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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首
研究者十年前初任中小學教務主任峙，巡堂看每一位教師的教學，乃是職責
所在，可以藉由逃堂，了解教師在課堂主的教學表現，同仁若有不合宜的教學行為
時，可以找時間私下與教師唔談，或透過其他方式(如各種會議)讓教師明白什麼
是適當或不適當的教學行為，例如在教師胡會時宜導，或請其他教師轉遠正確的教

學理念與行為，或是安排會議請教師分享教學心得及教學新划等，進而促使教師改
正較為不佳的教學表現及增進教學知能，最 f表達成提升整體教學效果的目標。經過

幾次的逃堂後，在研究者心中有一些想法如下:當教師看到教務主任在教室走廊行
走逃視時，原本坐在位置上的教師，有些會馬上起立，或對學生講話(原本教室是
靜默的)

，或走向學生行間，或閉上正在閱讀的報紙書籍等;有些則正常繼續進行

其教學行為，而未察覺有人從走廊經過。當時研究者(職稱是教務主任)的想法很
單純:有些教師值在表面上做給教務主任(教學巡視者)看，而在教務主任一天最
多逃一兩次堂(有時甚至沒有時間可以做教學逃稅)的情況下，大部分的教學時
間，教師可以完全自主(包括表現正確或不合宜的教學行為)

，當時研究者內心感

覺，這樣的短暫逃堂會有什麼效果呢?因此，研究者產生了不必積極巡堂，及認為
巡堂對於改進教師教學效果很有限的想法。當然彼時那樣的想法並不太正確，有機
會修習教育視導研究後，研究者更是認為當初的觀導教學理念和作法，皆不太周延

理想;也由於對教育視導的不完全認知，及迷惑其施行和效果如何，使研究者有動
機選修教育視導學分。而在選{官說導學分，徹底了解相關知能後，認為教育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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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非常重要，以前對視導的迷惑和無妞， f史研究者後悔以住在擔任教務主任時，並未善用視

導的機制，以使教師的教學表現和學生的學習效果更增進。在現代教改潮流下，及現在教師專
業自主權高漲之後，上級逃堂的行為，有時會遭受到教師的排斥與不諒解，更增添教育視導的

難度及阻礙。因此，如何巡堂視導及如何運用視導行為，增進教學效能，便成為重要的教學領

導課題之一。就教學視導的雙方角色而言，校長及教務主任是視導者，教師是被視導者;就岡
儕視導而言，教師一方為視導者，另一方為被視導者;而教師角色可以互換，以互相提供教學
的建議與看法。以目前的教育現場狀況而言，視導者和被視導者的的心理建設皆必須加以正確

建構，方能順利運用視導行為，改善教育效果。如此看來，有必要海入探討教學視導雙方之心
理，進而調整為適合的心理狀態，使雙方皆認同且樂意教學視導的施與受;因為教學視導雙方

的目標都是為增進學生的有效學習。其次，在教學視導雙方內心的哲學與人生觀方面，是否已
建立一種熱誠、服務、關懷學生的情操來實踐教育工作，也是視導能否成功進行的重要關鍵。

以下先從教育工作者的哲學觀與人生觀來探討:怎樣的人生哲學理念較適合於教師實踐教育責

任?也就是說，身為教師要有怎樣的哲學理念，方能順利且有效的開展其教育王作。其次論述

教學視導的意義及目的，讓教學撞見導雙方在進行教學視導活動峙，能緊握教學視導的核心意
義。接著探討視導者與被視導者雙方的心理層面，究竟怎樣的心理是比較正確的態度?而如何
導正、修正較不合適的態度?視導變方如何避兔衝突?若有衝突時應如何處置?最後結語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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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教育工作者正確的人生哲學觀
學校是一個開放性、動態性的社會系統，學校成員的教學行為，須做好自治與

管理(張慶勳 '2006

:“

-63 )。外在的管理固然有其一定的效果，但是教師內在

的人生哲學觀，對於激發教師熱愛學生、輔導學生學業與身心健全成長的熱忱，是
更基本的要素。一位已經建立正確人生觀的教師，總是能夠克服各種困難與阻礙，

以學生為中心來開展其教育工作，他(她)總是能處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效

果為優先考量。誠如達賴喇嘛 (2005: 7-8) 所言:人類的生存是拜無數人的仁慈
之賜。一個人打從呱呱墜地，就在父母的慈愛關照下成長;到了晚年，面對雙老病
痛的折磨，人還是得依賴他人的仁慈。如果在生命的起點和終點，我們都得依賴他
人的仁慈，難道我們不該在這中間的大段歲月仁慈待人嗎?所有教師若能建立這

種感恩及仁慈的人生觀來與學生相處，必能克服教師自己的人性弱點，熱誠教育學
生，並以學生為主，給學生最好及最適當的教育。
誠如上述，教師若已建立感恩及仁慈的人生觀。此後在面對教學視導情境或是
其他可以增進教學效果的研習、討論、分享與學習的過程，必較能開誠佈公、坦然

內心所想，拇棄成見、我執，放空自我而吸取有效的教學知能，以確實增進教育學
生的效果。所以教師本身先建立一種以仁慈待人，與感恩回報社會的人生觀，對於
教育的實踐與效果，是極其重要的。

貳、教學視導的意義及目的
教學視導是教育視導的一環。教學視導的目的是為了改進教學、增進學生的學
習效果。在整個教育過程中

r 教學視導」是全面品質管理中的一環。在教師教

學過程裡'以個別或團體的方式，觀察教師的教學言行。提出優良的行為表現加
以宣揚，或對不適當的教學言行提出建議、協助和改進之道，建立較好的學習情

境，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維持及提高學校整體的教育效能(陳金進，
邱錦昌，

1988

;楊百世，

1989

;李珀， 2000)

(2 005:4-10) 綜合孫邦正( 1966)

1976 ;

。而從教育行政的觀點，張清潰

、雷國鼎( 196 7)、劉真 (1970)

、李

祖壽(1 979 )、黃昆輝(1 982 )、邱錦昌(1 988 )、謝文全(1 989 )、 Good

(1 959 )、 Carman (1970) 、 Wiles 和 Lovell (1975) 、 Pfeiffer 和 Dublap
(1 982 )等人的研究，提出教育視導的涵義如下:教育視導是教育行政的一環，
教育視導乃是教育行政人員藉由視導與輔導的歷程，督促學校貫徹教育政策與措

施，促進校務健全發展，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並增進學生的學習，以達成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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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提升教育品質。可見教育視導的措施，對於學校、教師與學生皆是有益的行
動。而教學視導是教育視導的一環，著重在教師的教學層面，期能透過教學視導的

成效，增進教師的教學效能，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

如果教學視導的目的，是用來考核教師的教學表現，不可避免的，教學視導將
造成教師很大的壓力，且容易迫使教師著重表面功夫的修飾(如本文前言所言)

如此一來，將無法著重在真正的教學歷程和內涵的紮實工夫。因此，由上而下(著
重在考核)的教學視導不能完全徹底改善教師的教學言行，僅在表現上真有考評教
師教學能力的功能，而且也不能看出教師真正的教學能力 o 但是對於不認真、教學
極不專業或是教學生于而言，卻有防微杜漸、避免嚴重教學惡現象的發生。因此，

適度的由上級加以教學巡視，的確具有一定的功能存在。然而，應將教學視導結合
教學輔導，才是能符合教師心理與積極提高教師教學效能的好方法。

為了落實前述教學視導的意義及目的，應擴展教學視導的方式，例如推行同儕
視導 1 .讓教師同仁之間以一種自願自發的方式，或邀三兩好友、或誠懇邀請教學

績優教師協助，採互助視導方式，在毫無考核壓力下，透過他人客觀的觀察自己的
教學、觀摩同仁的教學及本身深刻的教學反省，在充分討論、請教及研究後，漸
漸增強教師自己的教學專業知能。而同儕視導要能有效果，誠如溫明麗 (2007

:

194 )所言，悲劇能否產生喜感，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悲劇。同理，同儕視導能
否發揮正面積極效能，繫乎教師的心態。若教師能建立關懷學生與感恩回饋社會的

人生觀，相信可以充分發揮同儕視導的效能。其次，觀察學生反應及感受，體察自
己的教學是否有改進的地方。也可以透過與學生的溝通，例如請學生發表他上課的

感想、請學生以筆寫下上課心得、與家長溝通、了解家長及學生的感受等，都是非
常好的歐發自我精進教學的媒介。尤其對於身心發展尚未成熟的中小學生而言，教
師更要多加利用上述機制，了解自己的教學得失，進而精進或改善之，以免成為教
室中的國王，愛怎麼上課就怎麼上，而不求教學專業的精進和發展。

參、對於教學視導者之角色及心理分析
教育學者們對於教學視導的研究頗多，諸如教學視導人員的角色與基本素養;
教學視導的功能;臨床、同儕、協同視導的方法與意義;微觀教學的研究;教學觀

摩的意義與目的;查堂與教學視導;教學績效的評估方法與步驟等 o 但是在視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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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導人員的心理層面，在研究數量而言，卻是較少著墨。而在心理與感情層面，

實繫乎教學視導是否能順利進行及達成教學視導的功能。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即在
於使教學視導雙方均能樂於主動參與教學視導活動，進而提升教學專業知能，最終
能照顧好每一位學生。

每一個人的心理特質各異，有些人是「待人友善的」、「比較靈敏的 J
些人可能是「冷漠的」、「遲鈍的 J

(武躍國、武國城譯，

2003 :

而有

58-59) 。所以

看待一個人，一定要根據其心理特質、個性，而施以彈性、調整的處置。教學視導

間可-闖闖闖局面暉-開間-圍已~閉叭

者除了要具備正確的教學視導技能外，也要有優良的人際能力，在了解人性的基礎
上，妥善維持與被視導者的良好關係。在教育工作中，擔任教學視導者在心理上先
要有此認知，面對不同的教師同儕'期望其回應、回饋的態度，也要因人而異、因
人而有不同的期望標準。茲敘述視導者四種立基角度，若視導者能妥善融合這四種
角色立場，相信可望消除被視導者內心的疑慮與不信任，善盡與發揮教學視導者的

角色與功能，共創教學高效能的理想境界。

一、胡導者基於職責、監督踐考核的角色任務
對於教師之教學視導者，有以下幾類:學校行政人員如校長、教務主任、教學
組長等;教育行政人員如督學等;學校同仁如考核委員、同儕教師等;上級單位或
由學校敦聘外來的考核組織等。以上這些視導者，除了同儕視導教師較不具考核的
壓力外，其他的視導者皆因其職責及角色，而有其對教師教學加以考核的角色與工

作職責。但衡諸現實因素，教學考核的實際實施有其困難之處，一來因為教學效果
須較長時間才可以呈現;二來因為教學專業評價不易有定論。因此，擔任教學視導
的一方最好能以協助的立場，幫助教師同仁增進其教學專業知能的成長。

二、基於朋友互相幫助的立場
教學視導人員如上述額別，除了因其職責要對教師加以考核外。從另一角度來
思考，也是基於朋友的立場，可以因為提出教學精進的建議，在獲得教師本身的認
同及改善教學行為後，能使其更能勝任教師角色而不被淘汰(尤其在現今教師一
職難求的情況更是如此)。愛與被愛是成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武躍國、武國城譯，

2003 :

152)

。在教育視導過程中，融入友情之愛，相信可以化解不必要的猜忌、

誤會，讓人愉快的從事教育工作與生活。

至聖先師孔子曾說過

r 友宜、友諒、友多聞。」真正的朋友是要能直接互相

提出優缺點，以作為改進的參考者;並非只是空講好聽話之人。所以，有些視導者

13 。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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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因其職責，對教師造成考核的壓力，但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又何嘗不是真正的

好朋友呢!

三、館教學專業地位分析
通常教學視導者絕對要有一定水平的教學專業背景及知能，且能不斷進修教學
相關知能。他們對於教學知能的體認和研究越深入，就越能提供給教師適合的建

議，所以教學視導者觀察教師的教學後，往往能提出教師教學的優缺點，及教學方
面需改善的地方，以供教師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

閥、站在輔導的立場
教學視導者，如同各縣市教育輔導圍的功能，就是在輔導教師的教學，其透過
教學觀摩、開放討論、提供諮詢、參觀教師教學及專題報告後，讓教師能經由體認

與反省，吸收更正確及更豐富的教學專業知能。因此，站在輔導者的立場，教學視

導者期望被視導者的教學能力可以不斷精進，最終臻於完善的境界。

肆、對於被教學視導者之心理分析

與排除心理障礙
心理影響行為。教學視導者若能善加了解與同理被視導者的心理及態度，必較
能克服阻礙，增進教學視導的效果。以下從五個方面來分析被視導者的心理態度，
期望能建立被視導者正確的心理。

一、對於被考譚一事，被視導者產生拂斥的心理，
及僅作表面功夫
被視導者由於擔心自己的教學表現不佳而被別人記錄、考核，所以在心理上和
言行上均產生排斥教學視導者的狀況，有時即使表面上服從、應付，然而在深層心

裡卻不認同，不甘心及厭惡被考核。這一點在公立學校尤其突顯，公立學校教師的
薪水及職業有保障，校長及各處室主任有些是以前的教學夥伴，甚至有些以往曾是
被視導者之下屬或年資較資淺者，再加上長期以來，教師的學年考核制度未臻完善
(除了極少數教師的請假日數超過一定限度者外，一律皆為甲等，薪倖可以年升一

級，並可以獲得一個月薪資的考核獎金。)因此養成了有些教師有恃無恐、養尊處
優的的心態，而不思精進教學以教育好每一位學生。以上諸種原因，難免造成被視
導者產生不當的排斥心理，這當然不是學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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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被輔導、被指導之型態，
在心理主產生不服楓導者的態度
如同前前述第一點之分析，被視導教師或許覺得自己的教學效能比教學視導者

好，或者基於考核壓力，而產生不服及排斥市見導者之心理態度。所以擔任教學視導

者，宜避免採取高度指導式之高姿態、言行，而應以朋友之情，與被視導者互相切磋
教學相關知能，讓教學視導雙方均能秉持和諧、真誠之心意，以探究教學得失，共
團圓一-阻一，可

謀教學之精進與發展。
檢視教學視導行為方面，有以下幾種樣式:非指導式、合作式、指導資訊式及
直接控制式的指導行為(吳培源，泊的: 309-330)

。在教學視導行為中，應避免

直接控制式的教學視導，而適合採用合作式及指導資訊式的教學視導，因為這兩種

教學視導，是較為被視導者所接受的教學視導方式，教學視導的目的在於增進視導
工作的順利進行並協助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的成長。

三、胡導情境使被騙導者感覺極力很大，不容易有成就感:

且易辦喪被楓導者自動白發胡精進教學之方肉努力
人的壓力過大或幾乎沒有壓力皆不好，適度的壓力使人積極奮發。例如在台北
市私立復興國中小的教學視導中，教師們一致感覺到被視導的壓力，並帶來了一些
負面影響。例如會影響教師的教學表現、教學進度較無彈性等(李珀.

2000)

透過教學視導雙方真誠的充分溝通，及教學視導者友善且鼓勵被視導者精進教學的

努力，可望解除被視導者大部分的心理壓力。

四、平行、互為航導之朋友闢儕關係
同儕的教學視導關係所產生的壓力較適中、雙方的認同感更高，且較符合自動

自發的教學專業知能成長模式。因此，較能有效的改善不好的教學行為而習得優良
的教學知能。

五、建立被視導者正肉積極的心理
積極求教學精進的被視導者，能體認自己的職責和使命，認為教育是良心事

業。不管是否被考核、被視導，均能兢兢業業抵稿所學，反省及吸收他人善意的批
評和引導，使教學效果更加完善。邱錦昌 (2001) 認為教師在教育學方法與技巧
之動機，係指教師所關注的焦點，是在於能否獲得直接應用在實際教學活動中之有
效的教學知能。換言之，教師最關心的是在專業知能的學習活動中，能立即學到

「現買現賣的實用教學技巧」或是「知識中的精髓訣竅」。此外，在外在動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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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激發教師接受教學視導，從教學視導後之建議和討論中，積極修正與改進教
學方法的是「物質酬賞」和「教師證照的審核」。雖然我國尚未有教師證照的積極
審核制度和教師分級措施，以督促教師不斷精進其教學知能，但從現在的教師人力
過剩及家長要求日益升高，及教師專業化取向的呼聲越來越高的趨勢來看，所有教

師均必須採取積極而正向的態度以精進教學知能，方不為時代洪流所淹沒，而能成

為一位適得其所的現代良師。

伍、導正教學視導者之心理
擔任教學視導者，直接影響視導的實施是否具有效能;而教學視導者是否具備

正確的心理與認知，絕對影響視導行為的實施方向是否正確。因此，教學視導者應

遵守以下五個心理與原則，俾能增進教學視導順利實施並提升教學視導的效能。

J 、教學視導者宜採取先楓導後輔導，
輔導後再楓導及考核的原則
若一開始就同時進行教學視導及考核，則容易使教師產生錯愕及僅在表面工夫

上使力的缺點。進行教學視導後，須再輔導被視導者改善其教學行為，待被視導教
師進行教學改善一段時間，然後再進行考核;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 J

先讓教師

知道自己在教學上不盡完善之處，且有充分時間輔導調整或改善之，最後才加以考

核。

二、教學楓導者的目的是
促使被騙導者改善不好的教學方法和態度
考評只是手段，使教師能精進教學知能，才是教學視導的最終目的。

三、教學楓導者在視導後，
必須和教師做充分的雙肉溝油
一個人如果自我意識很強，並對自己有信心，會勇於說出實情。反之，則會有

所保留(武躍國、武國城譯，

2003 :

124-125)

。教學視導者無法改變每個人的特

質，所以在視導後的對話中，雙方一定要真心誠意，方能打破雙方之心理藩籬，並

鼓勵被視導者勇於說出在教學上的看法;教學視導與被視導雙方唯有在如此開放的
心態下，方能對話教學上的想法與疑問。唯有透過教學視導者和被視導者雙方的充
分溝通，才能知曉彼此的共識是什麼。教學觀察是否有誤差或誤解?在正確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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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知能愈溝通愈明白的情況下，兩者均反省及吸收了有益於教學的正確觀念和作
法，這就能達到精進教學的目的。

四、教學楓導者須持續椅進教學專業知能
為了扮演好教學視導者的角色，教學視導者必須作長期且系統的教學研究，並
不斷吸收教學專業知能與改進教學缺失。這樣一來，不但能使被視導者心服口服，

也讓被視導者能真正發揮教學的績效。

五、教學胡導者須具備譜商悟議的知識與技巧
傾聽、同理心與接納，是教學視導者必備的知能，以有效的和被視導者溝通，

並使之接受正確的教學理念與作法，進而願意調整及改進教學行為。
教學視導者對於被視導者提出以下有效的建議，其角色是協助及輔導教師者，
也是教師的真誠朋友:

(~)教學視導者在教室觀察之後，可立即回饋相關的教學上的建議給教師，並
且利用公開場合表揚及鼓勵教學優良的教師。
(二)教學視導者應給予教師溫暖明確的關懷和教學建議，使教師能修正較不合
宜的教學言行。

(三)教學視導者應追蹤在教學上有困難及需協助的教師，以同理心和關懷情，
盡力輔助教師培養更為優良的教學知能。

(四)學校應安排相關教學研習或鼓勵教師間互相幫忙與打氣，幫助教師解決教
學上的疑難或問題，進而增加教學的效果。
(五)教學視導者應持續教學觀察，鼓勵教師教學知能不斷朝專業成長。

(式)教學視導者是優秀的教學者，能公開示範教學，傳承有效的教學知能。

池回大作的「四攝法」可以提供給視導者作為增進視導成效，與促進和諧、愉
快的視導氣氛。一是「布施 J

包含物質、思想與精神的對應，能為對方去除不

安，並且給予勇氣的行為。二是「愛語 J

行J

考慮如何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並付諸行動。四是「同事 J

起做，同甘共苦(劉輝輝譯.
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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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能增進視導效能且促進教學視導雙方的情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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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和對方一

陸、被教學視導者正確之心理態度
被教學視導者內心的態度，直接影響視導行為是否有效。因此，教師應建立以
下幾種合宜的心理態度，如此對自己或對學生，都是滋養心軍、促進教學效果的基

礎。

→、教師應本於儕命、職責和道德爾虛心改進教學方法，

挺多f教學效能
被教學視導者(教師)教育學生，本來就是要讓學生在五育方面都能健全發

展。因此，在被視導時，若被舉出在教學方面有改進及反省的必要時，教師應虛心

改進教學方法，否則誤導了學生或是教學效果不彰，那真是誤人誤己啊(教師自
己可能因此被懲罰、解聘或覺得對不起良心)
教師要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擔負不同的責任。例如教師是文化價值的代表、

品德的楷模、引導學生學習的專家、兒童的保母、教育專業成員、社區成員等(張
春興、林清山， 1983)

。所以教師應終生學習教育專業與專門知能，且要廣博學

習各種所需的角色知能，才能勝任教師一職，發揮使命與責任感。
一位教師的專業能力，包括專業知識、專業能力和專業態度。任何人皆肯定教

師需要具備專業的知識和能力。教師的專業態度影響其工作成效甚為深遠。因此，
建構教師的專業態度，是提升教學效能的基礎。

二、教師應體認時代趨勢，不屑進教學則被淘it
現在和以往大不同，教師一職難求(僧多粥少)

，具有合格教師證書而在等候

進入學校任教者越排越長，若教師不在教學等各方面時時精進的話，很容易被淘

汰。

三、教師應認同教學視導者的職責，虛心與其討論、

反省自我教學得失
被視導者應能體認視導者的職責及使命。教學視導者除了具有考核教師的功能

外，也在監控教學品質，使我們的顧客一學生，受到最佳的教養。所以被視導者

應放下我執，虛心與視導者討論教學方法，若市見導者不了解教學者的用心及背後教
學涵義，則要勇於告訴視導者，不使產生誤解或不解。但若真是在教學上確有改善

或精進的空間，則也要勇於調整自己的教學。如此一來，方能使教師在春風化雨的
過程中，生生不息如日月之運行不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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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教師應體認朋友的真義，在情感I二諾阿幫助我們的人
一位能讓我們發現教學優點和缺點的視導者，就如同朋友一般，使我們在迷惘
或走錯方向時，能即時提醒我們、指引正確方向，讓自己的教學更趨專業化，使我

們最愛的學生日益健全發展。

渠、處理教學視導兩方之衝突及
建立互信之心理狀態
教學視導雙方是否能真誠友善的一起合作而精進教學知能，是教學視導成功的

第一要素，若能實踐以下四點原則，相信能消除教學視導雙方心理的藩籬，促進教
師的教學知能發展，強化教學的成效。

一、教學視導者和被視導者雙方在視導進行前、後，均應充分溝通與討論，以釐清
雙方之觀念和衛突點，進而解決衝突，建立有共識之視導目的。
二、教學視導者和被視導者雙方均有使命感和職責，兩方的使命感和職責雖有不
同，但是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高教學效果、協助學生在五育方面能健全發展。

所以雙方應卸下武裝心理，共同為教育事業努力才好。
三、教學視導者和被視導者雙方在平時即應誠懇相待、互相尊重，以建立互信的情
感。雙方的角色有時會互換，如能以禮相待，建立如朋友般的情誼，將大有助

於教學效果的提升。
四、教學視導者和被視導者雙方均應積極參與次級團體，透過這種非正式組織，體
認角色互換，學習以不同角度來經營人生，站在不同立場處世待人。然後朝著
正向積極處理教學視導之機制，發揮教學視導的意義及目的，教育好每一位學
生。

教育工作者平時在學校校園裡，除了正式的教學工作外，在其他非正式、課餘
時間裡或加入次級團體，能使教育工作者之間互相關懷與體諒，分享人生的經驗與
心得，最終可以讓教育工作者之間建立誠摯的友誼，互信互諒、互相幫忙與獲得彼
此之間情感的支持。在如此溫馨的校園氛闡裡，教學視導的績效必然可以高度呈現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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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共創三贏(學生、教師、行政)
之理想境界
衡諸學校教育現狀，教學視導功能並未能大力發揮，實令人遺憾。因此，身為
教育工作者，首先宜建立正確的人生哲學觀，即感恩與仁慈待人的人生觀，以作為

從事教育工作的恆久信念。其次，教育工作者，務必清楚教學視導的意義及目的，
即協助教師增進教學效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以達成整體教育目標。第三，教

育工作者，應了解及同理教學視導雙方之心理層面，進而修正教學視導雙方的心理
態度，解決教學視導雙方之心理衝突，並建立互信互諒之情感認同。如此，相信可

以更有效發揮教學視導的功能。
在一所學校的所有教職員工，大家的目標都是相同的一即讓學校的發展更健

全、使學生的五育都能均衡和諧發展。或許學校在沒有大困難待解決時，夥伴們較

缺乏憂患意識以精進教學，可能還會互相對立、猜忌，淪為惡性學校文化氣氛。而
當學校一旦遭遇大困難時，即無法適應和解決，甚而整個學校組織瓦解，大夥兒作
鳥獸散，而由另一批教學團隊來接管學校。我們將這種情況比喻為一艘船，當所有
成員無法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以抵抗大風大浪的侵襲時，那麼這艘可憐的船，將很

快沉入海底不復見。教學視導者和被視導者雙方，都是學校的一份子，若能去除私
利偏見，共謀精進教學，不僅可以宏圖學校之發展，亦可以互相交融感情，建立溫

馨的同事情誼，何樂不為!期望教學視導者和被視導者雙方，能共創雙贏之理想境
界，增進教學成效，進而締造學生、教師及行政三贏之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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