導者的共同合作，經由一個連續且有系統的過程，對被評鑑者的專業

表現、未來需要，以及潛能予以檢討、分析、評鑑。協助教師的知識在不同的時

間點上產生質變，以因應時間的進展所造成的環境、知識的變遷，同時，在兼顧

被評鑑者個人與專業、及學校整體發展需求下，協助被評鑑者建立未來發展目

標，並提供適時的在職進修教育與訓練，以確保其目標之實現，進而提升教育品

質（林碧珍，2000；傅木龍，1998）。 

以評鑑所涉及之層面及專業化程度而言，教師評鑑的意義應是一種連續性、

系統性、技術性且多元的歷程，可界定為依據教學品質內涵，訂定評鑑指標及程

序，其層面涵蓋行政專業導向與教學專業導向，並根據教師專業表現，審慎訂定

規準，透過評鑑者、被評鑑者及學校行政領導者小組合作，以觀察、測驗、晤談、

調查等方式，進行評鑑相關資料的蒐集，蒐集有效評鑑資料，檢討分析其優劣，

以對教師個人的資格、能力及表現給予價值判斷，評估教師的專業表現及教學績

效，除能瞭解教師表現外，並能改進教學實務、激勵教師專業發展。除此之外，

也可依評鑑結果，對教師進行適當的人事決定、訂定回饋輔導機制，來改進教師

教學品質，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由此觀之，教師評鑑，進行的是一種專業化的

評鑑歷程（吳清山、張素偵，2002；許峰維，2004）。 

教師評鑑若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則可稱之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乃透過教師自我分析、同儕教室觀察、學生教學反應等方式，來

蒐集資料檢視教師教學表現，然後鼓勵教師和同儕在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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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自我反省、實踐並與同儕夥伴進行專業對話，以及共同設定專業發展計畫並

執行之，藉以不斷地促進教師專業的發展（張德銳，2006；教育部，2007）。 

參、 教師評鑑的目的 

「評鑑目的」是教師評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目的不同，則教師評鑑的規

準以及歷程也將隨之而異。 

依評鑑目的，教師評鑑可分為「形成性評鑑」和「總結性評鑑」： 

一、形成性教師評鑑：旨在發現教師教學之優劣得失及其原因，協助教師改進教

學，激勵教師發揮專業服務的精神，以提高教學效果，達成教學目標。同時，

此類教師評鑑可以就教師教學表現的弱點，提供教師適當的在職進修課程和

規劃，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吳清山，1994；林新發、王秀玲，2003；張德

銳，2003；傅木龍，1998；黃坤錦，1995；歐陽教、張德銳，1993；顏國樑，

2003；羅清水，1999；Beerens, 2000; Brighton, 1974; Danielson & McGreal, 

2000; Millman, 1981）。 

二、總結性教師評鑑：旨在考核教師表現水準的優劣程度，以便作為聘用教師、

續聘教師、決定教師薪資水準、表揚優秀教師、以及處理不適任教師的依據，

藉以促進學校人事之新陳代謝。尤其在國內，一直以來教師敘薪及薪級與學

歷相結合，導致學校教師只為學位進修，而非與教學實際需求相結合或未以

改進教學為目的，為落實教師分級制並鼓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有良好的改

進教學之道，教師職級可與總結性教師評鑑相結合，讓教師評鑑做為升等的

依據或參考，促使教師評鑑能落實，並能促進教學品質的提升（張德銳，

2003；盛宜俊，2004；蔡美儀，2004；羅清水，1999）。 

就上述之目的來看，我國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係側重於形成性的目

的，希冀藉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提供制度化的歷程、經驗或措施，有計畫地協助

教師專業發展。我國教育部於民國95年頒布之「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實施計畫」也明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目的，係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

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高強華，1995；教育部，2006）。 

教師評鑑之目的除了上述以教師個人之專業素養成長及教育品質增進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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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外，Hopkins（1994）更認為教師評鑑是一種教育活動，焦點不在方法，而在

想法，教師評鑑和教師專業發展應結合，且最後要連結學校發展。同樣地，Brighton

（1974）認為教師評鑑能評量學校所有的計畫，以決定達成目標的程度；英國調

解仲裁審議委員會（Advisory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Service, ACAS）（1986）

則認為教師評鑑之目的為確保教師的在職訓練活動、內容或發展，能夠真正配合

教師與學校的共同需要。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師評鑑實施目的之看法，可分為總結性目的及形

成性目的，綜合整理成表2-2。 
 

表 2- 2  教師評鑑目的分類 
發現教學問題 
改進教學方法 
增進專業對話 
增進教師反省 

發現專業成長需求 
規劃專業發展 
改善組織文化 
促進組織學習 

形成性目的 
（提升、改進） 

關心學校革新 
頒發證照 
教師聘任 
教師升遷 
職務改變 
教師汰換 
教師獎勵 
決定薪資 

總結性目的 
（績效、競爭力） 

解職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學者的論點，可知教師評鑑不只為總結性之目的，用來作為頒發證照、

教師聘任、升遷、職務改變、汰換、獎勵、決定薪資、解職等之依據以評鑑教師

之績效、提升學校競爭力；另一方面，教師評鑑也具有提升教師專業及改進教學

的形成性目的，亦即用來作為發現教學問題、改進教學方法、增進專業對話、增

進教師反省、發現專業成長需求、規劃專業發展、改善組織文化、促進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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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引起教師關心學校發展及革新的熱忱。 

近年來由於學校本位管理（school-based management）、教師彰權益能 

（teacher empowerment）受到重視，以評鑑促發學校及教師改進與發展更顯其重

要性。我國在推動教師評鑑時，亦強調教師之成長，故特別將「發展」二字加入，

稱之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易言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目的不但以個人成

長與專業素養提升之需求為主，也應著重學校組織的管理和發展的需求，因此，

從個人、利害關係人、組織等不同的層級的需求來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目的

各不相同，且以形成性目的為主。 

在本研究中，這些論點的探討引導研究者去探究個案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時所作的思考及出發點為何，目的不同其策略、結果也就不同，因此探究

個案學校之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目的是重要的。 

肆、 教師評鑑的實施方式 

教師評鑑是一個非常複雜的歷程，為達到預期的目的，評鑑的實施方式必須

適切，以求評鑑結果的周延，以下將從評鑑者身分、評鑑資料來源加以探討，以

瞭解評鑑實施方式的多元樣貌： 

一、以評鑑者身分區分 

在現實的學校教師評鑑活動中，為了能全面而客觀地進行教師評鑑，一般多

採多種途徑、多主體方式來評鑑教師，綜合Peterson（1995）及Stronge（1997）

的看法，說明如下： 

（一）教師自我評鑑 

教師自我評鑑（self-appraisal）係指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或學校發展自我評

鑑檢核表，由教師根據檢核表的內容，填寫相關資料，以瞭解教師自己的工作績

效。學校可透過教師自我檢核，瞭解教師的工作表現及學校教育整體績效。 

教師自我評鑑是透過自我認識，進行自我分析，從而提升自我成長的過程，

需要教師具有一定的自我意識能力及自我分析能力，分析自己的不足和問題存在

的原因，最後才有可能找到提升自我實現的途徑，通過自評使教師認識到自己教

 2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學的優點和不足之處，同時也可以作為其他評鑑結果的一個重要參照。 

雖然教師自我評鑑具有容易執行、自我瞭解、自我省思、自我改進的優點，

但是僅有教師自我評鑑，很可能受月暈效應影響，降低可靠性。因此，為了要使

教師自我評鑑發揮最大的效果，教師務必將自我評鑑結果與評鑑人員或同事分

享。而且評鑑人員必須協助教師設定自我改進的目標，以及在達成目標的過程

中，提供必要的協助。 

（二）同儕評鑑 

1980 年代期間，教學評鑑理論由過去重視科層體制的觀點，轉變為強調教

師專業發展的觀點，認為教學視導的焦點應著重於協助教師反省自己的教學活

動，因此，同儕評鑑此一理念，因對教師專業與教師成長的重視而得到許多學者

的支持，並被認為比傳統的行政評鑑更為有效。 

同儕評鑑較容易建立長期合作的關係，帶給教育工作者在專業成長歷程中，

不斷學習的過程；同儕評鑑團體中的成員，強調彼此沒有地位高低的分別，並且

能夠透過角色的互換，學習成為一位良好的評鑑者；同儕評鑑團體由於彼此是同

儕關係，能夠以同質性高的語言相互溝通，並與教學經驗連結（陳世佳，

2007）。雖然教學是一種專業，並且大多數的教師是技術成熟的專業人士，但是

這些教師既需要支持也需要回饋，這些支持與回饋不只是希望來自管理者、督

學，也希望是來自於同事、學生及家長。在合作環境下所實施之同儕觀察、同儕

評鑑即是回饋的方式之一，將提供教師繼續改進的動機及堅持（Sandy, 2006）。 

依據 Robbins（1991）的觀點，同儕評鑑可分為三個階段：評鑑前會議

（per-meeting）、教室觀察（classroom observation）、評鑑後會議   

（post-meeting），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1.評鑑前會議：在評鑑前會議，評鑑教師請被評鑑教師解釋課程目標與流程，

同時提出希望被觀察的重點，以幫助評鑑教師澄清教室觀察的重點所在。 

2.教室觀察：教室觀察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歷程，被評鑑教師可以要求評鑑

教師在每一次的教室觀察中，記錄不同的觀察焦點。 

3.評鑑後會議：評鑑教師在評鑑後會議中，可針對被評鑑教師的情意、能力、

彼此間的關係，使用鏡射（mirroring）或協同（collaborative）兩種取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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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討論（Robbins, 1991）。在鏡射式取向的討論過程中，評鑑教師的角色

主要為客觀的觀察者與資蒐集者，一切資料的解釋由被評鑑教師自行分

析。在協同式取向的討論過程中，評鑑教師則扮演合作者的角色，首先要

求被評鑑教師針對資料內容提出想法，再給予回饋，並協助他重新計劃下

一次的上課內容與觀察焦點。 

Hoskins曾提出教師評鑑的流程是受多元因素影響牽涉到動態的改變，教師

評鑑的因素關注於教師的教學及教學被評鑑的方法，Hoskins還發現教師並不喜

歡進行非預約的教學觀察、同儕評鑑（引自Sandy, 2006）。因此，同儕觀察的進

行流程與溝通須完整周全，以減少教師的疑慮。 

綜合上述，同儕評鑑可視為在有系統的組織之下，形成一種教師與教師之間

合作的關係，透過共同討論、教室觀察，以及回饋會議等方式，來學習彼此的教

學方法、教學策略，進而反省思考，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同時，在教學情境相似之下，對於受評者能給予較為實際的回饋。 

（三）上級-部屬評鑑 

一般是指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之人員、學校領導（校長、教務主任等）對教師

的評鑑。它是教師評鑑中對教師促進作用最大的一種外部機制。在我國，上級對

教師的評鑑，通常是和教師的晉升、獎金的分配等激勵性手段關係在一起的，故

常形成受評者有排斥或抗拒心理。 

（四）學生對教師所作的教學反應報告 

學生對教師所作的教學反應報告是所有評鑑方式中，最引人爭議的。贊成者

以為學生最接近教師，教師教學好壞，學生感受最深刻。反對者以為學生評鑑教

師，有損師道尊嚴，更何況學生年紀輕、經驗淺，恐怕沒有能力區分教師教學的

好壞。 

但是，在教師教學的各類評鑑中，由學生提供教學反應意見已被研究證實為

最直接的方式，因為學生是教學活動中直接參與者，對教師的教學感受最深，因

此，學生對教師的教學最有發言權，應成為教師評鑑的參與者（吳耀明，2004）。 

馮莉雅（2003）提出學生提供教師教學反應資料時，應注意的事項：1.提供

清楚完整的指引語，2.必要時，學生可以彼此討論或與評鑑者（教室教學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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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討論教師的教學，以便澄清學生不清楚的觀念，3.若量化學生反應的結果與

其他評鑑方式所得結果不一致時，可以採用質性的方式，即教室教學觀察者和同

儕教師與學生晤談後，提出文字敘述的回饋，4.學生提供資料最好與其他評鑑方

式一起實施，其結果不宜單獨使用，最好參考其他評鑑方式所得的結果。 

（五）校外人士評鑑 

所謂校外人士評鑑乃是指其他學校的教師、校長，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的人

員，甚至是學生家長。這些參與評鑑的校外人士，多具備教育專業素養，且從事

相關性質的工作，透過不定期地深入到任課教師的課堂教學中，實地瞭解教師的

課堂教學，以及學生對教師教學反應，因此校外人士的評鑑仍具可行之處，但完

全交由與受評者無關的校外人士負責評鑑，將由於評鑑者缺乏對教師教學環境的

深入瞭解，而使評鑑有所限制。 

二、以評鑑資料來源區分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師評鑑的資料來源取向，歸納教師評鑑的資料來源包

括：教室觀察、學生成就、日誌、教學歷程檔案、問卷與面談（余榮仁，2000；

林榮彩，2002；Beerens, 2000; Shinkfield & Stufflebeam, 1995）。 

（一）教室觀察 

教師教學觀察的技術，以臨床模式進行，教室教學觀察通常採取上級－部屬

評鑑或同儕評鑑的方式進行。其中以採取同儕評鑑的方式較為適宜，其進行方式

是由兩個相同層級的人員互相評鑑，形成夥伴關係，透過示範教學、共同討論、

教室觀察與回饋分享等方式，促進彼此學習新的教學模式或改進教學策略。 

教室觀察是教師獲得實踐知識的重要來源，也是教師用以蒐集學生資料、分

析教學方法的有效性、以及瞭解教與學行為的基本途徑。在專業發展的合作過程

中，教師們互相觀察彼此的班級、予以觀察的回饋、討論共同所關心的專業成長，

亦可在他們希望的其他教學行為上合作（呂木琳，2002），教師對於自己班級教

學的觀察，可藉觀察評鑑者來執行，並透過雙方的溝通討論以定義觀察的內容與

重點，觀察評鑑者能瞭解被觀察的教師所需要提供的回饋訊息，並且於觀察後進

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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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基於個人化的專業自主與學校封閉的組織文化，教師可能會抗拒

同儕的教學觀察，而同儕也可能因為偏見，導致評鑑結果的令人質疑。因此，同

儕評鑑可能較不適用於總結性評鑑，而較適用於形成性評鑑；且其適用時機，多

在教學的革新或再次評鑑的觀察。 

（二）學生成就 

教師評鑑的共同取向均視其學生學習的成果為依據，教師可檢視學生學習成

果以評斷其教學優劣，此學生學習成果能藉由教師個人或其他教師來檢視。但

是，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極多，包括學生智力、家庭社經背景、同儕影響等，再

加上如何真正評鑑出學生進步情形的方式目前未獲共識，因此，最好不要貿然採

取以學生學習成果作為教師評鑑的途徑（張素偵，2003）。由此可見，以學生成

就作為教師評鑑的看法並不一致，須謹慎為之。 

（三）日誌 

教師所作之教學日誌可真實反應事實及教學狀況，以作為評鑑之參考或依

據，其性質類似於反省札記，教師可以將個人所持的教育理念、教學心得或問題

敘寫於札記中，作非結構性的發揮，可強化自我的反省能力，運用於自我或同儕

評鑑中，則更可說明事件的原委，可以作為瞭解改進歷程的參考。 

（四）教學歷程檔案 

教學歷程檔案是教師依據專業性的內容標準及個人、學校的發展目標建立而

成，是教師透過長時間蒐集彙整而成的，是一份具有結構性的檔案，可以有效呈

現教師專業成長的過程與教學成果。此種教學專業表現紀錄常能反映教師的個別

性和自主權，比較接近教師個人真正的教學。 

然而，教師經驗的反省大都侷限在教室情境，很少與同儕合作、對話，因此，

若教師能將平日的教學資料、學生作品、教學資源、反省歷程，蒐集在同一檔案

中，然後定期或不定期的整理反思這些作品，並藉由同儕討論、教學實踐等方式

進行知識分享，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的提升。 

（五）問卷 

填寫問卷可獲得家長和學生對於教學反應的回饋資訊，雖然問卷實施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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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較有效率，但是問卷內容設計的適切性，則關係評鑑結果是否可靠。 

（六）教師面談 

教師面談又可稱晤談評鑑（appraisal interview），即評鑑者直接和受評者（教

師）面對面的溝通與交談。張德銳（1992）認為教師的教育理念深深影響教師的

教學和管教措施，而要瞭解教師的教育理念，最好透過晤談法。換言之，評鑑者

透過與教師深入的晤談，可以瞭解教師的教育理念、教學方法、管教方式及獎懲

措施等，由此即可對教師作初步專業知能的判斷。 

研究者整理上述論點認為，實施教師評鑑的方式應兼重過程及結果，以多元

途徑蒐集評鑑資料，多元途徑所指不僅於方式多元（包括自評、他評）、對於蒐

集資料之來源也宜多元，必須包括教師同儕、學生、家長、專家或行政人員意見，

另外蒐集資料的時間也要兼顧各個階段和歷程，因為不同階段學校生活有不同階

段的教育活動和目標；不同職涯階段的老師也有不同的困境和需求。 

因此實施教師評鑑宜注意各種評鑑方式的適用性，多元資料及多方檢證是提

高教師評鑑之效度和信度的可行方式。 

伍、 我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情形 

我國對於中小學教師品質的把關，一直以來只有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公立學

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辦理，但是該項考核的實施結果發現幾項缺失：學校在

實施考核時欠缺教師自評，形成考核委員主觀決定；考核委員工作繁忙未能落實

平時考核；考核結果未能充分利用，無助於教師改進教學及專業成長（張德銳，

1992）。並且，我國比較注重年終的總結考核會議，對於教師自我考核、進行教

室考核、規劃及實施專業成長計畫等形成性程序，大多付諸闕如。 

目前這種流於形式的考核，其結果自然無法發揮教師評鑑的功能，對於教師

專業成長更無實質的效益（吳宗立，2003）。若從專業發展、卓越績效、客觀公

正與多元合理等角度分析現行教師成績考核制度的問題，發現學校考核，多未與

績效責任相結合，而流於形式考核，未發揮其「專業發展，追求卓越績效」之功

能（林志成，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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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成績考核制度本身所衍生的困境外，以評鑑整體的觀點來看，現行「公

立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亦無法適合不同教師在成績考核上的目的與需求，

不管是初任教師、資深教師，抑或是不適任教師，皆採用此成績考核系統，無彈

性，成效也有限。換言之，我國教師成績考核制度的實施與理想，確實存有一段

差距，因此亟待進一步研究、發展、規劃出較恰當且符合新時代需求的教師評鑑

系統（丁一顧、張德銳，2004）。 

民國 94 年，教育部為改善此一困境、回應社會對教師角色的期待以及提升

教師專業成長，頒布「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

計畫」，鼓勵學校教師在自願原則下，申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在此之

前，有一些前置性的作法，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實施之教師專業評鑑；臺北市政

府教育局為了改進教師教學，提升學校教育品質，自民國 88 年著手規劃「教學

輔導系統」，此一輔導系統於 90 學年度進行第一年試辦；臺北縣政府教育局於

民國 94 年推動的「教學精進、專業昇華」方案。茲將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的推

動情形整理如下： 

一、高雄市教師專業評鑑之實施  

高雄市政教育局民國 89 年第三次局務會議通過《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專業評鑑試行要點》，並從 89 學年度起全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全面實施（高

雄市政府教育局，2000）。其主要目的為提升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教學

品質，透過診斷、輔導方式提供教師自我反省教學的機會，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維護學生學習權益。為激勵教師成長，發展學校特色，各校應配合校務發展計畫

及辦學目標，訂定教師專業評鑑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局核備。 

所訂評鑑計畫應包括評鑑內容、評鑑小組成員及比率、評鑑方式、評鑑實施

時程等。評鑑的內容由各校自行決定，得包括教學專業知能、學科專門知能、服

務熱忱、人際互動、特殊表現等。實施評鑑時兼重過程與結果，可採檔案評量、

觀察教學行為、訪談教師同儕及家長意見等多樣途徑辦理。評鑑的方式包括自我

評鑑及校內評鑑，必要時報請教育局複評。每位教師每年自我評鑑一次、每年以

接受一次校內評鑑為原則。 

校內評鑑結果以文字評述為原則，評鑑結果未達一定標準者，應於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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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進計畫，由學校提供必要之協助，並接受小組評鑑；若改進無效，得由學

校報請教育局組成評鑑小組進行複評及輔導。教師專業評鑑成績優良者，教育局

將予適當獎勵；評鑑成績不良且改進無效者，其評鑑結果得提送教師評審委員

會，作為教學不利具體事實之參考。 

二、臺北市教學輔導系統之實施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為了改進教師教學，提升學校教育品質，自民國 88 年便

著手規劃「教學輔導系統」，並委託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於民國

89 年完成規劃研究報告，並擬定試辦要點草案。臺北市政府教育局依據試辦要

點草案，於 90 學年擇定臺北市立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小學，進行第一年試辦工作。

民國 91 年臺北市教育局核准通過 10 所中小學作為 90 學年度試辦學校；92 學年

度核定 25 所學校為試辦學校；93 學年度核定 25 所學校為試辦學校；94 學年度

核定 42 所學校擴大試辦（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6）。 

依據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推行的「臺北市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

置試辦方案」，教學輔導教師係指提供同事在教學方面有系統、有計畫及有效能

的協助、支持、與輔導之教師，既可協助初任與新進教師解決教學、班級經營、

親師溝通及學生輔導上的問題，又能達到促進教師進行教學省思，協助教師持續

專業成長，進而建立學校同儕互動文化等目的。 

三、臺北縣政府教育局教學專業評鑑之試辦 

臺北縣於民國 94 年推動「教學精進、專業昇華」方案，該方案試辦目的乃

為發展與評估該縣推動教學專業評鑑之可行模式；引導教師熟悉教學專業知能，

提升教學專業之素養；透過教學反省與改進之結果，務實調整教師進修資源，以

及培養教師接受同儕學習，發展教學輔導系統（臺北縣政府教育局，2004）。 

臺北縣於民國 94 年推動「教學精進、專業昇華」方案時，原則採漸進、自

勵方式，但同時也強調重視評鑑結果對教學專業成長之意義與發展，並且是以協

助教師為基點，重視形成性導向之結果運用，與個人績效考核脫鉤。 

臺北縣 93 學年度參與「教學精進、專業昇華」方案試辦之國小共有 10 所，

94 學年度此 10 所學校持續試辦，因教育部 95 學年度開始推動試辦教師專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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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評鑑，所以臺北縣「教學精進、專業昇華」方案－以試辦學校「形成性導向」

之教學專業評鑑工作試辦計畫，於 95 學年度起配合教育部之政策推動，改採教

育部版之試辦計畫。 

四、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試辦 

教育部於民國 95 年頒布「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鼓勵學校教師在自願原則下申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並且核予經費補助。目

前我國參加試辦學校已累積有 305 校，其中以國小居多，國中次之，高中職最少，

特殊學校亦有參加。中小學校數分別如表 2-3 所示。 
 

表 2- 3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學校數         單位：校 
年度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特殊學校 總計 
95 76 18 9 2 105 
96 167 49 27 2 245 
97 191 74 38 2 305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2008）。 

該計畫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內容分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度等四大層面，其規準由學校參照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訂定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參考規準自行訂定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式分為

教師自我評鑑、校內評鑑二種。自願參與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教師應每年接

受自我評鑑及校內評鑑一次。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教育

部，2007）明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目的，係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

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可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一種以增

進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之教師評鑑，而不是以教師績效考核為目的。其主要精神

乃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引領學校行政走向教學領導以及學校本位視導與評

鑑，並鼓勵教師以自我省思及同儕專業互動為成長手段，並提昇教學品質，增進

學生學習成效。 

學校在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教師的評鑑結果，乃由學校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小組以書面個別通知受評教師，並予以保密，非經教師本人同意，不得公開

個人資料。學校應根據評鑑結果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肯定和回饋：對於個別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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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需求，提供適當協助；對於整體教師成長需求，提供校內外在職進修機會。

學校對於初任教學二年內之教師或教學有困難之教師，得安排教學輔導教師予以

協助。而經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小組認定為未達規準之教師，應於接獲通知一

個月內，由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小組與之共同規劃相關之輔導協助成長計畫並

進行複評（教育部，2007）。 

教育部規劃多項推動的配套措施，分別是發展全國性教師評鑑規準及實施

手冊、培育教師評鑑的評鑑人才、編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案例分享專輯、建立教

學輔導教師機制、建置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支持網絡，以及研擬教師評鑑的後

設評鑑機制。 

在推動的配套措施之中應以培育評鑑人員、教學輔導教師及相關人才訓練

最為重要，且為學校較難獨力完成，在這一方面，教育部業已完成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人才的課程規劃方案，並於民國 95 年 7 月開始由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試辦縣市政府及學校等單位進行一系列的初階評鑑人員以及推動知能等方面的

研習課程，另於民國 96 年 2 月辦理講師培訓，及 7 月辦理教學輔導教師培訓工

作。評鑑人才的培訓有其課程及資格的要求，說明如下： 

（一） 規劃推動知能研習：由試辦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小組」的成員參加，

協助其瞭解教師評鑑的規劃與推動策略，課程共一天 6 小時。 

（二） 初階評鑑人員培訓：由試辦學校之專任教師參加，培訓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基本人力資源、可承擔自評及該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課程共三天 18

小時。 

（三） 教學輔導教師培訓：有五年以上合格教師之教學年資，完成初階培訓，且

具有實際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經驗之資深優良教師參加，培訓成為教學

輔導教師及可至他校評鑑之人力資源，課程共十天 60 小時。 

（四） 講師培訓：有五年以上合格教師之教學年資，完成初階培訓，思路清晰，

表達能力卓越，且具有實際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經驗之資深優良教師參

加，培訓成為可主講初階培訓各項課程之講師級人才。課程共五天 30 小

時。 

在建立教學輔導教師機制方面，該試辦計畫第五點第七款第四目規定：「學

校對於初任教學二年內之教師或教學有困難之教師，得安排教學輔導教師予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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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又第六點第二款規定：「教學輔導教師每輔導一名教師，得酌減原授課時

數二節課，最多以減授原授課時數四節課為上限；教學輔導教師減授節數所需之

代課鐘點費，得由本計畫補助經費項下支應」（教育部，2007）。可見該試辦計畫

除強調教師的評鑑外，對於初任教師的教學輔導以及評鑑後發現教學有困難教師

的教學輔導亦相當的重視。簡言之，國內現行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乃以形成性及

協助性的目的作為推動的方向。 

綜合以上可知，我國目前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尚未普及，剛剛起

步，主要採取學校本位的作法，以學校教師自願參加為原則，評鑑方式、資料來

源都由學校自行決定，但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都給予極大的協助，諸如評鑑工具、

模式、時程、計畫等都有發展的範例，另也定期舉行人才培訓及座談討論，無不

希望從小範圍好好做起，終至研擬出好的制度或模式，同時也是推動一種由下而

上、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陸、 國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相關研究 

近年來，國內漸漸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究者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為關鍵詞，在國家圖書館的全國碩博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進行檢索後，將民國

89 年以後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14 篇研究，選擇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 8 篇有

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意見或態度的研究論文，整理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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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國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研究 
研究者 年代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 
李昆璉 2007 國小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

歷程之個案

研究~石頭

坑的故事 

個案研究

法 
一、強化專業社群關係，形成追求專業之組織文化 
二、建立以學校為本位之視導機制與教學輔導體系 
三、促進「教學績效、學習成效、辦學效能」三效合一 
四、教師因專業發展之成就感而持續參與專業發展評鑑 
五、教師因主體覺知而能建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意義 

羅國基 2007 竹苗地區國

小教育人員

對「試辦教

師專業發展

評鑑實施計

畫」意見調

查之研究 

問卷普查 一、參與試辦國小之教育人員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內涵的

意見 
（一）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看法，多數認為是「一種形

成性評鑑」。 
（二）對於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發揮的功能之意見，大

多數認為係提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激勵教

師自我省思及促進同儕專業互動。 
二、參與試辦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困境及其因應之

道 
（一）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上所遭遇的問題，主要為「增

加工作負擔」、「評鑑人力不足」及「政府補助經費不

足」。 
（二）面對所遭遇困難之解決方式，多數試辦國小採行的策

略為「藉各種機會不斷地與教師溝通說明」，其次是「積

極規劃教師進修課程，鼓勵教師參與」。 
三、參與試辦國小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實施成效 
（一）參與試辦之教育人員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成效

滿意情形，多數感到滿意。 
（二）參與試辦之教育人員感到滿意的事項，多數以「獲得

接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經驗」為最滿意，其次是「獲

得教學專業表現上的肯定和回饋」。 
（三）參與試辦之教育人員在經過一年的試辦覺得自己在教

學專業上的改變，以「能夠省思自己的教學」感受最多，

其次是「積極參與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四）參與試辦國小之教育人員繼續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意見，願意與不願意的比率接近，不過願意繼續參與

者仍佔多數。 
四、參與試辦國小之教育人員對理想的評鑑實施意見 
（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應有的相關配套措施，多數教育人

員認同「建立教學輔導教師機制」，其次為「培育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人才」。 
（二）理想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結果的運用方式，以「對專

業表現優良之教師給予肯定和回饋」的方式最受教育人員

的支持，其次是「對於整體性教師成長需求，提供在職進

修機會」。 
邱秀玲 2007 高職商業類

科教師對教

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認知

與態度之研

究 

問卷調查

法 
一、高職商業類科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內涵有高程度的認知

與瞭解，對於教師專業發展內涵的內容態度傾向同意。 
二、高職商業類科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高程度的認知

與瞭解，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內容態度傾向同意。 
三、高職商業類科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及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認知，會因其性別、現任職務及服務年資的不同而

有差異。而學校所在地區、類型與教師的年齡、最高學歷、

教師認證科別及曾否參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研習等

背景的教師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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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國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 
    四、高職商業類科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及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態度，會因學校所在地、類型及教師的性別、年齡、

現任職務、服務年資及曾否參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研

習的多寡而有差異。而教師最高學歷及教師認證科別等背

景的教師則無顯著差異。 
五、高職商業類科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及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認知程度愈高時，態度也愈趨正向。 
李坤調 2007 國民小學教

務主任推動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之個

案研究～以

台北縣試辦

學校為例 

個案研究

方法 
一、國民小學教務主任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大多抱持認同態

度，學校推動此一政策時教務主任扮演重要角色，但對教

師評鑑的實施多持保留態度。 
二、各校辦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脈絡，均是由上而下的模

式推動，辦理的方式與實施內涵均會透過會議討論後決定

之。 
三、國民小學教務主任在校內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運

作時的關鍵取決於教務主任個人的魅力與教師對教務主

任平常建立的信任感。 
四、國民小學教務主任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會融入其

他的教育方案，以減輕工作負擔並發揮相輔相成之功效。

五、各校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期間，經費不足、時間

不足、專家學者支援不足、相關知能不足、缺乏法理依據

說服力不夠。 
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評鑑規準版本眾多，且均偏向概念

化學理令試辦人員心生畏懼；對評鑑規準的認定亦難有共

識，教師專業對話的互信機制極待建立。 
七、學校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確能增進教師教學效能、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開拓學校行政視野、增進教師對教育

政策的瞭解。 
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試辦凝聚學校專業成長團體，孕育

學校專業發展的動能。 
九、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階段極具彈性，符合學校本位教

學視導原理，教務主任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試辦均持正

面評價且願意繼續參與試辦。 
陳玟螢 2007 臺東縣國小

教師教學效

能、專業發

展評鑑態度

與專業成長

之關係研究 

問卷調查

法 
一、教學效能較高之教師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助於專業

成長並傾向支持評鑑。 
二、教師對專業發展評鑑持悲觀意見者，認為評鑑對專業知

能成長較無幫助。 
三、教師擅於教學計畫準備者，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助

於專業知能成長。 
四、教師擅於多元教學策略者，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助

於提升自我成長能力及專業精神態度。 
五、教師擅於營造良好學習氣氛者，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持

較高正面態度。 
六、教師對專業發展評鑑之正面態度高者，有較高教學效能

且認為評鑑有助於專業成長。 
七、教師若認為專業發展評鑑有助於提升自我發展能力及專

業精神態度，會有較佳教學效能。 
八、教師若認為專業發展評鑑有助於提升專業精神態度，對

評鑑有較高的正面評價及較低負面評價。 
九、評鑑有助於專業成長的意見，是預測教學效能與評鑑態

度的較佳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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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國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 
黃怡絜 2007 高雄市國民

小學教師之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知覺

與教師文化

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 
一、 教師文化的「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知覺呈

現中度正相關，另外兩個構面「教師教育信念」、「生活互

動型態」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知覺呈現低度正相關的結

果；僅「教師專業成長」能預測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知覺。

二、 比較不同性別、服務年資、最高學歷、職稱、學校規模在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態度有顯著差異；不同師培來源、學

校創校歷史則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態度沒有顯著差異。

三、 不同性別、服務年資、職稱、學校規模對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實施現況的看法上有顯著差異；不同學歷、不同師培來

源、學校創校歷史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現況的看法則

沒有顯著差異。 
林松柏 2005 台灣地區國

民中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

評鑑指標建

構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 
一、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體系包括核

心指標與階段指標。 
二、核心指標又分成教師個人信念、課程專業知能、教學專

業知能、人際關係互動與生涯發展規劃等五大層面，以及

進修、態度、統整、設計、評鑑、教法、評量、班級、同

儕、家長、社區、教職、行政和學術等十四個向度。 
三、階段指標則分成職前教師階段、初任教師階段、中堅教

師階段與資深教師階段，每一階段指標層面下又各包括主

要與次要兩指標向度。 
余昆旺 2007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實施

意見之研究

-以臺北縣

市國民小學

為例 

問卷調查

法 
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目的還是以形成性為主。 
二、評鑑規準的訂定，應考量能客觀衡量與是否具體明確。 
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方式以自我評鑑和同儕評鑑最獲得

肯定。 
四、透過教室觀察是評鑑資料的最佳來源。 
五、評鑑結果應予保密，對符合標準之教師給予敍獎。 
六、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性別、服務年資、職務、

最高學歷、是否曾參加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變項，對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內涵認同度上有顯著差異。 
七、國民小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配套措施，以建立評

鑑人員的專業性、採逐步推動的方式、加強與教育相關組

織溝通等三項最受到認同。 
八、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職務、最高學歷、是否曾

參加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變項，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配套措施認同度上有顯著差異。 
九、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支持

度呈現中高程度。 
十、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性別、服務年資、職務、

最高學歷、是否曾參加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變項，對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支持度上有顯著差異。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研究者所選擇之 8 篇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意見或態度之相關

研究，可歸納以下幾個重點： 

一、以研究主題而言 

張素偵（2006）研究發現臺灣有關「教師或教學評鑑」研究論文始自 1999

年，在 31 篇論文中研究教師（績效或專業）評鑑相關議題有 16 篇與研究教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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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效能）相關議題有 15 篇。可見，有關教師評鑑的相關研究大部分都以「教

師評鑑」之主題為主要研究題目，因此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度的實施、成效

及產生的影響，是值得深入研究。本節僅就民國 89 年以後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之研究共 8 篇作進一步的探討，以便作為本研究之比較參考。 

二、以研究方法而言 

就研究方法而言，絕大多數採用問卷調查法。換言之，研究方法以量化研究

居多，各論文之研究方法並無太大的差異。因此本研究擬採個案研究法，期望能

更深入瞭解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學校實際發生之影響。 

三、以研究樣本而言 

研究樣本以現職教師居多，部分包括校長、教育局人員及專家學者。 

四、以研究發現而言 

（一）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看法，多數認為是「一種形成性評鑑」。 

（二）對於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發揮的功能之意見，大多數認為係提升教學

品質，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激勵教師自我省思及促進同儕專業互動。 

（三）參與試辦之教育人員在經過一年的試辦覺得自己在教學專業上的改變，以

「能夠省思自己的教學」感受最多，其次是「積極參與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四）主要遭遇困境依序為「教師參與及對話時間有限」、「教師工作負擔沉重」、

「欠缺具體可行的評鑑規準」、「欠缺法源基礎，教師缺乏參與意願」及「學

校人力與經費資源不足」。 

（五）大多數教師相當同意學校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能營造學校優質評鑑文

化與氣氛。 

（六）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態度，會因學校所在地、

類型及教師的性別、年齡、現任職務、服務年資及曾否參加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相關研習的多寡而有差異。參與試辦之教育人員繼續參與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的意見，願意與不願意的比率接近，不過願意繼續參與者仍佔多數。 

（七）學校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確能增進教師教學效能、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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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拓學校行政視野、增進教師對教育政策的瞭解。 

（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試辦凝聚學校專業成長團體，孕育學校專業發展的動

能。 

（九）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方式以自我評鑑和同儕評鑑最獲得肯定。 

（十）透過教室觀察是評鑑資料的最佳來源。 

（十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配套措施，以建立評鑑人員的專業性、採逐步推動

的方式、加強與教育相關組織溝通等三項最受到認同。 

（十二）教師因主體覺知而能建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意義。 

（十三）強化專業社群關係，形成追求專業之組織文化，促進「教學績效、學習

成效、辦學效能」三效合一。 

柒、 本節小結 

我國目前從過去重視校務評鑑或各種方案的評鑑，轉而在近年隨著社會對教

師的期望及對學校績效的重視，開始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

一種形成性評鑑，透過多元的資料蒐集方式進行，評鑑者由教師同儕為之；評鑑

資料可藉教學觀察、教學檔案、問卷、晤談等方式蒐集。以各種多元方式協助教

師瞭解教學應改善的地方、學生及家長的回饋、期待，以及同儕互動所帶來的省

思，這些瞭解和省思，有助於教師擬訂成長計畫，充實自己的專業，同時由於教

師重視專業對話及專業成長的氛圍漸增，教師便能在學校的支持下達到教師自身

的個人成長。 

歸納本節所探討的各個學者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論點和看法以後，在本研

究中可引導研究者去瞭解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所發揮的過程性用

途，如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以及對學校發展與革新做出貢獻。 

第三節  學校革新的概念與理論 

本節旨在探討學校革新的意涵、學校革新的相關組織理論、影響學校革新的

因素以及學校革新的可行作法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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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革新的意涵 

嘗試新的事物就是一種革新，但就學校革新而言，並不只是嘗試新事物而

已，其內涵相當豐富而多元，是有系統、持續的努力歷程。以下茲就革新的意義

先作探討，再探討學校革新的意涵。 

一、革新的意義 

革新是一項歷程（process），始於變遷策動者的思想，終於接受者的採擇或

棄置（Niehoff, 1966）；革新是一種有意義的、新奇的、特定的變革（change），

目的在幫助組織更有效的達成既定目標，或實現新目標（張明輝1999a，1999b；

Miles, 1986; Owens, 1987）。 

如此，組織革新便指一種有知覺、有意圖，精心策劃、深思熟慮的組織變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所謂組織變革就是改變組織內某些部門或某些個人的

行為、結構、運作、程序、目的產出之歷程。且組織的變革依其重點，可以區分

為改進（improve）、重組（reorganize）和革新（innovate）；依其範圍則可界定

為轉型（transformation）、重建（restructuring）和更新（renewal）等。而轉型

與改進有關；重建與重組有關；更新則與革新有關。所謂轉型，係指完全或重點

式的改變組織性質或條件，並依其改變的條件及環境，改變教育的本質與目的。

重建著重在組織或結構的類型，亦即部門及部門關係的重整。更新則是一種歷

程，旨在重新恢復、建立、創造或營造，使已定計畫或措施方法更具活力（張清

濱，1997a，1997b；Hanson, 1991）。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的看法，本研究在探究個案學校的革新歷程時，乃將革

新視為一種有知覺、有意圖、有計畫、有程序的變革，在意義上包含改革、重組、

轉型、再造、發展、改進和更新等概念。革新內涵，包括改進或重新計劃組織結

構、運作、程序，以及改善組織成員之觀念、行為、知識和能力的一種歷程，而

最終目的則在邁向既定目標的改進。 

二、學校革新之意涵 

國際學校改善計畫（International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ISIP）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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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的定義是：一種系統化與持續性的努力，試圖改變學校的內部條件及學生的

學習條件，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並提升學校效能（Hopkins, Ainscow & West, 

1994）。 

事實上，教育上的變革乃基於協助學校更有效地完成目標，其方法乃以更好

的組織結構、方案，或執行來代替舊的結構、方案及計畫。為變革而變革無所助

益，因此若無實務性的實際推動策略，則將導致變革失敗。而革新的內涵是多元

的，包括使用新素材或改善素材的可能，例如課程素材等；使用新的教學取徑的

可能，例如執行新的政策或方案的假設或理論等，這些都是強調實務層面的專業

提升。因為，所謂學校革新是指在學校層次的改革活動，是將教育體制的改革落

實到學校實務層面的革新，或學校內部專業組織自發自主的革新，是自我進步的

發展（楊德東，1999；Fullan, 1991）。 

學校組織是由「人」和「結構」兩個基本元素所構成，因此在進行變革時，

不外進行兩方面的革新，其一是調整組織結構，稱為「組織中心變革法」

（organization centered approach to change），例如重組或增設組織結構或人員，

以適應情境變遷的需要；其二是改變成員的態度、知能和行為，稱為「成員中心

變革法」（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change），例如許多組織藉著對成員實施

在職進修教育，以求組織能夠不斷適應與發展（謝文全，1997，1998，2000）。 

除了以「人」與「結構」為變革中心的想法之外，在當今的教育脈絡下，學

校革新首先要以建立學校教育的新觀點、新價值與新任務為本；其次以學校組織

結構的調整、運作方式的更新，以及工作的重新設計為目標。如此，學校革新的

項目將包括：一是應以教學核心技術的改進為首，強調新知識、新技術的不斷引

進、轉換與應用；二是要強化教師專業的自主能力與責任；三是必須加強學校與

社區及家長的關係，以多樣化的教育活動形式與內容，滿足家長的不同需求（吳

明清，1997）。 

若將學校革新視為是教育改革的具象化，其目標則在達成學校在組織結構、

行政運作、師資條件、教材教法、教學評量等的革新，是在為提升整體學校效能

而努力。同時學校革新是一種計畫性之教育變革，在學校進行革新時，有時科層

體制會成為革新的阻力；學校教育革新應重視學校管理變革的能力；學校教育革

新應強調如何提升學生學業成就；學校教育革新應注重「教-學」的過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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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包括制度、師資、課程、教材、評量以及改革歷程等；學校革新的觀點涵

蓋科技、文化與政治，而革新過程則將引發集權與分權的爭議、以及如何維持學

校內外在因素平衡、促成系統化和制度化的改革等議題（張明輝，1998，1999a）。 

因此，學校革新的內涵非常豐富，舉凡學制的調整、課程與教學設計的更新、

學校組織結構的重組、校長與教師角色的重塑、甚至於家長的參與、教師分級或

實習輔導的問題的解決、學校教育目標與功能的重新評估等，均涵蓋其中，都是

學校自主革新成敗的關鍵（高強華，1997，2000，2001）。 

晚近，鄭燕祥（2006）提出以一個概念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來分

析亞太地區現時教育改革的一些重要趨勢及有關的改革範圍、焦點和一般特性，

這個概念架構包括四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一）宏觀層面，主要教改趨勢包括：1.重設國家新願景和教育目標；2.重建各

級教育體系；3.走向市場驅動、私營化和多元化的教育。 

（二）中觀層面，主要改革趨勢包括家長和社區不斷參與教育的管理。 

（三）機構層面，主要改革趨勢包括：1.確保教育質素、標準和問責；2.加大放

權和校本管理力度；3.提升教師質素，促進教師和校長實現持續終身的專

業發展。 

（四）操作層面，主要改革趨勢包括：1.在教學和學習中使用資訊科技，在管理

中使用最新技術；2.學習、教學和評估實現範式轉換（paradigm shift）；3.

提升教師質素。 

由此可見，為應對快速變化的教育環境及當地、全球社區不斷增長的挑戰，

亞太地區很多國家的教育改革出現了強調教師質素以及專業發展的趨勢。 

綜合上述有關革新的意義與學校革新的觀點，所謂學校革新係指在學校進行

有目標的、有規劃的系列改革活動，改善學校內部條件，提高適應環境變遷能力，

維持學校永續進步與發展，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之歷程。本研究歸納其意涵，簡

述如下： 

（一）學校革新以適應變遷 

學校生存於社會系統之環境脈絡中，必須因應社會環境的急遽變遷，以及學

校走向市場驅動的經營方向，自行調適因應與謀求發展。因此，學校革新就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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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時代潮流與社會脈動，使學校教育與時俱進。 

（二）學校革新是有計畫的、審慎的歷程 

學校革新係在有規劃的情形下進行完全的、或重點式的改變學校組織性質或

條件，並依其改變的條件及環境，改變學校教育的實施方式與內容。亦在重新建

立或創造一種新的學校文化，或追求新的目標。在革新進行過程中，必須謹慎掌

控變革的歷程，革新過程應該注意教師權與能的平衡，以促成系統化和制度化的

改革。 

（三）學校革新是「結構」、「人」與「觀點」的變革 

在「結構」的變革方面，學校革新要為新價值、新目標重設或重組學校組織

結構，要注意教師的權能平衡，要加強學校和社區及家長之關係。在「人」的變

革方面，要注意組織成員對管理變革的能力，要培育學校組織成員接受新知識、

新技術的能力，更重要的是強化教師專業形象，提升其專業自主能力及擔負專業

責任。在「觀點」的變革方面，強化教師專業的自主能力與責任，進行以教學核

心技術的改進，以符應社區及家長的需求。 

（四）學校革新具有改善組織文化和促進組織學習的意涵 

學校革新是在學校原有的狀態下，重新思考組織人員的職責與權力、學校未

來發展願景，並透過組織學習的激發，改善組織成員之心智模式、行為慣性，促

使學校固有組織權力結構的解構與再造，使學校組織重視互動、分權、互敬的文

化，因此，學校革新就是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的改變。 

（五）學校革新目的在增進學生學習成就，提高學校教育品質 

學校革新之目的，是為了使學校能夠有效改善學校內部學習條件，並能良好

適應外部環境變遷，以維持學校之持續成長發展，增進學生學習成就，提高學校

教育品質，增進學校效能。 

貳、 學校革新的相關組織理論 

承上節所述，學校革新所涉及之內涵相當龐雜，本節僅以開放系統理論來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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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釐清學校與環境的關係以及學校革新的必要，並以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的相關

論述來探討學校革新的面向。 

一、開放系統理論 

（一）開放系統之定義 

以行政學角度而言，所謂系統（system），就是一種存在（being），是一種

具有相互依賴、相輔相成之元素所構成之整體性事務。一般可將系統作如下之分

類（謝文全，1997）： 

從感官知覺的標準而言，有具體系統（concrete system）和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以系統之是否能與環境發生交互作用為標準區分，有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和開放系統（open system）；以其是否天然生成區分，則有自然系統（natural 

system）和人為系統（artificial system）。 

開放系統不斷的與外界環境交互作用，進行物質、能量和信息的交換，因為

有交換互動，就有輸入與輸出，學校因為存在於社會系統中都必須與外在環境維

持開放的互動關係，因而屬於開放系統。開放系統具有二項特性，一是次系統的

動態運作，這是一種功能之運作過程，系統中每一部分都並肩工作，以產生高度

和諧以維持其穩定狀態。其二是具有回饋過程，使系統因為對過去工作的瞭解，

以修正未來之表現。 

開放系統基本上都是呈現動態而非靜態的。動態者如電影，其中構圖不斷變

換；靜態者如照片，其中組成是靜止而固定的。學校系統是一種開放系統，其主

要系統與次要系統四時循環運作不斷，並不斷與外界環境進行交互作用，其循環

互相聯接，彼此影響（如圖2-3）（秦夢群，1998）。 

 
 
圖 2- 3  開放系統之循環運作 

資料來源：出自秦夢群（1998：179）。 

輸入 轉換 輸出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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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系統觀來看學校教育，學校自大社會環境輸入知識、目標、價值、金

錢；然後這些輸入進到學校內的教育過程進行轉換，最後對社會輸出學校教育的

結果，如圖2-4所示（林明地、楊振昇、江芳盛譯，2000）。 

從社會來的輸入 教育的過程 

知識 
價值 
目標 
金錢 

結構 
人 
技術 

工作

個人由於以下能力的增進

而更能為他人及社會服務 
＊ 智力與手藝的能力 
＊ 推理與分析的能力 
＊ 價值、態度、與動機 
＊ 創造性與創新精神 
＊ 溝通技巧 
＊ 文化鑑賞 
＊ 瞭解世界 
＊ 對社會的責任感 

對社會的輸出 

 
圖 2- 4  學校教育是一種輸入－過程－輸出的系統 

資料來源：出自林明地、楊振昇、江芳盛譯（2000：95）。 

（二）開放系統之特性 

開放系統之特性有六，包括具有環境及超級系統並與其相輔相成；包含有次

級系統且各次級系統相輔相成；能藉反饋作用進行自動調適以維持平衡穩定狀

態；生存於不可回溯的時間序流裡；有衰亡趨勢亦有反衰亡的能力；以及具有殊

途同歸性等（謝文全，1997）。 

由上可知，學校本身是一個開放系統，存在社會超級系統內，但學校這個開

放系統內也有行政組織、教師組織、教師個人等次級系統，圖2-5表示。 

本研究以圖2-5來解釋從「社會」到「教師」這種包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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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學校所在社區

學校 

教師工作團體
（教學研究會） 

教師 
個人 

 
圖 2- 5  學校開放系統與環境超級系統、系統內次級系統的關係 

資料來源：修改自林明地、楊振昇、江芳盛譯（2000：99）。 

學校是一個開放系統，不斷與外界環境交互作用，學校自社會大環境輸入知

識、目標及資源，也對社會大環境輸出學校教育的成果，而學校教育成果在社會

大環境中也勢必受到優劣好壞的評斷，這些評斷將回饋至輸入機制，改變輸入和

轉換歷程的操作。另外，因學校生存於不可回溯的時間裡，故必須藉由回饋作用

維持其平衡穩定，而組織無可避免必有衰亡趨勢，如何有能力反衰亡，是開放系

統中回饋機制很重要的功能。 

（三）開放系統理論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1.學校必須革新以配合社會環境變遷 

學校生存於社會環境中，是開放的系統，必須配合社會變遷而革新。因為所

有開放系統都有其環境，所有系統均藉著界線與環境相隔，界線內屬於系統，界

線外屬於環境。而開放系統與其環境之間一定要發生交互作用，並且相交換資源

與訊息。亦即由環境輸入，以維持系統之活動和生存；經由轉換的歷程，將輸入

變為輸出，投入社會環境中，因此，必須隨社會變遷而革新，方能符應社會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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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革新受次級系統之交互作用影響 

開放系統所有次級系統，必須彼此發生動態交互作用，並相輔相成，系統才

能生存發展。以學校而言，就是學校價值文化和目標、師生需要、師生互動、角

色權責、教學實施、輔導措施、學校行政歷程等之交互作用，將影響學校革新的

推動。 

3.學校革新必須設置回饋機制 

回饋機制係在偵查系統本身及環境變化的訊息，回饋給系統知悉，據以自動

調整系統之運作，使系統得以抱持平衡穩定之狀態。學校革新，在解凍、推動和

再創的推動歷程中，必須藉由回饋機制，進行組織的自我調適，以有效掌控變革

歷程之平衡，避免陷入混亂失序，影響學校持續之發展。 

4.學校革新是一種反衰亡的能力 

所有開放系統都有走向衰亡的趨勢，亦有反衰亡的能力。而學校革新就是一

種反衰亡的能力，可以激發學校的生命動力。 

二、組織學習理論 

（一）組織學習的定義 

組織與學習似乎是兩個背道而馳的概念，因為，組織的本質是追求秩序、穩

定和集體目標，相反地，學習的本質是追求更新和改變，出現失序情況在所難免，

所以，組織學習就是秩序（order）與失序（disorder）之間的弔詭之處（Pawlowsky, 

2001）。 

探討組織學習的定義，可以從以下三個方向來討論：1.視組織學習為組織適

應外在環境的過程，認為組織學習與個人學習一樣，都是源於「刺激－反應」的

行為適應模式（Cyert & March, 1963; Levitt & March, 1988; March & Olsen, 

1976），2.視組織學習為追求學習效果與解決組織問題的過程，這樣的理論乃從

組織文化層面探討，將組織文化理解為組織成員共同建構的意義系統，而組織學

習是在組織與環境的互動之中意義系統所發生的變化，組織文化的篩選和整合過

程就是組織學習（Argyris, 1990; Weick & Bougon, 1986; Schein, 1984），3.視組

織學習為組織處於複雜系統之中的應變與創新能力，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偵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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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錯誤的過程，包括修正組織規範、政策和目標（Forrester, 1961; Senge, 1990）。 

組織學習就是組織成員透過錯誤檢測與校正，使組織能夠適應環境變遷，並

增進其效能，意即當組織實際的成果表現和期望結果產生差距時，對這種誤失進

行偵測、矯治的集體探究過程，即為組織學習。組織學習的過程是發現存在的差

距、發展解決方案、實施方案行動，並將所得經驗內化到組織規範，因此，組織

學習是來自個人、團隊到組織整體的學習過程（Argyris & Schon, 1978）。 

組織學習也是一種有關組織如何將行動和產出之間的特定關係發展為組織

知識的過程，因此，強調組織學習必須藉由資訊公開與溝通的歷程來形成（Ducan 

&Weiss, 1979）。更進一步而言，組織學習是一種改進程序，可以提高例行性工

作效率及改進的結果，是組織知識的累積，可以讓組織適應環境變遷（陳惠芳，

1998）。 

（二）組織學習的分類與形成 

對於組織學習的型態，Argyris 和Schon（1978）主張以「是否涉及改變既有

的價值觀與規範」的準則將組織學習區分為單迴路學習（single-loop learning）及

雙迴路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兩類，所謂「單迴路學習」是指組織成員發

現組織實際行動結果與個人期望不合時，成員傾向修正自己的意向與認知使二者

歸於一致，即經由對於組織行為的探究，矯正對組織策略和假設的認知，使組織

實際表現與組織規範一致，所謂「雙迴路學習」是指不但要探究及矯正組織行動

策略與假設的錯誤，同時需更深一層的探究解釋各項規範及設定其優先順序，與

發現組織規範的錯誤。 

香港學者譚偉明與陳穎堅（2006）以Kegan（1982）的自我發展（ego 

development）理論、Piaget（1954, 1969）的認知建構（cognitive constructivism）

理論和Weick（1995）的組織意識形成（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理論為基礎，

進一步探討組織學習的形成過程，提出建構取向的組織學習理論，認為在組織學

習過程之中，個人或群體的意義系統不斷變化更新，而這過程可以明顯分為五個

階段，包括隨意階段、自我階段、人際階段、法則階段和批判階段： 

隨意階段（impulsive stage）是組織學習的起點，它的主要特徵是個人或群

體漫無目的地學習或嘗試新方案，方案顯得零碎，方案的動機與內容亦缺乏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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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邏輯關係。 

在自我階段（egocentric stage）裡，學習者有能力進入單迴路學習，而且不

斷完善運作，但學習僅限於步驟和規則之類的改變，學習者沉醉於自己建構的圖

像之中，因應既定目標來制訂方案，實踐的成功經驗建立了群體的自信，令他們

有更大動力嘗試新方案。 

在人際階段（interpersonal stage），組織成員可以客觀而認真地檢視自己的

問題，但成員各自追求自己的滿足和利益，學習者需要處理複雜的人際關係，並

建立公平的利益分配機制，同時亦需要處理習慣性防衞所帶來的負面效果，因而

停留在單迴路學習狀態。 

到了法則階段（institutional stage），個人或群體理解到追求和諧及建立共識

雖然重要，但不能取代核心價值，學習者開始積極發掘自身的核心價值，因此，

組織雖然無法滿足所有成員的需求，卻能夠提供一個合作的平台，讓成員一起追

求工作滿足感和人生意義，至此，組織成員知道合作的重要性，便團結不同群體，

尋找整體的圖像、認同的核心價值和目標，以及配合目標的實施策略，建立積極

的組織文化。 

組織學習的批判階段（critical stage）是意義系統裏最成熟的階段，學習者有

能力反思工作背後的假設，並探索不同的價值體系，組織成員能夠跨越自己系統

內所建立的意識形態，用批判態度審視自己的限制，並包容其他意義系統，個人

或群體經歷了之前的發展階段，建立了清晰的共識，掌握自己的能力和限制，處

於批判階段的個人或群體，已經完全將自己的一套價值系統內化，並滲透入各工

作層面，已經脫離自己思考模式的桎梏，有能力啟動雙迴路學習和進行批判反思。 

（三）組織學習的特性 

組織學習在發展組織有繼續不斷適應變革的能力，不只是組織成員個人的學

習，也是組織的學習。許多組織每當偵測到錯誤時，就依循慣例或現在的政策來

修正，此謂單迴路學習，相對的，組織學習則使用雙迴路學習，偵測到錯誤時，

組織會徹底檢討目標、政策和慣用的程序，使組織能有大幅進步的機會，以下茲

將組織學習的特性分述如下： 

1.組織學習不僅重視學習，還要達成目標。組織學習存在著每個組織成員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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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願景，組織成員昇華個人的利益及部門的利益，以努力達到組織共同願

景為目標，亦即真正的組織學習可以帶來組織實質的改變，而非僅是成員認

知的不同。 

2.組織學習與個人學習有關，但不侷限在個人學習。意即組織中的個人學習所

產生的新知識或新創意，必須經過與組織中其他人分享討論而成為組織文化

規範、作業程序、作業技術或政策；組織成員會思考整體組織的歷程、活動、

功能和環境的互動，他們瞭解組織是環境的一部分，這種外部關係；組織成

員會跨越橫向、縱向的界線，開放地溝通。 

3.學習來自於許多小失敗的累積，就如桑代克的嘗試錯誤的學習，認為持續成

功會造成資訊受限、怯於冒險、或所向無敵之假象，而許多小失敗卻可以增

加冒險耐力、辨識問題與資訊尋找等能力。 

4.學習通常依據可以預測的歷程，意即組織學習過程包括發現（discovery）、

發明（invention）、執行（implementation）、擴散（diffusion）四個步驟。 

5.親身體驗或借鏡他人是組織學習的兩大來源，親身體驗是指從實驗中學到什

麼是可以做、不可以做或如何做；借鏡他人是經由觀察、標竿學習或模仿等，

組織成員放棄他們工作或解決問題的舊式思考模式和行為準則，啟發自己學

習。 

6.開發新領域與善用既有機會是組織學習的兩大方向。所謂開發新領域係指以

新核心能力、新科技或新策略建立競爭優勢；善用既有機會則指在既有核心

能力、技術與策略上作修改或延伸，以充分發揮組織潛力（Robbins& Judge，

2007）。 

（四）組織學習的障礙 

組織防衞是組織學習的最大障礙（Pawlowsky, 2001），一個群體的互動包

括兩個層次：其一很清晰地是目的導向，屬於理性的；另一是有關成員對於環境、

群體或其他成員的感覺和態度，屬於感性的（Miller & Rice, 1967），組織防衞

主要是由於群體的潛意識行為主導了整個群體的互動，令群體行為變成非理性，

並且，組織內的防衞機制，令組織只能維持在單迴路學習的狀態（Argyris & Schon, 

1978），並逐漸侵蝕原有的單迴路學習能力，令原本可以用技術性方法解決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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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得不到解決，甚至令組織不知道那些問題的存在，終會使組織因為組織學習

的單一性而競爭力不斷下降，連原先擁有的競爭力亦不保（Argyris & Schon, 

1974）。 

除此之外，組織中的成員都帶有某套相對穩定且不易被察覺的人際互動價值

觀，令組織中的防衞性行為變成一種習慣，Argyris（1985）將之稱為「習慣性防

衞」（defensive routine），並將其本質溯源於名為Model I 的單向控制（unilateral 

control）行為模式，強調以單向控制方式達到既定目標、盡力減少出現尷尬場面、

減少情緒化和保持理性等行為（Argyris & Schon, 1974），令組織成員不能或不

知如何探詢別人行動背後的想法，亦不能對組織現況的深層假設作出挑戰。習慣

性防衞將會令組織成員不能從錯誤中學習，而且，當組織成員發覺溝通方法無

效，甚至因為無能力解決問題而產生更多問題，便轉而互相責備，對組織失望、

懷疑和抽離，這些思考方法、行為和態度將會形成規範和信念而成為組織文化

（Schein, 2004）。 

要改變組織防衞，需要將防衞模式暴露並修正規範、規則、技巧及價值觀，

讓雙迴路學習在組織中變成一種可行的選擇（Argyris & Schon, 1978），在這一

類的雙迴路學習過程中，組織成員容許自己或他人挑戰所持守的目標和價值，或

行動背後的假設，這樣的過程也涉及了組織對外在環境的適應，但這種學習方式

可能為成員帶來威脅、不安和尷尬，所以，並不是所有的組織都能進行雙迴路學

習，大部分組織未能進入雙迴路學習方式，是因為一般人都沒有處理這類學習方

式的思考能力、溝通能力和忍耐力。 

Argyris與Schon（1978）發展了一套Model II 的組織行為模式，Model II 的

組織行為模式有三個重要原則，包括：真確的資料，在充分的資料下容許自由選

擇，及由自由選擇而產生的內在承諾，提倡公開驗證的精神，願意將自己的行動

策略外顯，同時亦會邀請他人審視自己主張背後的推論邏輯，因此，Model II 的

組織行為模式認為行動者同時也是學習者，必須學習與反思自己的行為能否達到

預期的目標，如果偏離目標，願意透過分享與聽取回饋，重新修正行動方案。 

由上述可知，組織學習雖有益於個人、團體及組織的發展，但在推動組織學

習時仍然必須注意組織內的生態與組織成員的心態等影響因素。在學校推動組織

學習亦然，從學校行政生態與組織成員心態分析，學校推動組織學習將遭遇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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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包括（吳宗立，2000）： 

1.學校行政生態方面：  

（1）學校行政執著於威權官僚體系，不知團隊學習成長的重要。 

（2）學校行政層級依據專業性質分工，呈現金字塔型態的組織架構，處室之

間各據立場，協調合作不易，分享困難。 

（3）學校行政習慣於以下達指令方式推動校務，缺乏成員參與互動與意見溝

通。 

（4）學校組織講求依法行政，受到法令規章的限制，限制行政決策的變通性，

影響學校效能的發揮。 

（5）學校行政領導缺乏廣納民意的機制，容易掉入獨斷獨行。 

2.組織成員心態方面： 

（1）成員因為缺乏反省思考能力，缺乏學習動機。 

（2）成員面對環境變遷時，習慣於被動消極的應付，沒有學習的意願。 

（3）成員面對學校產生問題需要解決時，以小格局思維，抓取片段，不知宏

觀創意視野，沒有意識到須要學習。 

（4）成員因為受到專業分工的影響，只關注自己工作內容與立場，形成自我

中心侷限一隅，無法知道須要學習以改變心智模式。 

（5）成員在學校追求革新進步時，習慣安於現況而抗拒變革，缺乏敏銳洞察

力，也失去追求自我超越的學習動力。 

簡言之，為使組織有意願，有能力學習新知識，應朝以下方向努力：1.使成

員改變既有的心智模式；2.讓成員有共同的組織願景；3.團隊地學習新知；4.鼓

勵員工超越自我；5.系統性的思考組織的知識課題。這就是排除組織學習障礙最

佳方法，組織管理者應加以重視。組織學習是一個努力追求的典範，融入了品質

管理的持續改進的理想，希望創造開放、重視成長的組織文化，追求像無邊界組

織那樣，沒有層級阻隔，尊重不同意見，以良性衝突、轉化型領導等觀念帶動組

織適應環境（Seng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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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學習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1.學習文化激發學校革新 

營造學校組織學習文化，讓學校每個成員均是主動的學習者，成員之間都能

相互學習分享，同時經由學習歷程，使成員的知識、信念和行為產生質量的改變 

2.願景形塑聚合學校成員革新力量 

組織學習是一種雙迴路學習，可以協助學校檢討學校政策、目標，進而形塑

願景。願景是學校成員共同的理想和圖像，透過願景的共構歷程，可以澄清革新

的意義，引導革新的方向，確定具體的作法和步驟，匯聚成員的集體意識和行動

力量。 

3.系統思考降低學校革新抗拒 

透過學習增進成員洞察能力，讓成員有能力進行全面關照的系統思考，能夠

主動發現學校組織問題，並主動尋求解決途徑，使革新成為每一個人的責任和使

命。 

4.教師專業發展增強學校革新動力 

營造學習的氣氛，讓教師產生自我精進的需求，引發教師關心教師專業發展

議題，激發教師學習意願、學習動機，使教師自發的積極學習，增進知能，以增

進革新動力。 

三、組織文化 

(一) 組織文化的定義 

「組織文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的定義至今仍然沒有統一的標準化答

案，最主要的分歧點不在於「組織」，而是各學派對於「文化」概念的爭辯。 

一般人瞭解，組織文化常影響組織對於革新的認知及組織成員對革新的態

度，因此，瞭解組織文化的相關概念將有助於探究學校革新。 

對於文化（culture）的定義，《韋氏新國際辭典》對於此一名詞的定義是：

「由人們或者團體來轉述和傳達組織的想法、習慣、技術、藝術等給下一代的組

織成員」（2001）。Kast 和 Rosenzweig 在 1985 年曾指出，文化係指社會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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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人所共有的一種約定成俗的心理狀態，這種狀態係由人群所培育出來的共同價

值觀、共同信念以及特有的行為方式組成（引自江岷欽，1995）。 

至於組織文化的定義，Schein（1985）曾經整理學者常用的定義，提出十種

組織文化的主要定義： 

1. 組織文化為人們互動時可見的行為準則 (observed behavioral regularities 

when people interact)：包括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演化來的習慣、風俗及傳

統。 

2. 組織文化為群體規範 (group norms)：工作團體中所隱含的標準與價值。  

3. 組織文化為外顯價值 (espoused values)：團體公開宣稱試著要去做到的原

則與價值。  

4. 組織文化為正式的哲學觀 (formal philosophy)：引導一個團體與其股東、雇

員、顧客、及其他有關人員互動的政策和意識型態原則。  

5. 組織文化是遊戲規則 (the rules of game)：在組織中所隱含的規則，是一個

新成員必須學習以便被接受。  

6. 組織文化是氣氛 (climate)：在一個組織中由物理的擺設和成員彼此以及其

他互動所傳遞出來的一種感覺 (feeling)。  

7. 組織文化是深植的技巧 (embedded skills)：成員在完成某些任務時所展現

的特殊才能，此能力能使某些事情不須要寫出來就能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  

8. 組織文化是思考習慣、心智模式、語文典範 (habit of thinking、mental modes, 

linguistic paradigm)：共有的認知架構，引導成員的思考、知覺與語言的使

用，並且在社會化的歷程教給新成員。  

9. 組織文化是共享的意義 (shared meaning)：在成員彼此互動間產生的瞭解 

(understanding)。  

10. 組織文化是根本暗喻、整合的象徵 (root metaphor or integrating symbols)：

團體所發展出來有關他們自己的想法、感覺、意向，可能未意識到，表現

在建築物、辦公室的佈置、和其他物理事物上（引自陳千玉，1996）。 

可見多數學者認為，組織文化是社會建構而形成的，提供組織成員瞭解事件

與符號的參考基模並提供行為指導，是組織成員所共享與共同詮釋的，因此，組

織文化依Robbins和Judge（2007）的說法，則為組織成員所共同持有的意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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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意義體系使得組織不同於其他組織，亦即使組織具有識別度。 

這樣的共同意義體系，具有組織所珍視的特質，這些特質形成了組織文化的

基本要素，易言之，人們可以自組織對這些特質的珍視程度來看出該組織之組織

文化，這些特質包括（Robbins & Judge, 2007）： 

1. 創新與冒險：指組織鼓勵員工創新、冒險的程度。 

2. 注意精細：指組織要求員工精確分析、注意細節的程度。 

3. 結果：指組織管理當局注重結果而非過程的程度。 

4. 人員導向：指組織管理者作決策時，會考慮決策對組織人員產生影響的程

度。 

5. 團隊導向：指組織工作活動設計與組成以團隊而非個人為主的程度。 

6. 積極：指組織希望員工積極且具競爭力，而非好相處好說話的程度。 

7. 穩定：指組織強調維持現狀而非成長的程度。 

除了上述的構面外，也可從組織之價值觀、儀式典禮、英雄人物及溝通網絡

來看出組織的文化。因為，組織成員共享之價值觀常是組織藉各種方式強調加強

之態度，組織中之英雄人物所代表的就是某些態度及價值，藉著這些英雄人物的

事蹟，組織教導了它的成員該遵循之方向及做事之態度。儀式典禮，則是組織用

來慶祝或嘉獎某些人事物之慶典，非正式之溝通管道，亦是組織文化的重要來源

（Deal & kenned, 1982）。 

另者，組織文化依據組織之不同層級亦有不同之界說，以個人層次而言，個

體在組織中之自主性包括個人責任、依賴性及表現個人創發性之機會等乃為組織

文化的一環；以群體層次而言，主管之體恤及成員之衝突與誠實、開放之意願，

亦可形成組織文化；至於組織層次而言，組織之結構性如組織之正式化程度、集

權程度、直接監督程度等及組織的獎酬方式如獎酬因素的擇定、晉升導向、盈利

導向等亦為組織文化的重要一環（吳秉恩，1993）。 

若依組織文化的抽象程度來看，組織文化的構成元素可分為人工製品

（artifacts）、價值觀（espoused values）與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三個層次。

人工製品指的是加工品與創造物，例如典故、迷思、語言、建築物、技術、產品、

服飾、慶典儀式等，是組織基本假設與價值觀的具體反映，價值觀則是可意識到、

具體明白說出來的，它規範、引導團體中的成員如何處理某些情境以及引導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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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行動，價值觀經過長期的驗證將會轉換成為基本假設，基本假設則被視為理

所當然，是潛意識的信念、知覺、思考和感覺，也是文化的最核心，是價值觀和

行動的來源（Schein, 1985）。 

因此，組織文化的本質乃是基本假設，價值觀及人為飾物僅是組織文化的

衍生物而已（Schein, 1992）。 

(二) 組織文化的類型與功能 

組織並無絕對的統一文化，組織文化有所謂的主文化（dominant culture）及

次文化（subculture），主文化是組織的核心價值觀（core values）；次文化則是

某部分成員反映在共同面對的問題、情況或經驗上。主文化類似於強勢文化

（strong culture），它在組織中具有影響成員行為的力量，上述之主文化及次文

化乃以強勢與否區分，若依據風險程度及回饋速度區分，則有所謂硬漢式組織文

化、努力工作／盡情享樂的組織文化、長期賭注的組織文化與注重過程的組織文

化等四種組織文化類型（Deshpande & Parasuraman, 1986）： 

1. 硬漢式組織文化（the tough-guy/macho culture）是屬於個人主義者的世界，

在這種組織中的組織成員，所採取的行動不管是對或錯，很快就得到回饋。 

2. 努力工作／盡情享樂的組織文化（the work hard/play hard culture）此類型

組織文化鼓勵員工儘量採取低風險的活動以求保險。 

3. 長期賭注的組織文化（the bet-your-company culture）這一類組織的特色在

於決策時，常需花極大的成本，所冒的風險極大而所得的反應卻十分緩慢。 

4. 注重過程的組織文化（the process culture）這一類型的組織只注重辦事的程

序及手續。 

若以組織成員彼此互動之社交性及彼此合作之團結性程度區分，則有所謂網

路文化、傭兵文化、孤島文化與自治文化等四種組織文化類型（Goffee & Jones, 

1998）： 

1. 網路文化（高社交性、低團結性）組織成員彼此熟識，相互關懷相互幫助，

並且公開的分享資訊。 

2. 傭兵文化（低社交性、高團結性）這種文化非常專注在目標上，總是急於

快速完成任務，且有強烈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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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孤島文化（低社交性、低團結性）這種組織是由個人主義所組成，個別成

員所認同而放在第一位的是任務，而不是組織。 

4. 自治文化（高社交性、高團結性）此種文化既重視情誼也重視績效，領導

者不僅深具魅力，也能啟發他人，還要對組織未來有清楚的願景。 

另依資訊處理型態區分，組織文化之類型可分為：1.理性化的資訊處理型態

可以衍生理性主導的文化；2.發展式的資訊處理型態可以醞釀出成長調適的文

化；3.共識性的資訊處理型態可延伸出共識凝聚的文化；4.層級式的資訊處理型

態可以導引出層級節制的文化（江岷欽，1993；賴國茂，1995；Quinn, 1988）。 

但不論組織文化如何區分，它都扮演了以下功能（Hellriegal, Slocum & 

Woodman, 1989）： 

1.扮演釐清界限之角色，使組織之間有所不同。 

2.在組織成員之間傳導認同感。 

3.使組織成員將組織大局放在個人利益之前。 

4.提高社會系統穩定性。 

5.提供澄清疑惑及控制的機制（Robbins & Judge, 2007）。 

6.使組織成員瞭解組織的歷史傳統和現行經營方針。 

7.使組織成員因為認同組織的經營哲學和信條，而對組織奉獻心力。 

8.使成員接受組織規範，而組織規範具有控制成員行為的機制作用。 

9.某些組織文化特質能夠提升組織的效能和生產力。 

此外，就江岷欽（1995）的看法，認為若以典範變革（paradigm shift）觀點

分析組織文化概念，則將組織文化視為喻象（metaphor）；若以工具價值

（instrumental value）觀點探究組織文化內涵，則視組織文化為變項。將組織文

化視為一種喻象的觀點，使組織文化簡約成組織本身的質素；將組織文化視為變

項的觀點，此觀點一方面將文化視為外部獨立變數，藉由組織成員的傳遞而進入

組織，並反應組織成員的行為模式；另一方面將文化視為組織的內在變數，乃指

文化為組織所擁有的一部份，因為這種觀點，所以興起了尋找方式形塑組織文化

或思考以控制或改變文化來達到管理組織的目標此類的組織行為管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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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文化的形成與維護 

就組織文化的形成而言創辦人可藉由只雇用及留住那些想法、作法與其相同

的人，並教導及同化員工的想法與作法，甚至創辦人以身教鼓勵員工認同他們，

並將自己的信念、價值觀與假設內化於員工心中。另就組織文化的維護而言，組

織藉由人員甄選，雇用最適合這個組織的人員，同時高階管理當局可透過言行及

高階主管所建立的規範，貫穿整個組織使組織文化長存，另外組織協助新進員工

適應組織文化，而適應的過程即稱為社會化。而社會化過程，在概念上又可以分

三個階段：在職前期（個人在進入組織前），對工作或組織就已具有一套價值觀、

態度及期望。在接觸期（對立期），新員工對於工作、同事、上司及整個公司，

可能會發現期望與現實間有所差距，而須作調整。在蛻變期（質變期），新員工

可以實際修正行為且持續之（吳秉恩，1993；Robbins & Judge, 2007）。 

對於有效進行組織成員社會化，除了上述三個時期的階段分類外，亦應更進

一步關注到培養文化的步驟，有效培養文化的步驟應包括：1.激發承諾；2.獎賞

以培養高階技能；3.激勵員工持續努力，維持一致（吳秉恩，1993）。 

(四) 組織文化的創新 

組織文化在變革環境中，如何不造成組織變革阻力，應是組織變革計畫中必

須留意的，Robbins 與 Judge（2007）提出建立快速回應顧客的文化，以因應市

場趨勢的需求，此觀點正可在本研究中作為對學校革新回應教育市場需求的借

鏡。建立快速回應顧客的文化，必須依賴：1.員工本身的態度及人格特質；2.員

工的訓練，增進改善生產品質的知能及情緒態度；3.組織設計改變，賦予員工解

決問題的權力；4.彰權益能，低度正式化，使員工能在工作相關活動中作決定；

4.領導者必須以身作則，建立瞭解顧客需求，樂於回應需求的文化改變；5.以行

為表現為主的評鑑，例如強調組織合作、友善、解決問題的能力的評鑑，而非以

可測量的成就來評鑑；6.建立回饋系統，組織應給予表現良好的員工不斷的認可

及回饋（Robbins & Judg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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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組織文化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1.學校革新是學校文化的改變 

學校革新允許學校教師從事創新、冒險，以開放態度改變現狀，以求新目標

的實現，因此，必須改變學校文化，才能觸動革新。學校文化乃學校核心價值所

在，若在學校革新時能以改變、重塑學校文化為起始，並注意對每個成員的尊重、

信任、支持以增進溝通網絡，則能有效促進學校革新。 

2.學校革新的助力來自學校文化社會化的歷程 

學校革新的關鍵人物是教師，初任教師常在剛入職涯之時，面對工作環境有

經驗上的不足，且不能立即融入工作環境，若能重視學校文化社會化的歷程則可

降低新進教師的不適應，若遇學校革新時，亦可避免多方面變革的不安。 

學校革新是一種全校改進的歷程，學校內的每個成員都應牽涉其中，故對學

校文化不應只重視主文化，對於次文化也應瞭解及面對，以使革新順利完成。 

3.建立快速回應需求的文化以求學校革新 

快速回應需求以滿足、適應市場變遷，以增進學校活力，但是建立這樣的文

化必須增進教師「教與學」的技術及提升教師專業服務態度，強調以日常工作情

形作為評鑑，以成為學校革新的回饋系統。 

依據上述之開放系統、組織學習及組織文化等理論之探討，綜合其對學校革

新的啟示分述如下： 

1.學校必須適應環境變遷，因此必須審慎地進行有計畫、週詳的革新計畫。 

2.學校革新受次級系統交互作用影響，必須重新設計學校的目標、學校的組

織結構；更新學校成員的「教與學」技術及行政管理能力；重新定位教師、行政、

家長、學生的權力結構及互動關係。 

3.學校革新重視歷程性，革新是一種不斷評估、改善、再評估、再改善的循

環歷程，因此必須設有回饋機制，除此之外，革新歷程中不可忽視教師參與決策

和革新行動以使之產生權能感的重要性。 

4.學校革新的助力來自教師自我成長，因此，教師專業發展的計畫應與學校

革新計畫融合，形成相互回饋，共同成長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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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組織學習的氛圍及策略可以帶動學校適應環境，達到學校革新的成效。 

6.學校文化的關注與組織學習文化的重視，是降低學校革新拒抗的力量，學

校革新的途徑可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方式，以學校文化的改善及組織學習的提

升為面向。 

參、 影響學校革新的因素 

1990 年代之前，西方的教育改革模式，認為只要進行問題的修補，教師、

家長就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教育也跟著就會改善，在這種修補學生學習低落的

改革想法下，便開始進行課程改革，並且這種課程改革以由上而下的方式，企圖

將之貫徹實施於學校中，使教師成為課程的執行者。這種僅是執行改革措施以增

進現況效能，而未觸動根本組織結構的變革方式，被稱為「一級變革」（first-order 

changes）。 

在 1990 年代之後，西方的教育改革模式，大不同於以往，所要面對的挑戰

是一種「次級變革」（second-order changes），因為，教育改革並不是教育本身

改革而已，學校革新必須以學校具體脈絡情境中之價值、目標來檢驗，所有特定

政策及革新作為都不能被視為理所當然，因為革新未必就帶來進步，「次級變革」

所帶來的學校革新影響學校的結構與文化，重構教育參與者（包括校長、教師、

學生與家長）的角色與責任（潘慧玲，2002；Fullan, 1991）。 

由此可知，學校革新必須考量、界定革新的項目、革新的行動，以及學校具

體情境脈絡中的因素，如上級機關的協助與支持、校內同仁的態度、社區的支持

或冷漠、革新所需的經費來源、學校內部解決問題的能力等（Fullan，1991）。

況且學校組織是由教師、學生、及行政人員等所組成，學校組織內的所有成員都

有他們各自的需求與所扮演的角色，及成員間所形成的正式與非正式組織或團

體，而學校本身有其結構，在此組織結構內有各種以法理為基礎的角色，及角色

間橫向與縱向的互動關係。因此，人以及人與人之間、人與結構之間的互動三者

都是影響學校革新的最關鍵性因素。 

以學校組織外在因素而言，影響學校推動革新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經濟、

文化、教育史的背景與發展、社會發展趨勢等大環境趨於，以及國家行政體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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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教育法案等教育脈動上的變動，同時，教育政策本身的良

窳、教育政策推動的方式、以及是否具備有良好的配套措施等一樣也是影響的因

素。以學校組織內在因素而言，主要包括學校生態、支持系統、校長領導和教師

特質。其中學校生態係指學校所在地、學生社經背景、學校組織特徵、學校人員

組成、學校組織文化，以及教師個人的特徵，如年齡、服務年資、性別等。支持

系統則如學校的教學設備、各項資源、時間與空間的安排、行政支援等。校長領

導乃是校長的心態與能力、領導風格、校務決策模式、權力運作方式等。教師特

質就是教師的態度與意願、認知與信念、知識與能力、自主與責任、工作習慣等

（張慶勳，1996；潘慧玲，2002）。 

更進一步具體來說，影響學校革新的重要因素乃在學校之教師文化及主管領

導風格，教師的傳統角色被認為是較孤立於同仁之外，獨自行為，教師的工作也

較為窄化，並且教師在教室之教學活動以外的學校決策上鮮有參與的機會，而學

校決策又深深影響教師教學工作的本質。近年來，隨著自我管理的工作社群在企

業界興起，教師的彰權益能也較為被重視。彰權益能是一種允許學校成員發展能

力來負責自己的成長及解決自己的問題的過程，學校領導人為了開創及支持一個

彰權益能的學校革新環境，應注意：建立教師冒險實驗的支持氣氛，開創決策分

享，發展教師集體解決問題及衝突管理的技巧，建立校內信任，溝通氣氛，同時

也要放棄「需要控制」的想法 (Short & Greer, 1997)。 

除了以內在、外在環境等層面來探討學校革新的影響因素外，在學校革新實

施階段，尚有影響學校革新能力的因素與機制，如學校組織之調適及學校願景之

形塑等，茲將其論點說明如下（張明輝，1999a）： 

一、影響學校革新變革能力的因素，包括學校領導者的能力、溝通與作決定、計

畫的過程與評鑑、學校組織的調適等。 

二、影響學校革新的組織機制包括：願景、計畫、學習。所謂學校願景，係用來

引導學校政策制定與學校發展之方向，是學校教育的核心目標，也是帶動學

校革新的主要動力。所謂學校計畫，是全校各項活動之系統化協調作業程

序，明確訂出革新計畫的優先順序，有助於達成學校革新的目標。所謂學校

學習，是指提供學校組織成員進修成長的機會、走出教室和他人合作的新經

驗，以增進成員新的知識、能力和洞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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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充份說明學校內個人學習和組織學習對學校革新而言，是一樣的重

要；學校組織文化的改善是學校革新必須觸動的；學校發展計畫的訂定也深深影

響學校革新的成功與否。 

綜上所述，學校革新的推動，必須配合社會變遷，學校環境脈絡，因此，影

響學校革新的推動因素，參考潘慧玲（2002）之看法，可分為學校內部、外部及

互動三方面： 

一、 學校外部因素 

（一）社會價值觀：社會價值觀視升學為社會流動的最主要途徑，使得歷年來多

項教育改革措施，常因升學主義而窒礙難行。 

（二）社會文明：社會快速變遷，資訊爆增及科技文明之日新月異影響傳統文化

及原有知識，故適應環境改變的步調也是學校革新的影響因素之一。 

（三）政策與配套措施：配合教育政策變遷所推動的學校革新，相關法規與制度

的配套措施以及政策的穩定，都是影響革新成敗的因素。 

二、 學校內部因素 

（一）學校生態：學校生態中的相關變項，如學校所在地、組織特徵、人員組成

與學校文化等對於革新的推動確實產生某種程度的影響。至於教師個人特

徵，如年齡、服務年資、性別等，亦呈現與革新成效有關連。 

（二）資源系統：政策決定要採行時，需要考慮到政策的關連性（relevance）、

準備度（readiness）與資源（resources）(Fullan, 1991)。資源的意涵則包

括行政支援、設備資源、時間空間安排等，支援系統愈充足完善，革新的

成效自然愈好。 

（三）校長領導：校長要領導革新，要認清自己在這波改革中所需具備的新能力、

新觀念與新任務。在學校權力結構重組後，校長能改變領導風格，分享學

校事務決定的權力，則學校權力生態必產生平衡狀態。致力於課程與教學

的革新，是二十一世紀校長領導的新角色之一。因此，校長如能從行政領

導，轉型為課程與教學領導，則革新之效必能彰顯。 

（四）教師文化：教育改革得以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教師，因此，教師的想法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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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瞭解，教師個人的態度與意願、認知與信念、知識與能力、自主與責任

將影響其對革新的意識與覺知，更影響革新實踐的可能性。 

三、 學校內部及外部互動因素 

學校是開放系統自然受到外在環境影響，而學校內之次級系統也會相互影

響，如此形成一個互動機制及網絡、相互交流最終影響學校革新之推動。 

肆、 學校革新的可行作法 

學校革新發展的趨勢乃由集權（centralization）走向分權（decentralization），

隨之，學校被賦予更多的權責，為使學校本位發展得以成功，學校中具體推展的

革新策略則以學校本位管理和教師彰權益能較為常見（王麗雲、潘慧玲，2002）。 

學校本位管理在於學校有責必須規劃符合學校自身需求的績效管理、督促及

提升的作法；教師彰權益能在於認同學校革新的關鍵動力是教師，鼓勵教師扮演

更積極的角色，成為學校發展的命運共同體，參與全校性事務的決定。教師彰權

益能與學校本位管理息息相關，促進教師彰權益能目的也是為了增進推動學校本

位管理的能力。 

以學校本位管理的層面分析學校革新可行作法，學校必須規劃符合學校自身

需求的績效管理、督促及提升的作法，而學校革新目的在改進學校，一是增進學

生成就，另一是強化管理革新的能力，所以，若是忽略學校內在文化及組織的改

革，則無法真正促成學校革新，因為要提升學生成就，必須經由教師教學方式及

課程的改變，同時也要經由強化學校的組織力量來支持教師的工作。因此，脈絡

化的教師專業發展是促進學校革新的重要方式（Hopkins、Ainscow & West, 

1994）。 

相同地，增進學校革新成功的可能性，必須先從厚植學校組織變革發展潛力

著手，其有效途徑包括：任用優秀人才為成員；設立研究單位或人員；營造有利

於創新的組織氣氛；設有反饋措施；建立完善的管理資訊系統；加強成員的在職

進修教育等，強調對「人」的能力的培養及管理制度的完善（謝文全，2000）。 

除此之外，革新與評鑑是一體的兩面，評鑑之目的就是在革新，透過評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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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加以審慎評析，量定其得失及原因，據以決定如何改進或重新計畫，方能讓

學校日新又新持續生存與發展（謝文全，2000），Hopkins（1989）就曾經以「學

校改進的評鑑」（evaluation of school improvement）、「為了學校改進作評鑑」

（evaluation for school improvement）、與「評鑑即學校改進」（evaluation as school 

improvement）來說明評鑑對學校改進的意義（潘慧玲，2002；Hopkins, 1989），

學校改進是一種可以促進學校革新的方式，是學校必需有長期目標，邁向「自我

革新」（self-renewing）的理想型學校，這是非常有別於由上而下的革新方式。 

另者，Sanders在2002年提出認為從組織的觀點來看，評鑑若以建立能力為

目標，在組織中常被視為是外加的任務，且常間歇性地執行，故能帶動組織發展

的成效是片段、有限的；而以評鑑制度化而言雖使評鑑被組織所肯認，但制度化

並不必然導致評鑑的被使用，或是全組織均能珍視評鑑。因此，Sanders提出評

鑑主流化的概念，讓評鑑融入組織中日常運作，以帶動組織發展（引自潘慧玲，

2006）。 

評鑑主流化意義上便是「組織學習的評鑑探究」（Evaluative Inquiry for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 EILO），其特色在於組織的成員均有責任作評鑑性的

思考，形成重視評鑑的組織文化（Preskill, 2003）。Preskill 和 Torres、Shulha

認為評鑑探究是持續性的自我更新，它植基於問問題與發掘個人價值、信念、知

識與預設的民主過程。在過程中，不斷地尋求多元的聲音，並進行對話與反思（引

自潘慧玲，2006）。如果評鑑具有參與、對話與反思的要素，評鑑的過程便是學

習的過程，而學習不僅會發生於個人層次，也會發生於團隊與組織層次。如此，

從參與、對話與反思的互動辯證中，個人獲得成長；個人的成長擴及人際之間，

參與、對話與反思的互動圈將提升為團隊學習，進而提升至組織學習，最後則將

促動組織的革新與發展。評鑑可被用來檢視學校的改進，也可為了促進學校革新

而實施評鑑，甚或評鑑本身就可被當成學校革新的一環（潘慧玲，2006）。 

以教師彰權益能的層面分析學校革新可行作法，首先必須注意的是教師的權

能感，事實上革新是相當個別化的經驗，每個被革新所影響的個人都應有機會參

與革新；如此他便能以相同方式回饋革新，學校革新端賴教師的所行和所思，這

是既簡單又複雜的事，但是，革新是一項歷程並非一個事件，革新的長期願景應

不斷被提醒，學校革新時也要支持教師不斷有機會自我成長，自我革新，易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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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不能在發展革新時卻不發展在革新歷程裡的人（Fullan, 1992），這正是我們

強調教師專業發展須與學校革新融合的理由。為有效的管理變革，在推動學校革

新作法時，則可參考以下六個方向：1.從負面到正面的政策；2.從單一到多元的

解決方案；3.從革新到制度化的發展；4.從獨行到聯盟；5.從忽略到更深層認識

變革歷程；6.從〝如果只要……〞到〝如果我…...〞或〝如果我們……〞，這是考

慮教師與學校及同儕互動、省思、以及擴大參與的作法（Fullan, 1992）。 

這樣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須與學校革新融合的的理解，引導本研究以此觀

點探究個案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學校革新的促進歷程。易言之，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是學校革新的一個促進方式，但在產生學校革新之後，學校革新又會回

饋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有新的起始點、新的環境脈

絡及新的作法，學校革新也因此形成一種漸進擴大的歷程，以圖 2-6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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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學校革新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循環發展歷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國內《教師法》保障教師的權利義務，加上教師升遷

管道有限，使得部份老師在缺乏督促與激勵的動力下，忽略教學改進，不關心校

務發展。然而，目前學校內部環境因遭受外部環境壓力的衝擊，使學校必須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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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的革新力量，來因應挑戰、提升競爭力，並且任何教育改革，最後都要落實

到教學的層面，需要良好的教師去實施。因此，教師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性角

色，而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教師服務績效便是學校應該關心的課題。至於要如何促

進教師持續的專業發展，以促進學校革新，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可行的途

徑。學校改進的革新，必須來自學校由下而上的自主管理，教學層面的關鍵是教

師，教師應注重自己的新角色，不只在教學專業上提升，也要積極關注學校事務，

由下而上促發革新的想法，同時，實施教師持續的專業發展評鑑是督促教師持續

進步的一項作法，「評鑑主流化」可使改進的想法根植於教師心中，更使學校能

有能力回應時代潮流，促進學校革新。 

因此，具體而言學校革新的可行作法是： 

一、建立學校自主管理，使學校革新脈絡化。 

二、內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機制，確保教師專業品質，以促進學校效能。 

三、營造評鑑主流化的學校組織文化，以評鑑探究帶動組織學習及教師彰權益

能，使教師成為學校革新的促進者。 

伍、 國內學校革新之相關研究 

近年來，我國教育改革呼聲甚高，實際上也推動了改革政策，然對於學校革

新之議題，研究者以「學校革新」為關鍵詞，在國家圖書館的全國碩博士論文摘

要檢索系統進行檢索，發現民國 89 年以來，碩博士論文僅有 5 篇以學校革新為

關鍵詞之研究，其主要內容整理如表 2-5。 

 

表 2- 5  國內學校革新相關研究 
研究者 年代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 

陳文彥 2001 中小學推

動學習型

學校之個

案研究 

個案研究 一、對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推動學習型學校的建議 
（一）提供學校進行本位經營的發展空間 
（二）將推動學習型學校的相關理念列入校長與教師專業成

長的重點 
（三）協助學校發展學習型學校的相關經費與資源 
（四）修訂相關法令配合推動學習型學校 

1.實施教師分級制鼓勵教師不斷學習與自我超越 
2.改進現行教師進修方式建構學習型學校 

二、對中小學推動學習型學校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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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國內學校革新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 

    （一）校長方面 
1.持續專業成長為學校高階學習主管 
2.信守對推動學習型學校的承諾 
3.積極推動學校團隊及組織學習 
4.善用各項推動策略形塑學習型學校 
5.採取有計畫的推動步驟以及漸進式的成效評估 

（二）學校行政人員方面 
1.重視服務及溝通共塑學習型校園文化 
2.將系統思考的學習策略，融入日常行政運作中 

（三）教師方面 
1.善用各種學習機會進行專業成長 
2.以理性合作的態度參與推動學習型學校 

3.將組織學習成果轉化至教學實踐中 
李玉惠 2003 國民中學

學校革新

的社會動

力研究 

問卷調查 
、訪談法 

一、民國八十六年以來，國民中學已經有些革新，其中教學

革新大於行政革新；革新也已發揮一些成效，惟其成效

仍屬有限。 
二、民國八十六年以來，國中教學革新和行政革新趨向，已

清楚顯示係由統一規範轉為多元開放，由孤立固定轉為

合作發展。 
三、國中革新多源自於目的追尋、機械決定和自然演化；每

種動力來源均有些成效，其中以目的追尋和自然演化之

成效較高。 
四、國中革新時會運用多元推動策略，較常使用價值統合、

溝通說服和教育成長；而其中以溝通說服和教育成長之

成效比較高些。 
五、國中革新時，受學校內外因素影響程度頗大；而校內因

素的影響程度略高於校外因素，其中以學校經費和設備

影響最大。 
六、國中革新時，有關人員都會有些抗拒；而校內人員的抗

拒程度略大於校外人員；在校內人員中以教師的抗拒程

度比較高。 
七、國中革新時，有關人員會表現多樣的抗拒方式，惟間接

抗拒略高於直接抗拒；行政人員則較多用積極疏通和釋

放善意作處理。 
八、國中革新時，引起相關人員抗拒的原因相當多而複雜；

惟亦有很多種策略可以有效預防或減輕成員對革新的抗

拒。 
九、不同背景的國中，在學校革新的社會動力各方面，大致

而言是大同小異；其中大部分無顯著差異，只有小部分

細目達到顯著差異。 
十、不同職務人員，對國中學校革新的社會動力之知覺，大

致上大同小異；惟校長對各項成效的知覺均高於教師，

且達顯著差異。 
張馨怡 2000 學校行政

對話權力

及其對學

校革新影

響之研究 

個案研究 一、校長以授權的領導風格營造和諧的學校氣氛。 
二、學校成員的對話態度因階層角色而有不同。 
三、大型學校的成員對話不易，難以達成溝通共識。 
四、行政人員與教師的隔閡關係影響雙向對話的機會。 
五、教師個人利益問題影響對話關係與氣氛。 
六、學校成員缺乏對「教師角色」共同意義的建構，影響對

話關係。 
七、學校開放討論的空間，使學校成員以合作的方式解決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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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國內學校革新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 

    八、學校成員在對話中，以相互學習匯集行動能量，共同因

應教育改革的潮流。 
九、學校成員在對話中，以承擔責任匯集行動能量，凝聚教

師的力量。 
十、學校成員在對話中，以自我反省匯集行動能量，指引個

人及學校未來發展的方向。 
十一、學校行政對話權力對學校革新的影響性： 
（一）協調教師與行政人員的關係。 
（二）提升學校行政人員的專業能力。 
（三）促進學校教師的專業成長。 
（四）增進學校調適環境變遷的能力。 
（五）增進學校成員的認同感與凝聚力。 
十二、促進學校行政對話權力運用的有效條件： 
（一）學校成員秉持平等地位的觀念。 
（二）學校成員去除自我中心與本位主義的思考。 
（三）凝聚學校成員的向心力與共識。 
（四）為學校成員規劃無壓力的空間與共同的時間。 
（五）學校成員營造不涉及利害關係的氣氛。 

楊德東 1999 國中教師

學校革新

信念之探

究-以宜蘭

縣為例 

文獻分析

法與訪談

法 

一、系統思考層面 
（一）教師具有自我實現與全人發展信念。 
（二）教師具有學校組織結構變革信念。 
（三）教師具有學校社區化信念。 
（四）教師具有學校品質績效信念。 
二、自我超越層面 
（一）教師具有專業發展信念。 
（二）教師具有教學評量多元化信念。 
（三）教師具有參與學校決定信念。 
（四）教師具有學校變革領導信念。 
三、改善心智模式層面 
（一）教師具有教學效能信念。 
（二）教師具有權利義務平衡信念。 
（三）教師具有多元文化教育信念。 
（四）教師具有三合一輔導信念。 
四、建立共享願景層面 
（一）教師具有自由開放的學習信念。 
（二）教師具有塑造優質學校文化信念。 
五、團隊學習層面 
（一）教師具有課程自主信念。 
（二）教師具有專業合作信念。 

吳茹嵐 2006 學校革新

方案整合

實施策略

研究-以宜

蘭縣為例 

文獻探討 一、學校革新方案實施現況及檢討 
學校革新方案的實施對學校人員、學校組織、學生學習成就

及學校人力及資源分配具有以下的影響： 
（一）學校人員：凝聚師生感情、提升教師專業能力及專業

自主；教師仍兼任行政、教學準備及行動研究時數較

少。 
（二）.學校組織：提升校務運作效率、組織氣氛較佳；整併

可能無實質的效用、兼任人員向心力不足、學校本位

管理的彈性自主仍嫌不足。 
（三）學生學習成就：教科書具有更多選擇性、課程內容更

加活潑化；學生學習成就未提升、城鄉差距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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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國內學校革新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 

 
 

   （四）學校人力及資源分配：引入社區資源及人力，節省額

外經費及人力；促進學校、家長及社區間的關係。 
二、學校革新方案整合實施策略 
（一）組織發展策略：以學校本位發展組織特性；有意義的

進行組織再造；規模較小學校可組成策略聯盟；善用

媒體及科技。 
（二）教師專業成長策略：提供教師專業進修的機會及管道；

成立教師工作坊、教學研討會；減少班級人數及授課

時數。 
（三）評鑑與獎勵策略：訂定中央評鑑機制、聘請專家學者

到校訪視及諮詢、校內自我評鑑、優良組織及個人應

給予獎勵。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上述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個案研究、訪談為主，研究對象則多以國中

為研究場域，其主要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一、民國 86 年以來，國民中學已經有些革新，其中教學革新大於行政革新；革

新也已發揮一些成效。 

二、教學革新和行政革新趨向，由統一規範轉為多元開放，由孤立固定轉為合作

發展。 

三、國中革新時會運用多元推動策略，較常使用價值統合、溝通說服和教育成長。 

四、大型學校的成員對話不易，難以達成溝通共識，且受學校成員缺乏對「教師

角色」共同意義建構的影響。 

五、學校成員在對話中，以相互學習匯集行動能量，共同因應教育改革的潮流。 

六、學校成員在對話中，以自我反省匯集行動能量，指引個人及學校未來發展的

方向。 

七、國中革新時，有關人員都會有些抗拒；而校內人員的抗拒程度略大於校外人

員；在校內人員中以教師的抗拒程度比較高，因此，學校應善用各項推動策

略形塑學習型學校，將系統思考的學習策略，融入日常行政運作中。 

八、學校革新應提供教師專業進修的機會及管道；成立教師工作坊、教學研討會；

減少班級人數及授課時數。 

九、教師應以理性合作的態度參與推動學習型學校，將組織學習成果轉化至教學

實踐中。 

十、促進學校革新的作法，宜由中央訂定評鑑機制、聘請專家學者到校訪視及諮

詢、校內自我評鑑、優良組織及個人應給予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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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本節小結 

以開放系統觀點來探討學校革新，研究者認為學校為適應外在環境壓力及維

持內部次級系統平衡，必須革新。革新並非為革新而革新，革新乃是一種有新目

標、有計畫，牽涉到組織的權力結構重組、制度重建、文化重塑、價值重設的歷

程，這樣的歷程是一種學習、這樣的歷程必須審慎。由於學校漸漸趨向市場化，

學校為求績效及發展，必須強調學校自主管理的作法，在此前提之下，學校革新

的關鍵焦點應是學校校內情形的改善，革新必須由下而上以校本的策略進行，革

新必須成為學校的日常運作的一部分，成為教師專業發展上的一個前提思考，如

前述謝文全（2000）提出評鑑即革新的說法，評鑑乃為改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乃透過對教師教學方式及教學專業知能、教師專業精神進行評估分析，以瞭解其

不足之處，據以改進，以促成教師成長，由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機制乃在專業

對話、省思及合作，故將改善組織文化及促進組織學習，這樣的教師個人成長也

能帶動團體及學校層次的成長，最終達到促進學校革新。所以，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是學校革新的促進因素之一。 

歸納本節所探討的各個學者對於學校革新的論點與看法之後，在本研究之中

可引導研究者去瞭解個案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組織學習的促進歷程

及組織學習型態的改變，另外在組織文化方面是如何重塑，以建立教師的共同意

義體系與學校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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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性個案研究，研究的重點在於透過參與觀察進行資料蒐集與分

析。本研究選擇一個學校現場進行個案觀察，藉以瞭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踐

歷程，並探究其促進學校革新之情形。 

本章所要陳述的包括研究方法與流程、研究參與者、資料蒐集與處理、研究

的信實度以及研究者的角色與倫理等。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的歷程、作法，以整理出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學校革新之問題與反省，探究這樣的主題，關注的是研究的歷

程與事件意義的詮釋，故採用質性個案研究。 

壹、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的旨趣在於個案的獨特性與特質。個案研究是針對「如何」（how）

或「為什麼」（why）等問題的一種研究策略，特別是當研究者的焦點是關注在

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中的現象時，便可運用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能夠對正在進行

之事件，提供較有效的描繪，以及較佳的基礎以作個人的理解，並為行動之考量

提供鞏固的基石（吳建華、謝發昱、黃俊峰、陳銘凱，2003；Stake, 1995; Yin, 

1994）。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為了在個案學校真實、自然的情境下，深入探討與

瞭解個案學校為什麼要運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來促進學校革新、如何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以及如何將之運用以促進學校革新等問題，所以選擇以個案研究作

為研究的取徑。 

研究者在進行個案的選擇時，關注其所處的脈絡。個案學校在面對國內一波

波的教育改革風潮，當許多學校或教師所抱持的心態停留在以不主動、不積極方

式作回應時，在沒有獲得教育部的試辦補助經費之下，展開全校性教師評鑑，此

 75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為個案的特色。本研究期以厚實的描述探究在個案學校脈絡中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發展歷程及其促進之學校革新。研究興趣不在於重視數據的統計或假設的驗

證，而在於意義的詮釋與理解，以帶給讀者共鳴。 

貳、 研究流程 

在確定研究主題後，先閱讀相關的書籍和研究報告、論文，接著界定研究問

題與目的。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尋找合適且願意配合的研究參與者。在選定研究

參與者之後，進行訪談、參與觀察與文件資料的蒐集。資料的蒐集與文件分析是

同步進行的，並且透過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的互動過程中，理解研究現場的情境

脈絡。研究者試著去瞭解、詮釋研究參與者的行為、文本的意義，這個階段是一

直不斷循環的動態歷程。本研究之整體研究流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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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料的蒐集 

初步轉譯、整理、分析 

歸納研究結果、撰寫研究報告 

歸納研究主題、掌握研究

焦點，進行深入分析 

蒐集有關的文

件資料，以對照

觀察與訪談的

結果 

 
 

圖 3- 1  研究流程圖 
 

第二節  研究參與者 

本節首先針對研究個案的選擇作說明，再介紹本研究之個案學校以及研究參

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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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個案的選擇 

在質性研究的過程中，研究問題與研究場域的關係可分為兩種取向：一是「從

問題到現場」；另一是「從現場到問題」（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就本研

究而言，研究問題的決定乃屬於「從現場到問題」，因為研究者為一現職校長，

長期以來對於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及學校革新問題，相當關切，也就是說研究者是

從每日的生活及工作中，發展出學術研究的問題與興趣。 

質性研究學者Stake（1995）認為個案研究，並非是一個隨機抽樣的研究，

而是研究者擬進行研究之前，即預先選擇好的，是一種立意取樣，而選擇的旨趣

在於此個案的獨特性，以及此個案必須能夠提供深入、多元的資料，使研究者能

藉選取可確知的小規模的群體或個人，以獲得深入的分析。 

基於上述學者之論點，考量個案的獨特性與可獲得資料的豐富性，選擇研究

者目前服務的學校為個案研究對象。 

貳、 個案學校的素描 

個案學校是一所創校迄今近 40 年的私立中學，以下運用學校的學校刊物、

計畫辦法及校史紀錄等相關文件，並配合研究者本身在學校服務共計 17 年的實

際觀察，描述個案學校的歷史沿革，依時間脈絡敘寫，藉以說明個案學校發展脈

絡。 

一、 個案學校的歷史沿革 

個案學校於民國 50 年代創立初始為一所高級中學，同時附設初中及高級補

習學校，以「信」、「望」、「愛」、「敬」為校訓，首任董事長及校長皆為天主教神

父。 

民國 60 年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嗣後，為適應社會需要及配合政府加強職業

技藝教育政策，分別先後於民國 60 年代成立綜合商業科，停止招收初中部，增

設電子設備修護科、機工科、國際貿易事務科、電工科。 

發展至民國 80 年代，保羅中學在創辦人及歷任校長努力經營下，先後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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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教學及實驗大樓，並且不斷地充實師資與設備，諸如實驗室、語言教室、音樂

教室、美術教室、每一間教室皆設有冷氣及視聽電視等，使得校園規模漸趨完整，

奠立基礎學識之佳境，各類科亦分具特色，設置多個國家技術士檢定考場，提供

學生習得專業技能的場所。 

為提供學生多元的適性學習課程，保羅中學主動向教育廳提出試辦綜合高中

實驗課程，開辦之初以 2 班的規模試辦，設置與學校現有職業類科對應的 7 種學

程，開始進行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 

隨著董事會改組以及時代變遷，保羅中學積極建置一個「快樂學習，健康成

長」的學習環境，除了已有良好傳統基礎的工業類及商業類課程外，另因應社區

發展、產業需求以及學生學習興趣，增設美容學程、汽車技術學程、餐飲服務學

程、電子商務學程、幼兒保育學程以及觀光事務學程。發展至今，共設置有 17

個學程，並且日間部全校招收綜合高中新生。自試辦綜合高中課程以來，歷年之

教育部訪視評鑑皆榮獲全國最優等第之榮耀。 

保羅中學創校至今，致力於校園環境與教學設備之拓展與提升，提供學生適

性發展的教學與輔導，校務穩健發展。面對未來，社會多元化的腳步越來越快，

為使學校課程發展能適應社會變遷，保羅中學不斷強化與社區合作，以發展特

色，提高競爭力，使學生能適性學習。 

二、 個案學校的現況 

保羅中學在校長之下設有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實習處、總務處、輔導工作

委員會、會計室、人事室、圖書館、進修學校校務處及 12 個學程，學校行政系

統組織，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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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保羅中學行政系統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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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羅中學目前在國內是一中大型學校，除日間部外，夜間設有進修補習學

校。日校計有 65 班，進修學校計有 29 班，共計 94 班，其中男生多於女生。 

保羅中學的師資結構，符合教育部組織員額規定，但教師平均年齡年輕化，

在校年資多為 10 年以內，教師男女性別以女性為多，詳細情形說明如下： 

 

表 3- 1  保羅中學教師學歷、性別、年齡、年資人數一覽表 

教師人數 162 人  
學歷 人數 百分比 

研究所 26 16.05% 
學士 130 80.25% 
專科 6 3.70% 
性別 人數 百分比 
男 68 41.98% 
女 94 58.02% 

年齡 人數 百分比 
20-25 歲 5 3.09% 
25-35 歲 69 42.59% 
36-45 歲 62 38.27% 

46 歲以上 26 16.05% 
平均年齡 37 歲 

年資 人數 百分比 
未滿 5 年 64 39.51% 

5 至未滿 10 年 50 30.86% 
10 至未滿 15 年 33 20.37% 
15 至未滿 20 年 10 6.17% 
20 至未滿 25 年 4 2.47% 
25 至未滿 30 年 1 0.62% 

平均年資 8.1 

保羅中學的課程結構中校訂選修課程佔有很大的比例，其課程發展的程序，

乃循由下而上的模式進行。詳言之，由教學研究會依學生需求、產業、社會趨勢

及社區特色提出課程（學程）設計，提課程發展委員會討論。課程發展委員會並

針對全校課程架構及學程、領域之課程進行研討，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的課程，

再提教務會議通過，最後呈送教育部備查核定。在這歷程中，教務處會針對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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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生進行教育需求調查，以評估各學程之設置班數，另外，教務處也會對該

校學生進行課程預選調查，以評估學程、領域選修課程之需求量。個案學校之課

程架構如表 3-2。 

 

表 3- 2  保羅中學課程架構一覽表 
校 訂

科 目 類 別  部 定 必 修
必 修 選 修

一 般 科 目  56  
（ 29 .2﹪ ）

12  
（ 6 .3%-6 .5﹪ ）

專 精 科 目  －  －  

92 -136  
（ 47 .9%-64 .6%）

小 計  56  
（ 29 .2﹪ ）

104-136  
（ 54 .2﹪ -70 .8％ ）  

可 修 習 總 學 分 數 182-192 學 分  
綜 合 活 動  12 節 （ 含 班 會 、 週 會 及 聯 課 活 動 ， 不 計 學 分 ）  
德 育 課 程  6 節 （ 不 計 學 分 ）  
總 上 課 節 數  210 節  
畢 業 學 分 數  160 學 分  

參、 研究參與者 

保羅中學的教師有 162 位之多，如何從中挑選適當的研究參與者進行進一步

的觀察及訪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不同的研究參與者對研究結果也有不

同的影響，為了能讓整個脈絡情境能完整的呈現，讓不同的聲音可以發聲，在研

究參與者的選擇上，有幾點考量：在校服務年資、職務類別、任教科目、在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參與程度，考量結果選擇曾經擔任過教務處組長職務之處室主任

及現任教務主任、召集人、以及 3 位在校服務年資 10 年以內之教師、1 位在校

服務年資 10 年以上之教師，作為研究參與者。 

以下將研究參與者以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參與性質分為工作小組、評鑑人

員、受評教師、教學輔導教師、宣導講師等五類，研究參與者共有 15 名，基於

研究倫理皆以化名呈現，其基本資料也作模擬處理，研究參與者之簡單介紹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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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研究參與者之簡介 
成員 任教科目 教學年資 個案學校服務年資 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參與性質

A 主任 資訊應用學程 13 13 工作小組 

B 主任 電機技術學程 18 18 工作小組 
教學輔導教師 

C 主任 商業服務學程 9 9 工作小組 
宣導講師 

D 組長 資訊應用學程 15 15 受評教師 

E 組長 資訊應用學程 15 15 評鑑人員 
工作小組 

F 組長 電子技術學程 9 9 受評教師 

G 組長 社會 6 6 受評教師 

H 老師 機械技術學程 14 14 
評鑑人員 
工作小組 
教學輔導教師 

I 老師 國文 12 12 評鑑人員 
工作小組 

J 老師 數學 6 6 評鑑人員 
工作小組 

K 老師 資訊應用學程 10 10 
評鑑人員 
工作小組 
教學輔導教師 

L 老師 資訊應用學程 10 10 受評教師 

M 老師 商業服務學程 10 10 受評教師 

N 老師 國文 9 9 受評教師 

O 老師 電子技術學程 13 13 受評教師 
 

第三節  資料的蒐集與處理 

本節旨在說明本研究之資料蒐集與處理方法。 

壹、 資料的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個案研究的方法進行，透過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的方法來

蒐集資料，以瞭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歷程與其促進學校革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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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與觀察法 

人類的行為是連續不斷的，在互動的過程產生行為的意義，而行為的意義會

因情境的變化而有不同，故參與觀察一直是在進行質性研究中最常被使用的方法

之一。本研究是要瞭解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學校革新，因此參與觀察就

成為相當重要的資料來源之一。 

在本研究中，全校均為參與觀察的場域，唯以教學研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行政會報、校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以及

校務會議為觀察之重點，觀察之紀錄依場域不同分別列表於附錄一。 

在參與觀察的過程中，研究者提醒自己跳開學校校長的角色，澄清自己在情

境中所觀察到的反應、對話及互動關係。在與他人對話時，也儘量去理解他人的

觀點。 

二、訪談法 

訪談法可以讓研究者以及受訪者相互交談，可以瞭解受訪者的所思所想，包

括他們的價值觀念及感受，更可以從受訪者角度對研究現象獲得更多樣的描述和

解釋。 

本研究採正式與非正式訪談。正式訪談是以半結構式的方式進行，在訪談之

前，事先將訪談所要包含的主題，以提綱挈領的方式設計成訪談大綱（詳如附錄

二），但問題的順序依訪談情境決定，大綱乃用來指引訪談方向，並且如果在訪

談過程中發現有再深入探究的必要時，也可以繼續深究。非正式訪談則是以對話

性訪談為主，訪談沒有事先預定，也沒有設計訪談大綱，研究者會以與受訪者互

動的自然情境中所顯現的事件進行訪談。 

在訪談的過程，對於正式訪談的部分，研究者會以二種方式記錄：第一、以錄

音的方式再謄為逐字稿；第二、訪談時準備筆記型電腦，眼觀受訪者，雙手則於

電腦上即時記錄。對於非正式訪談的部分，研究者會以事後的方式記錄訪談內容。 

三、文件分析法 

質性研究常用的資料蒐集方法，除了觀察、訪談外，還會蒐集與主題相關之

文件資料，以補充不足之資料或用以驗證觀察或訪談之資料，提高研究信實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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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的文件資料來源為保羅中學之學校刊物、校史紀錄、教學研究會

議紀錄、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校務發展計畫、行政會報紀錄、校務會議紀錄、

董事會會議紀錄、教務處工作報告、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教師教學自我

評量表、教學觀察共同分析表、教學觀察評量表、課程意見調查表、教學檔案以

及研究者蒐集的觀察筆記、省思札記等，蒐集之文件依性質分類詳如附錄四。這

些文件的分析，有助於瞭解個案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學校革新。 

貳、 資料的處理 

在觀察紀錄的部份，以錄音資料為主，研究者將所有錄音皆逐字轉譯為文

字。在進行轉譯時，盡量將所有動態行為詳細地描述。除了逐字稿內容之外，研

究者亦撰寫反思札記，記錄研究者在觀察場域中的感受與想法，並將兩者相互對

照，力求觀察紀錄完整。  

為方便資料的編排與整理，本研究以資料類別、資料蒐集的日期來進行資料

的整編，例如：【觀97/05/15】指的是97年5月15日的觀察紀錄；【訪97/09/23】

指的是97年9月23日研究者的訪談紀錄；【文件1-1】指的是94學年度第2學期第2

次教學研究會紀錄之文件資料。  

參、 資料分析  

資料分析是有系統地將研究中所蒐集的資料組織起來的過程，以增加研究者

本身對於資料的理解，並且向其他讀者呈現研究者的主要發現。資料組織的過程

經由開放性的編碼、概念編碼到形成資料分析及詮釋的架構，過程中有增刪、整

併、修改的反覆思索，以下便說明本研究資料分析的過程。  

一、進行開放性編碼  

質性研究的編碼過程是研究者賦予資料意義的過程（胡幼慧，1996）。研究

者閱讀所蒐集整理之資料，反覆參照這些話在脈絡中所具有的意義，思考其中的

涵意之後，找出能夠涵蓋這些字句的主題，並寫下能夠貼切且不失原意表徵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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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或短語，進行編碼工作。  

二、發展概念編碼的類別  

當資料完成編碼後，列出資料中呈現的所有概念，並從其中某些概念，發現

具有共通的屬性，進而將其歸納於同一類別中。例如將訪談中所得到有關教師對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考核是否相關的疑慮以及教師在教學觀察時所遇到的同儕

教師間的互信問題，這些資料在進行開放性編碼後，進入第二層編碼時研究者便

將其歸類於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之學校內部因素。 

三、持續檢視與比較  

編碼是一個變動的過程，隨著資料整理與分析工作的持續進行，原有之類別

可能無法涵蓋所有的資料內容，新的編碼項目便會陸續產生，同時，舊的類別可

能增加擴展、合併調整或是被新的類別取代。因此，編碼項目以及類別的產生，

在資料蒐集與整理的過程中是持續進行的，研究者時時反覆檢視、比較所蒐集之

資料，以確保分類之適切。  

四、形成架構並進行詮釋  

在確立所有的類別內容，並依照類別間的關係發展出初步的架構後，這篇論

文，將會大量的呈現研究者的觀察以及保羅中學的情境。 

本研究以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為主軸，其相關之概念編碼

類別有推動的緣起、推動的歷程、推動時的學校革新脈絡、影響推動的因素、推

動前後的組織學習及組織文化等作為資料分析的架構，由於保羅中學的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及學校革新的推動有時間性的順序，因此依時間順序作為資料分析的模

式，但又因本研究所涉及之事件發生在同一個時間脈絡中，故除依時間順序分析

外，尚需在時間縱軸的橫切面上依據學校革新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二者作一連結

及分析，以便完整呈現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的脈絡。 

但是，在此過程中，除了將事件的場景、行動做一描述外，最重要的還是研

究者如何看待這些事件，如何在時間脈絡及情境脈絡解讀其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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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的信實度 

在質性研究中，提昇研究的信實度（trustworthiness）有許多方式，例如：

一、在田野中長期的進駐，有助於建立良好的研究關係，並且可以減少研究者

對研究的干擾；二、澄清研究者的背景與立場，在研究之初即說明研究者原有

的經驗背景，並在過程中反思對理論觀點的偏見與預設，以調整自己的不當預

設；三、利用不同的資料來源、方法、研究者與理論的檢定，以檢定研究發現

的一致性；四、運用參與者檢核，以減少偏誤；五、同儕審視，將研究資料提

供其他研究者進行討論，以避免偏差與錯誤；六、進行厚實敍寫，有助於讀者

掌握情境，並可瞭解研究結果是否可應用於他處；七、從事反例個案分析，利

用反例的發現修正在研究中所形成的假設；八、使用外部查核，從研究的過程

到結果中評核研究的妥適性（潘慧玲，2003）。 

對於研究信實度的提升，本研究採取下列作法： 

壹、三角檢定：本研究為提高研究結果的正確性與研究效度，採用方法三角

檢定，即運用訪談、觀察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資料，進而檢定研究發現

的一致性。。 

貳、參與者檢核：研究者和研究參與者共同檢驗結果或觀察紀錄，完成逐字

稿時，請研究參與者過目，以降低偏差與錯誤。 

參、厚實的敍寫：研究者清楚呈現研究脈絡，忠實轉錄資料、詳實作觀察筆

記，儘量減少研究者的主觀性及選擇性，以獲得資料呈現的真正意義。 

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與倫理 

本節旨在說明本研究之研究者角色與倫理。 

壹、 研究者角色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質的研究中的主要工具。相對來說，質性研究

是藉由研究者檢視所蒐集的資料，透過研究者的演繹與分析，才能獲得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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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研究者在整個質性研究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更是關係著整個研究的

品質。因此，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除了對於研究現場的脈絡能敏銳的掌握

之外，還必須將所觀察與訪談的資料作詳盡地描述與記錄，最重要的是，研究者

還要不斷的自我省思。 

就本研究的目的來說，是以個案學校為研究場域，透過學校推動的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共同討論學校革新作為，再探討學校革新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重要

關聯。因為研究者即個案學校校長的身份，研究者即生活在本研究的場域中，且

與被觀察者處在同一個環境中，一起生活、工作，有著密切的接觸與直接的體驗。

從綿密的接觸與近距離的觀察中，研究者可以得到大量的資訊。對學校的理解，

也可以在不刻意、不造作的情境下，從日常生活的言行舉止，以及與同事的互動

中，觀察到自然真實的一面，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除了以參與者的角色積極投

入活動和討論之外，也不斷以觀察者的身份提醒自己，不要因為自己的主觀因

素，而忽略了不同的聲音，要去察覺不同的聲音，忠實地將整體的面貌描繪出。 

對於研究者即個案學校校長的身份這點，由於長期熟悉的關係，研究者可能

對於研究參與者表述的意見或呈現出來的主觀意識，會加以扭曲而未加以察覺，

這是研究者在研究歷程中反覆深思檢討的。另一方面，研究者即個案學校校長的

身份這點，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之間處係於不對稱的關係中，因此，身為研究者

的我盡量在自然的情境下與研究參與者接觸，請他們以自己的語言描述發生的

事，遇有研究參與者回答問題有所保留時，則輔以文件分析或觀察來補充，甚至

請其他同事代為訪談，以避免研究參與者的壓力。 

貳、 研究倫理 

本研究以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資料，需要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

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即應注重倫理的問題，以下茲將本研究對於研究倫理的注

意，依研究歷程的進行分為研究進行前、進行中、進行後三階段作說明。 

一、研究進行前 

（一）詳細說明研究的設計、目的、問題、流程、以及結論的處理等，以消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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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參與者的疑問。 

（二）事先給予訪談大綱，詳細說明對研究參與者權益的保障及尊重，除了在錄

音前獲得研究參與者的許可外，也讓研究參與者可以拒絕回答某些題目。 

二、研究進行中 

（一）尊重研究參與者的情緒及感受，不管是場地的選擇、時間的決定，以及個

人隱私權的維護等，都盡量為研究參與者設想周到。 

（二）研究參與者有權利隨時中止訪談。 

三、研究進行後 

（一）訪談資料的呈現，一律以化名出現，避免有與個人與身份相連結的線索。 

（二）訪談資料的分析和詮釋，避免誤解及過度的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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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分析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革新脈

絡。第二節分析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從參與觀察、文件分析

與訪談中發現，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因為學校校務發展脈絡及革新

工作的不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推動亦有階段性的作法。第三節說明影響保羅

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因素，包括保羅中學本身內部因素及教育政策與環

境等校外因素。第四節分析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促進學校在組織學

習及組織文化的革新情形。 

第一節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革新脈絡 

保羅中學創立於民國 59 年，創辦時是一所富有天主教宗教虔誠色彩以及熱

愛國家民族情懷的學校。但是，由於它的設置地點在於一個文化未能匯聚的縣與

縣交界地帶，因此，想要發揚創辦時「愛國家、求真理、尚民主、重倫理」的教

育理念相當辛苦。 

漸漸地，學校一方面配合社區發展，一方面配合國家的教育脈動，開始經營

職業類的課程科別，但是創辦人保守的教育家想法，堅持不開設與民生生活相關

的類科，例如美容科、餐飲管理科等，所設置之科別皆為資訊、工業等需要大型

機具、新式設備的科別。因此，學校也曾經保守封閉地渡過廿餘年，這段期間，

從學校歷史上來看，除了國防體育的推動以及運動校隊的輝煌成績外，似乎未見

改革與進步的紀錄。 

直至董事會於 83 學年度，遴聘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退休的好友擔任校長，始

為學校注入新的想法及活力。其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是辦理學生的英文、數學學科

能力分組教學、推動教師專長分工的協同教學以及申請辦理綜合高中，從此，學

校開始了改革的步伐。 

自 85 學年度以來，保羅中學歷經多次的革新：辦理綜合高中實驗課程、推

動高職共同選修時段、試辦高中職學年學分制、辦理學生學科能力分組教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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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教師協同教學、推動教師行動研究、辦理與鄰近地區學校跨校選課以及優秀學

生赴大專校院預修學分之實驗方案、申請辦理高中職社區化之實驗計畫、全校改

制為綜合高中等，除了這些大的政策性或學制的改革外，這段期間，保羅中學也

推動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辦理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家長滿意度調查、教師教學

檔案建置、教師教學網頁建置等各項工作，逐步強調教師成長以及教學品質的重

要。 

以下說明保羅中學自辦理綜合高中到投入高中職社區化並努力朝向學校優

質化的學校革新脈絡。 

壹、 83-88 學年度：辦理綜合高中校本、彈性及選修課程 

保羅中學長久以來由神父及創辦人擔任校長，再加上地方社區文化未盛，學

校創辦也不是由財團以大量資金挹注，因此各項設備及硬體建設無法一步到位，

所以，從文件資料中（文件 13-1）瞭解到該校是在草創的規模下，由山坡上一排

30 間不到的樓舍開始招生，量入為出，逐步整建校園、興建教室、購置設備。 

在此情形之下，學校慘澹經營廿餘年，創辦人年事漸高，開始退於幕後，擔

任董事長職務，校長一職開始遴聘他人擔任，但是，由於聘任的校長為國中退休

之校長，一樣年事較高，且一任屆滿已達 65 歲，在尚未融入學校文化時即必須

屆齡退休，因此，仍不見學校革新的腳步。 

當時，學校雖不能說是百廢待舉，但也有許多制度及教學品質方面的深刻問

題，應該全面檢討以及改革。 

直到有一位教育行政人員退休轉任該校校長，強烈建議學校應立即從事革

新，從文件資料中（文件 13-1；文件 16-1）看到校長開始鼓勵教師以專長分工

推動協同教學，以促進教師間專業資訊交流，並能以優秀教師帶起須要精進的教

師。除此之外，也推動學生學科能力分組教學，深入探究學生學習問題，更重要

的是，主動提出申請試辦綜合高中實驗課程，一方面希冀學校能有自主機制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以適應社區特殊需求並充份展現學校資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配合

綜合高中的學生選課制度，使學生能依照自己的興趣、性向、能力選擇適合自己

的科目修習，以改善過去以聯考成績分科錄取所造成學生在入學後無法適應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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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的現象。 

隔年（86 學年度）校長退休了，新接任的校長由於並未描繪出學校發展願

景，也沒有其他的革新目標，於是保羅中學便繼續貫徹推動前任校長規劃的革新

工作。但在當時推動改革的過程中，保羅中學的組織文化仍然很封閉，注重科層

體制，專業對話與討論的風氣並不興盛。且又因為在 85 學年度以前，學校並不

注重教學專業自主及教師專業成長。舉例來說，在校外研習的機會無法普及於每

位教師的情形下，保羅中學的校內教師進修僅止於舉行教學研究會議，而沒有其

他校內研習活動的安排。而且從文件中（文件 4-1）可以瞭解到，當時在保羅中

學的組織文化中，將學生事務（如學生常規的建立）視為重要，甚至可以說是首

要的教學專業。為了貫徹學生常規的約束，經常在上實習課時，教師會先要求學

生整隊在操場上唱軍歌、答數，甚至體能訓練 20、30 分鐘再進入教室，嚴重影

響課堂進度。 

在當時保羅中學的組織文化裡，認為可操作性的學科才是對學校發展及穩定

有貢獻的學科，並且當時組織學習的氣氛尚未形成，要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的研究

發展以及教師專長互補的協同教學相當費力。所幸，在 84 學年度保羅中學申請

獲准籌備辦理綜合高中實驗課程，從此，組織文化開始有了變化，漸漸重視教師

在課程發展及教學實施的省思、創新、研究。在校務會議上，保羅中學校長語重

心長地告知教師：「部份教師反應學校之政策與計畫多變，常使其無所適從；而實際

上，教師們多利用研究會作專題討論與研究，以適合學生之教學法來教導學生學習；大

家各司其職，以充分發揮各單位的功能，並作好適應變革的準備。」（文件 5-3）。同時，

由於綜合高中實施要點規定課程發展之必要機制為設置課程發展委員會，會中討

論學校本位之必、選修科目的研擬及開設問題，如師資專長、教學設備、學生升

學、就業需求等事宜之研討，至此，保羅中學之組織學習機制略見雛型，在各項

會議中校長不斷提醒教師必須增進學生學習的動機，教師本身應該勇於面對教育

革新，並且應為教學作好充份的準備，當行政單位努力為學校革新努力時，教師

也應一同付出，始能奠定學校良好發展的基礎。保羅中學的校長此時已深深感到

科層體制的穩定，實在不足以促進學校發展，來自教師的力量是必要的，教師若

能開發校本課程並重視教學效能，學校發展才能更加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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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四與二十五日均有安排教務與實習、訓導與輔導及行政支援等各單位與

教師間交流之研討會議，希望老師們能多瞭解學校之政策與方針以配合各處室活

動之推行，並可藉此做彼此之經驗交流與成果分享以及瞭解責任承擔之重要。（文

件 5-2） 

 

自 85 學年度起，保羅中學在一連串的學校革新願景中，除了組織文化有待

重新形塑外，組織學習的推動亦有待普及成為教師的文化，而非僅止於召集人以

上的事情。尤其在綜合高中全新的課程發展機制中，教師可以藉由開發課程回應

學生學習需求，然而對於課程開發及學生需求的瞭解，有賴教師組織學習探究的

精神，才能發揮課程開發積極的角色，對於此，校長不斷強調學校要改變，要配

合教育政策的脈動，也要更重視學生的學習，呼籲教師必須負起責任。 
 
資深與新進教師均應發揮所長，各位均為本校的教師，所不同的是在日校及補校

之分，要注意團隊，不斷協調溝通……教育經常在改革，各位要去研究……。（文

件 5-1） 

 
教師上課前自己一定要有充分準備，教師一定要有進修的時間，老師成就的基礎

是建立在學生成就基礎當中，那到底怎樣才算是一位好老師、好的教學者，老師

應該多加注意。（文件 4-1） 

 

由於對於教師教學的重視，保羅中學在 88 學年度開始將教師教學專業表現

自評以及學生對於課程實施的滿意程度列入教務處的年度重點工作。隨著校務的

發展，保羅中學漸漸建立機制，希冀引導學校的發展能與教師評鑑的推動結合。

在保羅中學的學校組織文化裡越來越肯定教師是學校革新最重要的力量，尤其，

綜合高中是一個重視學校本位發展、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學制，若推動綜合高中

學制的學校不是一個重視組織學習的學校，無法運用組織學習偵測學生及學校發

展的需求，那麼，綜合高中「學校本位」、「學生適性」的教育發展理念，將淪為

空談。 

在這個時期，雖然保羅中學的組織文化仍顯保守，強調服從與安定的科層體

制，但在學校行政領導上，為適應外在教育改革的呼聲，欲將其引為學校發展的

契機，乃積極進行革新。易言之，保羅中學的作法乃以行政帶領部分教師形成委

員會或工作小組的方式推動學校革新。綜合高中的試辦是如此，跨校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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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預修大專校院學分亦是如此。 

貳、 89-94 學年度：高中職社區化跨校合作計畫 

在 88 學年度保羅中學是教學成果豐收的一年，該年應屆綜合高中畢業生升

學率突破保羅中學歷屆的成果，從文件中（文件 16-3）看到當時的綜合高中應屆

畢業生有 85%以上的學生皆能升讀理想的大學校院，這樣的成果建立了學生信

心，也堅定了學校重視學生適性發展，加強學生基本能力養成的辦學方向，除了

技能教學外，也開始重視學生的國文、英文、數學基本能力，以提升學生生涯發

展的潛力。 

這時，雖然保羅中學仍維持著普通高中、高職類科以及綜合高中三種不同學

制的招生及經營方式，但是學校的所有教職員工都因為綜合高中的理念宣導，不

斷參加校內、校外大大小小的研討會，綜合高中的理念及革新的內涵，也就漸漸

且深深地印在保羅中學每位教職員工的心裡。 

從 89 學年度開始，教師除了對於綜合高中所帶來的課程革新能適應與接受

之外，也開始被學校鼓勵從事行動研究以及協同教學，並收集教師在教學或專業

領域方面的研究論文，編輯保羅中學的「教師研究彙編」刊物，這些都是保羅中

學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視，也正是學校革新時需要教師力量不斷提升、不斷注

入的最佳說明。 

在保羅中學學校內不斷回應教育革新的同時，教師是一股可以運用的力量，

學校發展必定要與教師的教學品質相結合，也必定要與教師的專業成長相輔相

成，保羅中學將學校發展的願景融入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自我評量的指標中，使教

師的成長腳步和學校發展能融合且朝同一目標前進。從 K 老師的訪談中可以瞭

解到教師的視野層次不同於行政人員,個人可能無法系統性地思考教學與校務發

展願景的全貌，因此，若能將教師的自評規準與學校願景結合必定能使教師更能

貢獻於學校發展。 
 
其實我覺得從自評裡面比較知道校務希望怎麼發展，譬如我們對課程的瞭解、對教

育脈絡這部份，其實在我們教學上我們不會去思考這一塊，可是透過自評的過程，

你會發現原來其實這一塊也是老師應該具備的一項專業的概念。（訪 97/0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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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老師） 

 

保羅中學基於學生適性學習的需求，89 學年度即依教育部所頒訂之高級中

學教育實驗法提出計畫，申請與另一所綜合高中合作進行學生跨校選修，二校個

別提供資訊技術學程及美工設計學程的課程，允許學生依興趣需求選修，其中師

資、設備、成績處理、學生管理與輔導各方面之配套措施二校都有完善的溝通，

計畫推動相當順利。 

同年，保羅中學和大專校院簽訂策略聯盟，推薦優秀高三學生至技術學院預

修大一進階課程之學分。由此看來，保羅中學教務行政革新的腳步快速，彷彿一

旦覺醒就要急起直追，藉著綜合高中全新的學制要來重塑全新的學校。 
 
無論教育改革之方向為何，或社會型態變遷急遽，只要學校能做好教學提升之工

作，不論環境如何改變，均不會對學校造成太大的影響。（文件 5-14） 

 

教育部於 90 學年度又提出另一個教育革新方案－高中職社區化課程區域合

作之實驗計畫，該階段的高中職社區化計畫乃採計畫審查制，不同於 92 學年度

後之全面推動。90 學年度以實驗性質接受申請，保羅中學基於對革新的開放態

度，整合 89 學年度的跨校合作課程，提出高中職社區化之課程區域合作計畫。

此計畫新增另一所鄰近高中加入，目的在藉由師資的交流及教學資源之共享來增

加保羅中學的教學資源，也希望能漸漸改變保羅中學過去廿餘年來重技能輕學術

的教育方針。透過師資及課程的交流，刺激已經被忽略很久的教師教學熱情。 

在 92 學年度，教育部於高中職教育改革的政策方面，推出「高中職社區化」

計畫，相較於「綜合高中」實驗課程，它是一個牽涉層面更大、改革幅度更廣的

一個計畫。「高中職社區化」是基於要解決目前國內各地區高中職教育機會不均

衡、教育資源不均質的問題，試圖以校際聯盟形成「適性學習社區」，整合及共

享各校之師資、設備、課程等資源，以期增進各適性學習社區之教育資源均質、

教育機會均衡，逐步促進國中學生能夠就近入學，甚至可能實現教育的公平正

義，為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奠基。 

雖然面對這項重大挑戰及變革，保羅中學仍舊欣然提出因應計畫，此乃因保

羅中學已經具備綜合高中選修學制以及跨校課程計畫的實施經驗，故對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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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措施並不畏懼，且有勇氣執行。另一方面，因為保羅中學是一所私立學校，

且位處於縣與縣交接之處，也是文化較為不利之地區，因此，為求生存而適應外

在環境的自我警惕，比起其他學校來得較高，對外部政策性的宣示或改革所持之

反彈自然較小，所作的反應便是全力規劃因應之道。 

於是，92 學年度保羅中學主動跨越行政區域，召集鄰近 5 所高中、職學校

組成適性學習社區，研提「高中職社區化」計畫，含括課程區域合作、適性輔導

機制、社區課程網絡以及教育資訊站之建置等子計畫。其中社區課程網絡以及教

育資訊站之建置，要求學校必須將學校辦理情形，諸如課程種類、教學情形、教

學成果、招生資訊、學生成就、教師專業研究、教學資源等資訊，公告及分享於

社區網絡平台。高中職社區化教育資訊站，主要在於建置豐富的數位學習成長資

訊，發展網路學習模式與終身學習網站平台，運用資訊科技分享教材與教學新

知，透過意見交流園地，辦理教材教法分享，實證教育研究及其相關問題討論以

及教學成效之檢討及改進作法，藉此得以使教師能藉由合作學習激發創意，帶動

教案教材開發與應用，並透過意見交流、心得分享使教師能覺知自己的專業道德

角色以及應有的專業能力（文件 17-3）。 

就此，保羅中學以更審慎態度評估教師得以分享之資源，推動教師將教學的

各項研究、教案、教學心得、專業新知等資料整理成檔案，既能作為個人之省思

與成長，也能充實各教學研究會的學科網頁內容。 

 

各校已能依需求下載或上傳資料使資訊站成為交流平台。網站建置增進教材教法

新知及心得、輔導技巧及個案分析、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題或心得等教學專業交流，

教師能藉申觀摩合作激發創意，帶動教案教開發與應用，保羅中學與雙樹高中共

同協力完成英文增廣及救教學教材，自編教材是一交流合作的成果。而網站本年

度瀏覽人次已達 4000 人次。（文件 17-3） 

 

因此，隨著教育改革的脈動，保羅中學的教師面對快速的改變，不只是要打

開教室的門，還要跨足到社區，成長及分享的壓力已經如排山倒海一般地湧到面

前。 

到了 93 學年度，由於教育部長提出了教育部施政主軸，要求各校針對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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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提出計劃性作法的回應，並要求逐步落實。保羅中學在這個部份的回應，係

將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自評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的實施計畫列入，這也是保羅中

學開始較有系統性及計劃性地整合先期推動的教師專業教學表現自我評量與學

生課程滿意度調查，並且將之列為學校校務推動的重要工作。 

到了 93 學年度，在綜合高中辦理將近 9 個年頭的階段，綜合高中的檢討聲

浪在外部環境（保羅中學以外的學校）漸漸高漲，主要在於教育部之補助經費已

漸漸減少，轉而補助各項「高中職社區化」之計畫。申請辦理綜合高中的校數隨

之逐漸停頓，申請退出綜合高中的學校卻逐漸多了。保羅中學接受教育部委託辦

理綜合高中的訪視業務，在這項委託案的執行過程和總結整理各校訪視報告時發

現，綜合高中是一種組織變革，組織變革時應將組織成員的心理抗拒因素降低，

始能減少變革的阻力，要降低抗拒的心理，首先應鼓勵教師持開放的教學態度，

尤其面對教師能參與課程設計以及學生能參與課程選擇的機制，教師的專業發展

若未能受重視與落實，教師開發課程及實施課程的能力則恐將不足，那麼，教師

或課程都將有遭到淘汰的危機，可見，教師是身繫課程設計與實施二項重責大任

的關鍵人物，也是影響學校革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關鍵角色的扮演上，

教師對自我專業成長的重視及對於教育變革的正向態度，必需有評量機制，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其必要。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現在整個教育的趨勢走向學校本位，課程設計都是學校本位為

主，在這種沒有統一標準之下，如何讓學生所學出來的東西有一定的品質，那就跟

老師教學狀況是息息相關，那必須透過這種自評，還有一個人去觀察的外部評鑑，

使它保持一定的水準，也有一部份可以做課程開發的監督。（訪 97/10/03(2)-Ｄ組長） 

 

保羅中學一步步加強在教師教學專業表現方面的評量，非常符應保羅中學的

校務革新需求，除了可以增進學校校務發展的力量之外，也使學校能適應外部環

境的改變來進行內部調適，以求學校永續發展。 

參、 95-97 學年度：學校優質化，回應績效責任 

教育部於 95 學年度為了推動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的奠基工程，進行在教育資

 9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源不足及不均地區的「高中職優質化」補助計畫。該項補助係以計畫案採自願申

請，雖然對於招生年年額滿且為大型鄉鎮學校的保羅中學而言，基本上，並不甚

符合該項補助的條件，但是保羅中學仍舊以此為機會，重新省思學校的深耕發展

計畫。參與省思會議的人員有教師代表、召集人、組長及主任，會議中大家討論

修訂學校願景，之後再由各領域或行政單位提出具體策略以落實學校願景。 

在學校深耕發展計畫的具體策略中，特別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落實，希

望資深教師不會隨著年資的增長而減少對教育的熱忱，同時也能發揮師傅教師的

功能，成為新進教師在其職涯發展上的協助資源。 
 
透過這樣專業成長的評鑑，可以讓新進的老師能夠有一個師傅教師，帶領他，不管

是導師的部份、教學的部份，可以讓他在比較快的時間上手。然後對於我們已經有

一段教學經驗的老師，事實上，就是要突破，能夠讓人家進到你的教室來看，也是

一個挑戰，能夠再互相交流，精進的程度是會很快的，所以說對於新的老師、舊的

老師其實都有一些影響的，其實不管在任何階段的老師都應該要學習，只是學習的

重點不一樣。（訪 97/10/02-Ｃ主任） 

 

另外，深耕發展計畫也討論到要深切解決學校發展的問題，首先必需要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所以建立學生學習監控的指標是很重要的。但是由於保羅中學是

一所綜合中學，學程依類別有學術、專門學程二類，而學術類別又有社會學程及

自然學程；專門類別更是多元，有電機技術、電子技術、資訊技術、機械製圖、

機械技術、汽車技術、商業服務、資訊應用、餐飲服務、觀光技術、幼兒保育、

美容等 12 個學程。在這樣的多元課程及學習內涵大大不同之下，保羅中學選擇

以國文、英文、數學以及學程核心科目，作為學生基本能力檢測科目，並且從

95 學年度起建立一個長期學生學習資料庫，建置學生自國中基本學力測驗入學

以來之起始能力，並將個別學生每次基本能力檢測結果作自身成長之比較，以達

到監控不同素質的學生在校三年的增值（value-added）能力，其積極的意義是要

在學生學習過程中發現問題，再給予適當協助，如重新編組、重新安置課程、實

施補救教學、教學方法的研討及學生學習落差的解決策略等。這是一項很大的工

程，例如成績分析及資料庫建置有賴數學、電腦及具有統計專長的教師共同合

作；教學研究及學生學習問題則有賴各個相關科目的教師樂於投入；至於課程安

置則有賴教師、教務行政人員、學生輔導人員的合作協商，這樣始能達到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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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適性學習的目標。 

這個工作進行到目前已有 2 年時間，執行的方式、需要協助的學生、必須改

變的教學內涵及教材，在這 2 年不盡相同。教學研究會的討論及用心是這項計畫

得以有效實施的關鍵，因此，組織學習在教學研究會以社群方式進行，對於學生

學習亦是相當有益的方式。而跨越教務與輔導處室的合作、結合不同科目專長的

教師合作，這些是為解決學校發展問題所作的組織學習，也是促進學校革新的重

要力量。 

第二節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 

在 94 學年度以前，教育部尚未有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方案計畫，保羅

中學乃自發性啟動類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各項作法，直至 95 學年度教育部公

布相關之試辦計畫後，保羅中學開始制度化、系統化地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以下根據各時期保羅中學學校革新的背景及重點，以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階段性作法，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在保羅中學推動的歷程依其成熟程度分為萌芽

期、適應期以及發展期三個階段進行說明。 

壹、 萌芽期（83-88 學年度）：省思的文化正在萌芽 

保羅中學所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並非獨立於學校革新計畫之外，它是與

學校革新環環相扣，融入學校發展計畫之中，處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萌芽時

期，保羅中學所推動的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自評是在學期結束前一週請教師以紙筆

方式自我填寫評量表，評量的規準共分為 7 個層面，分別為：教材準備、教學技

術、教學狀況、成績評量、教學成果、研究進修、以及其他等七大層面，指標共

有 39 個，自評採 5 等第評量，依達到程度從「0」分之完全未做到，漸增至「5」

分之完全做到，其規準整理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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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保羅中學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評量表（88 學年度） 

層面 規準 
1.對各單元教材在上課前能充分自我準備與掌握 
2.除準備基本教材外，還蒐集課外補充教材 

一、教材準備 

3.教材常依科別屬性之實際差異作不同準備 
4.平時常其他老師研討教材內容，以提升自我認知 
5.常運用學術網路作教材準備與充實 

一、教材準備 

6.每學期初能向學生說明教學科目之教學綱要 
1.講解教材有組織、有系統便於學生學習 
2.講課口齒清晰，表達流暢 
3.教學認真熱忱，善於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4.教學時能適時提供線索，以啟發學生思考聯想，進而解決疑難問題 
5.教學時善於運用機會讓學生上臺表達意見 

二、教學技術 

6.能活用教學媒體（投影機、幻燈片、錄影機）使教學更生動靈活 
1.按時講課，不無故遲到、早退 
2.授課能兼顧理論與實用 
3.教學時能確實點名，掌握學生出缺席且作成紀錄 
4.講課時同學能專心聆聽，勤做筆記且能適時提出問題 
5.課餘時常輔導學生疑難問題 
6.配合教學需要常以適當時機作校外教學與觀摩 
7.全學年缺課數不超過 21 節 
8.能適時實施補救教學 
9.能適時實施增廣教學 

三、教學狀況 

10.能將生命教育融入教學活動中 
1.常定期或不定期舉行平時考 
2.期中考、期末考均能按照學校安排時間舉行並完成閱卷輸入成績 
3.考題分配均勻，難易適中能測出學生學習成效 
4.能設計適當專題讓學生作成書面報告，以評量其優劣 
5.能安排同學依不同題目作成口頭報告，以考核其表現 
6.能將學生上課出缺與勤惰納入平時成績考量 
7.能注意試題之鑑別度作試題分析 

四、成績評量 

8.作業考核適量並能仔細評閱 
1.師生互動關係良好，相當融洽 
2.能落實自我教學目標與理想 
3.能達到學校預期教學目標 
4.對於教學成果時時檢討與改進 
5.在教學研究會或教學觀摩讓老師能分享其教學成果 

五、教學成果 

6.能配合教務工作推展各項學藝活動或競試比賽 
1.常利用本校圖書館或研究室閱讀研究 
2.常至外校圖書館或各地文化中心作研究 
3.曾參加教育部或相關政機關舉辦短期或長期教育訓練或研習 
4.常參加社會民間團體舉辦進修研習 
5.積極參與校內進修不缺席 
6.積極參與教學研究會並協助召集人推展教學研究會之工作 

六、研究進修 

7.能於校內外刊物上發表教學相關論文/研究 
1.言行堪為學生之表率 七、其他 
2.能依教育政令或教務處之教學相關規定從事教學活動 

隔一學期（88 學年度第 2 學期）保羅中學開始推動對綜合高中學生實施問

卷調查，以瞭解學生對教師教學滿意的情形。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包括五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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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6 個指標，指標以 5 等第評量，自「極不同意」依同意程度遞增至「非常

同意」。調查之五個層面分別為教材安排、教學技術、教學評量、師生關係及學

生學習情形，指標整理如表 4-2。 

 

表 4- 2  保羅中學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表（88 學年度） 

層面 指標 

a.老師講授教材，內容豐富，資料適當，能配合學科的需要 

b.能兼顧理論與實用 

c.各單位教材清晰易懂 

d.老師講解教材有組織、有系統，便於學習 

一、教材安排 

e.課程教材有充分準備，並且能時常補充最新的觀念與資料 

a.老師講課，口齒清晰，表達流暢 

b.老師教學認真有熱誠 

c.老師能善於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d.老師會適時提供線索啟發學生獨立思考，進而解答疑難問題 

二、教學技術 

e.老師講課深入淺出，層次分明，易於了解 

a.能配合教材，設計適當作業 

b.考題分配均勻難易適中，能測出學生學習成就 

c.評量學生成績寬嚴適中，公正合理 

d.能適時發覺學生不了解之處，並加以詳細講解或課後輔導 

e.作業與考試卷能有效批閱與檢討 

三、教學評量 

f.課後學習有疑問能有充分管道找老師請教問題 

a.老師與學生相處融洽 

b.關懷學生，並提供協助 

c.上課中無論聽課或討論，同學都相當積極，氣氛良好 
四、師生關係 

d.老師講課時態度和悅，會鼓勵學生發問，並樂意回答問題 

a.我能專心學習並參與討論 

b.能融會消化並應用所學 

c.對本課程的興趣逐漸增加 

d.我每次上課都帶課本及筆記本 

e.任課教師對同學課堂之要求恰到好處 

五、學生學習情形 

f.請問你在學習本課程中，課後每週所花費學習之時數為幾小時？ 

當時，因為組織文化尚未重新形塑，為了避免教師恐慌，並未全面實施問卷

調查，僅以綜合高中部學生為施測對象，並以「課程滿意度」為名，初期乃以針

對綜合高中課程實施之瞭解為目的作調查。 

由保羅中學的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表來看，當時推動的目的比較偏重在於引發

教師對自我教學的省思，同時也提醒教師應積極參與研究進修。 

 
學校開始推動教師自評應該是說，老師對教學方面，有一種激勵的作用，讓老師

去看到自己的一個缺點，可以自我反省，對我們的教學很有幫助。（訪 97/10/01(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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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 

 
就我當初的感覺，我覺得學校應該是要看老師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在教學上付出

多少，可以做自我檢討。（訪 97/09/23(2)-E 組長） 

 

而課程滿意度調查則在於瞭解綜合高中課程設計後進入實施階段時，學生的

接受程度如何，同時也藉此瞭解教師在教材、教學、師生互動等方面的落實情形，

以提供教師自我修正參考，同時也可提供學校瞭解課程實施之效能。 
 
這是讓老師發現說自己在教學上或跟學生的互動上有沒有什麼需要改進的，會有

一種自省的作用。我是覺得是在幫助老師發現問題，讓學生可以有更好的學習，（訪

97/10/05-L 老師） 

 

當然，在這個推動的起始思考的回溯中，能尋覓出學校乃為因應綜合高中

校本課程開發及選修課程推動的機制，同時推動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自我評量及學

生課程滿意度調查，以維護課程及教學之品質，進而達到學校全面革新。 

 
因綜合高中與高中高職課程有很大的差異，覺得需要去瞭解學生對課程的需要，

老師對課程的準備，應該在這個情況下，去做有關教師專業能力品質提升的發展。

（訪 97/10/03(1)-A 主任） 

 
……其實教育脈動朝向本位化，不管學校本位或課程本位化，如果沒有去管理，

沒有品質控管，其實應該會很恐怖，覺得一定要有一個機制去評量，不但會促進

教師自評，想想看自己的缺點，應該要改善的地方，學生的滿意度調查可以給老

師回饋，整個回饋第一個可以做為教學的改進，也有一部份可以做為課程開發的

監督。（訪 97/10/03(2)-Ｄ組長） 

 

貳、 適應期（89-94 學年度）：對話的文化漸漸適應 

保羅中學到了 90 學年度開始將教師的自評量表與學生課程滿意度的評量表

進行量化統計。每學期在學期結束前二週進行學生問卷調查及教師自評，教務處

也會將學生的問卷以讀卡方式處理，以利快速方便讀取並作資料統計。在這個時

期，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已經全校實施，而資訊化工具的協助，有利於資料統計，

 103 



第四章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推動 

使推動更容易。 

當時由於擔心教師尚未能完全接受及適應學生對教師教學意見的表達，保羅

中學乃採取「提醒與參考」的作法：先行讓教師自我評量，提醒教師教學的工作

不是封閉的，需要不斷反省；然後進行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提供教師瞭解受教

者的感受是否與其本身所期待或瞭解的一致，逐步希望教師的心態能適應，理解

教師專業實有反思與成長之必要，90 學年度保羅中學更進一步推動教學檔案建

置，希望增進教師教學歷程的省思。 

在這一個時期，保羅中學的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表包括六個層面，36 個指標。

六個層面分別為：教材準備、教學技術、教學狀況、成績評量、教學成果及研究

進修等，指標依符合程度自「非常不符合」遞增符合程度至「非常符合」採 5

等第評量，指標整理如表 4-3。 

 

表 4- 3  保羅中學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表（90 學年度） 

層面 指標 

a.對於各單元教材在上課前能充分自我準備與掌握 

b.除準備基本教材外，還蒐集課外補充教材 

c.教材常依科別屬性或時地差異作不同準備 

d.平時常與其他老師研討教材內容，以提昇自我認知 

e.常至各大飯店或實習單位作實務視察，以充實教材之需要 

一、教材準備

f.常運用學術網路作教材準備與充實 

a.講解教材有組織、有系統便於學生學習 

b.講課口齒清晰，表達流暢 

c.教學認真熱忱、善於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d.教學時能適時提供線索，以啟發學生思考聯想，進而解決疑難問題 

e.教學時善於運用機會讓學生上臺表達意見 

二、教學技術

f.能活用教學媒體［投影機、幻燈片、錄影機］使教學更生動靈活 

a.按時講課，不無故遲到、早退或缺席 

b.授課能兼顧理論與實用 

c.教學時能確實點名，掌握學生出缺席且作成紀錄 

d.講課時同學能專心聆聽，勤做筆記且能適時提出問題 

e.課餘時常輔導學生疑難問題 

三、教學狀況

f.配合教學需要常以適當時機作校外教學與觀摩 

a.常定期或不定期舉行平時考 
四、成績評量

b.期中考、期末考均能按照學校安排時間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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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保羅中學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表（90 學年度）（續） 
層面 指標 

c.考題分配均勻，難易適中能測出學生學習成效 

d.能設計適當專題讓學生作成書面報告，以評量其優劣 

e.能安排同學依不同題目作成口頭報告，以考核其表現 
四、成績評量

f.能將學生上課出缺與勤惰納入平時成績考量 

a.學生肯定教學成效，能主動求知，專心聽課 

b.師生互動關係良好，相當融洽 

c.能落實自我教學目標與理想 

d.能達到學校預期教學目標 

e.對於教學成果時時檢討與改進 

五、教學成果  

f.在教學研究會或教學觀摩讓老師能分享其教學成果 

a.常利用本校圖書館或研究室閱讀研究 

b.常至外校圖書館或各地文化中心作研究 

c.曾參加教育部或相關政府機關舉辦短期或長期教育訓練 

d.常參加社會民間團體舉辦進修研習 

e.經常在國內報章、雜誌、期刊、學報、研討會發表論文 

六、研究進修  

f.曾在國外刊物投稿或至國外參加論文發表 

 

課程滿意度調查已統計印製成冊，教師若想瞭解學生的反映，可至教學組查

詢。（文件 4-2）這是 90 學年度保羅中學教務會議中教學組長的報告，在這個適

應階段，保羅中學試著告訴所有教師，如果願意瞭解學生的意見看法，可至教學

組瞭解、查詢，並未大張旗鼓地向教師宣示學校教務行政是有計劃地將教師自

評、課程滿意度調查系統化與資訊化。保羅中學用一種「沒有大事發生」的方式

逐步推動，目的在於希望教師盡快渡過適應期，使教師專業成長能不經過刻意宣

導，也能納入平時的學校組織文化中，而為教師認同與奉行。 
 
……這一路過來一直都是採漸進式的，這樣子一項一項去適應，都適應的很好。（訪

97/09/23(2)-E 組長） 

 
我們原來是一個高中附設職業類科，然後綜高，我認為是階段性的。我們校務發展

是有階段性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部分，也有階段性的作法，是從自評、問卷，

然後教學檔案，入班觀察，我們應該不是一步到位的。（訪 97/10/01(2)-O 老師） 

 
老師先自我的審核，學生的問卷的回應，慢慢慢慢的有用電腦去跑一些相關的數

據，然後都印給老師，讓大家去參考，它是循序漸進，事實上，教師評鑑主要目

的是在鼓勵老師，或者是說，給老師一個向上的一個原動力。（訪 97/10/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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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保羅中學在學校行事曆裡，自 88 學年度起固定安排教師教學自我評量以及

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的期程，保羅中學認為透過評鑑方式提醒教師注意專業成長

應該是例行作法，不要視為一種特殊的計畫或方案，特地或刻意地去強調，反而

容易流於形式。 
 
其實我們的作法就是分階段，不管是就單項就是橫向來看或者是縱向來看，就是都

顯得非常的完整，我們有分年度，然後每個年度有所謂的工作重點。這些年的作法，

是對老師有一些期待跟期望，然後也呼應到我們的校務發展的重點。（訪 97/10/02-C
主任） 

 

教學檔案建置及教學心得研討與分享的機制，是保羅中學繼推行教師教學自

我評量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之後，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上更進一步的作法。教

師教學自我評量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初步推動時，以整體印象及滿意度調查，

提供資訊協助教師對自我教學成效的瞭解，且故尚無法明確稱之為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易言之，在萌芽時期教師評鑑的形成性用途似乎並不彰顯。直至推動教學

檔案的建置開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才開始彰顯，教學

檔案的建置是較具有形成性自我檢核的意義。 

在適應期中，教學檔案係以教學心得及資源分享為主，尚未與教師教學自我

評量之規準作結合，且尚處於由教師自由記錄的情形，並未系統化。 

由此看來，這個階段保羅中學在教師評鑑的作法，雖有突破及進展性的推

動，但不致於太過激進，以引導教師漸進式的適應。由教師自我評量進行省思做

起，再透過教學檔案聽取他人的意見，以對照內部、外部二者聲音是否一致。是

故教學檔案也成為一項協助教師自我覺察的重要工具。 

在這樣重視教師專業發展及能力的氛圍下，保羅中學便將學生對於教師實施

課程的滿意度總平均未達到 5 等第中的 3 分者，告知當事者應具體改善，同時責

成教務主任及該科召集人必須盡其輔導、協助、關切之責，協助教師改善教學品

質。 

由於，93 學年度教育部要求各校回應部長提出之施政主軸，並要求逐步落

實，保羅中學在提升教師專業素養這個部份的回應，則是將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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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量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之實施計畫列入，這也是保羅中學開始較有系統性

及計劃性地整合先期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到了 94 學年度，為了使課程滿意度平均值未達到 3 分的教師能有機會觀摩

他人教學，同時，為了能夠在有別於制式的教學觀摩的方式下進行，以避免內涵

上的虛假，保羅中學開始推動「聽課制度」。其實這樣的安排另有用意，希望藉

由入班觀察來平衡僅收集學生的問卷資料主觀、單一由學生面向瞭解教師表現，

而使教師蒙受不公平的評價。於是，開始推動「聽課制度」（即教學觀察），希望

在不限制時間的原則下，同一教學領域、學程的教師能相互約定時間，互相觀摩

彼此的教學，並給予對方意見回饋，觀察的重點及回饋意見訂有回饋量表以利觀

察，並於觀察後進行質性描述觀察到的優點及建議改善的地方，為有效提供回饋

與省思，教師也可以協助被觀察之教師進行教學錄影以蒐集更多的教學現場資

料。 

觀察的回饋量表內容包括教學策略、教室經營及管理、呈現主題、學習環境

等共計 4 個項目、9 個規準、43 個指標，教學觀察量表規準的設計著重在教學過

程的順暢、教材教法的合宜以及教學氛圍的營造等，該份回饋的同儕教學觀察量

表，以優、佳、可、尚可及差 5 個等第評量，值得一提的是在量表下方有一段文

字，從中可充份瞭解這份量表以提供教學改善的參考為目的，並不在證明教師的

教學效能，該段文字是： 
 
做過以上規準量表以後，如果您的得分很高，請繼續為教育學生而努力；如果沒有

很高的分數也不要灰心，因為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老師，您也不可能每件事都做得完

美，只要您肯用心不斷學習，調整自己教學的觀念和教法，您就會是個成功的老師。（文

件 11-7） 
 

保羅中學同儕教師教學觀察評量表的規準及指標整理如表 4-4。 
 

表 4- 4  保羅中學教師教學觀察評量表 
項目 規準 指標 

一、教學策略 1.提供學生積極且成功地參與活動的
機會 
 

1.a 設計多樣化的活動 
1.b 老師與小組間的互動 
1.c 學生參與教學活動 
1.d 延伸學生的反應或表現 
1.e 依程度給學生待答及作答的機會 
1.f 適度地增加困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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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保羅中學教師教學觀察評量表（續） 
項目 規準 指標 

一、教學策略 2.給進步的學生正面的評價與回饋 

 

2.a 告知學生在學習上的期許 

2.b 掌握學生的表現 

2.c 要求學生們的反應 

2.d 增強正確反應 

2.e 澄清學生錯誤的觀念 

3.教學常規與教學流程 

 

3.a 掌握參與的注意力 

3.b 善用教學流程或常規 

3.c 安排座位 

3.d 備妥教具設備(板書)  

4.延長教學及學習的時間 

 

4.a 能立刻上課切入主題 

4.b 適當安排活動先後順序 

4.c 適當調整上課速度 

4.d 重點放在教學目標 

4.e 85%學生參與學習活動 

二、教室經營及

管理 

5.管理學生行為 5.a 告知學生正確受獎勵的行為 

5.b 立刻禁止不當的行為 

5.c 正確行為給予特別獎勵 

5.d 公平及一致的對待每一位同學 

6.教師認知效能或心理動機學習 

 

6.a 說明上課重點及目標 

6.b 由簡入繁 

6.c 舊經驗與新知識及未來學習的聯合 

6.d 概念、定義、例子 

6.e 提供練習機會 

6.f 做綜述要點的活動 

三、呈現主題 

7.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 

 

7.a 強調重點 

7.b 解釋教學內容與架構 

7.c 表現熱忱、給予關切 

7.d 微笑、手勢、注視 

8.運用技巧去激勵學生學習 

 

8.a 利用有關的經驗或感興趣的範例 

8.b 強調活動的價值與重要 

8.c 獎勵學生的努力及進步 

8.d 給予學生適當的挑戰 

8.e 適當使用黑板或其他教學媒體 

四、學習環境 

9.保持有益學習的環境 

 

9.a 避免諷刺和負面的批評 

9.b 建立互信、相互尊重的班級氣氛 

9.c 耐心對待學習有困難的學生 

9.d 溫暖、支持、肯定 

 

對於聽課制度的推動，使得保羅中學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了更進一步的前

進，因為經過同儕彼此之間觀察的互動，給予意見的回饋與教材教法的交流，使

得教師教學的正向引導有更多的資訊可供參考。 
 
入班觀察的老師，回饋給任課老師，在上課的時候，可能忽略了哪一部份，那老師

可以改善自己的教材教法，或是改變一下自己的專業領域的部份，或是改變自己的

各項教學的技巧，總之就是，提升老師在本身學識部份，老師本身提升之後，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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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受教權也是一個很好的保障。（訪 97/10/01(1)-B 主任） 

 
我們人總是要看著鏡子，才能夠梳頭髮、穿衣服，才能夠讓自己的儀表很整齊。

那老師往往就是可能侷限自己在一個框框裡面，那我們勢必要給老師一面鏡子，

讓老師能夠透過一些同儕的觀摩，透過拍攝的這個錄影，讓自己瞭解自己教學的

一些缺失在哪裡，等於做到一個自省，讓自己的一些專業能力能夠做一個提升。（訪

97/10/30(2)-F 組長） 

 

綜觀保羅中學自 89 學年度至 94 學年度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先期推展上，

乃由教師自我教學評量延伸至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並為佐以教學檔案之教學歷

程的形成性資料建置、蒐集與反思，再進展到推動入班聽課觀察，增進同儕專業

對話及教學資源交流，這些歷程非常符應於保羅中學的校務革新需求，除了可以

增進學校校務發展的力量之外，也使學校能適應外部環境的改變來進行內部調

適，以求學校永續發展。 

參、 發展期（95-97 學年度）：制度化的持續改進 

時至 95 學年度，在保羅中學已經推動多年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的措施如教

師教學專業自我評量、課程滿意度調查、同儕聽課、教師檔案建置之後，教育部

開始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試辦，頒佈了《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計畫》，這是我國高中職學校第一次接觸到與人員相關的評鑑計畫，不論宣

導及計畫中都說明這是一種重視形成性的、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的計畫，不重總

結性評鑑，不與考核掛勾，而且因為它與校務評鑑不同，重視教師自動參與的意

願，推動階段，教育部鼓勵參與，以學校提出計畫申請試辦的方式進行推動。 

雖然，保羅中學已經有很多推動上的經驗及實際作法，但在收到《教育部補

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的公文時，也曾經猶豫是否要提出申請，經

過各教學研究會議的討論，表示願意配合政策並提早面對政策，再者也認為有過

去的經驗，其實再重新整合，影響教師的層面或推動的困難程度並不大，於是決

定提出申請。只是，教師當時也提出了一些具有提醒作用的預設問題，希望學校

行政領導階層可以注意到，這些問題包括教師負擔、評鑑人員倫理、規準訂定等。 

整理保羅中學 94 學年度的教學研究會議紀錄，從文件中發現，教師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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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教育部所推動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看法多為正向積極，並能提出對實施方

式的建議，教師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可提升教師專業素養及教學品質，立意甚

佳，但必須在惟以不增加老師過多的負擔及壓力的原則下實施，目前規劃方式有

教師自我評鑑及校內評鑑兩種，已經完備，若能公正落實執行應可達到預期效

果。同時教師也對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期待的看法，認為參加「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為前瞻性的作為，有助於教學實施的改進及教師的自我成長，進而提升

全校的教學成效，至於規準方面，認為可以參照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訂定之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參考規準，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

敬業精神及態度等，以期積極實施教學改進與輔導知能的加強。對於實施的方

式，教師則建議應成立具有代表性之評鑑小組，專責協助相關事宜，而評鑑項目

應經由會議討論形成共識，除可協助瞭解教師專業知能、教學工作表現外，亦能

有效給予教師正面支持與協助，精進教師工作能力。但是教師也擔心評鑑規準的

可操作性，他們提到中小學教師評鑑應有別於大學教師評鑑，前者注重於教訓輔

工作的能力，尤其是對於學生人格養成及輔導之付出，後者注重於教師專業領域

的研究能力、學科專精程度，因此，如何有效評鑑中學教師適任程度，更應評量

出教師教育熱忱、無私付出等無法量化的困難處。對於負擔部分，教師建議評鑑

不宜過度頻繁，否則可能對專業發展無所助益，反而降低教學品質，他們認為就

像再多的、再好的教學媒體也比不過老師的教育熱忱一樣。而就評鑑結果方面，

建議應以評估教師專業與協助教師成長為檢視目標，不要做為考核依據，但也必

需設有輔導機制協助未達評鑑標準，或績效不彰的老師（文件 1-3）。 

保羅中學透過校務會議提案通過，95 學年度申請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學校整合過去的作法提出申請案，惟其中教師教學自我評量之量表內

涵作了大幅度的修訂，保羅中學將教師教學自我評量的規準從重視教材準備、教

學技術、教學狀況、成績評量、教學成果、研究進修等項目，轉而更加強調與重

視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關連，將 94 學年度以前使用之規準大致納入其中，並

新增規準以檢視教師對學科知識的重視、對後期中等教育課綱及學校總體課程的

瞭解以及對社區及產業資源的運用。 

新的規準當中，除了課程設計與教學的層面外，尚規劃有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以及敬業精神與態度。在班級經營與輔導方面，強調教師應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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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秉持多元文化教育觀，尊重及發掘學生不同的潛能並希望教師能協助學生

適性發展，做好生涯規劃；在研究發展與進修層面，保羅中學強調教師應透過同

儕專業對話、自我省思，進行專業成長，而處於教育政策多有變革的年代，保羅

中學在教師專業成長部份還強調期望教師能瞭解教育變革對課程及學生學習所

產生的影響，進而作好因應；在敬業精神與態度層面，除期盼教師能遵守教育專

業倫理及展現教育熱忱外，仍舊強調教師對個人教育信念的省思，以期能由內而

外地展現對學生專業的承諾。 

此時，保羅中學已經有系統地規劃整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計畫，評鑑規準

共計四大層面、10 個項目、84 個規準。依照規準內涵不一，使用之評鑑方式進

行評鑑資料蒐集的來源也不相同，大致分為教師教學自我評量、學生課程滿意度

調查、教學檔案建置及教學觀察等方式。保羅中學整合後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

施規準，整理如表 4-5。 

 
表 4- 5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及方式 

評鑑方式 
層
面 項目 指標 教師

自評
教學
觀察 

教學
檔案 

學生課程滿
意度調查

1-1 了解課程設計的原理與原則     
1-2 了解學校發展的條件與願景     
1-3 熟悉高中課程綱要及後期中等教育共同課程     
1-4 瞭解學校課程發展組織與運作方式     
1-5 參與校本課程發展     
1-6 瞭解學校課程的縱向銜接與橫向連結     
1-7 根據專業判斷選擇適合的教材     
1-8 彈性調整課程與教學進程     

1.課程
設計 

1-9 自編補充教材     
2-1 了解教學的原理與原則     
2-2 設計適當的教學計畫     
2-3 規劃具有教育意義的學習情境     
2-4 規劃適切的教材     
2-5 規劃適切的教學活動與進度     
2-6 運用適切的教學方法及技巧     
2-7 善用各種教學媒體     
2-8 善用校內圖書館及軟硬體教學設施     
2-9 善用家長及社區/產業資源     
2-10 依學生學習表現適切調整教學內容     
2-11 依學生學習表現提供必要的補充教材     
2-12 進行個別化教學     

2.教學
實施 

2-13 進行補救教學     
3-1 具備自己任教科目或領域的專門知識     
3-2 瞭解任教科目相關學科的課程內容     

(一)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3.學科
知識 

3-3 轉化學科知識為學科課程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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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及方式（續） 
評鑑方式 

層

面 
項目 指標 教師

自評

教學

觀察 

教學

檔案 

學生課程滿

意度調查

4-1 發展與選用適切的評量方式     
4-2 引導學生進行自我評量     
4-3 進行多元評量     
4-4 運用評量的結果，規劃或改善教學     
4-5 評估學習表現並給予學生回饋與指導     
4-6 向學生與家長清楚說明學習評量的理念與實施方
式     

4-7 依實際需要選擇適切的評量方式     
4-8 適切實施學習評量，發揮診斷性與安置性功能     
4-9 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的學習評量     
4-10 學習評量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目標     
4-11 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     
4-12 向學生與家長解釋評量結果與意義     
4-13 對學生學習的表現提供適時的回饋建議     

(一)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4.教學
評量 

4-14 依學習評量的結果改進教學     
1-1 建立任教班級共同的願景與目標     
1-2 明訂合理的任教班級自治公約，並公平執行     
1-3 布置適當的學習環境     
1-4 營造良好的班級氣氛     
1-5 尊重與傾聽學生的感受與想法     
1-6 有效進行親師溝通     
1-7 適當處理班級偶發事件     
1-8 保護學生隱私     
1-9 依學生不同學習條件給予學生期望     
1-10 有效輔導學生偏差行為     

1.班級
經營  

(二) 
班 
級 
經 

1-11 適時養成學生基本禮貌與生活規範     
2-1 了解輔導與諮商的原理與原則     
2-2 了解學生身心發展     
2-3 尊重學生個別差異     
2-4 願意輔導或協助學生     
2-5 發現與輔導學生的異常行為     
2-6 善用輔導資源     
2-7 了解高中生青年同儕文化     

營 
與 
輔 
導 

  

2.輔導
知能 

2-8 協助學生進行生涯規劃     
1-1 進行自我省思促進自我成長     
1-2 積極參與專業進修研習或成長團體     
1-3 進行專業生涯的成長及精進     
1-4 與同儕進行專業合作與對話       
1-5 主動利用時間學習課程與教學新知     
1-6 對重要教育相關問題進行蒐集，改進現況     
1-7 適切應用專業成長成果於教育工作     
1-8 瞭解教育變革的理念及重點     

 
(三)
研 
究 
發 
展 
與 
進 
修 

1.進修
成長 

1-9 瞭解教育變革對教學與學習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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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及方式（續） 
評鑑方式 

層
面 項目 指標 教師

自評
教學
觀察 

教學
檔案 

學生課程滿
意度調查

1-10 了解教育為專業，願以工作完成為導向     

1-11 瞭解並實踐自己對學生的職責     
1.進修
成長 

1-12 認同學校，為組織改進而努力     

2-1 將研究或進修成果應用於教育工作     

2-2 進行相關研究以解決實務問題     

(三)
研 
究 
發 
展 
與 
進 
修 

2.研究
創新 

2-3 善用校內外資源進行教育工作的創新     

1-1 遵守教育專業倫理之規範     

1-2 遵守教師相關法規     

1-3 展現教育熱忱和專業的使命感     

1-4 注意個人言行舉止以立身教     

1-5 釐清與反省個人的教育信念，以引導適切的行動     

1.敬業
精神 

1-6 對教育狀況保持批判反省的態度     

2-1 了解教育脈動並因應教育變革需求     

2-2 了解教育脈動及其對學生的影響     

2-3 協助學校行政事務     

2-4 維護學生的權益     

(四)
敬 
業 
精 
神 
與 
態 
度 2.敬業

態度 

2-5 情緒穩定，社會適應良好     

 

在教學輔導教師的安排方面，保羅中學分二方面進行，其一是對新進教師的

輔導，另一是協助課程滿意度未能獲得 3 分以上之教師成長，安排召集人以教學

輔導教師的角色，進行教學觀察給予教師協助。 

對新進教師的輔導乃為使新進教師儘速熟稔改進教學與加強輔導之方法，迅

捷掌握工作環境中之多種情況確收工作實效，保羅中學之教務處，每年商同輔導

室與學務處，安排適當之資深教師擔任師傅教師，協助新進教師傳承工作經驗，

承接工作成就。教務處對師傅教師之選定，除符合教師專長以外，並注意其對學

生生活、學習及生涯輔導之經驗，並須與輔導室與學務處配合指定有關之輔導與

學務人員，共同負責安排適當協助計畫，包括：如何做好班級經營、如何充份瞭

解學生、如何改進教材教法，使學生適性發展、如何配合各單位之行政工作等確

實執行，以落實對新進教師之協助工作。 

新進教師原則於到校第一學年，應接受師傅教師所安排之協助活動，如新進

教師已能熟悉教學輔導各項工作，師傅教師可於第一學期結束後，報准教務處結

束協助工作。否則，應於第一學年屆滿後，自動結束協助工作。如教務處經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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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為須延長期限者，則另案辦理延長。 

保羅中學安排師傅教師的用意，乃秉持著希望新進與資深教師之間能由師徒

關係隨著教學年資的增加，成為夥伴教師，進而成為同儕，既可形成組織學習氛

圍，縮短教師在職涯上的適應時間，又可促進學校之教學品質、增進班級經營成

效。 

由於，95 年起教育部已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納為試辦政策，進行宣導與推

展，因此，保羅中學得以獲得教育部的資源來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例如經費

的補助、研習課程的提供以及評鑑人員的培訓等。至今，保羅中學的教師中已有

50 位教師獲得初階評鑑人員培訓認證時數，在教學輔導教師方面，也已經培訓

了 5 位教學輔導教師。如此一來，保羅中學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作便有了

新的助力，豐富了推動者的相關知能，這實在大大有益於推動的方向、方式、品

質與成效。 
 

基於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在校內輔導教師人數必須多一點，使推動過程

更有利，推薦的名單以能符合推薦條件部份去思考，5 年以上正式教師之年

資，並有 5 年以上實際教學經驗，具有評鑑人員初階證書，有擔任教學輔導

教師之意願，能進行教學示範，並能輔導其他教師教學，是我們推薦成為教

學輔導教師的考量。（觀 97/04/16） 

 

另一方面，自 95 學年度起，在教育部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計畫中

規定了一些一定要依循的試辦步驟，例如，參與的人員必須參加校內外舉辦的理

念宣導研習 6 小時，因此，保羅中學開始將教師從執行的歷程首次拉回宣導面，

以強化教師對「評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正面態度。另外，為了推動順利，

保羅中學也組成了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工作小組，這個小組由校長召集，教

務主任擔任執行秘書，另設有行政運作組、研發組等二個小組。執行工作依責任

大致分為：行政運作組負責提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所有資源，包括工作小

組會議的召開、推動期程的訂定、相關研習的辦理、評鑑的執行與檢討、評鑑報

告的彙集、回饋制度的訂定與執行，以及後設評鑑等；而研發組其責任則在於研

擬規準、訂定手冊、研擬後設評鑑機制，同時也針對評鑑結果提出各領域、學程

的分析與建議，並協助教師研擬專業成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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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學程召集人同時也是教學輔導教師的Ｋ老師就談到，保羅中學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好處，教師感受到了，所以接受程度也高，不但早已適應，甚至

還已經將它視為是一種互相促進成長的機制。 
 
……定義成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會讓老師我覺得接受度高很多，這個東西其實真的

讓老師很願意去做，對於老師的教學其實會有很大的幫助，覺得變成說是一種被動

變主動的一個歷程，等於說我被動被要求去做這些事，到最後主動覺得說在這上面

有很多的進步，然後我覺得其實這中間的歷程，就是大家互相共同進步的一種機

制。（訪 97/09/23(1)-Ｋ老師） 

 

由上述可見，95 學年度以後，保羅中學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在推動上已

經更加有系統，更具有理論基礎，同時也更具有組織。從參與人員的態度增強、

評鑑人員的知能強化、規準研擬的討論、推動工作年度期程的規劃以及配套措施

的完備等，在在顯示保羅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面的決心及投入。 

96 學年度，保羅中學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會議，討論到規準的修

正、教學檔案建置的迷思以及教師如何獲知各項評鑑的結果等議題，依據會議的

共識，96 學年度保羅中學舉辦了教學檔案建置的工作坊，保羅中學安排校外專

家與校內 13 位種子教師座談溝通，再由這些種子教師修正自身的教學檔案送予

專家評量，之後則請每位種子教師負責擔任講師，負責教導另外約 10 至 15 位教

師建置教學檔案，而後再辦理全校性的教學檔案評鑑及觀摩，同時也於校務會議

表揚好的檔案。 

除此之外，保羅中學在 96 學年度的教學觀察，除了同儕到教室觀察外，也

更強調推動教學錄影，以利教師在教學觀察後進行省思回饋，而且從回饋省思紀

錄中，已能看到教師間能真誠地回饋，不再只是給予粗淺的意見。能在教學專業

問題的回饋中探討，使教師感到教學觀察對教學確實有助益。 

 
教學觀察比較重要的還是教師自身的省思，本學期教學觀察的共同分析表相較於過

去有所進步，有增加質性的(如，解決章節授課困難度)而非廣泛性的(如，多運用

板書)省思及建議。如同剛剛校長所說的省思是比較有實質意義的，所以在入班教

學觀察都有給比較實質的建議以達到教學成效。（觀 97/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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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教師的成長需求，96 學年度保羅中學首次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

的結果整理成正式且詳實的評鑑報告，評鑑報告分為二個部份，一部份是教師個

人的評鑑報告，由評鑑人員依該年度教師個人接受他人評鑑的項目如課程滿意度

調查、教學檔案、教學觀察等，將各個項目之優劣情形具體描述以提供教師個人

參考，而這份教師之個人評鑑報告是一種資料的集結，並非在年度結束時所作的

回溯性綜合評量，該項評鑑報告是保密及個別地給予受評者個人。 

另一部分為年度整體評鑑報告，其內容除了有上述教師個人層面的報告之

外，另外還有由評鑑工作推動小組依據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項目，分別述本年度

的辦理情形及成果，同時以教師教學自我評量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這二個項目

的量化統計數據，依領域及學程對照在教學觀察、教學檔案之評鑑上所得到的發

現，進行質性描述以分析建議各領域及學程在教學、進修方面應該加強或精進的

地方，同時也能歸納出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感受，提供教師省思。 
 
年度報告的部份，我們會給予個別老師。交到老師手上以後，我們會請老師看看這

樣的評鑑結果有沒有疑義，那如果有任何疑義的話，可以提出來討論，如果沒有疑

問的話，就請老師寫成長計畫，那學校的部份，年度評鑑結果的報告，請召集人規

劃學程領域或整體老師的一個成長的研習活動，那還有一個部份就是能對於評鑑不

理想的老師，我們安排教學輔導老師給予協助。(訪 97/10/30(4)-A 主任) 

 

為此，保羅中學在 96 學年度結束 97 學年度開始前，召集了全體教師進行一

次評鑑報告說明，將評鑑報告的發現回饋予教師，會後則請教師根據個人評鑑報

告，撰寫 97 學年度的專業成長計畫。 

經由文件分析（文件 8-3），綜觀保羅中學教師的專業成長計畫，大多數的教

師認為自己應多瞭解時代趨勢，應不斷補充新的學科知識，同時也有教師認為應

該多學習資訊應用的能力，以使自己在教材的統整及呈現上更有系統。至於近年

來教育部特別強調的產學合作機制，保羅中學的教師特別覺得自己有所不足，應

再努力。 

有鑑於在評鑑報告撰寫時發現教師自我評量與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的問卷

內容有些差異，容易產生資料分析的困難及不足無法將二者結合比對，因此，97

學年度修訂了使用多年的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的內容，過去，保羅中學所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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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滿意度調查的問卷內容乃以教材安排、教學技術、教學評量、師生關係、學

生學習情形等五個層面作為主軸，共有 26 個指標，97 學年度修改之問卷，則依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規準進行修訂，問卷內容共有三個層面，35 個指

標，如此修改以利與教師自我評量進行準確的對應分析比較。 

總而言之，95 學年度起保羅中學已將先前使用之各種量表及規準整合，統

整出一套規準，內含四大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

進修、敬業精神與態度）、10 個項目、84 個指標，評鑑方式分為教師自評及他

評，他評則有教學觀察、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教學檔案評量等，各種評鑑方式

依方式及性質不一，分別適用於不同規準。 

保羅中學自 88 學年度至 96 學年度，一路走來在這 9 年的時間裡，階段性地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於希望瞭解推動的成效以及其中有無改善的空間，促

使保羅中學進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後設評鑑，保羅中學的後設鑑是經由一次外

部人員的訪視以及三份問卷、一次座談來完成的。外部人員的訪視乃指教育部委

託黎明技術學院對教育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該方案所作的後設評鑑，保羅中

學被列為訪視的對象，從這次的外部人員訪談結果，保羅中學本身也蒐集了教師

對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見及看法，教師在座談中表達出對學校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支持，但希望在補助經費及教學輔導教師的人力上能給予協

助，另外，也對教師自評的規準提出修正意見，希望能在規準中加入操作性課程

的相關指標。 

除此之外，保羅中學在 96 學年度的最後一次年度推動工作小組會議上，對

於評鑑人員、推動工作小組成員，以及會後抽選幾位受評教師作了一份後設評鑑

問卷，結果發現保羅中學 96 學年度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無論是在效用性、可

行性、適切性或精確性部份，推動小組、評鑑人員及受評者都有相當高程度的同

意，以保羅中學的報告文件作一分析，可知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設評鑑

關注評鑑實施的四個層面，分別為效用性、可行性、適切性及精確性，效用性層

面的調查乃在瞭解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評鑑者之可信度，以及評鑑

項目及內容、評鑑報告之功能與應用，是否達到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效用；

在可行性層面所要作的調查乃在瞭解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際執行步

驟、推動時是否能依教師、家長及學生之需求規劃並能合乎成本效益；在適切性

 117 



第四章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推動 

層面所要作的調查乃在於想瞭解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是否能清楚溝通

評鑑之相關事宜、對於受評人員之權益及互動是否能予以維護；在精確性層面的

調查乃在於想瞭解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評鑑執行的各項步驟、目的及

報告紀錄等是否精確無誤，經得起檢證（文件 12-1）。 

在保羅中學的文件中可以瞭解到無論是推動小組、評鑑人員或受評者，在後

設評鑑的四個層面都有高度認同，認為保羅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面非

常符合效用性、可行性、適切性及精確性，其數據分析如表 4-6。 

 
表 4- 6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設評鑑分析 
層面 項目 指標 推動小組 評鑑人員 受評者

1.評鑑委員具專業能力值得信任 4.56  4.63  4.00 
2.評鑑委員評訪過程公正、公平 4.56  4.75  4.13 
3.評鑑委員幫助您瞭解評鑑計畫內涵及過程 4.56  4.38  3.63 
4.評鑑委員能適度聽取您的意見與建議 4.56  4.50  4.13 
5.評鑑委員依規定舉行座談與面對面溝通 4.44  4.38  4.13 

1.評鑑者可
信度 

項目平均 4.53  4.53  4.00 
6.本次評鑑之內容有行政人員、教師及實際參教

學現場相關人員參與訂定 4.67  4.50  4.25 

7.本次評鑑之內容納入本校重要的教學計畫 4.56  4.50  4.50 
8.本次評鑑之內容保持彈性，容許教師增列問題 4.44  4.63  4.00 
9.本次評鑑之內容足以協助教師發現教學中的
盲點 4.33  4.38  3.75 

10.本次評鑑資料的選擇和範圍充分而適當 4.44  4.50  4.25 

2.評鑑項目
及內容 

項目平均 4.49  4.50  4.15 
11.評鑑報告能呈現教師教學的特色 4.44  4.00  4.00 
12.評鑑報告聚焦在約定的問題上，並呈現教師
教學的優缺點 4.22  4.13  4.25 

13.評鑑報告簡單而明確的敘述 4.33  4.38  4.38 
14.評鑑報告有助於教師教學品質的改善 4.33  4.63  4.00 

3.評鑑報告
功能 

項目平均 4.33  4.28  4.16 
15.評鑑報告能適時發表 4.11  4.00  3.75 
16.評鑑報告提供教師回饋之機會 4.44  4.38  4.38 
17.本次評鑑之內容能反映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評
鑑的價值 4.33  4.25  4.25 

效用性 

4.評鑑報告
應用 

項目平均 4.30  4.21  4.13 
18.本次評鑑訂有自我評鑑方式 4.78  4.75  4.63 
19.本次評鑑訂有訪評委員利益迴避的規定 4.56  4.38  4.25 
20.本次評鑑訂有務實可行的時間進度 4.33  4.25  4.38 
21.本次評鑑訂有評鑑委員接受研習或訓練的規
定 4.67  4.38  4.50 

1.實際步驟 

項目平均 4.58  4.44  4.44 
22.評鑑報告內容反映教師的多元意見 4.44  4.63  4.13 
23.評鑑計畫與實施符合家長與社區的期望 4.11  3.88  3.88 
24.評鑑實施及結果符合學生學習權益 4.33  4.50  4.25 

可行性 

2.需求 

項目平均 4.58  4.44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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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設評鑑分析（續） 
層面 項目 指標 推動小組 評鑑人員 受評者

25.本次評鑑的實施事前有與教師溝通 4.22  4.38  4.25 
26.本次評鑑的實施能夠改善教師教學之品質 4.44  4.50  4.38 
27.本次評鑑的實施將干擾及資料負擔減到最低 3.89  4.00  4.13 
28.評鑑委員能提出新的見解以供教師教學參考 4.33  4.25  4.13 

可行性 3.成本效益 

項目平均 4.22  4.28  4.22 
29.評鑑目的及內容說明清楚 4.22  4.38  4.50 
30.評鑑的標準說明清楚 4.44  4.50  4.13 
31.評鑑的過程說明清楚 4.44  4.50  4.38 
32.評鑑的步驟及進度說明清楚 4.33  4.25  4.25 

1.溝通 

項目平均 4.36  4.41  4.31 
33.本次評鑑的實施遵循計畫的流程 4.67  4.63  4.50 
34.訪評委員瞭解教師教學的價值觀 4.67  4.25  4.13 
35.訪評委員尊重多元差異 4.56  4.38  4.38 
36.訪評委員遵循評鑑的實施計劃規定 4.67  4.75  4.38 
37.訪評委員遵守保密的規定 4.67  4.75  4.38 

2.受評人權

益 

項目平均 4.64  4.55  4.35 
38.訪評委員與您接觸表現評鑑的專業態度與知

能 
4.56  4.75  4.50 

39.訪評委員能傾聽您的解釋與說明 4.44  4.50  4.38 
40.訪評委員對不同教師力求公正持平 4.44  4.63  4.13 
41.訪評委員尊重教師不同的價值觀與文化差異 4.56  4.63  4.38 

適切性 

3.互動 

項目平均 4.50  4.63  4.34 
42.訪評委員能多方蒐集教師的意見及書面資料 4.33  4.25  4.50 
43.訪評委員能多方瞭解及記錄教師教學不同的

意見 
4.56  4.50  4.50 

44.評訪委員所蒐集資料能具說服性及可靠性 4.44  3.88  4.25 
1.書面紀錄 

項目平均 4.44  4.21  4.42 
45.本次評鑑目的確實達成 4.56  4.00  4.13 
46.評鑑步驟依實際運作而彈性調整 4.56  4.13  4.25 
47.訪評委員依原訂計畫之步驟有效執行 4.67  4.00  4.50 
48.評鑑報告有說明評鑑目的及步驟 4.67  4.25  4.38 

2.目的與步

驟 

項目平均 4.61  4.09  4.31 
49.評鑑報告符合教師教學的實際情形？ 4.44  4.13  4.38 
50.評鑑報告中資料的分析是否適切及系統化 4.44  4.00  4.25 
51.評鑑之報告確實做到公平及可檢證性 4.56  4.25  4.25 

精確性 

3.評鑑報告 

項目平均 4.48  4.13  4.29 

資料來源：保羅中學 96 學年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實施成果 

由表 4-6 分析可知，保羅中學能依其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時之目的及

規劃，恪遵評鑑倫理守則，謹慎運用評鑑結果，使教師都很放心及投入推動的歷

程，惟其中仍要積極改善的地方是應針對社區、家長對教師所懷抱的期待能有所

關注，以符應教師專業形象之提升，另外也應該加強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內

 119 



第四章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推動 

涵的充份說明，對評鑑資料來源的檢證也有強化的空間，並且仍應落實將評鑑報

告回饋於教師之教學改進。 

接著到了 97 學年度，保羅中學為瞭解教師普遍的想法，以及推動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對教師有無幫助，於是進行了問卷調查，針對保羅中學教師在課程設計

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度等四個層面，是否

因為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而協助其發現自己的盲點或不足，並且在發現之後如

何改善，如何獲得同儕的協助，若仍未改善，是否需要校方給予協助。從問卷中

得知，絶大多數的教師實際感受到協助與成長，以下則依層面歸納教師在問卷中

所表示之意見： 

一、 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層面 

大多數教師指出，透過教學觀察與同儕對話，可以使自己更加瞭解教學現

場、師生互動、班級經營、重新省思教學內涵、講述教學之適當性，進而達到教

學上之改進，例如因應學生學習程度採個別化教學、彈性調整課程進度、因應學

生先備知識設計教學方案、改用合適之教材；而觀察之教師，亦可透過觀察別的

教師之教學活動，反思自己的教學歷程。 

少部分教師指出，透過評鑑指標，將教學標準具體化，利用指標更容易檢視

自己的教學；但亦有教師指出，評鑑指標範圍太廣，希望刪除不必要之指標。此

外，希望有衍生性的作法(如：學生評選優良教師)以給予更多面向的評鑑。有幾

位教師指出難以兼顧課程進度、課程豐富度、課程滿意度，對於此點期望能再與

其他教師討論，以找出因應之道；也有教師認為實作課程性質與理論課程有所差

異，建議校方能建立不同之規準。 

上述結果顯示，利用教學觀察、同儕給予回饋，可使受觀察者發覺自身在教

學上的許多盲點，有助提升教學品質；此外，透過教學觀察亦可提升同儕對話、

交流相互請益教學之妙方。由此可知教學觀察對教師教學改善之重要，有鑒於

此，教師期望校方提供完善的媒體設備，使教學觀察更完善。此外，所有教師於

問卷上均陳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試辦，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改善及教學成效的提

升，其中有部分教師更特別說明，自己由過去單一教學轉變為多元，並善用教學

媒體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由過去的單向教學轉而更加重視師生互動，以掌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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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實際學習狀況，以利調整教學策略、編選教材。 

二、 在班級經營與輔導層面 

大多數的教師指出，透過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助於提升班級經營或輔導

之能力，激盪對班級經營的想法與策略，並將其落實執行，師生、親師的互動皆

日益頻繁。在評鑑試辦後，教師更加重視學生之個別差異，因應不同學生設立適

當目標，並輔導其達成，教師也比較重視傾聽學生的想法及需求。另外，教師更

加懂得善用校內外輔導資源，協助學生生涯規劃。 

少部分教師指出，評鑑之試辦對提升班級經營與輔導之知能幫助不大，評鑑

只能幫助教師瞭解此一面向應注意之處，對實際執行之能力並無提升，但有提升

自身對培養班級經營與輔導知能之動力。 

某些教師指出，自己用心致力於班級經營與輔導上，但無法從量化資料上呈

現成效，且日常的點滴耕耘，實難用教學檔案等書面呈現。 

大多數教師期望歸納校內教師在班級經營與輔導的策略及優點，提供給其他

教師學習；或請資優教師陳述班級經營的實例，以傳授班級經營的經驗，也有教

師建議圖書館增購班級經營與輔導之相關書籍，提供教師借閱，或請輔導室提供

社區資源與政府相關機構的服務資源，以協助教師提升輔導成效。 

三、 在研究發展與進修層面 

所有教師皆認同，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有效增強自身進修成長及研究創

新的意願，但只有極少數教師明確陳述參與過哪些進修活動，並且這些進修活動

大多是利用寒暑假進行，至於研究創新部份則稍顯不足。 

教師指出利用寒暑假與學生共同參與網界博覽會田野資料蒐集，豐富自己在

教學領域之專業資訊；暑假參加金融實務研習，透過此課程瞭解目前金融實務及

金融商品之流行趨勢，讓理論與實務多些結合；另有教師陳述暑假進修公民與社

會之課程，除課程中所獲得學理知識，與其他共同進修之教師交流互動，更是一

大獲益，亦有其他教師指出，參與教具製作、教學檔案製作及自身教學領域之研

習；進修第二專長；就讀在職專班研究所各種不同方式的進修。 

多數教師指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後，更加願意與同儕作教學與資源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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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由於教師們授課時間不一，且同領域教師座位安排不一定在相同的辦公室，

因此一般教師大多利用網路、課餘時間與同儕教師共同討論與請益；在定期舉辦

的讀書會、教學研究會、教學觀察或專題講座等時間，由於所有領域教師皆會出

席，因此可獲取更多教師提供之資源；部分教師成立小組分工合作，合作協調製

作教材，例如汽車學程之教師，則將自己蒐集到的資料、圖片或自製教學媒體放

置於圖書館，提供給同儕教師參考；更有教師指出與其他教師進行協同教學，達

到專業性的合作。 

教師進行同儕對話、教學與資源分享及專業合作，其實質的內容多著重在教

學內容、教材教法、教學媒體、評量題庫、教學創新、班級經營、師生互動、學

生問題處理等層面，其中班級經營與學生問題處理，仍舊是教師間最常互相請益

之問題。 

四、 在敬業精神與態度層面 

校內教師一致認為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後，有助於提升自己的敬業精神

與態度，更加體認到為人師表的責任。更加注意對學生有教無類、因材施教，多

關心學生、協助學生生涯發展，致力於班級經營、充實專業能力，於各層面皆不

斷求增長；盡心盡力做好份內的事情，全天候執行教師之職，處理學生事務、備

課及與家長聯繫等；此外，教師亦表示更加注意強化自省能力。 

教師表示，已深深體認到教師是最直接的學習楷模，須加強端正個人言行舉

止，注重身教；而對於學校發展，教師也有責任，故應注意教育相關議題及教育

變革，據以調整教學或班級經營的方向，遵守應有的倫理與規範，配合學校行政

事務，為校務發展貢獻心力。 

大多數教師表達，即使在教學與輔導過程中會遇到挫折，仍不減教育的熱

忱。由此看來，教師在評鑑試辦過後，確實提升了專業的使命感。 

由於，進行問卷調查得到上述的教師回饋意見，保羅中學立即修正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推動措施，以回應教師之意見。首先是購置錄影器材並針對使用方法

辦理研習，使每位教師皆能熟悉錄影設備之使用，以利教學觀察紀錄的完備，另

外也針對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進行調查，依主題方式成立專業社群，共計成立四

個專業社群分別為教學法研討、教學檔案建置、班級經營以及學生輔導，教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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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意願及需求擇其中一項參加，另外在教學輔導教師之安排，也特別加強新

進教師與教學輔導教師的互動機制，每個月訂定有 1 次以上之專業對談、教學心

得分享機制，期盼新進教師能獲得更多教學輔導教師的協助。 

另一方面，保羅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中發現，教師在建置教

學檔案方面比較缺乏正確的看法及作法，因為教師通常鮮少作系統性的整理自己

的教學資料或學生輔導資料，也較少記錄自己的省思。再者，教師的自我省思需

要的是良好的心理建設，教師必須願意自我揭露、願意相信環境是理性的、安全

的，才能有深切的省思。 

在保羅中學推動教學檔案建置時，教師在態度上的接受遠比技術的充實來得

更重要，於是保羅中學再次舉行教師座談，期望從教學檔案的建置來談教學檔案

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工作及學校革新回饋為何。觀察這場座談，瞭解到保

羅中學的教師知道自己的教學與學校校務革新是能夠有所連結，但卻仍很小心的

只把學校革新視為行政者應該規劃的，而教師所關心的只是教學檔案建置的內容

是否能夠或難以呈現教師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四個層面的表現。在此顯示出一個

問題，那就是保羅中學雖然已經有充份的組織學習氛圍，但是教師在系統思考的

層級仍有待強化，尤其是要將學校願景連結自己的教學，將自己視為學校革新行

動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在這些方面都是有待強化的，教師的視野仍不夠完全。 
 
如果說一個學校想要成長，才會想要促進老師成長，因為，其實老師本來就是專業

的，他本來能夠來到學校教書，就有他一定的能力跟學科的背景，那如果說學校，

不想惹麻煩，不想讓老師心理上有壓力，學校應該就不想去觸碰這一塊，大概，就

不會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這一切，一個學校把老師當成一個很重要的資產，就是

要不斷的要培養他向上的能力。環境一直在革新，有新的腳步，尤其教工業類科，

有一些東西是新的，而且變化很快，這些東西如果不帶到學校來，事實上，學生所

學跟外面就會有差距，學校教學大概就沒有績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一些指標

是促進老師成長的提醒。這個部份，也會是讓學校要去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一

個因素。 

 
學校為了要發展，老師就要進步，那老師進步之後，對我們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去讓老師注意到，有哪些部份是自己在專業、在教學、在輔導上要去注意的。這些

讓老師更在乎之後，老師也會成長，那老師成長，力量更大，那學校的改革，應該

就可以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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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學校要發展的重點，跟我們想要特別重視的部份以及好老師的標準，在

我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指標上適度去放，那，老師如果願意根據這個規準好好準

備好好成長的話，就會達到學校想要走的那一個願景，那我們跟著一步一步這樣

走，我是覺得這樣我們才不會無所適從。（訪 97/10/01(2)-Ｏ老師） 

 

保羅中學截至我參與觀察至 97 年 11 月的推動工作小組會議為止，仍持續規

劃修訂規準、教學檔案電子化及增進組織學習的各種機制，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推動工作在每一個階段都隨著學校革新的作法及學校願景持續進行，而且不斷修

正。由此可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是一種歷程，隨著時間、學校背景、所遭

遇問題的不同而有不斷修正的機制，它本身就是一項隨著學校發展而必須不斷調

整適應需求的機制，正如訪談中教師說的一樣，這是一種為學校革新注入活力的

機制。 
 
這樣的機制，它的推動是一種流動性，不會認為老師是固定在任何方面，不會僵

化。比較有活力，而且，學校的革新就是需要有一些活力的注入。（訪 97/09/23(2)-E
組長） 

 

第三節  影響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因素 

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長達 10 年，推動歷程採階段性作

法，配合校外教育大環境的脈動以及校內學校革新的重點逐步推動，期間雖遭遇

了許多困難，但也有獲得一些支持。 

影響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成效因素很多，外部的因素大約可分

為法制面的確定及資源的支持等問題；而在內部因素方面，影響保羅中學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成效，大致可分為組織文化的因素，包括學校如何看待教師角

色、組織成員彼此之間互信的基礎、認同組織願景的生命共同體意識；另外還有

組織學習的因素，這包括組織學習的氣氛興盛與否，以及促進組織學習的機制是

否完善等，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配套措施，這

其中應包括組織分工、人員素養、倫理守則、期程規劃、資源運用、結果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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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依外部因素及內部因素二方面，來說明什麼因素影響保羅中學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成效。 

壹、 外部因素 

一、 法制面的明確 

我國教育部頒布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補助實施計畫，乃經歷一段漫長的

準備，而其背景源起主要乃因 85 年《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針對改革中小學

教育提出提升教師專業品質及建立教育評鑑制度的要求，到了 90 年教育改革之

檢討與改進會議，又再次提出建立教師評鑑機制以提升教師教學績效之結論，以

符應世界潮流、社會期望、家長企盼、學生需要並能做到教師自我要求。 

教育部為回應這些具體的建議，便展開了漫長的研議階段，研議過程自 91

年到 95 年，共經歷多次會議，從起草到公聽，期間辦理了多項的計畫性的工作，

如調查國外教師評鑑制度、規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課程、建置「國內外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資料網站」、編印「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宣導手冊」、

成立「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作小組」、辦理行政人員宣導研習等，

又從這些歷程，可以瞭解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在教育部方面研議已久，

也提供了許多支持性的措施，但是卻在法制面無法有明確的依據，雖然《教師法》

的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曾在立法院經一讀程序，其中包括「為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及

達成教學與輔導之成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接受評鑑。前項評鑑之類別、

內容、規準、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然而，

真正未來的配套措施及規劃方向似乎皆未明朗，就試辦學校而言，法制面的尚未

明確，使得保羅中學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持續辦理的態度稍有影響，有些教

師覺得未得到法規的規範，在推動上似乎有欠動力或支持，也有另一些教師認

為，能在尚未立法前就先接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在是一種未雨綢繆的作法，

可以增進教師適應的能力，也可以具體提升教師的專業。 

 
教師的專業部份，不像醫師、律師這樣的「師」，跟老師相較之下，社會認同度高

一些。所以，如果在於外界這樣的情形下，對於老師的專業的認同度不夠，其實對

於老師專業形象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因此我覺得可以透過行政法令來推動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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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評鑑。（訪 97/10/03(1)-Ａ主任） 

 

法令制度若能明確，將可明白確定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內涵及相關規

定，但是令人擔心的另一點卻也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彈性及促進學校發展

的功能，是否將因法令的硬性規定而使得學校無法展現因校制宜的精神，這也是

使得試辦學校存疑之處。 
 
如果法令能夠明確，推動就更容易，可是在私立學校事實上也不需要法令，因為其

實學校為了要生存營運下去，我們老師自己就有所謂自動學習，可是我不知道這個

法令的訂定會不會影響，會把我們限制住，不能去做一些我們自己想要去做的。就

是說有法令的話，規準可能會比較一致，一致可能就會犧牲掉我們自己學校真的想

跟我們發展願景結合的那個動機。（訪 97/10/02-C 主任） 

 

二、 資源的支持 

就保羅中學的經驗來看，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需之資源除有經費的需求

之外，尚需人力資源的培養，例如學校推動人員的知能、學校評鑑人員的素養、

學者專家的諮詢管道等都有待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給予學校支持。 

因此，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歷程中為確保其效用性及可信度的提

升，教育主管當局應盡力給予學校資源上的支持，尤其對於學校人員評鑑知能及

素養的增進，是刻不容緩的事情。 

除了上述的諮詢管道、人才培訓的資源之外，依保羅中學的個案來看，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後，如何建立協助與輔導機制，給予教師專業成長的資源支

持，乃是促進教師參與意願及推行成效的最重要因素。 
 
我參加專業發展評鑑初階人員研習之後，我覺得這對於老師的教學其實會有很大的

幫助，覺得變成說是一種被動變主動的一個歷程，等於說我被動被要求去做這些東

西，跟到最後主動覺得說我覺得在這個上面可以有很多的進步，然後我覺得其實這

中間的歷程，其實是大家互相共同進步的一種機制，如果能讓大家都能去受過這樣

的訓練，而且不只是制式的模式，是可以讓老師隨時都可以去參加的，那這樣可以

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讓大家隨時都在進步，不只可以幫助我們個人，幫助我們的

其他夥伴老師，其實也讓學生受益很多。（訪 97/09/23(1)-A 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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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校內因素 

一、 組織文化 

保羅中學的創校理念－「愛國家、求真理、重民主、尚倫理」是保羅中學的

教育方針與標竿。但是，事實上在 85 學年度以前，保羅中學並沒有因此與其他

學校有很大的差別，也就是說，並未能從過去的學校文件或歷史紀錄中明顯感受

到「求真理、重民主」的理念，保羅中學如同一般學校，重視科層體制，層層分

工與負責。 

然而，在教育改革的想法開始醞釀以後，保羅中學對學校革新的態度便是積

極的，革新的腳步便隨著教育改革的脈動而前進。學校原本即是一個開放的組

織，接受外在環境刺激而成長，而且為適應外在環境還必須不斷調整組織，始能

達到組織的永續發展。但矛盾的是，因為學校是一種組織型態，而組織求的是安

定、穩健，如此才是一個健全的組織。在革新時，創新、改變、調整雖是必然的

現象，這也形成學校革新時的弔詭問題，既要安定又要創新，組織學習的氣氛是

否要於此時形成，將是一個重要的抉擇。 

經由歷年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紀錄的文件分析，瞭解到初期面對學校革新

時，保羅中學的態度是謹慎的，嘗試從行政領導一步一步地帶動課程革新，再以

革新的課程引發教學革新，再由教學的革新帶動學生輔導業務的革新，以期能夠

營造出「教師是學校革新的關鍵，學生是學習的主人」這種新的理念，最後帶動

學校文化革新。易言之，綜合高中的試辦是引起保羅中學學校革新的一顆種子，

在它之上開展了許多的枝葉，但是，組織學習的氣氛在此時似乎尚未興盛，學校

整體上而言，革新的腳步及方向仍以行政引領為主。 

漸漸地，隨著教育改革脈絡不斷前進的保羅中學，深深感受到行政的動力與

革新，尚不足以造成學校根本上的革新。易言之，行政所帶動的學校革新雖能引

起課程和教學的改變，但實際而言，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以及教師教學品

質的精進，也必須進步及提升，如此才能造成保羅中學將學校革新融入學校文

化，不時地、不分場域地求進步。 

在這樣的認知下，保羅中學深覺學校革新必須將教師的力量融入，始能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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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解決學校發展的困境，於是開始了對教師教學的自我評量及學生的課程滿意

度調查，在這些量表、問卷的實施過程，保羅中學一本初衷的認為，教師的專業

應有其自主空間，但教師專業成長必需有一標準來作衡量。易言之，組織文化在

快速變革的環境中必須建立快速回應顧客的文化，以因應市場趨勢的需要，但建

立快速回應顧客的文化必須依賴組織強調組織的合作、友善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Robbins & Judge, 2007），因此，由於學校對於聲望掌控與學生在學校學習的情

形與感受的瞭解，也是初步開始，不敢太過躁進，以形成友善、合作氛圍為優先

要務。 

由此可見，影響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內部因素以組織文化為最

重要因素，組織文化若將「對話」視為破壞校內紀律或挑戰學校行政的危險事件，

那麼，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恐難以得到真正的效益。再者，組織文化尚

未能將對話平台建立起來，則同仁之間互信基礎必定不足，分享的可能性也就不

高。總而言之，若是組織學習、共同願景的建立尚無法達到，在這樣的組織文化

下，組織要發展、永續經營、求新求變朝向優質化，恐怕也是難上加難。以保羅

中學的發展脈絡來看，組織文化的改變是促進組織學習的重要契機，而組織學習

也必定是學校革新根本上要做的事。 

在保羅中學的環境脈絡中，從歷年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紀錄的文件分析可以

發現，組織文化的問題乃在於領導，行政領導可以說是佔有很重要的決定因素，

在保羅中學的案例，行政領導的作為以及態度是組織文化可否改變的重要因素，

行政領導階層是否重視組織架構（學校組織系統）中最底層的教師角色，不再只

是行政主導一切，能夠容納由下而上的意見，這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組織文化因

素。 
 
我想這個指標在推動的時候，我覺得這指標會影響到老師整個發展的重點方向，

指標的制定是由下往上走?還是由上往下走?我想那對組織文化會是一個很有趣的

探討。 
「評鑑是一個政治的議題，也是一個倫理的議題」，包含了 top down 及 bottom up ，
訂定這個指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包含領導階級認為重要的指標，跟實務工作者

在職場上認為重要的指標，兩個要去搭配、調整。在指標訂定的過程裡面，也牽

涉是一個倫理跟尊重的問題，所以指標訂定本來就是充滿了衝突，假設在訂定的

過程沒有對話、沒有衝突，那這指標一定沒有辦法適用於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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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的訂定是一個過程，不是一個結束，所以它隨時是動態的，動態修正的過程。

（觀 97/09/18-P 老師） 

 

保羅中學學校革新的關鍵作法是辦理綜合高中實驗課程。綜合高中的試辦，

雖然主要目的是為了改善學生適性學習的需求，但在綜合高中辦理的過程中，獲

得了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組織文化的改變。因為，綜合高中的課程發展機制，

是一種由下而上的歷程，它是改變保羅中學教學與課程領導方式的一個起始點。

在這個起始點之後，再接再勵的是校務發展計畫，雖然校務整體發展，應該是校

長領導作為的重要工作，然而從校務發展計畫的文件分析中發現，保羅中學在

93 學年度以前的校務發展計畫，大多為各處室重要工作事項，對於願景的描述

大致是以要建立一個具創造力、創新力的社區終身學習學園，推動「快樂學習、

健康成長」的教育理念為願景，對於學校實際情形及具體規劃部分顯然不夠明確。 

到了 93、94 學年度之後，保羅中學對於校務發展的願景才有集思廣益的作

法，納入教師的參與和討論，其實這樣也才能將學校革新真正活絡起來，使教師

的力量、想法及熱忱回饋到學校革新的行動上。 

在 94 學年度保羅中學校務發展計畫之擬訂乃以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二種方

式交錯進行，為瞭解學校的根本問題以及學校可以從什麼基礎出發、要到達學校

革新目標會遭遇到什麼困難，以及在資源、組織文化或其他方面有無待解決的問

題，保羅中學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之擬定分為四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學科領域及

學程會議，出席人員為各學科領域及學程教師。第二階段為學校發展委員會議，

出席人員為董事長、校長、行政人員（含學程召集人）、教師代表(每個教學研究

會 2 人)。第三階段為處室工作會議，出席人員為各處室人員。第四階段為校務

會議，出席人員為全體教職員工。 

另外，保羅中學認為校務發展計畫要從根本的學校 SWOTS 分析做起，於是

邀請學校同仁共同參與學校願景的修訂，然後從 SWOTS 分析中找出實現願景的

策略。學校發展的策略，其中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的策略，乃為制定教師專業發

展計畫，落實推動教師自評、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教學檔案評量、同儕聽課制

度及加強落實師傅教師制度，另外，組織文化的改善策略則是增加溝通，使老師

有更多機會參加行政決定及活動參與，以建立一同工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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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羅中學成功地將綜合高中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機制，移植到學校發展計畫

的研訂過程，這是學校行政領導作為的一項很重要的突破，這項突破引起教師更

加重視自己在學校發展上的功能及貢獻，易言之學校重視教師參與決策及鼓勵教

師創新及注重過程導向來重塑組織文化。 
 
老師的品質高的話，無形中就可以把學生的素質提升上來，那對整個學校的一個發

展有正面的關係。 
老師是學校最重要的資產，學校希望長久的經營下去的話，最重要的就是老師，所

以說，學校也希望說我們老師，在本身自我要求或是專業素養上面，能夠自我提升，

這樣學校的政策發展能夠推動的更好。（訪 97/10/01(1)-B 主任） 

 
因為時代都在改變，大環境在變，學校的績效要成長，它必需要有一些革新，那革

新是不是就要用到老師的力量，那如果要用到老師的力量，老師就要成長，所以我

們把學校的發展方向，隱含在老師專業成長的規準裡面，是不是就有引導他們去發

展學校的願景的一個一個步驟。學校要把它的那個成長啊願景啊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相連接。（訪 97/10/05-L 老師） 

 

學校視教師為學校發展的重要資源，政策不是主宰學校革新成敗的關鍵，學

校革新的關鍵場域在教室，關鍵人物是教師。因此，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在

是有其必要，它讓學校行政信任教師能有效回應學校革新，並且能帶動學校革

新，它也讓學生受益，讓學生不會成為學校革新時表面上很重視但實際上卻是被

忽略的一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時間一久，其實也能帶給學校組織文化良性

的改變。 

 
在我從老師到行政這一段過程裡面，接觸到很多的層面是關於學校發展，我從裡

面感受到學校在對待學校的發展整體上是很有架構，也很有理念的，其實對現在

教育政策，學校的未來願景希望都能做一些結合，在這個過程裡面教師的角色還

有行政人員的角色或是在學校的每一個份子應該要做到的任務，都會有一個完整

的圖像，比方說家長跟社區，如何把學校規劃或發展深入到社區，或者怎樣把老

師定位得更清楚，老師怎樣能把它的專業發展出來，學校都有做一些明確的規劃，

學校認為老師是一個核心，在推動教育上面，學校教育理念或學校的發展裡面，

一個不可或缺的角色。對於這個角色我們期待老師主動去做，可是這個主動必需

要有帶領人，這可能就會涉及到領導層面及管理層面，如何去帶領老師，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就是這樣一個需要有人帶領，由行政先行規劃，帶領大家一起做。（訪

97/10/30(3)-G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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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當然也很重要，但是，我們應該要如何讓老師能自動，就像說什麼師父引進

門，修行看個人啦！ 
行政只能先提供一個框架，一個計畫，那真的當一個計畫公佈了然後落實，變得

真的是真實的一個計畫，那還是要靠執行者那就是每個老師。（訪 97/10/02-C 主任） 

 

另一方面，由於教育部目前已經相當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而且也一直強

調並宣導，希望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能透過自願性的方式及透過教

師自我規劃規準的方式進行，這樣的由下而上的理念也帶給已有多年推動基礎的

保羅中學挫折及省思，因為這樣的政策及推動策略，使得保羅中學教師接受教育

部宣導、培訓課程之後，回饋的意見總是對學校全面推動以及規準的內涵方面有

所質疑，也期待改變。但也因挫折所帶來的覺知，使保羅中學成立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推動工作小組，賦予推動工作小組責任，將舊的規準作調整，廣納教師的建

議，進行各項討論重新研擬規準，推動的期程以及評鑑的方式也重新規劃，甚至

作了後設評鑑。 
 
推動的影響因素，我覺得，要由行政這邊去做一個規劃，而且這個規劃要非常的完

整，還有就是中間的這些定期的一個檢視，就是所謂的後設評鑑這一塊，定期檢視

我們實施成果過程，如果沒有這樣，那我會覺得有時會流於形式。（訪 97/10/03(2)-D
組長） 

 

這是保羅中學在組織文化和組織學習上的一項突破－行政也要省思，行政規

劃教師專業成長的制度及機制，而教師專業的要求也使得行政的規劃必須留給教

師在這項與教師成長有關的評鑑內涵、方式上的參與及尊重，行政引導革新、教

師卻能成就革新，行政與教師互為支持、互為成長，學校革新始能啟動。 

二、 宣導與溝通 

縱使保羅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側重的是該制度的形成性用途，並

不引用其結果成為教師的考核，但在推動過程，同儕之間、組織成員的心理防禦

仍有待破除，互信是分享的基礎，如何建立互信基礎須靠長時間的文化改變以及

制度的維持，不斷地宣導、說明，並面對質疑的意見與態度，是推動小組所努力

的。在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過程中，教師表達了他們的想法與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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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老師要有自省能力，推動起來會比較比較容易，然後還要讓他看到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真的對他教學上有幫助，不是說好像是要去考核你這個人這樣子，他要有

這樣的認知。（訪 97/10/05-L 老師） 

 
新進教師可能在文化的適應上面，各方面其實他會需要有人幫助他，都還蠻容易接

受的，可是資深老師部份可能對環境很熟悉，然後會有比較執著的看法，所以對於

這樣的一個機制，會比較排斥，所以，年資的長短其實我覺得影響也很大。（訪

97/09/23(1)-K 老師） 

 
像同儕觀察這部份，好像還有少數老師的態度還不是很接受，要靠大家同儕的氣

氛，而且可能時間要拉很長，我覺得這些東西好像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到理

想程度。（訪 97/10/03(2)-D 組長） 

 
早期，事實上，我對這個教師發展評鑑，也是抱著不是很看好的一個想法，一般我

們認為就是說，我相信我的專業，我不需要別人來批判我，我的專業是什麼樣子，

專業自主嘛，事實上，後來這幾年，我慢慢發現到，老師在教學的時候，常常會忽

略到某些部份，人都不會自覺的，都有很多所謂的盲點。所以，老師本身要去認同

這個專業發展評鑑，不要認為說專業自主，然後排斥，老師排斥的話，我想這個互

動就帶不起來。（訪 97/10/01(1)-B 主任） 

 

由此可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帶動的是組織學習的增進，而願意分享、願

意檢視與自省的行為規範或理念價值，是否存在於組織成員的心中成為其信念，

則為組織文化的課題應該去注意的，若能成為組織文化，則其意義即為檢視、分

享、自省為組織成員接受認同而為組織規範及信條（Hellriegal, Slocum & 

Woodman, 1989）。保羅中學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表達出知而後能行，行則

應有道引其行，並且誰引其道更是重要問題，值得注意。是故，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要注意的不只是規準的問題，嚴重的影響因素恐怕是醞藏在組織文化內價

值、倫理、責任等議題。 

針對教師對於檢視自己教學所產生的疑慮，保羅中學不斷地透過宣導與溝通

加以說明，並努力培養教師之專業能力，而這符應了近年來隨著自我管理的興

起，學校開始重視學校成員發展能力負責自己的成長及解決自己的問題的趨勢。

在推動教師檢視教學的萌芽期及適應期階段，保羅中學在各項會議如校務會議、

教務會議等，勉勵教師重視自己的專業形象、專業能力，同時也宣示學校需要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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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學品質，有待教師努力。到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發展期階段，有了教育

部的資源，保羅中學則藉助教育部培訓之宣導講師舉辦多場之宣導說明，並加強

溝通機制，如成立工作小組、於教學研究會議討論實施之規準等，多方管道進行

宣導與溝通。 

三、 組織分工 

由上述，足見保羅中學相當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功

能，而為了彰顯該功能，執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人員素養相形之下便顯得格外

重要。易言之，不論是評鑑行政工作的推動者或實際執行評鑑人員，他們在執行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對評鑑倫理規範的遵循，以及人員本身對於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認知及素養都是重要的關鍵，足以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成效。 

在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中，依本研究歸納劃分為萌芽期、

適應期及發展期三個階段，在萌芽期及適應期這二個階段中，尚未能看到評鑑工

作推動小組的成立，也就是說在推動的歷程中，在前述二個階段，保羅中學是以

行政領導來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到了發展期，隨著教育部的重視以及提供各

項資源，使得保羅中學有機會將過去的基礎加以統整並將之系統化、組織化，成

立了推動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設有二個小組，一是行政運作組，主要成員包括行政、課程、教學

的領導階層如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召集人，以及管理資源者如會計、人

事主任等，主要負責的工作包括推動期程之規劃、執行、控管，獎勵制度之研訂、

實施，推動研習之安排，成果報告之彙集等；另一組是研發組，其成員主要以教

學、課程之領導階層如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召集人為主，同時亦納入教

師及家長代表，其主要工作乃在研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方式、規準、內涵、執

行評鑑者之倫理規範、執行成果之運用以及如何進行後設評鑑等，保羅中學在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組織，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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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組 

輔導主任、教學組長、各
領域/學程召集人、家長
代表、教師代表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 

召集人:校長 

執行秘書:教務主任 

行政運作組 

教學組長、人事主任、會
計主任、各領域/學程召
集人 

 
圖 4- 1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作組織架構圖 

四、 推動人員之評鑑知能與素養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組織之建構，主要亦在求整體計畫之週延，

並廣納不同意見及各層面之考量於計畫中。但是，在制度上作明確的組織分工以

及權責範圍劃分，是一種防止計畫失衡、失效以及偏離目的的作法，算是一種消

極的作法，若以積極的作法來看，則應該強化推動人員的知能，並且必須積極協

助推動人員提升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認知及素養。如此，不但可以用制度來確

保執行者能遵守規範，也能將評鑑倫理的規範概念深植於執行者的內心，內化之

後才能影響外在行為。 

除此之外，保羅中學在維持評鑑人員的素養及倫理規範方面，相當重視，不

但訂有評鑑人員的倫理守則，也藉由後設評鑑的機制來瞭解評鑑人員在執行評鑑

時對受評者的協助與尊重。 

保羅中學的評鑑人員倫理守則包括其於評鑑期間必須展現專業的素養，不能

對受評教師做出造假或惡意陳述，應僅就所發現的現象事實，依評鑑規準給予價

值判斷，並謹遵保密原則，且必須傾聽及尊重受評教師的說明等，以規範評鑑人

員在執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過程中保持公正客觀。 

分析保羅中學的後設評鑑問卷資料，也可瞭解到受評者對評鑑人員的滿意與

肯定是相當高的，這是一種交叉相互制衡的機制，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目的在於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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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師，故不應賦予評鑑人員過多或其他不相關的權力，否則將造成教師和評鑑

人員彼此間的衝突，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也將失去原來的目的和意義。 

由於 95 學年度起，教育部開始提供經費、人力資源（專家學者）、研習課程、

網站資源等各項協助。於是，截至目前，保羅中學已有 50 位教師是受過教育部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人員培訓課程認證，這對保羅中學而言，幫助相當

大，使保羅中學的教師中有接近 1/3 的教師是受過評鑑人員培訓，有效提升了教

師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認知及素養，同時也可以增進推動工作的有效性。另

外，保羅中學也獲得教育部資源，培訓了 5 位教學輔導教師，這對於初任教師及

教學困難之教師的協助有很大的助益，因為教學輔導教師較一般的評鑑人員接受

過更多關於教學策略、專業成長以及人際溝通方面的課程，對於一對一個別教學

輔導將有更多幫助。 

總而言之，保羅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面，不但在制度上有組織分

工及責任分屬的機制，在實際推動的歷程中，也不斷強化所有教師對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的認知，甚至遴選較資深之教師接受教育部的評鑑人員培訓。如此一來，

保羅中學在教學、課程領導階層的人員皆是教育部認可之評鑑人員，這對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工作推動的合理性、可信程度有很大的促進，易言之，當政策決定要

採行時，需要考慮到政策的關連性（relevance）、準備度（readiness）與資源

（resources）(Fullan, 1991)。支援系統愈充足完善，革新的成效自然愈好。同時，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最細膩的一部份─教學輔導工作，保羅中學也有教育部認

可的教學輔導教師可以協助需要協助的教師。更值得一提的是，保羅中學推薦了

教師接受教育部培訓課程，成為認可的講師，可以為保羅中學每年的新進教師進

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知能宣導，這是保羅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人才

培育，也是在防弊的消極規範之外所作的積極作為，希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工作是保羅中學的校務發展的內建機制，持續推動，持續追求精進。 

五、 教師的知識管理與時間管理知能 

保羅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強調其目的在於促進教師專業對話及教

學省思，但是，在推動的實際歷程中，發現教師在知識及時間管理方面的知能並

不充足，這也連帶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順利程度，教師老是苦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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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因為工作而切割得很瑣碎，很難有沈澱的時間。 

保羅中學是一所高中，教師分科教學是必然的，但教師在學校的工作並不只

是教學而已，除了教學之外，學生輔導、親師溝通也佔去教師一天工作的很大一

部份，而且除了這些工作之外，可能還要擔任課後課程指導的工作，教師要在正

常下班時間之外，擔任社團指導、扶助學習計畫的授課、或是重補修、增廣課程

的授課，教師的工作負擔相當沈重，要在這樣繁瑣的教學及輔導工作之外，找出

時間與同儕對話或對自己的教學作省思，恐怕是一件困難的事。 

由於部份教師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落實，必須花費教師很多的時間，於

是，有些教師也會認為學校對教學檔案建置的期待不必那麼大，建議學校可以分

年逐步推動。 
 
我覺得在做教學檔案的過程當中，在專業上會有所進步跟發展，但是我自己在做的

當中，我碰到一些問題，第一個是時間上真的很難去配合教學檔案整個資料的彙

整，因為覺得如果要用心做，真的要很多的時間去準備，包括你的課程準備、活動

設計跟資料的蒐集怎麼去編排；第二個是在製作時，有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一一的

呈現，因為既然定了細項，那我們沒有辦法整個細項都去充實的建構它。其實要達

到這麼大一個目標是很花時間的，其實裡面很多的內容不是很清楚，那大標題大概

知道，那裡面有很多的小指標是沒有辦法達成的，而個人覺得，一次要做這麼多層

面是蠻大的一個挑戰，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可能就沒有辦法做得很好，沒有辦法將

想要的一個東西呈現出來，所以變成一種囫圇吞棗的方式，我個人覺得學校應該訂

一個指標或目標，比如說在老師身上，選擇在教學跟班級經營上做好就好。（觀

97/09/18-Q 老師） 

 

不過在這部份，保羅中學也曾經在推動工作小組會議上作過相關的討論，討

論結果是決定提供教師所有規準的全貌，教師則在教學歷程中省思自己的教學方

法、輔導理念，甚至是教師個人所持的教育信念，並建立自己的教學資源，並不

要求教師對每一規準詳細地展現出對應的資料，期望的是教師依整體規準作統整

性地呈現。因此，讓教師在知識管理及時間管理上有很好的認知，是促進保羅中

學教師在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歷程中，能更有方法呈現及統整自己的教學資

源、教學歷程及教學省思的重要方法，如此也才能破除教師以「量」的觀點來看

教學檔案，進而更能有效率、有品質地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有了知識管理及時間管理的知能，教師則將能統整呈現自己的教學檔案，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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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固著在以教學檔案「證明」自己的教學績效的概念，應以教學檔案省思自己在

教學及專業上應「改善」的是什麼。 

六、 評鑑結果運用 

評鑑是為了改善，而非用來證明績效，這是很多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期盼，也是很多教師希望能獲得的承諾。保羅中學的教師也不例外，保羅中學的

教師，雖然相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自己的益處，但卻也希望保羅中學在年終考

核時，不要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成果列入其中。這在訪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主要執行成員的教務主任時，就已說明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結果在考核

上是沒有直接的引用，倒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會帶給教師一些提醒及回饋，教師

若能加以重視則這些提醒與回饋將促使教師有更好的師生互動以及教學表現，甚

至對校務推動的參與也將更積極，自然而然，這樣也連動的促使教師有更好的績

效。 
 
其實在過去還沒有教育部的推動計畫時，我們不知道那叫作評鑑，只覺得那只是一

個資料，可是一直到後來可能覺得那是一個評鑑，其實在做的過程可能會有點擔

心，怕它跟自己的考核會掛鉤，心裡面會有點負擔。（訪 97/09/23(1)-K 老師） 

 
有這樣的一個機制在，對老師來講，應該是成長的一個推動力，那我們現在要做的

就是不要讓老師認為這是一種壓力，而變成阻力，不要讓他們產生抗拒，所以，處

理，就是說，它的結果怎麼運用，就是很重要，不要拿這個來做什麼考核。（訪

97/09/23(2)-E 組長） 

 

保羅中學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結果的運用，主要是用於對教師專業成

長的回饋，保羅中學實施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四個方式，分別為教師教學自我

評量、教學觀察、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教學檔案建置，在實施過程中，其結果

的運用因方式不同各有不同的用途，但卻也有其一致性，那就是回饋、成長、尊

重隱私以及協助，充份展現出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理念：評鑑的核

心在於教學；評鑑的方式在於協助；評鑑的目的在於發展。 

在保羅中學實施教師教學自我評量的歷程中，提醒教師符應保羅中學想望的

良師形象是什麼，自我評量結果則用來作為擬訂教師專業成長計畫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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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觀察部份，保羅中學分別規劃有同儕觀察及評鑑人員觀察二個部份，

但不論是同儕觀察或評鑑人員觀察的時間、科目、班級，教師，都可以自行依意

願邀請同一領域的教師成為夥伴，相互觀察，相互約定，回饋的意見並不列入任

何個人紀錄，只呼籲教師應於下次教學中注意改進。 

至於多數高中學校尚未進行的課程滿意度調查，保羅中學的態度更是謹慎，

並未將任何學生對教師的意見公佈，資料僅提供個別教師及學科領域之召集人參

考，並且不因教師所得到的學生評價如何，而對該位教師作出考核上的處理或任

用的依據。當然，若學生對某一教師的意見，平均而言，居於不滿意的情形為多

者，學校也將安排教學輔導教師給予協助，並非從行政人員的視導角度去改變教

師，反之，是由同儕的教師給予平日的教學回饋，以協助教師作教學省思及改進。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果年度報告的部份，我們會給予個別老師，交到老師手上以

後，我們會請老師看看對於這樣的評鑑結果有沒有疑異，那如果有任何疑異的話，

可以提出來然後再做討論，如果沒有疑異的話，就請老師寫成長計畫，那學校的部

份，年度評鑑結果的報告，請召集人規劃學程領域或整體老師的一個成長的研習活

動，那還有一個部份就是能對於評鑑不理想的老師，我們安排教學輔導老師給予協

助。評鑑結果沒有來做考核使用，反而對於教學檔案建置良好的同仁，學校會給一

些小禮物或是會給老師做一個表揚及獎勵。（97/10/30(4)-A 主任） 

 

至於教學檔案的建置，就保羅中學的實施情形而言，算是很具體可以展現教

師教學策略、教學省思，甚至是教學成效以及專業成長的一項重要資料。保羅中

學特別重視教學檔案建置的成果，會特別表揚優秀者，希望能強化教師經由檔案

建置有系統地反省自我教學歷程，保羅中學也計劃在未來將教學檔案的建置朝Ｅ

化方向邁進，以達到資料蒐集之後，能以知識管理的精神建置在可分享的交流平

台上。 
 

第四節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組織學習及組織

文化的改變 

保羅中學為求學校發展，啟動學校革新的各項計畫，在其歷程中同時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列入學校發展計畫中一併推動，而在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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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以來，著實已促進學校在組織學習及組織文化上的革新。 

在組織學習方面，保羅中學的組織學習隨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歷程從

單迴路學習進展到雙迴路學習的型態，而學習的階段乃從隨意階段、自我階段、

人際階段、法則階段進展至批判階段，另外組織學習社群分別有以教學專長區別

的教學研究會、以主題或任務為導向的社群，並因其建置學科網頁及部落格等教

學網頁而增加無邊界的虛擬社群。 

在組織文化方面，保羅中學的組織文化隨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歷程，

漸漸增進教師對學校組織的認同，將教師強調個人利益高於學校發展的孤島文

化，轉變成為願意分享的網路文化，同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規準研討與訂定也

進一步形塑了保羅中學的共享的意義體系及教師的行為準則。 

以下分別依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說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如何促進

學校組織學習及組織文化的革新。 

壹、 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萌芽期的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 

一、 處於隨意階段的組織學習，進行單迴路學習 

在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萌芽期時，學校的組織學習若依建構取向

的組織學習理論區分，該時期乃處於組織學習的隨意階段，因為在此時，保羅中

學剛剛完成籌備開始推動綜合高中，校本課程開發的機制正以實驗性質在保羅中

學運作，此時由傳統的中央管理過渡至校本管理時，學校運作隨行政領導階層的

喜好和想法，產生出一些或大或小的新方案，但這些方案顯得零碎，方案的動機

與內容亦缺乏清晰的邏輯關係。例如，為改進教學品質進行學生之學科分組教學

及教師之協同教學，但因課程結構尚未革新，故僅在教學方法上做改變，似乎尚

無法有效達到改進的目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急就章的問題解決方法是這

時期的作法，組織學習是一種單迴路學習。 

（一）初具規模的專業社群 

在此階段，保羅中學因為組織文化未特別重視教師的專業成長，強調的是科

層體制的組織結構，很多計畫與革新作法都以行政為起始，鮮少納入教師的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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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或者教師的參與多為配合行政的角色。「部份教師反應學校之政策與計畫多

變，常使其無所適從；而實際上，學校政策與計畫之改變多半是由於收到主管教

育及各相關單位即時之公文函件，故為配合教育政策之改革與規範之訂立等各項

措施，始造成部分政策或計畫之改變」（文件 5-3）。甚至行政也無法全盤分析

校務需求便起動革新計畫，同時學校願景未能明確地形塑，因此在這樣的組織文

化所產生的組織學習大致上仍是以相同領域、相同學程組成之教學研究會進行，

研討議題多為教學上所遭遇的困難，對於學校發展性的問題教師甚少參與。雖

然，此時因應綜合高中的辦理保羅中學已經設置課程發展委員會，目的在於開發

學校本位課程，但是基於組織學習經驗的不足，此時保羅中學尚無法因為課程發

展委員會對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而深入探究學校發展的相關問題。但是，校長卻

開始瞭解到學校發展的問題應該與重視學生學習成效有著重大關連，在多次會議

上宣示教師應重視以教學研究，致力改善教學方法及重視學生需求等觀念。 

 

寒假期間，老師應利用時間準備教案，並參與各項研習或研討。 

 

本學期之教務工作推展順利，下學期將繼續加強教學研究會功能，提昇教學品質。

(文件 5-6) 
 

設備充實為必要，然教師團隊才是學校最重要的資產。 

 

新學期課程教務處已做好安排，同仁應以負責態度教導學生如何學習，如何將所學

與社會相結合，協助升學、就業，實習課並應做實體研究，使所學落實在實用上。 

 

評量應予多元化，包括寫報告、認真聽課、上課秩序等，讓學生事前瞭解評量之方

式，用高度藝術化之方式來經營班級。同時，也請教師要重視自己在專業上的進步，

多進修。(文件 5-7) 
 

（二）主動探究教學問題的行動研究與自編教材 

然而，透過學校辦理綜合高中的校本課程，課程發展機制帶動一些有心的教

師主動探究教學問題，進行行動研究的計畫。 

 

本校為一所綜合性的高級中學，招生之類科有高職部及高中部。高職部有六科，包

括電子科、電機科、機械科、商業經營科、國際貿易科、資料處理科。高中部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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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科及綜合高中。學生有各種不同興趣、性向及學習目標。在教學上，數學雖為共

同必修科目，然而，在一般學生的學習狀況中，數學多為學生所困擾之科目。本校

之數學教學研究會曾經做過許多改變及討論，希望透過不同之教學策略來解決此一

問題。曾做過之不同策略如編輯自編教材、實施數學科學習能力分組教學，而實施

結果仍遇有許多困難，因此認為應撰寫編序教材，並將教材編寫為電腦輔助教學系

統，使個別化教學具體實施。（文件 8-5） 

 

保羅中學教師由於察覺到學生數學程度落差的問題，便由數學教師及資訊教

師合作研擬學生的數學補救教學教材，並獲得教育部行動研究競賽的佳作。這項

行動研究在動機上便是基於解決學生學習問題以提升教學成效，但由於數學科教

師在嘗試過許多教學方法的改進後，仍感到無法解決學生的學習困難，便結合資

訊科教師一起探究學生學習問題，找出解決策略。 

除了行動研究所發展之數學教師自編編序教材外，學校的國文教師也因為課

程補充的需要自行編輯「書法」的自編教材；另外為了期盼強化所有高一入學學

生之資訊能力，資訊教師也藉教學研究會之組織集體編撰了「電腦常識」的教材，

這些都是基於解決課程和教學問題，教師藉教學研究會議的研討與分工，進行組

織學習所形成的產物。在這個時期，保羅中學致力於鼓勵各教學研究會能成為專

業社群，以研究發展課程並解決教學問題，鼓勵教師研究及發表，故蒐集教師在

教學及專業學科之研究，編印教師研究彙編，每年出刊。 

二、 科層體制的組織文化 

（一）封閉的科層體制 

就組織文化而言，保羅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萌芽期時，學校組織

文化重視科層體制，資訊公開程度不足，教師對學校發展無論是主動或被動似乎

都不夠投入，因此教師之間的互動或專業成長與互助氣氛並不活絡。 
 

在綜合高中辦理之前，沒有課程發展委員會，所以老師很少接觸不同領域的老師在

課程及教學上的意見，除了教學研究會外，並沒有其他機會可以反應教學或課程的

問題，老師彼此的交流都是制式的教學觀摩，大家就像在演戲一樣，會叫學生乖乖

的坐著看老師演示；學校對老師真正想要提升的需求並不明白，或許老師自己也不

明白，因為資訊太過封閉，而且也沒有機會大力的反應，老師有什麼專業成長的需

求，深怕學校感覺自己能力不足，所以對教師專業發展，並沒有概念，也不太敢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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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知道教學的問題。（訪 97/11/03(2)–I 老師) 

 

此時，保羅中學由於科層體制的封閉，使得教師無法表示出真正的學生學習

問題，因此，學校未能透過最接近學生的教師他們的力量來形塑學校願景。 

（二）尚未重視的教師專業發展 

因為學校願景無法明確，學校組織文化又重視科層體制，資訊公開程度也不

足，此時保羅中學的教師就像是在組織中的一個個孤島，組織認同並不彰顯，教

師認同的是任務而非組織（Goffee & Jones, 1998），無法將組織之利益置於個人

利益之前，在資料蒐集的過程中，似乎未能從文件分析中看到教師由下而上對教

師專業發展的期盼以及學校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支特。 

貳、 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適應期的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 

一、 從自我階段至人際階段的組織學習，進行單迴路學習 

在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適應期時，學校的組織學習若依建構取

向的組織學習理論區分，該時期的組織學習乃由自我階段發展到人際階段，在此

時期的前段（89 學年度至 92 學年度），學校成員仍然未能按自身的信念和核心

價值，建立整體的教育願景。革新方案的動機雖然清晰，但仍然是教師和行政人

員對學生需要和學校發展的片面理解，方案之間仍未能互相緊扣，學校在此時重

視目標，強調工作的整合，以提升個人力量帶動部門發展，因此其組織學習的形

成乃處於自我階段，組織學習的型態仍為單迴路學習。 

（一）多層次擴展的專業社群 

保羅中學推動了綜合高中的實驗課程，不但推動分組教學，也推動彈性選

修，發展學校本位的選修課程，在這樣的實驗機制中，由於組織學習尚未能發揮

專業對話的效能，故課程發展符應校本精神的程度尚有待加強，於是，保羅中學

設立了一個專責推動綜合高中業務的組長職務，擔任各項業務的籌劃、協調、溝

通，而能整合各單位及處室的資源，齊一工作目標，另規劃辦理多項的教學研討

及學生輔導研討，以期提升教師個人知能順利支持綜合高中的推動，另外，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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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教師專業教學表現的自我評量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不但可以提升教師的自

我省思，同時也能蒐集學生的學習感受，讓學校有課程及教學改善的參考依據。 

此時，為使學校總體課程實施時能順利並隨時得以瞭解與解決教學問題，除

教學研究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外，另增召集人聯席會議，以增進溝通並促進組織

學習之活絡，同時，為了解決教學問題、提高教學成效，保羅中學嘗試推動協同

教學，計劃將相同領域的教師依照其專長分工擔任同一單元不同段落的教學，使

教室中同一時間有二位教師協同上課，教師除了可以發揮其專業之外，彼此之間

更進一步可以相互分享教學資源、研討教學問題，以及進行教學觀摩，這樣的協

同教學主要是在國文、英文、數學三科進行，其他學科一學期僅做一次實驗教學，

為擴大教師彼此的教學觀摩以收效益，保羅中學便在 94 學年度開始推動同儕教

師教學觀察，同一領域與學程之教師在一學期中找尋一位教師成為教學觀察夥伴

進行一次教學觀察。 

到了 93 學年度，保羅中學的組織成員可以客觀而認真地檢視自己的問題，

認為為解決學生的興趣、性向發展需求，降低學生中輟情形，又能符應校本精神

應積極推動綜合高中，但由於適性選課，造成課程開設將因選修情形而有所改

變，如此也造成教師對授課時數不足的恐慌，深怕影響教師利益。所以在這個時

期，保羅中學的組織學習乃由自我階段發展到人際階段，這個時間在促進組織學

習方面，首先應注意公平的利益分配，以避免組織成員的習慣性防禦阻礙了組織

學習的發展（譚偉明、陳穎堅，2006）。 

 
其實就我來想，主要真的是就是說我們在推綜合高中，綜合高中算是我們學校革新

的一個很重要的里程碑，老師其實會教學，可是他們可能不知道怎樣設計一個學

程，然後老師針對幾個學分幾個科目，爭執的很嚴重，那也就是說行政在做革新的

時侯，老師的力量要出來，老師的力量不出來，學校做革新其實會靠行政撐，而且

會很空虛，那個東西可能到了一段時間之後，事實上它就會無效，行政總會疲乏跟

單調，我所謂它單調就是它只有一個計畫性的框架，可是真正的生命力的東西不

夠，所以行政在推學校校務的另外一個里程的時侯，就是要增加老師的自省能力，

或者增加對話能力，增加討論能力，他看問題的方式就會不同，所以他也會願意做

改變，那願意做改變就會配合校務發展。（訪 97/10/05-Ｌ老師） 

 

為降低組織成員的習慣性防禦，保羅中學在此階段的組織學習社群除了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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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會的運作以外，還設置有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校務發展委員會等，並以課程

滿意度調查作為教師課程實施的回饋及課程需求的預警。易言之，牽涉到學校發

展或學校重要工作事項皆成立工作任務導向的社群，以利意見蒐集、交流，並能

減少因人員利益不均或利益分配問題而阻礙學校的發展，盡量以組織學習方式建

立學校發展的理性基礎。但在此時，組織學習仍僅為單迴路學習的型態。 

 

本校訂有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立「課程發展委員會」，每學期定期至少召開一

次，討論課程內容，並作適時修正，必要時另加開會議討論。 

 

本校綜合高中課程之規劃流程，無論是訂定或修正皆依下列步驟進行：由各領域及

學程教學研究會開會討論 經學程召集人召開學程會議討論 提課程發展委員會

討論通過後送教務會議通過 送校務會議通過 依規定向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報核。 

 

本校訂有校務發展計畫，含學校發展願景、校務規劃、課程規劃、分工期程、資源

及設備規劃等，每年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檢討與修正。(文件16-10) 
 

（二）整合教學資源的教學研究彙編與自編教材 

保羅中學在這個時期，因為校本課程的開發，此時便有健身、德育課程及生

活禮儀課程的自編教材產生，這三套教材乃因應學校經過課程發展的程序開發保

羅中學學生需要的品德與體育課程而編撰的，尤其德育課程及生活禮儀課程的自

編教材是經過多次討論、召集國文、觀光、餐飲、公民、英文、教官共同撰寫的，

適用於一至三年級學生，其教材單元的擬訂都是經過對學生行為與生活的評估與

檢討而決定的，這是一種深入反省問題、找出問題解決策略的過程，是整合教師

教學資源編訂自編教材以因應課程變革的實際作法，當然也是一種組織學習的過

程。 

從89學年度開始，教師除了對於綜合高中所帶來的課程革新能適應與接受之

外，也開始被學校鼓勵從事行動研究或研究教學相關課題，於是，保羅中學教務

處進行收集教師在教學或專業領域方面的研究論文，編輯保羅中學的「教師研究

彙編」刊物，這些都是保羅中學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視，也正是學校革新時需

要教師從事組織學習，使教師不但是教學問題的發現者也是教學問題的解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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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尊重教師專業的組織文化 

（一）倍受強調的教學者效能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適應期的保羅中學組織文化，因為學校革新脈絡的發

展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的歷程已漸漸形成對教師專業的重視，此時，從保

羅中學的教務會議或各項教學相關的研討會議文件的資料中，已經看到保羅中學

除了建立了校本課程的發展機制外，同時開始強調教學者的效能，因為這才是成

功的課程發展的重要因素。 

綜合高中是一個強調學校本位課程、學生適性發展的學校制度，教師必須保

持開放的教學態度，尤其面對教師能參與課程設計以及學生能參與課程選擇的機

制，教師的專業發展若未能受重視與落實，教師開發課程及實施課程的能力則恐

將不足，那麼，教學者的效能無法展現時，教師或課程都將有遭到淘汰的危機。 

可見，教師是身繫課程設計與實施二項重責大任的關鍵人物，也是影響學校

革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關鍵角色的扮演上，保羅中學的教師已經透過學

校所推動的教師自評、課程滿意度調查以及同儕教學觀察夥伴、教學檔案建置

等，促進了教師對自我專業成長的重視及對於教育變革的正向態度，這從教學研

究會議紀錄的歷年文件資料分析教師參加各項研習的心得回饋，即可感受到。 

再者，從教學研究會議紀錄的歷年文件資料分析教師面對課程革新的態度是

正面積極且具有期待，保羅中學學校的課程決策此時已採取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

機制，教師可以充份在課程發展上參與對話，不再是科層體制結構明確，在課程

及教學方面的研討也容許教師不同聲音的呈現。 

（二）讓學校揚升的教師力量 

就組織文化而言，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適應期開始，隨著學校革新及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措施，不斷宣示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同時也強調資訊的公

開，這樣的資訊公開並不僅止於行政資訊，更重要的是同儕間教學資源的公開與

回饋，因此在推動教學檔案、教學觀察、教學輔導教師之制度以後，帶動教師相

互關懷、相互扶持的組織文化，教師的專業學習社群就像是一個個網路般，大家

彼此連繫而且緊密相連。 

在此時，保羅中學推動學校革新的歷程中重視教師為重要資源，於 89 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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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前後幾年，保羅中學校長在這幾年的校務會議上，不斷強調，學校要往上提升，

教師是學校提升的力量，校長一直強調：「設備充實為必要，然教師團隊才是學校最

重要的資產，教師應將學生做為各項活動之中心，研究如何教學、評量最為適當。」(文

件 5-7)，並且宣導及希望教師瞭解，教師必須與行政齊心努力，學校才能全面改

善。 
 
各處室之計畫與辦法需要全體同仁全力支持與配合，使學校更具體向前發展。 
（文件 5-9） 

 
任何單位與人員均應配合全校改進措施，戳力工作，大家應認清，要有好的學校，

必需有健全的行政人員和好的老師。大家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貢獻智慧，發揮

創意，帶動全面的進步。（文件 5-17） 

 

自 89 學年度以來，保羅中學努力形塑的組織文化，便是重視教師的力量，

教師是學校的重要資產，教師在學校革新的計畫中是一個不可缺乏的重要角色，

除了應該重視之外，也應該引發教師主動參與及主動關懷學校發展，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產生的過程性用途便在引起教師覺察自己在學校發展的重要，使教師在學

校革新計畫的主體性能夠彰顯，這也是一種教師彰權益能的文化。保羅中學深

信，教師是讓學校創立品質、樹立品牌的重要且關鍵的人物，教師有良好的向心

力及組織認同，學校就有揚升翻轉的力量。 
 
老師是學校最大的資產，你學校要好，不是隨便喊好就好，是我們的資產要好，那

資產是誰，是老師，那老師要怎麼好，除了說你本身自己能力好之外，在這整個環

境裡面，大家互相督促，大家互相的學習。（訪 97/10/01(1)-B 主任） 

 

參、 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發展期的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 

一、 處於法則階段的組織學習，進行雙迴路學習 

在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發展期時，學校的組織學習若依建構取向

的組織學習理論區分，該時期乃處於組織學習的法則階段，在這個階段教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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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到追求和諧及建立共識雖然重要，但這些都不能取代教育的核心價值，教育

的績效責任是無可迴避的，教師專業的成長應更加重視。學校雖然無法滿足所有

教師的需求，卻能夠提供一個合作的平台，讓教師一起追求工作滿足感。此時教

師願合作建立積極的學校文化，令學校的核心價值能滲入教與學的每個細節之

內。 

（一）走向電子化的專業社群 

在此階段，教師的專業對話、教學回饋及資源共享，是頻繁的，保羅中學藉

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機制，在教學觀察、教學檔案、學科網頁的回饋、分享、

對話歷程，使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能得到回饋。 

 

這是讓老師發現說自己教學上或跟學生的互動上有沒有什麼需要改進的，會有一種

自省的作用，我是覺得是在幫助老師發現問題。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開始推動以後啊，因為我們有教學觀察，就是同儕之間的專業知

識的對話。所以彼此的分享跟學習是有增加的（訪97/10/05-L老師） 

 

在組織學習社群方面，以教學專長組成的組織學習社群，在每個高中職校是

最普遍存在的，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教學研究會，其主要功能乃在於研討教學問

題、分享教學心得、專業新知等，保羅中學也不例外，設有各學科及學程之教學

研究會，並且自該校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來，更加重視教學研究會的運作情

形及其應有之功能，除此之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強調的專業對話及回饋，不僅

在教學研究會議中相當重視，另外也因為推動教學觀察，使得組織學習的社群關

係更加拉近，而且不局限在教學研究會議時進行。保羅中學的教學觀察乃由同一

學科或學程之教師兩兩互為夥伴，成為密切的學習社群，在教學觀察前後都有專

業對話的時間，使個別的教學問題有適切的回饋及解決機制。 

在保羅中學的個案中，可以看到教務處為有效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於是

相當重視教師共同進修時間的安排，以利教師同儕有對話及分享的共同時間。保

羅中學在共同進修的安排，所重視的不只是形式的安排，更重視內涵上的充實，

也就是說教務處會規劃每週同一領域教師的共同空堂時間，作為共同進修的時

段，在一學期當中，依行事曆排定約莫有 15 至 17 週可以進行共同進修，其中有

 147 



第四章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推動 

6 次時間，教務處會設定有議題式的研討，其中某些議題是領域於學期初所提出

的，希望在該學期深入探討的主題，其他週次則由召集人引導，帶領同儕教師分

享教學新知或共同研商教學問題的解決策略，充份賦予領域召集人成為「知識長」

的責任，希望由這個「知識長」引導教師在專業上更加成長。 
 
原則上我們是每個禮拜去做研究會議，那固定的形式我們會有一個主要的一個議

題，沒有訂議題的話，是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做學程或者是領域裡面教學課程的一

個研討，包含教材教法的心得分享或是校外研習的心得分享，自從我們辦理教師專

業評鑑以來，那我覺得比較大改變的是老師，比較知道教學研究會其實是教材教法

的一個研討，甚至於可能是老師彼此新知的共享為主軸。（訪 97/10/30(4)-Ａ主任） 

 
教學研究會就是我們現在每個星期會給各個教學研究會自己訂個時間，就是學程裡

面的老師，大家沒有課的時間，然後把大家集合起來討論一些事情，現在我覺得每

個星期有固定的時間集合是很好，不然，平常大家是各年級的導師也不會有那個時

間聚在一起，現在能有時間聚在一起是很好的，那討論的是學校政策、一些大方向

的討論，還有就是自己學程裡面的發展、教學的互相討論，可以討論出滿多東西的。

（訪 97/10/31-Ｌ老師） 

 
那像課綱的改變這些，都可以讓老師在教學研究會上面去討論，如果對課程有一些

建議或改變的話，我們就會再提課發會再做討論。可以透過教學研究會這樣一個機

制來做課程發展。（訪 97/10/30(4)-Ａ主任） 

 

由上述的瞭解，保羅中學的教師對學習新事務的態度，並不僅止於對新的教

育脈動或新的教材教法與學科知識的接受及認知，甚至還產生具體的行為回饋，

而且除了教師個別的改進之外，還有以同一領域為社群的學習行為，例如：共同

進修時間召集人會依據上一學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報告，發現該領域之共同或

普遍問題，提出研習需求，其方式可能是文件閱讀、實地參訪、專家座談、學者

指導或是技術操作之演練，研習方式將因問題及需求之不同而有個別的規劃，其

目的則是期望藉由社群學習提升教師專業。 
 
其實我覺得，如果以我們目前這樣來講，跟其他學校老師來比較的話，其實我們老

師對於教育政策的改變或者是課程的變動，其實他們的接受程度更高，能去因應課

程改變，而做一些進修或者是成長。其實我覺得我們老師應該是比較積極的。 

 
以往就是我們覺得，老師需要什麼進修，我們就安排什麼進修，今年開始，我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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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個比較大的改變，就是我們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成果報告，去瞭解到老師

需要成長的部份，來做進修的安排。 

 
在教學研究會或教師進修的過程或者是結果當中，我看到我們學校的一些具體算是

老師合作完成的比較有組織性的東西，譬如說有協同教學、自編教材，那自編教材

有分成像同一個領域的有健身，然後有跨領域的像職業試探，各學程的職業試探的

單元，還有職業試探的教學光碟，這些都是跨領域完成的東西，那協同教學是同一

個領域，但是，是不同科目之間的一個合作。（訪 97/10/30(4)-Ａ主任） 

 

隨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保羅中學漸漸將組織學習的社群更加擴大，

並且依學校面臨的問題，待解決的困難或想發展的計畫，以任務或主題導向成立

組織學習社群，例如保羅中學因為要使選修課程發展能更加符應校本精神，乃成

立課程發展委員會，跨領域及學程商議及研討選修課程之設置與實施的問題。在

保羅中學，這些教師專業社群的成立，雖然不是教師自行籌組的，是行政人員如

校長或教務主任召集並且帶領議題討論，教師在行政人員的引導下表達意見、進

行專業對話的組織學習，但是這樣的組織學習成果確實使得教師對於新的教育政

策及新的課程適應更快，也使教師對於教材教法或校本課程的實施，有更週延的

配套措施。所以，在保羅中學所發生的教學問題、課程問題，都能透過組織學習

的模式共同商討對策並加以解決，其中行政領導的角色也確實不可缺乏。 
 
原則上我們是每個禮拜有研究會議，固定的形式我們會有一個主要的一個議題；

沒有訂議題的部份，是由召集人擔任主席，進行學程或者是領域裡面教學課程的

一個研討，包含教材教法的心得分享或是校外研習的心得分享。自從我們辦理教

師專業評鑑以來，我覺得比較大改變的是老師，比較知道教學研究會其實是教材

教法的一個研討，甚至於可能是老師彼此新知共享。老師參與程度也比較熱絡，

不會像以前只有召集人在講話，那就慢慢的形成一個改變，就是老師會比較去表

達他的意見跟參與。那像課綱的一個改變，可以讓老師在教學研究會上面去討論，

如果對課程有一些建議或改變的話，我們就會再提課發會討論。可以透過教學研

究會這樣一個功能做課程發展。（訪 97/10/30(4)-A 主任） 

 

由上述可知，保羅中學因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了學校教師之間彼此分享

資源，甚至安排師傅教師帶領新進教師融入教學生涯，快速適應教學環境，另外

也因為討論及探究的風氣，使得保羅中學的教師對於求新求變的態度更加積極，

有了專業成長，學校便對專業自主更加尊重，使得教師更能創新教學，不論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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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教材教法或新的課程的適應都有良好的因應，也充份顯示出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促進組織學習的興盛，提升學校效能。 

另外，隨著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發展，保羅中學已經推動教師建置

教學檔案多年，更甚者推動教師建置學科網頁及教學部落格，以利將教學檔案電

子化，不但可使資料整理、累積更有系統，也可使知識分享的機制為完善、便利，

因此保羅中組織學習社群乃朝無邊、虛擬的方式增進。 

（二）深入耕耘的學校發展計畫 

至於學校發展的問題，由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帶給保羅中學不論是教師或校

長都有一個深刻想法：教師為學校發展的重要資源，教師應朝學校願景共同與學

校齊步邁進。因此，在學校訂定學校發展計畫時，將它定位為深耕計畫，名為深

耕，意即要深入探討及解決學校既存問題，同時也要深深引進教師的力量來共同

發掘學校問題，進而找出解決對策，朝革新方向邁進以求達到深深紮根、實在辦

學。 
 

自 94 年 8 月 1日至今，日子過得飛快但不輕鬆，在擔任校長的這些日子以來，心

中最大的掛慮無非是保羅中學是不是個好學校？這個問題，很高興董事長在 94 年

12 月底時提出今年招生要設門檻，要有機制招來更多好學生並且要往優質學校目

標跨出一步。回顧這些年擔任行政以來，這應該是學校轉型綜合高中以來，再次

提出較為明確的辦學方向，接著就待校長及各處室主任來訂定方針及策略。 

 

優質學校白話而言就是好學校，好學校就校長的理想而言，就是一個活力的、希

望的、友善的、成功的保羅中學，具體來說： 

學校圖像 活力、希望、友善、成功 

學生圖像 

個人生活：尊重生命、誠實、公正、負責、謙恭、合作 

學校生活：敬愛、孝道、禮節、合作、愛校 

社會生活：守法、幫助他人、保護環境、正義、共同體意識 

教師圖像 耐心、愛心、積極、專業、精進 

組織圖像 合作、溫馨、和諧、團結、信任、共榮 

課程圖像 適性、多元、彈性、特色、專精、核心 

行政圖像 服務、熱忱、遠見、主動、效能 

 

要達到這些圖像並不容易，但是校長要說我已經看到一線契機和一個起點；我們

的多元課程在大家經過 6 次教研會，3 次課發會及教務會議充份而專業的教師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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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校本多元課程更臻完整，我們的校園生活因為有迎新、聖誕點燈、音樂會、冠

軍的柔道校隊、越來越亮的籃球校隊，我們似乎更強化了大家對這個團體的認同。 

 

站在這個起點上，校長我有更深的期待，希望呼叫熱情有勁的每個同仁共同啟動

一個深耕計畫： 

對於老師您個人，請您更重視自己在學生面前之威信，威信來自於負責、愛心、

專業的魅力。(文件 5-26) 
 

具體而言，因應高中職優質化的計畫申請，保羅中學首次以教師與行政合作

研撰計畫之方式進行計畫撰寫，因為保羅中學深信教師是教學者，也是問題的發

現者及解決者，若以行政角度提出教學及學習問題之深入解決方案，恐怕不夠具

有效用性，因此邀集相關科目之教師，與行政人員共同對談，有了共識之後再行

提出子計畫之撰寫，而各項子計畫間又必須要有所連繫，不可相互抵觸，因此各

組人員也要有對談機制。 

研擬學校之深耕發展計畫，是一項要徹底重新設置學校教育目標、建置長期

資料庫，找出學校效標常模以作學生學習監控系統的重大工程，它牽涉到跨領

域、跨專長、跨層級的組織學習。易言之，可以藉由教師參與深耕計畫的討論及

研擬而增進學校解決發展問題的人力及能力，這從二位參與計畫撰寫的老師訪談

中便可瞭解。 
 
我覺得在學校我從當實習老師一直走上來，我覺得學校行政工作這方面真得滿用心

的，老師都有一些教育良知，希望把教學工作做好，把班級帶好，但是，讓他有比

較多的心力去思考，譬如說：教學創新、或是班級經營更有效的去提昇，他可以藉

有些會些去討論，那我是覺得說，我們學校有很多固定式的像教學研究會的時間，

那這個之外，能不能夠讓老師有他自己能夠找出時間，去思考一下他們在這個學校

的定位，這份工作對他來講，他希望能夠發展到怎樣的教育理念。 

 

工作任務的輕重緩急，老師沒有辦法全然去理解，如果說真的很清楚的話，配合度

或者能夠由衷的去執行，當初在擬這個計畫的時候有這樣的感受。（訪 97/10/30(1)-J
老師） 

 

我想我們行政的部分，可能是因為工作量太大，很多事情就變成一定按部就班，每

個月一定要做一些例行工作，比較沒有一些思考的時間，去想想看有沒有其他的一

些新的計畫，或者是一些新的想法，一天到晚沈浸在原來固有的例行事務裡面，那

老師的部分是讓我們這些老師，對於教學都有很大熱忱的老師，也都知道行政的困

 151 



第四章 保羅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推動 

難。我覺得就要納入一些老師的人力資源來，那這樣的事情才能擴散，校務的發展

想法才能傳遞。（訪 97/10/30(2)-F 組長） 

 

如此一來，組織學習的層面就擴大，它不只在解決已發生的問題而已，也將

因為要解決問題而改變教學的內涵，甚至重新規劃教學的策略、重新編製教材、

規劃教學方式、教學資源，以及教師結構也跟著變更，若以組織學習的理論來看，

這已經達到雙迴路學習的程度。 

再者，另以學校組織學習形成的歷程來看，保羅中學由剛開始的各項計畫及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零星作法，到上述學生學習監控系統，企圖要建立學校最佳

實務的績效責任檢核以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整合性的計畫來看，保羅中學的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已經自隨意階段邁過自我及人際階段，不再零碎嘗試新方案及沈醉

在原有的成功經驗，進一步保羅中學的組織學習已經處於法則階段，組織成員能

建立一個合作平台，尋找共同圖像及核心價值，建立積極的目標。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開始推動以後，因為我們有教學觀察，就是同儕之間的專業知識

的對話，所以彼此的分享跟學習是有增加的，大家不會門戶之見很深，一開始譬如

說前面剛開始一兩年的時侯，比較會嘛，就學得說好像要接受一個人進到我的教室

來，大家比較排斥。現在的話，大家這個組織文化就反而讓我們組織裡面，每個人

的關係更密切。大家出發點都是好的，讓你的教學比較缺乏的地方可以得到一些互

補。教學觀察，老師互相觀察之後，有比較忠懇的批評，這種評論出來的話，其實

組織文化才會促進學習。這件事情大家都這樣推動下去，大家覺得這個感覺很好，

學校提出其他的革新計畫，大家可能會透過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這種過程，會覺得

說學校往哪個方向走比較好，就提出的一些可行的建議。因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

進大家討論的風氣，還有創新的風氣，而學校革新的步驟裡面，我想對談、討論、

創新，其實是蠻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覺得應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也可說是促進學校

革新的一個力量。（訪 97/10/05-Ｌ老師） 

 

這正是保羅中學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規準中所希望強調的：期盼教師對教

育變革能在自我教學中回應；能重視教師投入課程設計及學校發展的歷程；當

然，在規準中也強調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重視每個學生的學習權益，希望個別帶

起每個學生，這些理念特別能呼應保羅中學個案學校的發展需求。 

保羅中學在學校革新的歷程中，組織學習發揮了很大的作用，教師的參與一

直都未曾缺少，並且已經從單純的跟隨者提升其主動性成為設計者或啟發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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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發展評鑑已經是保羅中學的學校例行事務，革新和評鑑都已經融入教師日

常行為，它不再需要刻意標籤化。 

二、 建立共同意義體系的組織文化 

（一）共同意義的良師圖像 

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至今，學校的組織文化已經形成強調共同願

景的文化氣氛，教師有共同的發展目標，組織文化的氛圍是既重視情誼也重視績

效，教師清楚學校願景，也朝願景目標努力。 
 
老師間的那個凝聚力夠的話，對於學校的一些發展如果他們有參與，或者是我覺得

應該是說那個校園的氣氛，老師間的氣氛營造是非常的重要，可以透過這一個機制

讓老師們交流，學校的組織還有感情文化應該會更融合。（訪 97/10/02-Ｃ主任） 

 
整體來看，學校怎麼把願景跟規準結合，怎樣把教師視為願景發展的資源，而且那

個方式，必需是可能達到的目標，那個目標是老師真的可以達到的。要把願景，轉

換成一些可具體執行的步驟或規準放在老師自評規準裏面去提醒老師，告訴老師，

學校很希望老師有這方面的成長，他就可以針對這部份去改變。（訪 97/10/03(2)-
Ｄ組長） 

 

再者，從保羅中學過去辦學的歷程中，可見學校為求適應外在環境的變革，

常會調整學校設置的科別甚至是學制，以作為發展之適應，在適應學校革新，減

少阻力的策略方面，保羅中學乃以建構共同願景以及加重強調組織成員在學校革

新中的重要性，將組織成員的成長視為學校革新成功的重要助力，因此教師的共

同意義體系及群體規範的建立是明確的，這正也是保羅中學的良師圖像。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則具體描繪了良師圖像，也由於良師圖像能符應學校願

景，教師在教學歷程中，甚至是每天的工作中，自然能有指引可以依循。 
 
好老師大概分幾方面來講，第一個就是必須配合學校的一個發展跟一個願景來做搭

配，必須隨時不斷地去評估學生的接受程度跟能力，而改變他的教學內容、教材跟

教法，第三個部份就是學生的經營跟輔導。（訪 97/10/30(4)-Ａ主任） 

 
如果我們把學校要發展的重點，跟我們想要特別重視的部份以及好老師的標準，在

我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指標上適度去放，那，老師如果願意根據這個規準好好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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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跟好好成長的話，就會達到學校想要走的那一個願景，那我們跟著一步一步這樣

走，我是覺得這樣我們才不會無所適從。（訪 97/10/01(2)-Ｏ老師） 

 

良師圖像是保羅中學在組織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具體的共同意義，是由教

師共同討論出來，共同認定的一套規準，也是組織成員的共同行為規範，當身為

保羅中學的教師說到保羅中學優良教師典範時，他們都知道指的就是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規準規範下的良師圖像。所以，保羅中學的教師們對「好老師」有一套共

同認定的標準，也有行為準則的規範。 
 
老師在這過程之中，隨時保持一個專業的判斷跟解決問題的能力，所以那些規準也

都放在心中了，自己就會提醒自己隨時任何時間都要記得、要關心、要全面性、要

怎麼樣處理學生的問題、處理學生的課業，這會變成一個內化的過程。(訪
97/10/03(2)-Ｄ組長) 

 

（二）專業發展導向的文化 

而在組織文化的建構中除了共同意義體系為重要組成要素外，另一個構成組

織文化的要素乃在於組織對組織成員自主性的尊重程度，在保羅中學的經驗中可

知，從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上來看，當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入制度化發

展時，學校對於教師的專業自主性乃越來越尊重。易言之，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使保羅中學強調教師對專業的重視，並且行政也必須尊重教師個體的自主性，

給予教師創新研究的機制，而在此強調教師個體自主性的前提是教師能擔負責

任，在責任及自主的基調上，教師專業成長必有其發展性，教學成效也必定有所

突破。 
 
專業自主是組織文化的一環，願意讓教師專業自主，就像這次「商業環境與經濟」

課程他們可以協同，有些老師會自己安排所謂的語言課或實驗課程，這些都是所謂

的專業自主，我們沒有干涉，讓他們之間彼此有專業的對話，彼此有專業對話才能

做資源的分享。(訪 97/10/03(1)-Ａ主任) 

 
因此，在這個時期，因為已經形成專業發展導向的組織文化，保羅中學的教

師便在此氛圍下，更加重視教學輔導教師及同儕教師夥伴的專業對話以及教學資

訊的交流，使得教師專業有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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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節小結 

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乃始於配合學校求發展所啟動之各項革新

計畫，在計畫施行之後，漸漸對教師專業的企盼越來越強烈，於是開始推動教師

專業成長及回饋機制，當其推動之後卻又帶動了學校文化的優質化及理性化，也

促進了組織學習的興盛，使學校得到真正的革新。 

茲將本節前述之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組織學習及組織

文化之革新情形，依其時間及情境脈絡整理如表 4-7。 
 
表 4- 7  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歷程和學校革新脈絡 

學校革新脈絡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歷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作法 組織學習 組織文化 

1.綜合高中 
(1)選修機制 
(2)校本課程發

展機制 
2.大學預修課程 
3.課程區域合作

（跨校選修）

計畫 
4.學年學分制試

辦 
5.協同教學 
6.分組教學 

萌芽期(83-88
學年度) 

1.方式 
(1)教師自評 
(2)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 
2.工具 
(1)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評量表

(2)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表 
3.期程 
(1)教師自評每學期末 1 次 
(2)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每學

期末 1 次 
4.結果運用 
(1)提供校長瞭解 
(2)學生意見調查不滿意情形

嚴重者，教務處個別告知 
5.配套措施 
藉課程評鑑之名義實施 

1.專業社群 
(1)教學研究會 
(2)課程發展委員會 
2.教師行動研究 
3.自編教材 
(1)電腦常識 
(2)書法 
(3)數學補救教學編

序教材 
4.教師研究彙編 

1.遵守科層體制

2.尚未著重教師

專業發展 
3.未能明確形塑

學校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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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歷程和學校革新脈絡（續） 

學校革新脈絡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歷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作法 組織學習 組織文化 

1.高中職社區化

計畫 
2.教育部施政主

軸 
3.大學預修課程 

適應期(89-94
學年度) 

1.方式 
(1)教師自評 
(2)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 
(3)教學檔案建置 
(4)聽課制度 
2.工具 
(1)教師教學專業表現評量表

(2)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表 
(3)同儕教學觀察評量表 
(4)同儕教學觀察共同分析表

3.期程 
(1)教師自評每學期末 1 次 
(2)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每學

期末 1 次 
(3)教學檔案每學年 1 次 
(4)聽課每學期 1 次 
4.結果運用 
(1)通知每位個別教師 
(2)召集人也可知道同一領域

（學程）之結果 
(3)召集人個別輔導 
5.配套措施 
(1)以資訊系統處理結果 
(2)列入行事曆 
(3)同儕自尋夥伴聽課 

1.專業社群 
(1)教學研究會 
(2)課程發展委員會 
(3)召集人聯席會 
(4)同儕教學觀察夥

伴 
2.協同教學 
3.教師研究彙編 
4.自編教材 
(1)健身 
(2)德育課程 
(3)生活禮儀 

1.重視教師專業

2.強調教學者效

能 
3..教學專業及

課程發展機制

上容許衝突發

生、可開放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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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歷程和學校革新脈絡（續） 

學校革新脈絡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歷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作法 組織學習 組織文化 

1.高中職優質化 
2.學生學習成就

監控系統 
3.學生學習歷程

檔案 
  

發展期(95-97
學年度) 

1.方式 
(1)教師自評 
(2)學生課程意見調查 
(3)教學觀察 
(4)教學檔案 
2.工具 
(1)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2)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表 
(3)課程意見調查表 
(4)教學觀察前會議記錄 
(5)教學觀察評量表 
(6)教學觀察共同分析表 
(7)教學觀察教師自省表 
(8)教學檔案評量表 
(9)後設評鑑問卷調查表 
(10)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調

查問卷(量化) 
(11)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調

查問卷(開放式) 
3.期程 
(1)教師自評每學期末 1 次 
(2)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每學

期末 1 次 
(3)教學觀察 

同儕每學期 1 次 
召集人(評鑑人員)每學期 1

次 
(4)教學檔案每學年 1 次 
4.結果運用 
(1)告知個人 
(2)告知召集人 
(3)撰寫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4)安排教學輔導教師協助課

程滿意度 3 分以下教師 
(5)獎勵優良檔案 
(6)安排社群之專業成長工作

坊 
5.配套措施 
(1)成立工作小組 
(2)擬訂評鑑倫理 
(3)培訓評鑑人員/教學輔導

教師/宣導講師 
(4)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5)編印實施手冊 
(6)教學錄影 
(7)學科網頁 
(8)彙整評鑑報告 
(9)辦理專業成長活動 
(10)新進教師安排教學輔導

教師 

1.專業社群 
(1)教學研究會 
(2)課程發展委員會 
(3)召集人聯席會 
(4)同儕教學觀察夥

伴 
(5)新進教師與師傅

教師 
(6)虛擬社群（網頁

回饋） 
2.教師研究彙編 
3.協同教學 
4.自編教材 
(1)職業試探教材 
(2)職業試探教學光

碟 
(3)健身 
(4)生活法律 
(5)生活禮儀 
(6)德育課程 
5.學校深耕發展計

畫 

1..學校願景明

確地形塑 
2.良師圖像成為

教師共同意義

體系 
3.強調教師專業

發展導向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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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第五章  結論與啟示 

在前述章節分析保羅中學於學校求發展的背景下，如何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以帶動學校革新，包括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革新脈絡、歷程、影響其成

效的因素、推動後所帶動之組織文化改善及組織學習的促進等。本章針對研究的

發現加以歸納，總結研究的結果並引申其對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

革新的啟示，最後則對未來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法，針對學校如何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促進學校革

新進行探討。本章節是以第四章的研究發現與分析為基礎，以第二章文獻探討中

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革新、組織學習、組織文化等的相關概念，綜合歸納

出本研究的結論。 

壹、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革新脈絡歷經課程本位化、學校

社區化及優質化 

保羅中學在教育改革的時代背景下，為求適應外在環境，開始在校內推動學

校課程、教學、行政等多項革新措施，這些實驗性的革新措施，帶給保羅中學成

功的革新經驗，但是當學校想將這些實驗性的革新措施深植於學校時，卻深深覺

得教師的能力也必須提升，這樣學校才能有能力延續更多革新的經驗。 

尤其是以綜合高中的試辦為主，保羅中學自辦理綜合高中實驗課程以來，不

但在學生的適性選修、適性進路發展上有很好的提升，歷年評鑑訪視亦獲得教育

部肯定，帶給學校提升的力量，更在實質上使學校在課程發展機制上得以充分發

揮學校的資源，回應學校所在社區及學生的需求，甚至朝學校社區化及優質化方

向發展，使得學校在近年頻頻變革的教育脈動中可以掌握學校發展方向，充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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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學校自主管理及本位發展；在這個歷程中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著實帶給保

羅中學革新的力量，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保羅中學而言是一個機制，被用來檢視

學校有沒有能力變革、有沒有準備好變革、有沒有啟動變革、有沒有檢驗變革的

結果。 

因此，為求學校發展而啟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的核心理念，它不單為檢視教師的個人素養或能力，對保羅中學而言，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更被視為是學校發展的奠基工程，因為學校本位管理在於學校有

責必須規劃符合學校自身需求的績效管理、督促及提升的作法；教師彰權益能在

於鼓勵教師扮演更積極的角色，不斷改進教學及課程，增進學生成就，成為學校

發展的命運共同體，同時也要經由強化學校的組織力量來支持教師的工作。因

此，脈絡化的教師專業發展是促進學校革新的重要方式。 

貳、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由萌芽期、適應期的先期導入，

隨組織文化的改變進入制度化的發展期 

依保羅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經驗來看，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在執

行時採階段性作法，因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一種對於人員的評鑑，而且它還牽

涉到組織文化的層面，企圖將教師從孤島文化轉移到網絡文化成為願意分享資

訊、相互關懷、互助成長，這種在觀點上的變革，強化教師專業的自主能力與責

任，進行以教師專業發展為核心的評鑑計畫不宜過於躁進。 

在萌芽期，保羅中學藉課程評鑑之名義，由行政帶領推動教師教學專業表現

自評及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目的在使教師聆聽自評與學生回饋之間的內外部聲

音，當時評鑑或調查結果僅提供參考，並未作為任何考核或處置之用。隨著學校

革新脈絡，保羅中學必須走向社區化，回應社區教育需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

入適應期，此時對教師專業表現要求也越來越高，因此，在先前的基礎上再增加

教學檔案建置及同儕聽課制度，至此教師的教室隨著校園的開放而開放，同儕教

師之間專業社群的凝聚更強，教學之省思、回饋也更加熱絡。到了 95 學年度教

育部頒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試辦計畫後，保羅中學便整合過去的先期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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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試辦獲准，因此也獲得許多資源支持，行政端的支持系統也更完善，保羅中

學得以制度化地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發展期，開始

建立組織分工、培訓評鑑人員及教學輔導教師，並建立輔導機制協助教師進行專

業成長計畫，發揮評鑑協助教師專業發展的形成性用途。 

保羅中學採階段性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逐步實施，是一種邊做邊學習的

作法，將不同的評鑑方式如教師教學自評、教學觀察、教學檔案建置及學生課程

滿意度調查等，在實施時所遭遇到的困境或問題逐一解決之後，再推動另一個方

式，以便使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在觀念上可以做好轉變，在態度也可以培

養正向積極的態度。 

另外，階段性地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利於教師能夠從知道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接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熟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展到理解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經歷這種內化的過程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概念與精神融入教師職涯

歷程中成為一種慣性思考。 

參、 法源依據及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的資源提供是主要影響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推動的學校外部因素 

教育部目前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乃採試辦性質，對於學校及教師部分都採

自願及鼓勵方式推動，使得部份教師採觀望或懷疑的態度看待此事，造成學校推

動時之阻力，教師仍以法令不明確、配套規定未完備作為藉口。 

但因應時代的脈絡及回應社會及家長對教師教學品質及專業素養的期待，推

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是一項不容忽視的課題，因此，教育部若能規劃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未來發展方向及取得立法的依據，給予學校行政推動的依據，便可使

得全體教師都能積極投入專業成長，以確保教學品質。 

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以保羅中學的經驗來看，評鑑人員的知能、素

養以及學者專家的諮詢協助，甚至是教師專業成長的機制，如教師進修規劃、教

學輔導導教師的培訓等，都是學校極為需要的資源，這是一個以學校單一的力量

無法齊備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若能提供充足的資源，將有效提升學校在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方面的信度與效度，如此一來也能強化教師及學校在投入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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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評鑑行列的信心與意願。 

肆、 組織文化的氛圍及評鑑結果的運用是主要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推動的學校內部因素 

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其目的在於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推動過程中，

評鑑結果的運用以及組織文化氛圍是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重要學校內

部因素，易言之，良善的組織文化氛圍與妥善的結果運用乃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的基礎工程。 

從保羅中學之經驗可知，其在 95 學年度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前所作的

先期性方式，如教師自評、學生課程滿意度調查、同儕聽課、教學檔案建置等，

已經漸漸形塑教師同儕間的互信、互動氣氛，在學校組織中，教師同儕間的互信

基礎使同儕專業對話及省思、互動得以落實。 

另外，由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評鑑報告，在保羅中學的推動歷程中，乃採

其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之用途，未與教師的考核、薪資、職務有任何關聯，使得教

師在態度上能放心接受評鑑，再者也由於結果運用僅採協助輔導的功能，故在執

行評鑑的過程中，減少受評教師與評鑑人員之間因等第、薪資或職務升遷等利益

衝突而失去同儕專業互動的意義。 

因此，依保羅中學的經驗，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瞭解，該校得以在這麼多年

來推動順利，其主要因素也是因為評鑑結果的妥善運用，不與考核相結合，而是

運用在協助教師擬定個人的專業成長計畫，而除了個人的專業成長計畫外，保羅

中學學科領域或學程之召集人也擔任知識長的角色，擬定該專業社群的成長計

畫，規劃相關的成長進修活動。同時教師專業成長氛圍漸盛之後，藉由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所重視的專業對話及省思，促進教師探究及互信的文化氛圍，以學校利

益與前景為考量，不斷要求自我成長，形塑良善的組織文化，不但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推動，也促進學校願景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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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使組織學習層次從個人提升至社群，並

涉及學校既有價值及規範重設之歷程 

學校是一個開放系統，不斷與外界環境交互作用，學校自社會大環境輸入知

識、目標及資源，也對社會大環境輸出學校的教育成果，而學校教育成果在社會

大環境中必定會受到優劣評斷，積極革新的學校必定讓這種評斷回饋到輸入機

制，以改變輸入和轉換歷程的操作，進而改善教育成果，這種回饋作用使學校組

織能維持其平衡穩定，避免驅向死亡。 

以保羅中學為例，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瞭解受教者對教學的感受，並將回

應環境的學校革新願景置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中，是一種回饋機制，也是一

種組織學習的集體探究歷程。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過程中發現教學與課程

目標的差距，便會協助教師尋求解決方案，進行改善行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帶動組織學習，實質讓教師受惠，教師獲得教學的實質

改變，專業的實際成長，而教師因學習獲得的新知識、新想法，也藉由分享討論

成為組織文化規範、政策或技術改進之一，如此便觸動教師瞭解到自己為學校組

織中的一份子，願意不侷限於個人學習，還能提升到跨越個人、社群的學習。 

從保羅中學的經驗中可知，在落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前，保羅中學在校務

革新上所作的是單一問題的解決，例如，在未重新設計課程架構時便推動協同教

學、分組教學等教學法的革新，便是不去探究問題根源或忽略問題牽涉層面的單

迴路學習。但隨著學校革脈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使保羅中學的組織學習得

以提升，具體而言保羅中學所啟動的綜合高中校本課程、學校社區化或優質化都

是一種價值重塑、願景擬訂的歷程，在課程架構、教師人力源及學校各單位的發

展配套措略都有重新的設計，在這些革新歷程中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帶來的教師

專業成長，給予學校革新許多支持的力量，不但增進教師的知能，也促進教師在

態度情意上願意正向回應革新，在行動上努力修正已瞭解到的改善事項，因此，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帶動的是雙迴路學習，它是一種涉及既有價值及規範的重設

歷程。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使組織學習的評鑑探究得以發揚，使教師能作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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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思考，啟發教師持續性的自我更新，在過程中不斷尋找多元聲音，進行對話

與反思的學習歷程，而這個歷程不僅止於教師個人，也會發生在教師專業社群及

學校組織層級，這也讓學校革新的方向，在政策上，從負面指正發展到正面協助；

在解決方案方面，從一元發展到多元；在革新發展的歷程從革新進展成為制度

化；在教師角色從獨行進展成為夥伴；更甚者使教師對學校革新的參與上從忽略

進展到深層認識，因此，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真正能帶動組織學習的氛圍，而

組織學習卻更進一步帶動學校革新的力量。 

陸、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使組織文化從重視和諧走向評鑑探究

的專業發展導向文化 

組織並非獨立於環境之外，因此，組織文化雖有其獨特性，但仍舊與其所處

的社會體系相通，在我們華人的社會文化中，強調的是儒家文化為主體，重視和

諧、講究關係，學校的組織也正是如此。而在工作的情境中影響關係好壞、和諧

與否，重要的是在人情的往來、情感的互通，至於組織學習或專業成長所強調的

基本要素－反省、回饋、分享、揭露，則是傳統組織文化中欠缺或避諱的，保羅

中學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前與傳統的組織文化一樣，比較重視表面和諧的

維持，對於會觸動組織成員爭議或破壞既有平靜氣氛的事情，是不願意發生的。 

但是上述這樣的組織文化有可能使組織沈浸在危機中而無法自知，像是煮蛙

效應一般，一個組織若是沈湎在過去的成就及平靜，不知危機逐漸形成，也看不

到環境逐步改變中，不能超越過去，超越自我，終將在安逸中死亡，這對保羅中

學一個私立學校而言，是學校求發展時不容發生的。 

因此，在此科技快速變化及學校社區化之下，保羅中學不斷被要求回應利害

關係人的期望，建立學校績效責任，此時，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藉此重新

形塑組織文化，在教師互動的行為準則、信奉的價值觀及思考的習慣等方面，皆

將組織學習、專業成長的意涵建立，深植於其中，在教師的信念中以理性、互信

為基礎，覺知成長的重要並付出行動。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使保羅中學教師的深層價值觀中具有評鑑促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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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並使得學校革新成為學校成長共享的價值系統，內化在教師行為，當其

面對新事物、新課程以及新的教學法時，都能有革新的認知與準備，而其認知與

準備的程度是否足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又可當成檢視的機制，能對教師的努力

回饋意見，再加上學校給予專業成長的協助與支持，組織文化便有良善的循環與

氛圍，新進成員進入這個學校，也將透過社會化的歷程，融入這樣的組織文化，

而組織文化便能持續的傳遞，成為穩定的組織文化。 

因此，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賴良善的組織文化，而組織文化也能藉由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獲致改善，重建教師的價值觀，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為

學校的內建機制，營造以評鑑探究的精神與行動帶動學校組織學習的組織文化，

使教師成為學校革新的促進者，提升學校革新效能。 

第二節  啟示 

本節根據研究結論所獲得的許多啟示，分別述明。 

壹、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宜從學校改進發展的面向思考 

現階段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乃定位在試辦階

段，因此，規範並不多，大抵對於評鑑人員及教學輔導教師的資格有所規定外，

在評鑑規準部份乃採四個層面的建議，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及敬業精神與態度等，而指標及檢核重點的內容則採校本精神，

學校得自行研擬或引用教育部提供的參考版本皆可。 

事實上，每個學校在資源上，發展方向上以及遭遇的問題等都有其個別性；

若要進行教師的成長，使教師能隨學校發展而精進或提升教師解決問題的能力，

那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規準訂定，則要採因校制宜，對於評鑑的方式是採自

評、教學觀察、檔案建置或學生調查，更應該因校制宜，這些方式或規準的採用

和學校的組織文化與組統學習氣氛有很大的關係。是故，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宜從

學校改進發展的面向思考，保留校本自主空間給予學校，始能達到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促進學校革新，學校革新能回應學校績效責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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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宜提供有效資源以協助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 

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所需要的資源計有經費補助、諮詢輔導需

求、成長課程與獎勵措施等，自教育部頒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試辦計畫之後，

對於上述資源已有提供，然而以保羅中學為例，是一所高中學校，其所能獲得的

資源不論在量或質上皆相同於國小、國中，在實質上雖對保羅中學的推動工作有

所助益，但卻不夠充足及有效，例如：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人數受到限制，使得

實際在校內需要協助的教師難以獲得協助，又因高中為分科教學，有所謂隔行如

隔山的問題，在某些規準的評鑑或協助上，若採跨學科專長的夥伴關係，似乎難

以得到教師的認同，因此有必要在評鑑人員、教學輔導教師，甚至是規準的採用

上，都有分科的必要，所需資源當然就不同於國小及國中。 

因此，教育部提供之培訓課程甚至其他配套措施在未分別國小、國中、高中

職的需求時，對於高中職的資源協助則顯得尚有不足之處，宜針對不同階段學校

的屬性給予資源協助，而更實際有效的作法則應成立諮詢輔導的機制，運用學者

專家的資源提供學校推動上問題解決的協助。 

另外，對於學校推動有所績效時，宜有獎勵的配套措施，諸如給予經費上更

多的補助，落實所需之器材設備之添置或是給予觀摩訪問的參訪機會等，都是很

好的獎勵，再者在經費的補助上宜採計畫需求的編列原則，始能有效協助學校在

推動資源的補足，例如若學校在某些學科上因師資人數不足，無法有相同學科之

評鑑人員協助成長，那麼應可尋求跨校或社區的資源，所需之經費應於經費補助

項目內編列支應，以關照到每位教師，同時也可解決學校的困難，提升學校推動

教師專業評鑑的意願。 

參、 學校革新宜重視教師在革新計畫中的主體性 

近年來，我國教育政策多有更迭，許多學校回應教育政策的改變便啟動學校

革新，而縱觀歷年教育政策的推展，多以行政帶動學校績效或學校革新為考量，

增加學校行政人員諸多壓力，實際產生的困難則為學校行政人員隨教育政策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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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出新一般，不斷更替，造成學校的革新經驗既無法延續，也無法檢討改進。 

因此，從行政端啟動學校革新並不是最好或唯一的方法，學校革新時，宜重

視教師的力量。因為教學是一種專業又自主的領域，再好的政策也無法完全主宰

學校革新的成敗，學校革新的目的最終都不外乎在求教學品質的提升。學校革新

的關鍵不在行政而在教學、在教室、在教師，因此促進學校革新的動力不只是行

政的領導而已，帶給學校根本及品質的革新，絕對需要態度積極、有自省能力、

能注意專業新知、重視專業承諾的教師，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則是讓教師能在課

程的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修進這些方面有所省思，有所提

升的一種機制，更甚者還能提醒教師在經師之外，扮演人師的角色，注意自己的

敬業精神與態度，既注重教學表現也重視教師專業的承諾。 

學校是由教師、學生組成的，而教師的組織又可以說是由個別的教師到同領

域（學程）的教師組成社群，再由各個不同的社群組成學校的全體教師，由此推

知，個別教師不能提升能力、不能進行學習，那麼社群的意義便也就不存在，而

社群若無法凝聚成長的力量，那麼學校教師的專業成長就難以有具體的發展，學

校革新的力量也就無法獲得，因此在規劃或進行學校革新的同時，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應一併規劃與推動，始能相輔相成。易言之，在學校革新的計畫中，教師的

主體性是不容忽視的，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便是藉著組織學習的方式帶動教師覺

知其在學校發展中的角色及意義，進而增進教師參與及投入學校革新計畫，彰顯

教師在學校革新計畫中的主體性。 

肆、 為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學校應建立計畫執行步驟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功則能創造優質的組織文化，增進學校成員的認同

感及去除自我中心的本位主義，營造專業合作與成長的信念，願意在理性的基礎

上共享教學資源，反之若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太過躁進、不得要領，將造成更

多組織成員之間的衝突，教師之間的孤立與籓籬將更加高高豎立起來，由上而下

視導的不安與焦慮將會擴大。所以，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宜謹慎評估

與規劃實際運作的策略與步驟，評鑑方式的選擇，評鑑規準層面的範圍都可以依

學校組織文化的狀況有所不同，在步驟上可以分年、分階段逐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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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步驟上必須重視宣導溝通機制的建立，成立推動

的工作小組，辦理組織分工，使推動工作能更有計劃性且更加周延。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的歷程要達到該項計畫的效用性，則有賴評鑑人員及

推動人員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認知與素養，以維持其品質，因此學校應善用教

育部的提供之培訓課程，選派合宜的人員參與課程，協助學校推動。 

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可由以下五個步驟進行： 

一、 準備與宣導 

（一）成立組織，進行分工。 

（二）召開評鑑前會議，取得共識確認評鑑的目的、對象、規準、方式、工具、

程序步驟、評鑑時程、獎勵制度、教師專業成長回饋方式等。 

（三）透過正式與非正式場合的意見交流與溝通，以及文件資料的說明，落實評

鑑工作的宣導。 

（四）對重要關係人說明該計畫之重要性。 

（五）通過校務會議及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之核定。 

在此步驟應重視具體、清晰地表達評鑑計畫的目的及理念，以開放的態度協

商、對話，追求共同成長目標，降低教師防禦心理。 

二、 實施評鑑 

（一）以多元的評鑑方式進行評鑑資料的蒐集，例如：教師自我評鑑、教學觀察、

教學檔案、課程滿意度調查等。 

（二）評鑑人員能對受評者維持專業、友善的互動態度。 

（三）評鑑人員的權責範圍明確且具互信基礎。 

在此步驟應重視恪遵評鑑倫理，鼓勵專業對話的氣氛。 

三、 評鑑總結 

（一）召開評鑑後討論會議，並撰寫正式評鑑報告，做成結論與建議。 

（二）召開評鑑檢討會議，提供受評教師申訴及說明機會。 

在此步驟應重視就事論事的判斷，以及尊重隱私與專業，並且強調事實本質

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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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與改進 

（一）依據評鑑報告結果，由受評教師訂定專業成長計畫。 

（二）對於表現優異之受評教師進行獎勵。 

（三）定期追蹤受評教師的個別改善結果。 

在此步驟建立信任的關係應先於解決問題，因為互信基礎能降低組織學習的

障礙。 

五、 後設評鑑 

（一） 進行後設評鑑調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之效用性、可行性、適切性及

精確性。 

（二） 依據後設評鑑之結果，進行評鑑計畫的檢討與修正。 

在此步驟應重視省思與批判，以增進後設評鑑之能力。 

若能依上述步驟逐一完成，並輔以組織分工之完整，責任及權責明確並在互

信基礎上推動，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定能順利推展並收成效。 

伍、 學校應建立組織分工及評鑑倫理以制度化地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 

我國目前從過去重視校務或各種方案的評鑑，轉而在近年隨著社會對教師的

期望及對學校績效的重視，開始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一種形成性、診斷性及發展性的評鑑，必須透過多元的

資料蒐集方式及多元的主體形式進行，並且應訂有相關配套措施，諸如：提供資

源、訂定期程、提供教師協助、整理分析資料，以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能

朝向維持與制度化永續推動。因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絕無法靠教師個別

進行，必定要組成工作小組或推動團隊，一來使各項工作及計畫期程能順利進

行，二來則可以成為一種永續的機制，推動人員因專長不一，任務也不一，並且

能依任務之不同而接受不同的培訓課程，以作有效的分工。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乃為一種牽涉到「人」的評鑑，因此，在學校進行這項計

畫時，應重視教師的彰權益能，一方面彰顯教師專業的重要，賦予教師專業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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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則要強調不斷培養教師更好的專業能力。易言之，彰權益能絕非只談教

師參與學校發展、課程發展、維護教學專業自主等權力而已，更重要的是希望帶

動對評鑑歷程的重視，以培養教師自我改進的能力，因此，其本意並不在於所謂

他評的視導意義，他評的意義仍在協助、回饋、分享，評鑑人員的責任與工作也

就是如此，這樣一來，評鑑倫理則相當重要，必須配合組織分工情形訂定推動該

項計畫之相關人員倫理守則，以規範計畫中每個角色的行為準則，避免因為態度

問題造成推動工作的無法順利進行。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一項細膩的工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員的倫理規範使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變得更精緻。 

陸、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目的在其過程性用途，學校應建置專業

對話平台以促進組織學習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首重其增進組織學習的過程性用途，並非為了總結安

置或處理教師之聘任、薪資問題。因此，組織學習所需要的共同成長與專業對話

的平台，學校行政單位應妥適安排，平台的建立包括夥伴教師的安排、共同進修

時間、專業社群的形成與維持等，此皆需行政單位作完整之配套。易言之，當評

鑑開始執行以後，評鑑前與評鑑後之教師專業對話是必要的，若缺少專業對話，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將會變成是一種少了夥伴回饋的教師評鑑，無法彰顯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過程性用途。 

在教師繁瑣的工作中，如何使專業社群的共同進修或對話機會增進，不但需

要共同空白時間的安排，還要有會談空間的需求，因此學校在教師辦公室的安排

上，為使組織學習能有效運作，宜採同一學科領域或學程教師在同一辦公室為

宜，以增加專業回饋及對話的方便性。另外，若能將教學檔案 E 化，甚至以部落

格方式建置，則更能增進對話的便利，不受時間、地點的限制。 

是故，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能促進組織學習，惟在各項配套措施上也必須

建置完備，俾便組織學習的進行與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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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學校宜妥善運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結果，建立教師專業

成長機制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側重的是過程性用途，因此對於評鑑結果，學校宜

審慎運用，首先應尊重教師隱私，不任意公開，再者應建立獎優扶弱的機制，讓

執行認真的教師獲得肯認，方式不論是以表揚或推薦成為教學輔導教師都可視為

一種鼓勵。然而，對於無法達到規準要求的教師，則應妥適安排教學輔導教師，

使其有機會獲得協助，並能針對問題進行改善。 

獎優扶弱的機制若能完善，教師始能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參與歷程中獲得

成長，除了獎優扶弱之外，每位教師則應針對個人的年度評鑑報告進行專業成長

計畫之研擬，專業成長計畫執行時所需之協助如進修管道、夥伴教師、教學資訊

獲得等，學校方面應適時給予協助與解決。因此，學校應培養及重視體制中向來

都有的學科召集人，使其有能力負起責任，以提供教師成長的協助，同時學校亦

應整合各項資源給予需協助之教師，使教師能在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後獲得

實質之受惠與成長，教師有了成長，方能帶動學校革新。 

捌、 後續進行相關研究時，可考慮不同組織脈絡的個案及量化的研

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個案的挑選上，是以綜合高級中學為樣本，而且是一所私立的

學校，其於推動學校革新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基本條件，自然有別於其他學制

的學校及公立學校，未來在研究學校革新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可以選擇不同

背景的學校做為對象，以瞭解不同脈絡下的組織，推動學校革新與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經驗及方式。 

另外，建議後續研究可以輔以問卷調查法進行是類議題的深入探討，從量化

及客觀的角度探究，以期提出更周全的推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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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觀察時間表 

代碼 觀察活動／主題 觀察地點 觀察時間 
觀 96/09/28 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室(4F) 96/09/28/16:30 
觀 96/10/03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6/10/03/07:30 
觀 96/10/31 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室(4F) 96/10/31/16:30 
觀 96/11/05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6/11/05/16:30 
觀 96/11/30 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室(4F) 96/11/30/16:30 
觀 96/12/05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6/12/05/12:20 
觀 96/12/12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6/12/12/12:20 
觀 97/01/11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7/01/11/16:30 
觀 97/02/01 教務會議 禮堂 97/02/01/08:30 
觀 97/03/12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7/03/12/16:30 
觀 97/04/16(1) 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室(4F) 97/04/16/16:30 
觀 97/04/16(2)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7/04/16/17:00 
觀 97/04/18 董事會 董事會會議室 97/04/18/10:00 
觀 97/04/28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7/04/28/16:30 
觀 97/06/13 校務發展會議 會議室(4F) 97/06/13/16:30 
觀 97/06/27 期末校務會議 禮堂 97/06/27/16:30 
觀 97/07/16 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室(4F) 97/07/16/13:30 
觀 97/08/25 教務會議 禮堂 97/08/25/08:00 
觀 97/09/01 期初校務會議 禮堂 97/09/01/14:30 

觀 97/09/1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檔案觀摩

暨專家座談 
會議室(1F) 97/09/18/16:30 

觀 97/10/07 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室(1F) 97/10/07/07:30 
觀 97/10/09 董事會 董事會會議室 97/10/09/10:00 
觀 97/10/21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室(4F) 97/10/21/16:30 
觀 97/10/21 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室(4F) 97/10/2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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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指引 

壹、 主任及組長 

一、 受訪者背景 
（一） 請問老師您的教學年資有多少年？在目前的學校的教學年資有多少

年？您的學歷為何？ 

（二） 請問您在本校擔任過哪些職務？屬於哪一學程／領域？ 

二、 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背景因素 
（一） 請您說明本校自 83 學年度以來，學校的發展與變化。 

（二） 請您說明在這些學校歷經的發展與變化的歷程中，學校老師在這當中所

扮演的角色為何？ 

三、 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策略與作法 
（一） 請問學校是在什麼樣的因素考量下，開始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二） 請回想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是怎樣？有沒有分階段的作

法？這些和學校校務發展有沒有關係？ 

（三） 影響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成效因素有哪些？請就校內的部

份及校外大環境的因素說明。 

（四） 請說明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其評鑑結果是如何運用的？ 

四、 組織文化 
（一） 請您說明就您所知什麼樣的老師形象是本校的好老師？ 

（二） 請您說明學校及校內的老師對新的事物、新的教育政策的接受態度如

何？ 

（三） 請您說明一下學校文化在歷經這些學校的發展與變化後有何改變？ 

五、 組織學習 
（一） 請您說明學校的教師共同進修是如何安排的？ 

（二） 教師參與情形如何？請您說明學校的教學研究會是如何進行？具體的

成效有什麼？ 

（三） 請從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歷程想想，因為學校推動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是否促進了組織學習？ 

（四） 請問學校成員的組織學習是如何管理評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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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召集人 

一、 受訪者背景 
（一） 請問老師您的教學年資有多少年？在目前的學校的教學年資有多少

年？您的學歷為何？ 

（二） 請問您在本校擔任過哪些職務？屬於哪一學程／領域？ 

二、 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策略與作法 
（一） 請您說明您認為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用意何？ 

（二） 請您回想學校這些年來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作法是不是有階段

性？而且這些作法是不是有階段性？而且這些作法與學校發展有沒

有關係？ 

（三） 您認為在校內部份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成

效？在校外部份，又有哪些因素？ 

三、 組織文化 
（一） 請就您的所知說明您認為的符合本校好老師形象的標準是什麼？ 

（二） 請您說明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後，學校組織文化有沒有改變？ 

四、 組織學習 
（一） 請問您是怎樣帶動學程／領域內的教師的交流？ 

（二） 請問您所帶領的學程／領域是如何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並請

說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是否有助於促進教師間的交流與成

長？ 

（三） 請問您所帶領的學程／領域對於近年來不斷更新的課綱及課程結構

是如何因應的？並請說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是否有助於養成

教師面對新事務、新政策的接受態度？ 

（四） 請問您對於教學上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並請說明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對推動是否有助於社群學習。 

參、 教師 

一、 受訪者背景 
（一） 請問老師您的教學年資有多少年？在目前的學校的教學年資有多少

年？您的學歷為何？ 

（二） 請問您在本校擔任過哪些職務？屬於哪一學程／領域？ 

二、 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策略與作法 
（一） 請您說明您認為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用意何？ 

（二） 請您回想學校這些年來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作法是不是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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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且這些作法是不是有階段性？而且這些作法與學校發展有沒

有關係？ 

（三） 您認為在校內部份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成

效？在校外部份，又有哪些因素？ 

三、 組織文化 
（一） 請說明您感受到的學校文化為何？ 

（二） 請問您認為怎樣的老師是本校的好老師？ 

（三） 請問您覺得學校是如何看待教師在學校革新中的角色？ 

四、 組織學習 
（一） 請問您和同一學程／領域的教師彼此之間的關係是什麼？ 

（二） 請問學校或召集人是如何安排教學研究會及校內研習的活動內容？

老師的參與情形如何？ 

（三） 您認為本校老師對新的事物及新的教育政策接受態度如何？ 

（四） 請問您學校是如何管理或評鑑教師們的組織學習與專業成長的成

果？ 

（五） 請問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您的幫助是什麼？您有感受到學校因

此而不同嗎？ 

 

附錄三 訪談時間表 

代碼 職稱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 97/09/23(1) 
Ｋ老師 

(學程召集人) 
97/09/23/13:00 校長室 

訪 97/09/23(2) Ｅ組長 97/09/23/14:15 校長室 

訪 97/10/01(1) Ｂ主任 97/10/01/09:00 會議室(1) 
訪 97/10/01(2) Ｏ老師 97/10/01/10:00 校長室 
訪 97/10/02 Ｃ主任 97/10/02/08:40 校長室 
訪 97/10/03(1) Ａ主任 97/10/03/10:30 校長室 

訪 97/10/03(2) Ｄ組長 97/10/03/11:05 校長室 

訪 97/10/05 Ｌ老師 97/10/05/11:00 校長室 

訪 97/10/30(1) 
Ｊ老師 

(領域、學程召集人) 
97/10/30/15:30 校長室 

訪 97/10/30(2) Ｆ組長 97/10/30/15:50 校長室 
訪 97/10/30(3) Ｇ組長 97/10/30/16:10 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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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職稱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 97/10/30(4) Ａ主任 97/10/30/17:40 校長室 
訪 97/10/31 Ｌ老師 97/10/31/08:15 校長室 
訪 97/11/03(1) Ｎ老師 97/11/03/08:10 校長室 
訪 97/11/03(2) Ｉ老師 97/11/03/12:00 校長室 
 
 

附錄四 學校文件資料1

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文件 1-1 97/08/11 91 學年度第 1學期本國語言第 11 次教學研究會紀錄 

文件 1-2 97/08/11 
92 學年度第1學期機械技術及製圖學程第6次教學研究

會紀錄 
文件 1-3 97/08/11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學研究會議紀錄 
文件 1-4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教學研究會議議題 
文件 1-5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教學研究會議紀錄 
文件 1-6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教學研究會議紀錄 
文件 1-7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教學研究會議紀錄 
文件 1-8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教學研究會議議題 
文件 1-9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教學研究會議議題 
文件 1-10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學研究會議議題 
文件 1-11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教學研究會議議題 
文件 1-12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教學研究會議議題 
文件 1-13 97/08/29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教學研究會議議題 
文件 1-14 97/10/13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6次教學研究會議議題 
文件 2-1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文件 2-2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文件 2-3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文件 2-4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文件 2-5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文件 2-6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1 1 註：1 表「教研會」文件;2 表「課發會」文件;3 表「行政會報」文件;4 表「教務會議」文件;5
表「校務會議」文件;6 表「工作小組會議」文件;7 表「董事會議」文件;8 表「教育部申請計畫

及成果報告」文件;9 表「研習心得」文件;10 表「校務發表計畫及委員會議紀錄」文件;11 表「量

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具)文件;12 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設評鑑」文件;13 表「大事紀及校

慶特刊」文件;14 表「行事曆」文件;15 表「演講稿」文件;16 表「綜合高中訪視資料及課程手冊」

文件;17 表「社區化資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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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文件 2-7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文件 2-8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文件 2-9 97/10/22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文件 3-1 97/08/11 95 年度暑期第 3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7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8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8 週第 2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7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0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8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2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9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3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0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5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1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0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2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3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4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5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6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9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7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4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8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8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19 97/08/11 96 年度暑期第 1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0 97/08/11 96 年度暑期第 2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1 97/08/11 96 年度暑期第 3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2 97/08/11 96 年度暑期第 4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3 97/08/11 96 年度暑期第 5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4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5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6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7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6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8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7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29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9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0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0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1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1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2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3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3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4 週行政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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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文件 3-34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5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5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6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6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7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7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8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8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0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39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1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0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1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2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3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4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7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5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8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6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9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7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0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8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2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49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3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0 97/08/11 私立學校法修正後學校應辦事項參考原則說明會議 
文件 3-51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4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2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5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3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6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4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7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5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8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6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9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7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0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8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1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59 97/10/15 97 年度暑期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0 97/10/15 97 年度暑期第 2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1 97/10/15 97 年度暑期第 3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2 97/10/15 97 年度暑期第 4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3 97/10/15 97 年度暑期第 5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4 97/10/15 97 年度暑期第 6 次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5 97/10/1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6 97/10/1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7 97/10/1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8 97/10/1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69 97/10/1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週行政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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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文件 3-70 97/10/1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7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71 97/11/0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0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3-72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1 週行政會議紀錄 97/11/12 
文件 3-73 97/11/19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2 週行政會議紀錄 
文件 4-1 97/08/11 88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2 97/08/11 9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3 97/08/11 92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4 97/08/11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暨第一次教學研究會議

記錄 
文件 4-5 97/08/11 93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暨第一次教學研究會議記錄

文件 4-6 97/08/11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7 97/08/11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8 97/08/11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9 97/08/11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10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務會議暨第 1次教學研究會議 
文件 4-11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務處期末檢討會議記錄 
文件 4-12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務會議暨第 1次教學研究會議 
文件 4-13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14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4-15 97/09/10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記錄 
文件 5-1 97/08/11 88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 97/07/18 88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 97/07/18 88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4 97/07/18 88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5 97/07/18 89 學年度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6 97/07/18 89 學年度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7 97/07/18 89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8 97/07/18 89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9 97/07/18 90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0 97/07/18 90 學年度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1 97/07/18 90 學年度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2 97/07/18 90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3 97/07/18 91 學年度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4 97/07/18 91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5 97/07/18 91 學年度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6 97/07/18 91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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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文件 5-17 97/07/18 92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8 97/07/18 92 學年度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19 97/07/18 92 學年度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0 97/07/18 92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1 97/07/18 93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2 97/07/18 93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3 97/07/18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4 97/07/18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5 97/07/18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6 97/07/18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7 97/07/18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8 97/07/18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29 97/07/18 95 學年度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0 97/07/18 95 學年度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1 97/07/18 95 學年度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2 97/07/18 95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3 97/07/18 96 學年度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4 97/07/18 96 學年度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5 97/07/18 96 學年度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6 97/07/18 96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5-37 97/10/22 97 學年度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錄 

文件 6-1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1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2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2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3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3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4 97/08/11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4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5 97/08/1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5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6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1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7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2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8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3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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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議紀錄 

文件 6-9 97/08/11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4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10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2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11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5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12 97/08/11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6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13 97/10/09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1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14 97/10/23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2次會

議紀錄 

文件 6-15 97/11/21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小組第3次會

議紀錄 
文件 7-1 97/10/15 第 13 屆第 1 次董事會議紀錄 
文件 7-2 97/10/15 第 13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紀錄 
文件 7-3 97/10/15 第 13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紀錄 
文件 7-4 97/10/15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紀錄 
文件 7-5 97/10/15 第 13 屆第 5 次董事會議紀錄 
文件 7-6 97/10/15 第 13 屆第 6 次董事會議紀錄 
文件 8-1 97/10/10 95 學年度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成果報告 
文件 8-2 97/10/10 96 學年度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成果報告 
文件 8-3 97/10/10 96 學年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實施成果 
文件 8-4 97/10/10 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訪視紀錄及實施檢核表 

文件 8-5 97/10/10 
教育部行動研究報告：編序教材於數學科補救教學之應

用 
文件 9-1 97/10/25 96 年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輔導知能研習 

文件 9-2 97/10/25 96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師研習心得 

文件 9-3 97/10/25 96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師研習成果手冊 

文件 9-4 97/10/25 96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師研習成果手冊 

文件 9-5 97/10/25 
96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成果手冊-教學檔

案製作研討 

文件 9-6 97/10/25 
96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成果手冊-教學檔

案之製作 

文件 9-7 97/10/25 96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學檔案研習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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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學校革新之個案研究 

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文件 9-8 97/10/25 97 年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人員研習(北區) 
文件 10-1 97/07/18 93 學年度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手冊 
文件 10-2 97/07/18 94 學年度校務發展工作計畫手冊 
文件 10-3 97/07/18 94 學年度校務發展工作計畫會議實錄 
文件 10-4 97/07/18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文件 10-5 97/07/18 96 學年度校務發展會議紀錄 
文件 10-6 97/07/18 96 學年度校務發展座談會紀錄 
文件 10-7 97/07/18 校務發展計畫(95~97 學年度) 
文件 10-8 97/07/18 校務發展計畫(96~98 學年度) 
文件 11-1 97/10/9 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表(83-88 學年度) 
文件 11-2 97/10/9 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表(89-94 學年度) 
文件 11-3 97/10/9 教師教學自我評量表(95-97 學年度) 
文件 11-4 97/10/9 課程滿意度調查表(83-88 學年度) 
文件 11-5 97/10/9 課程意見調查表(89-94 學年度) 
文件 11-6 97/10/9 課程意見調查表(95-97 學年度) 
文件 11-7 97/10/9 同儕教學觀摩評量表(89-94 學年度) 
文件 11-8 97/10/9 同儕教學觀摩共同分析表(89-94 學年度) 
文件 11-9 97/10/9 教學觀察前會議紀錄(95-97 學年度) 
文件 11-10 97/10/9 教學觀察評量表(95-97 學年度) 
文件 11-11 97/10/9 教學觀察共同分析表(95-97 學年度) 
文件 11-12 97/10/9 教學觀察教師自省表(95-97 學年度) 
文件 11-13 97/10/9 教學檔案評量表(95-97 學年度) 

文件 12-1 97/09/28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設評鑑統計分析

表統計結果 

文件 12-2 97/09/28 97 學年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文件 12-3 97/09/28 後設評鑑問卷調查表 
文件 12-4 97/09/2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調查問卷(開放式) 
文件 12-5 97/09/2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調查問卷(量化) 
文件 13-1 97/09/28 59-94 學年度大事紀 

文件 13-2 97/09/28 95 年度大事紀要 

文件 13-3 97/09/28 95 學年度大事紀 
文件 13-4 97/09/28 96 年度大事紀要 
文件 13-5 97/09/28 96 學年度大事紀 
文件 13-6 97/09/28 35 週年校慶特刊 
文件 13-7 97/09/28 37 週年校慶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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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文件 14-1 97/10/25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行事曆 
文件 14-2 97/10/25 96 學年度寒假行事曆 
文件 14-3 97/10/25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行事曆 
文件 14-4 97/10/25 96 學年度暑假行事曆 
文件 14-5 97/10/2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行事曆 
文件 14-6 97/10/25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活動及事項 

文件 14-7 97/10/25 95-97 教師專業展評鑑研習 
文件 14-8 97/10/25 97 學年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作行事曆 
文件 14-9 97/10/25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觀察時間一覽表 
文件 15-1 97/10/25 學校發展計畫與學校效能個案分析-學校變身大行動 
文件 15-2 97/10/25 最佳實務評鑑-以一所私立綜合高中為對象 
文件 15-3 97/10/25 以 NCEA 最佳實務之關鍵重點檢核本校校務評鑑 

文件 15-4 97/10/25 高中校務評鑑指標 

文件 15-5 97/10/25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文件 15-6 97/10/25 綜合高中發展與願景 

文件 15-7 97/10/25 
建立學校與社區交流平台以台北六區建立高中職社區

化社區聯繫窗口為例 

文件 15-8 97/10/25 定向輔導機制經驗分享 

文件 16-1 97/10/25 85 學年度綜合高中試辦學校課程實驗輔導結果 
文件 16-2 97/10/25 86 學年度綜合高中課程實驗輔導訪視工作報告 

文件 16-3 97/10/25 
87 學年度綜合高中輔導訪視會議記錄第第一屆升學績

效表 

文件 16-4 97/10/25 
92 年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總體成效等第學

校名單 

文件 16-5 97/10/25 
93 年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總體成效等第學

校名單 

文件 16-6 97/10/25 
94 年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總體成效等第學

校名單 

文件 16-7 97/10/25 
95 年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總體成效等第學

校名單 

文件 16-8 97/10/25 
96 年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總體成效等第學

校名單 
文件 16-9 97/10/25 綜合高中課程手冊(96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文件 16-10 97/10/25 95 年度綜合中諮詣輔導專案輔導手冊 
文件 17-1 97/07/18 90 學年度高中職社區合作專案實施計畫實施報告 
文件 17-2 97/07/18 91 學年度高中職社區合作專案實施計畫執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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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蒐集日期 文件主題／內容 

文件 17-3 97/07/18 
92 學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執行成

果報告 
文件 17-4 97/07/18 93 至 94 年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書 
文件 17-5 97/07/18 94 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書 

文件 17-6 97/07/18 95 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書 

文件 17-7 97/07/18 96 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書 

文件 17-8 97/07/18 97-98 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書 

文件 17-9 97/07/18 94 年度高中職社區化社區合作專案執行成果 

文件 17-10 97/07/18 94 年度高中職社區化社區特色專案執行成果 
文件 17-11 97/07/18 95 年度高中職社區化社區合作專案執行成果 

文件 17-12 97/07/18 96 年度高中職社區化社區合作專案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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