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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之教師領導現況知覺比較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北市國中與國小教學輔導教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差
異，藉以提出在不同層級學校教學輔導教師的教師領導實施策略。為達成前述目
的，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焦點團體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焦點團體訪談，分別
邀請國中 7 位和國小 9 位，共計 16 位教學導師進行兩場訪談。問卷調查共計發
出問卷 330 份，回收 271 份，回收率為 82.12%，其中有效問卷 268 份，有效率
為 98.89%。研究結果發現：（1）在教師領導者的意願方式上，國小有三種，而
國中有二種，較無「教師同儕積極推薦」
；（2）在教師領導角色方面，國小教學
導師主要擔任「班級教學領導者」
、
「同儕專業發展者」
、
「教學行動研究者」
、
「課
程發展領導者」
、
「師資培育協同者」和「專業組織領導者」角色；國中主要擔任
「班級教學領導者」
、
「同儕專業發展者」
、
「教學行動研究者」角色；
（3）在任務
方面，國小承擔七項任務，而國中在七項任務中有兩項較少承擔，包括「帶領教
師進行課程發展」和「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4）在影響因素方面，七項影
響因素中，有五項因素國小的符合程度均顯著高於國中。其他二項因素「教學輔
導教師的人格特質」和「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角色認知」則無顯著的差異，但
在國小和國中的符合程度都相當高，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根據前述研究發現，
分別針對臺北市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和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提出建議以供參考。

關鍵字：教師領導、教學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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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緖論
本章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說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敘述研究待答
問題，第三節為重要名詞釋義，第四節則界定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過去二十年，教師領導已經成為美國一種教育改革的特徵。在 1980 年代中
期，教師領導被認為是學校革新發展以及教師專業化的重要元素。某些學者(Little,
1988; Wasley, 1991)認為沒有落實教師領導，便無法改善學校教育，也無法吸引
和留任優秀教師；另一些學者(Barth, 2001; Maeroff, 1988)更進一歩主張，建立教
師領導是一種道德的義務，是原本就應該給予教師的專業權利與機會，而這也是
有利於提供所有孩子應得的良好教育。然而，Troen 和 Boles (1994) 指出，「公
立學校的階層化本質，乃基於十九世紀的工業化模式，具有行政人員為管理者而
教師為勞動者的對立關係。教師的角色處境正如十九世紀的工廠勞工，領導機會
是極端受到限制的。」因此，教師通常在學校組織中多數扮演被領導者的角色。
1970 年代和 1980 年代早期，所進行有計畫的學校變革，均強調變革需要強
力的學校領導，這樣的主張將強力領導的權力焦點放在校長或者局長身上，教師
因而依然是”被領導”而非”領導”學校革新計畫者(Fullan, 2001; Sirotnik 1989)。然
而，研究發現，教師才是擁有改善學校教育問題關鍵能力的人，校長必須邀請教
師參與和領導，才能有效解決學校所面臨的教育難題。事實上，教師具有學校革
新所需的關鍵能力和權力，早在卡耐基有關教育的報告中（The Carnegie Report
on Education, A Nation Prepared, 1986）就提出呼籲，希望教師在學校中扮演更多
的領導角色。任何的學校教育革新，必須根植在班級中教師所主導的活動。然而，
教師一直沒有被信任參與學校改革的活動，有時甚至成為所謂被改革的對象與改
革障礙 (Corbett, 1991; Darling-Hammond, 1997; Little, 1988)。
雖然如此，長期以來教師已經在學校和班級中發揮非正式的實際領導功能
(Smylie, 1997)。近來，教師也在教師組織活動中擔任不同的正式領導角色，例如
理事主席、委員會的理事。Weise和Murphy (1995)認為如果將教師領導視為一種
教育改革途徑的理念，則時間可以進一步回溯到1900年代早期，進步教育者
（progressive educators）對於重塑學校為民主社群（democratic communities）的
主張。可見，教師領導的理念與非正式的實踐很早就已經存在了。
不過，一直到過去二十年間，才真正對教師領導的形式、功能與學校革新角
色的思考，有較多的探索與發展。特別是新世紀的學校教育革新研究發現，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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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教師的參與，大部分革新的努力將會遭遇失敗。因為，校長並無法承擔所有
改革層面的領導。例如在教學層面的領導，當校長推動教學領導時，常面臨觀念
突破的困難、教師認同的困難、校長教學專業知能不足、時間與精力不足等困境
（Donaldson, 2001; Fullan, 2001; Newmann & Wehlage, 1995)。因此，教師參與領
導將提供學校變革的專業與實務觀點，對於學校改革政策的制定、課程與教學革
新的發展、教師專業的發展等，都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Hargreaves, 1996)。
我國近年來，在教育改革政策的開展之下，學校組織成立各種正式或非正式
的民主與專業發展組織與機制，例如教師評議審議委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教科書選用小組、各學習領域小組、各科教學研究會、教學輔導小組等（張
德銳 2003；許籐繼，2001）。特別是臺北市從 2002 年開始正式試辦的教學輔導
教師制度，提供教師擔任教學輔導教師的機會。此種新的敎師角色與任務，也讓
教師承擔了教師領導教師，協助同儕進行專業成長與問題的解決。不過，根據研
究者的觀察，許多教學輔導教師在扮演新的角色時，並不知道自己正在進行教師
領導的工作，多數只是秉持對教育的熱情而參與，而且實踐的情況也都不盡相
同，特別在國小和國中不同層級的學校。在國外相關的研究顯示（Stone et al. ,
1997），國小與國中因為情境條件的差異，在教師領導的實踐上確有其差異性。
這些差異，一方面反過來影響教師領導者的知覺，另一方面也影響教師領導的進
ㄧ步發展。因此，為進ㄧ步規劃良好的臺北市國小與國中教學輔導教師的領導發
展，有必要進行比較研究，以提出進一步規劃與改善教學輔導教師領導實務上的
建議。
貳、研究目的
「探究臺北市國小與國中教學輔導教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及其差異，藉以
提出國中和國小不同教學輔導教師的領導實施策略。」

第二節

研究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臺北市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擔任教師領導者意願方式為何？二者有何差異？
二、臺北市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扮演的教師領導角色為何？二者有何差異？
三、臺北市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擔負的教師領導任務為何？二者有何差異？
四、臺北市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之教師領導的影響因素為何？二者有何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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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教師領導
教師領導係指教學輔導教師在學校脈絡中，透過個別或團隊型態，正式或非
正式的途徑，針對教師同儕，應用其專業知能與多元領導策略，在組織各層面建
立行動架構與關係網絡，增進教師對學校教育的專業承諾與知能，以提升學生學
習成就，革新學校整體教育品質的歷程。
貳、教學輔導教師
本研究將教學輔導教師（簡稱教學導師）定義為「在臺北市國民中小學中，
經由一定程序遴選而出的資深優良教師，其主要職責在提供需要協助教師的專業
服務，希望藉此改善教師專業能力，提昇教師教學品質。」

參、國民中小學定義
國民中小學係指國民教育法所規定之公立學校，本文所指國民中小學係指臺
北市參與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度之公立國民中小學校而言。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對象範圍，係指臺北市政府教育局九十七學年度，申請獲
准辦理 69 所學校的教學輔導教師，其中國民小學有 42 所，國民中學有 27 所。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係透過調查臺北市參與九十七學年度試辦教學輔導教師制度的
國中和國小教學輔導教師，就其對教學輔導教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進行比較探
究，以了解國中和國小教學輔導教師之教師領導的現況及其差異。因此，主要係
以該年度的教學輔導教師的知覺結果，而不涵蓋其他人員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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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的意涵、教師領導的內涵以及相關的研究，分
為三節依序分述如下。

第一節

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制度的內涵

歐美先進國家近幾十年來，皆相當重視初任教師的協助支持與輔導，其中教
學輔導教師制度，便是一種重要的產物。其目的主要是藉由同儕間相互學習，以
改善教學效率。臺北市政府教育局自八十八學年度開始規劃教學輔導教師制度試
辦方案，九十學年度開始從一所學校推動試辦，逐年擴大辦理範圍。九十七學年
度，申請獲准辦理的學校數已達 69 所，其中國民小學有 42 所，國民中學有 27
所。
事實上，「臺北市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試辦方案」自民國
91 年通過試辦之後，經民國 92 年和 94 年的修訂，將試辦範圍縮小至市屬國小
及國中（含完全高中國中部），並修正名稱為「臺北市立國民中小學教學輔導教
師設置試辦方案」，並確定試辦至九十五學年度，之後將試辦方案正式制度化，
更名為「臺北市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隨著不同階段之
方案名稱，針對教學導師的界定、資格條件、產生方式、服務對象和角色職責，
皆提出相關的規範。
壹、教學輔導教師的定義
教學輔導教師在教學輔導教師制度試辦方案中，扮演著核心角色。教學輔導
教師的英文字—Mentor，係指有經驗並值得信賴的諮商者，也就是值得信賴的
顧問，強調輔導教師與被輔導者之間親密的、相互尊重的以及回饋的關係（張德
銳、丁一顧和高紅瑛，2006）。民國 90 年試辦要點草案中，將教學導師定義為
「能夠提供同事在教學方面，有系統、有計畫及有效能的協助、支持、輔導，或
能引導同事嘗試行動研究之教師而言。」這樣的定義，顯示教學導師除了對同事
在教學方面的協助之外，也包括行動研究的嘗試。不過，在試辦後的檢討會議中，
認為這樣的教學導師工作，其任務過於廣泛，不利於教學輔導制度的推動。因此，
與會者建議教學導師職責應單純化，將強化其「教學輔導」的功能，而刪除「行
動研究」（張德銳、丁一顧和高紅瑛，2006）。於民國 92、94 年修正後，在民
國 95 年之正式化設置方案中，將教學導師界定為「能夠提供教師同儕在教育專
業上，有系統、有計畫及有效能之協助、支持與輔導之教師。」換言之，教學導
5

師的服務對象主要在教師同儕，其所採取的協助方式，係提供有系統、有計畫的
協助、支持與輔導。因此，本研究將教學導師界定為「在臺北市國民中小學中，
經由一定程序遴選而出的資深優良教師，其主要職責在提供需要協助教師的專業
服務，希望藉此改善教師專業能力，提昇教師教學品質。」
貳、教學輔導教師的資格條件
在教學導師資格條件方面，民國 90 年試辦要點草案中，規定受提名教學導
師儲訓人員，應符合下列條件為原則：（1）八年以上教學年資；（2）二年以上
導師或與教學相關之行政職務經驗；（3）具學科或學習領域教學知能，並有二
年以上相關教學經驗；（4）能示範並輔導其他教師教學，提供相關教育諮詢服
務，協助教師解決問題；（5）具教育研究基本知能與素養。民國 92、94 年修正
後之方案規定，針對參加甄選之教師的資格條件，保留前四項並做了局部的修
正，最後的條件如下：（1）八年以上合格教師之教學年資；（2）具有學科或學
習領域教學知能；（3）有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願；（4）能示範並輔導其他教
師教學，提供相關教育諮詢服務，協助教師解決問題。從上述之條件，可見教學
導師的資格條件，實際上包含了年資、意願和知能三方面的要求，期望藉由這樣
的條件，選拔出優秀的教學導師。
參、教學輔導教師的選拔
在教學導師的產生方式方面，張德銳（1998）指出三種選拔方式：師資培育
機構遴選、學校行政人員指派、教師同儕推薦。其中，以最後一種方式較為大家
所接受。因為教師同儕朝夕相處，比較能了解同事們的能力和熱忱，是故其所作
的判斷應具有較高的信度與效度。正如秦夢群（2000）所指出，國外教學導師的
產生方式，也多由教師同儕選任。
民國 90 年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制度試辦要點草案中，規定教學導師的甄
選，由學校教師自我推薦或學校教師、家長、行政人員提名，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公開審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推薦給教育局核備。甄選審議方式，以邀請被提
名教師實地教學演示，及進行著作、發明或教學檔案審查為原則。可見，教學導
師的產生在該要點草案中，分為二個階段，包括校內徵求與審議推薦。前者可由
教師自我推薦，或者教師同儕、家長與行政人員推薦。後者進入審議，經參與者
發表審議通過後，由校長代表學校推薦。
民國 94 年修正通過之方案規定，經核定設置教學導師之學校，其教學導師
之遴聘，應經過甄選、儲訓等程序，合格人員由臺北市教育局造冊候聘，並頒予
教學輔導教師證書後，再由學校依規定聘兼之。各校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員之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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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由學校專任教師與行政人員組成甄選小組負責提名推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公開審議通過後，送請校長推薦，函報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張德銳、丁
一顧和高紅瑛，2006）。可見，修正後方案，對於教學導師之產生，仍採用兩階
段方式進行，只是將第一階段原先教師自我推薦，或者教師同儕、家長與行政人
員推薦，修正為由學校專任教師與行政人員組成甄選小組負責提名推薦。審議部
分，則明確化為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的公開審議。將教學導師的選拔加以正式化
與制度化，並回歸到主要由學校教師所組成的小組來進行審議的工作。
肆、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
在教學導師知能培訓方面，民國 90 年試辦要點草案中，規定各校推薦之教
學導師儲訓人員，應參加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北市教師研習中心四週之職前
教育課程。經儲訓合格者，為候聘教學導師。經聘任後之教學導師在任期內，應
參加臺北市教師研習中心所舉辦之在職教育課程。民國 92 通過方案修正，考慮
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數隨著試辦學校數的逐年擴大，教師研習中心難以負荷，以
及四週儲訓佔用教師時間太長，將影響優秀教師自願申請擔任教學導師的意願，
故將原來的教學導師培訓進行修正。在培訓期程方面，將原來的四週的培訓期程
改為暑期三週的集訓課程；在培訓課程方面，將課程內容修訂為下列課程：人際
關係與溝通、課程與教學創新、教學觀察與回饋、教學檔案與省思、領導哲學。
伍、教學輔導教師的服務對象
在教學導師的服務對象方面，民國 91 年試辦方案中，規定教學導師服務的
主要對象有二類：包括初任教學二年內之教師，以及學校教師評議審議委員會認
定教學有困難之教師。不過，從試辦學校的反映指出，二類的服務對象範圍太過
狹窄，可以適度擴大至新進至學校服務之教師，以及自願成長，有意願接受輔導
之教師。因此，民國 92 年修正後之方案，將教學輔導教師服務對象擴大如下：
（1）初任教學二年內之教師；（2）新進至學校服務之教師；（3）自願成長而
有意願接受輔導之教師；（4）經學校教師評議審議委員會認定教學有困難之教
師。
陸、教學輔導教師的工作條件
在工作條件方面，民國 90 年試辦要點草案中，規定教學導師得比照中小學
兼任行政職務加給辦理，並應減授應授課時數三分之ㄧ到二分之ㄧ。惟受限於臺
北市財政拮据，故於試辦方案中進行修正。民國 91 年修正後之方案規定為：「各
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教師擔任教學輔導教師，每位以輔導一至二名服務對象為原
則。毎服務一名服務對象，得酌減教學導師原授課時數二節課，但最多以減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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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時數四節課為上限。前項減授鐘點，確因教學導師教學需要而無法減授時數
時，得改領超鐘點費。」可見，教學導師的工作條件，在工作負擔上以服務至多
兩名對象為原則；在報酬上則以減授原有授課時數四節課為上限。
柒、教學輔導教師的角色職責
在教學導師的角色職責方面，民國 90 年試辦要點草案中，規定教學導師的
工作任務時，指出各校教學導師之聘期一任為二年，連聘得連任，各校教學導師
如超過二人以上時，得進行任務分工。任職期間執行下列任務為原則：（1）輔
導新進教師，並協助其適應；（2）協助經依程序認定必須接受輔導成長之教師；
（3）提供學校教師諮詢服務，並協助其自我評鑑；（4）擔任教學演示及教學視
導工作；（5）提供學校辦理教師研習進修諮詢；（6）推動並參與學校教師行動
研究。
民國 92、94 年方案修正後，有關教學導師的主要職責，修正為：（1）協助
服務對象了解與適應班級（群）、學校、社區及教職之環境；（2）觀察服務對
象之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3）與服務對象共同反省教學，協助服務對象建
立教學檔案；（4）在其他教學性之事務上提供建議與協助，例如分享教學資源
與材料、協助設計課程、示範教學、協助改善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協助進行學
習評量等。
根據上述，可見臺北市國民中小學的教學導師制度內涵，包括了教學導師的
界定、資格條件、產生方式、知能培訓、服務對象、工作條件和角色職責。在這
些方面也有詳細的規範，並隨著試辦過程進行研究與修正，希望藉由這樣的規範
與實施之調整，達成設置教學導師方案的預期目標。

第二節

教師領導的意涵

教師領導為近來所發展的領導概念，有關其意義與內容仍有不同的觀點，以
下茲就教師領導的意義、教師領導者的產生、教師領導者的角色、教師領導者的
工作任務、以及教師領導的重要影響因素，分述如下。
壹、教師領導的意義
Silva、Gimbert 和 Nolan (2000) 指出，從時間演進來看，教師領導有三種不
同階段的意義，最早期教師領導被視為教師被分派正式領導職位，以協助分擔管
理工作，並促進學校運作效能的歷程。例如：科主任或單位代表。其次，教師領
導係指藉由指派教師擔任與教師專業相關的領導工作，以發揮提升教師專業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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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例如：課程領導、成員發展領導、新進教師輔導等。第三，教師領導被
視為教師重塑文化的歷程，教師是學校文化重塑（reculturing）歷程的核心。
Childs-Bowen、Moller 和 Scrivner（2000）則從教育改革的社群觀點，指出
教師領導係指教師在專業學習社群中，發揮功能以影響學生學習，激勵同儕教學
卓越表現，以及賦權增能參與教育改革利害關係人，而對學校革新產生貢獻的一
連串行動。因此，教師領導者，是整個學校教育參與社群中，針對利害關係人，
包括學生、家長、同儕、校長與行政同仁等，發揮影響力的關鍵角色。
Pellicer 和 Anderson （1995）從教師對學生學習的影響，認為透過校內不同
單位所支持的教學領導方案，計畫性地改變教師的教學，產生學生學習成效實質
的改善，此種教學領導係為一種教師領導。Wasley（1991）也同樣強調教師對學
生學習影響的教師領導，其認為教師在積極促進學生學習的行動中，透過促進同
事實驗更有效的教學，以培養檢視自我實踐的能力，即為教師領導。Fullan（1998）
就各方面的利害關係人，擴大教師領導的界定，其認為所謂教師領導係指教師針
對不同相關領域的影響，包括道德目標的承諾、持續性的學習、以及敎和學的知
識、教育脈絡、同事和改變歷程的承諾。
前述有關教師領導的意義，多從受影響者的觀點，來界定教師領導。另有學
者從教師領導者的觀點來界定其涵義。Smylie（1995）便從教師領導者的人數與
型態來界定教師領導，其認為「教師領導是教師個別或集體方式來影響其同事、
校長和其他學校社群成員，以提高學生學習和成就目標，改善教和學實務的歷
程。」此定義之領導工作焦點，包含學生與領導者個人發展、領導者與同儕的團
隊發展，以及學校專業社群的組織發展。
Crowther、Kaagen、Ferguson 和 Hann（2002）則從更廣泛的區域運作觀點，
界定教師領導係基於聯繫學習、學校和社區，透過改變校內敎和學的行動，以提
昇社區生活的品質與社會的永續發展。此一定義係期望藉由教師領導的教學權
力，塑造學生以及社區社會生活意義，協助社會與社區生活品質的永續發展。
York-Barr 和 Duke（2004）檢視眾多相關文獻，認為教師領導是一種雨傘術
語（umbrella term），在此術語之下包括教育系統中不同層次的對象與工作。前
者所稱之對象包括學生、同事、行政人員和社區人士，而後者之工作，則分別聚
焦在教學、專業、組織與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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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 和 Simmons（2000）所提學校組織專業社群的成員，都有責任和權
力來扮演正確的領導角色。不論是採取正式或非正式管道，都能透過組織情境脈
絡，發揮領導的貢獻。教師領導所影響的層面，包括學校社群的所有面向，如組
織發展遠景、或組織改變的歷程等。
Fullan（1998）主張：「教師領導可以是學校教師，透過建立關係打破障礙，
結合組織援助之資源，反應教師主體的影響，以努力改善學生的教育歷程與結
果。」上述教師領導性質被擴大時，導致更多層面的專業領導，也就是
Darling-Hammond、Bullmaster 和 Cobb (1995)所提，領導應是一種擴展到所有層
面教師的一種期望。
Crowther 等人（2002）所提平行領導概念，強調介於教師領導和行政領導者
之間的分工合作關係。在平行領導歷程中，藉由透過彼此領導的相互尊重、分享
以及表達，教師領導者和校長彼此之間進行分工合作，例如校長承擔主要的策略
性領導責任，包括願景（visioning）、連結資源（aligning resources）和網絡
（networking）；教師領導者則承擔主要實際課程與教學層面的領導責任。透過
前述的分工合作，可進一步從事集體的行動，建立學校知識生產的能力（the
knowledge-generating capacity）。
根據上述不同的教師領導定義可以發現，教師領導突顯教師主體地位，從過
去寡頭領導形式的被領導者，轉變為強調扁平的或是集體性領導的專業領導者。
希望透過擁有專業知識的教師專業人員，經由個人或集體團隊與組織型態，針對
利害關係人在各層面，建立行動架構與關係網絡，以改變學校各層面的發展，實
現教師專業意志與觀點，提升教師的教育專業承諾，促進學校革新與整體學校教
育品質。綜合上述之分析，本研究之對象為臺北市國小與國中教學輔導教師，因
此將本研究之教師領導意義界定如下：
「教師領導係指教學輔導教師在學校脈絡中，透過個別或團隊型態，正式或
非正式的途徑，針對教師同儕，應用其專業知能觀點與多元專業領導策略，在組
織各層面建立行動架構與關係網絡，增進教師對學校教育的專業承諾與知能，以
提升學生學習成就，革新學校整體教育品質的歷程。」
根據上述定義，進一步分析其重要意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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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凸顯教師在學校教育的主體性
長期以來，學校教育的領導權力主要在校長與上級教育行政機關，教師長期
以來處於被領導與被決定的地位。近來的研究發現，沒有教師的專業參與領導，
無法解決學校教育的實際問題。因此，教師領導所強調的教師專業觀點，讓擁有
不同領域專長的教學導師，透過各種方式實現教師在學校教育中扮演的主體性角
色。
（2）重視教師現場專業知識與經驗
近來，透過相關研究的結果顯示，教師的聲音可以提出對學校教育問題解決
的有效意見。因為教師的聲音代表著教師的專業知識、經驗以及對學生學習需求
的理解，他們擁有最接近現場的知識，最了解教和學的需求。因此，教師學輔導
教師透過個人、團隊或組織社群的領導，藉由其優異的臨床知識與經驗，促進教
師同儕的專業發展，協助解決現場教育問題。
（3）建立行動團隊與社群網絡
教師領導除由教師領導者個人的努力之外，也可以結合組織各層面的人員與
資源，以建立其所欲影響的專業行動架構與組織網絡。從個人擴展到團隊合作以
及專業社群組織的運作，包含同事間以及組織各層級人員、經費以及資源的結
合。教學輔導教師透過成員信任與合作關係的建立，組織行動團隊以及社群網
絡，發揮教師領導的功能。
（4）採取多元專業領導策略與途徑
教師領導強調學校社群中具有不同專業知識與經驗的專業人員，例如不同教
師擁有特殊的專長知識與現場經驗。所以，針對教師同儕所面對的不同層面工
作，教師領導者可以採取多元的領導策略與途徑，包括臨床視導、行動研究等。
例如，教學輔導教師協助教師同儕面對學生學習困難，可以介入直接協助，也可
以採取教學行動研究途徑，尋求有效的解決學生學習困難的方法。
（5）參與學校教育涉及的多元層面
教師領導使教師成為學校教育社群文化的重要影響者，教學輔導教師擔任教
師領導者，可以針對學校教師同儕，分別在學校教育不同層面發揮影響力，如教
學領導、課程領導、教學革新、成員專業發展、學生學習指導等層面。
（6）增進教師專業承諾與教育品質

11

教師領導實施的結果，將因教學輔導教師對教師同儕在教育各層面發揮的影
響力，而產生教師同儕教學擁有感與實踐承諾的提升。有助於增進學校學生的學
習成就，並革新學校整體教育品質。
貳、教師領導者的產生
Wilson（1993）、Yarger 與 Lee（1994）指出，從領導職位選拔出來的敎師
領導者，被視為是一種成就和學習，通常具備冒險和承擔責任的意願。當然冒險
性過強者，在領導過程中容易與同儕產生衝突，降低與同儕在教學革新上的合作。
Smylie (1992）在「如果教師有機會參與學校決策，其意願為何？」的研究
中，透過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之間對參與決策的意願有所不同。
影響教師參與意願的最大因素，在於教師和校長之間的關係良否。
Wilson（1993）以「教師領導者是誰？他們如何知覺、思考和行為？如何進
行領導？對系統的衝擊為何？」為題進行探究，透過文獻分析和訪問，發現教師
領導者具有下列的特徵：首先其尋求挑戰和成長；其次，其支持、教練和鼓勵同
事；第三，其尋求說服和影響同事，而不是只有面對現狀。換言之，教師領導者
共通的特徵，包括努力工作、革新的、創意的、社交的和有效的工作。
可見，教師領導者的產生，一方面受個人特質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與校
長關係和學校文化的影響。
參、教師領導者的角色
一般而言，正式的教師領導者角色，通常由具有明顯豐富教學經驗的或者為
學校同事所熟知而受尊敬的傑出教師來擔任。其 所扮演的領導角色，包括：科
主任（department chairs）、協會領導者（association leaders）、專家教師（master
teachers）、領導教師（"lead" teachers）、輔導教師（mentor teachers）
、課程領導
者（curriculum leaders）、教學協調者（instructional coordinator）、課程發展者
（ curriculum developers ） 與 成 員 發 展 計 畫 者 （ staff development planners ）
(Lieberman & Miller, 1994; Smylie & Brownlee-Conyers, 1992)。Powers 等人（2001）
的研究中，也將主任教師、科主任教師及高級教師界定為正式的教師領導者角
色，而 Smylie (1994）則將輔導教師、領導教師以及學校本位管理參與決策者界
定為正式的教師領導者角色。
不過，Wasley（1991）的研究，顯示正式職務教師領導者和其同事之間，存
在明顯的緊張關係。反而沒有被正式分派職務，而在學校裡扮演領導者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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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能完全被接受為領導者。Darling-Hammond, Bullmaster 和 Cobb（1995）的研
究，也獲得相類似的研究結果。因此，除了正式的教師領導者角色之外，非正式
的教師領導者，有時扮演著更為重要的角色。這些非正式敎師領導者角色，包括
成員發展發表者（staff development presenters）、班級教學領導者（classroom
instructional leaders）、領導教師的指導團體（teacher-led advisory groups）、學
校 改 革 專 家 、 師 資 培 育 者 、 專 業 組 織 領 導 者 (Livingston, 1992; Smylie &
Brownlee-Conyers, 1992)。
雖然前述相關研究均顯示教師領導非正式層面的效益，但是在許多文獻以及
實際層面上，教師領導的支配形式仍多為傳統的、正式的和階層式領導(Archer,
2001; Fessler & Ungaretti, 1994; Guiney, 2001; Paulu & Winters, 1998)。
此外，Cochran-Smith 和 Lytle (1999)則從教師研究的觀點，提出教師領導者
的角色，包括決策者（decision maker）
、諮商者（consultant）
、分析家（analyst）、
行動主義者（activist）。Wilson（1993）則從領導歷程的觀點，指出在教師領導
過程中可能產生下列的角色，包括冒險者（risk-taking）
、合作者（collaboration）、
角色示範者（role modeling）
，而這些角色的扮演，也經常產生教師領導者與同事
之間的緊張關係。張德銳等人（2005）在臺北市中小學教學導師制度規劃與研究
報告書中，界定的教學導師角色如下：（1）資訊提供者；（2）溫馨支持者；（3）
問題解決者；（4）共同參與者；（5）指導示範者；（6）諮詢輔導者。
可見教師領導者角色可以從不同觀點加以界定，例如：從正式化程度的觀
點、從工作層面的觀點、從影響教師的觀點以及教師領導歷程觀點。研究者從教
師領導工作層面的觀點，結合其他觀點的角色分類，將教師領導者角色歸納為下
列八類，如表 2-1 所示，茲分述如下：
（1）班級教學領導者
主要係指教師扮演班級學生學習與教師同儕協同教學的諮商者、協調者、合
作者、分析者、角色示範者、行動者與決策者等。可能的角色名稱，包括學年主
任、教學群召集人和教學協調者等。
（2）課程發展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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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指教師扮演課程計畫、設計、實施與評鑑的諮商者、協調者、合作者、
分析者、角色示範者、行動者與決策者等。可能的角色名稱，包括課程發展者、
課程協調者、課程決策者等。
（3）教學行動研究者
主要係指教師扮演教學革新的冒險者、分析者、行動者、諮詢者與決策者等。
可能的角色名稱，包括研究主任、研究教師、同儕行動研究團隊等。
（4）同儕專業發展者
主要係指教師扮演教師同儕專業發展的冒險者、分析者、行動者、諮詢者與
決策者等。可能的角色名稱，包括輔導教師、領導教師、專家教師及高級教師、
成員發展計畫者、成員發展發表者、領導教師的指導團體等。
（5）組織變革決策者
主要係指教師扮演學校組織革新的冒險者、分析者、行動者、諮詢者與決策
參與者等。可能的角色名稱，包括科主任、主任教師、科主任教師、學校改革專
家等。
（6）社區協會領導者
主要係指教師扮演父母與社區團體的合作者、諮詢者、分析者與行動者等。
可能的角色名稱，包括親職教育講師、社區協會理事等。
（7）師資協同培育者
主要係指教師扮演未來師資協同培育的合作者、角色示範者、諮詢者、分析
者、行動者和決策者等。可能的角色名稱，包括實習輔導教師、教學輔導教師等。
（8）專業組織領導者
主要係指教師扮演教育專業組織的合作者、諮詢者、分析者、角色示範者、
行動者和決策者等。可能的角色名稱，包括學校教師理事長、教育會理事或者其
他教育專業組織的理事等。

14

表 2-1

教師領導者角色類別

角色類別

可能的角色名稱

班級教學領導者

學年主任、教學群召集人和教學協調者等。

課程發展領導者

課程發展者、課程協調者、課程決策者等。

教學行動研究者

包括研究主任、研究教師、同儕行動研究團隊等。

同儕專業發展者

輔導教師、領導教師、專家教師及高級教師、成員發展計畫
者、成員發展發表者、領導教師的指導團體等。

組織變革決策者

科主任、主任教師、科主任教師、學校改革專家等。

社區協會領導者

親職教育講師、社區協會理事等

師資協同培育者

實習輔導教師、教學輔導教師等。

專業組織領導者

學校教師會長、教育會理事或者其他教育專業組織的理事
等。

研究者自行整理
肆、教師領導的工作任務
教師領導的工作層面，隨著教師領導的發展與正式化程度之差異而有所不
同。Heller 和 Hart（1995）描述 1980 年代，為了提升教師品質的三種教師領導
工作，包括輔導教師方案（mentor teacher programs）
、教師生涯階梯（teacher career
ladders）與共享管理（shared governance）。輔導教師方案提供優異教師對同儕
專業人員、學校和學區政策的影響，特別是協助早期生涯教師的成長與發展。生
涯階梯制度以肯定和支持優異教學表現教師的正式升遷，並據以擔任課程和成員
發展的領導角色。共享管理係應用教師的專業知識，以提昇教師對於班級教學和
組織議題的決策參與影響力，增進教師對學校教育的擁有感和專業實踐的承諾。
Acker-Hocevar 和 Touchton (1999) 研究指出，教師領導者的實際工作，就是
透過倡導、賦權增能、教師專業主義、關係以及革新等途徑，建立同儕之間以及
社群之內的關係和合作網絡。Griffin（1995）研究結果發現，教師參與決策影響
的重要領域，包括學生評量、課程架構、偏差行為學生的政策和科技整合。
Crowther et al.（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教師領導者從事六項重點工作，包括教
師領導者負責傳遞專業信念，在教學、學習和評量實踐中進行努力，透過組織歷
程促進學習社群，努力轉型學校文化和結構，轉化理念到行動，以及培養一種成
功的學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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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試辦方案，規定教學輔導教師
的任務，主要負責協助初任教學二年內教師、新進至學校服務之教師、經教師評
議審議委員會認定教學有困難教師、與自願成長有意願接受輔導之教師。教學輔
導教師的職責，包括協助服務對象了解與適應班級（群）、學校、社區及教職之
環境。其次，觀察對象之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第三，與服務對象共同反省教
學，協助服務對象建立教學檔案。第四，在其他教學性之事務上，提供建議與協
助，例如分享教學資源與材料、協助設計課程、示範教學、協助改善班級經營與
親師溝通、協助進行學習評量等（張德銳等，2005）
York-Barr 和 Duke（2004）歸納許多相關研究文獻，提出教師領導七個層面
的工作：首先，是協調與管理（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包括協調每天
的行事曆和特殊事件、參與行政會議和工作、監督革新努力與處理阻礙。其
次，學校或學區課程工作（School or district curriculum work）：界定成果和標準、
選擇和發展課程。第三，同事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leagues）：
輔導其他教師、領導工作坊、從事同儕教練、示範與鼓勵專業成長。第四，參與
學校改變/革新（Participation in school change/ improvement）：參與學校決策、
爲學校改變與同儕工作、透過組織歷程促進教師學習社群、參與研究特別是行動
研究、在學校文化和結構中面對障礙並挑戰現狀。第五，父母和社區的參與（Parent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接納父母鼓勵父母參與、藉社區事務建立夥伴關
係、與社區和社區組織合作工作。第六，對專業的貢獻（contributions to the
profession）
：參與專業組織、政治性的參與。第七，職前師資培育（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建立與大學的夥伴關係以培育未來教師。
研究者認為 York-Barr 和 Duke（2004）所提出的教師領導工作經過規劃整
理，顯然較為周延，因此研究者以其研究結果為基礎，整合不同學者的關點，將
學校教師領導工作歸納為七個層面及層面之下的重要工作，如表 2-2 所示，茲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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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學校教師領導工作層面與重要工作
層面
重要工作
學生學習層面
1.參與界定學生學習成就標準。
2.診斷學生學習障礙。
3.提出協助學生學習的有效策略。
課程發展層面
1.選擇教科書。
2.發展彈性課程。
3 參與課程決策會議。
教學革新層面
1.參與教學革新會議。
2.進行教學實驗。
3.實施教學行動研究。
同事專業層面
1.規劃同儕專業發展計畫
2.領導同儕進行專業發展工作坊
3.應用同練教練等方式輔導其他教師
組織革新層面
1.參與學校決策會議。
2.結合同事推動挑戰現狀的學校革新活動。
3.應用團隊組織教師學習社群。
親職社區層面
1.鼓勵父母參與學校教育。
2.透過社區事務建立夥伴關係。
3.建立社區組織之合作工作。
專業服務層面
1.參與專業組織。
2.建立與大學的夥伴關係。
3.協助培育未來教師。
研究者自行整理
1.學生學習層面：教師領導在該層面的重要工作，包括：參與界定學生學習成就
標準、診斷學生學習障礙、以及提出協助學生學習的有效策略。
2.課程發展層面：教師領導在該層面的重要工作，包括：選擇教科書、發展彈性
課程、以及參與課程決策會議
3.教學革新層面：教師領導在該層面的重要工作，包括：參與教學革新會議、進
行教學實驗、以及實施教學行動研究。
4.同事專業層面：教師領導在該層面的重要工作，包括：規劃同儕專業發展計畫、
領導同儕進行專業發展工作坊、以及應用同練教練等方式輔導其他教師。
5.組織革新層面：教師領導在該層面的重要工作，包括：參與學校決策會議、結
合同事推動挑戰現狀的學校革新活動、以及應用團隊組織教師學習社群。
6.親職社區層面：教師領導在該層面的重要工作，包括：鼓勵父母參與學校教育、
透過社區事務建立夥伴關係、以及建立社區組織之合作工作
7.專業服務層面：教師領導在該層面的重要工作，包括：參與專業組織、建立與
大學的夥伴關係、以及協助培育未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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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師領導的重要影響因素
教師領導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Snell 和 Swanson (2000）便指出，當教師表
現高度的教學專業知識、合作、反省和賦權增能時，容易受同儕尊敬與接受而成
為教師的領導者，有利於其領導工作的進行。因此，教師領導者的特質與能力為
影響教師領導的首要因素。
其次，教師領導者的選拔方式也是影響的重要因素。教師領導者如果由行政
分派，很容易被視為行政角色的延伸，如果透過教師以專業標準進行推薦，容易
建立教師領導者專業角色的典範，所選拔出的教師領導者，比較容易獲得教師在
專業的認同以及互動上的合作與支持(Wilson, 1993; Yarger & Lee, 1994） 。
第三，教師領導者的角色認知，也是另一個影響的因素。Weiss et al. (1992）
的研究發現，教師領導者的角色認知會影響教師領導的實踐。當教師領導者與教
師間，出現角色認知衝突時，將影響教師領導的進行。例如：不同立場者對於教
師領導者角色和任務的清晰或模糊，牽動著教師領導者對於角色行為的表現。
第四，教師領導者與其他人的關係，影響教師領導的成效。首先，教師領導
者與教師之間的關係，根據 Wasley（1991）的研究，顯示正式職務教師領導者
和他們同事間，在專業平等主義和階層權威之間，存在明顯的緊張關係。反而在
沒有被正式分派職務的教師，更能完全被接受為領導者。然而，二者實際上存在
著本質轉變的兩難，一方面教師領導的落實，需要與教師抱持非正式角色，並以
平等尊重的方式進行合作與互動。然而，另一方面，領導過程本身，就具有主導
性質的轉變。Smylie（1992）在教師和教師領導者互動的研究中發現，學校教師
之間比較重視平等的、同事友善關係。不過，如果過度強調教學專業中的平等主
義（egalitarianism），則不利於正式教師領導的發展。
此外，教師領導者與校長之間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Lieberman,
Saxl 和 Miles（1992）指出，教師領導者與校長的溝通關係之品質，對教師領導
的存續影響至鉅。如果彼此缺乏溝通導致關係不佳，產生校長對於教師領導的抗
拒（resistance）或敵意（hostility），則將不利教師領導的正向發展。Silva 等人
（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教師領導者進行領導過程，均感受到校長的諸多限制，
影響工作的成效。而 Acker-Hocevar 和 Touchton (1999)的研究卻顯示，因為校長
的賦權增能教師，使得他們的教師領導工作進行順利且獲得許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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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ther et al.（2002）指出，校長與教師領導者，彼此能夠分工合作來領導
教師，學校組織效能將能獲得有效提升。例如：教師領導者承擔主要的教和學的
領導責任，而校長則承擔資源連結等主要策略性領導的責任。正如 Barth (2001)
所建議，好的校長不只是英雄，而且是更多英雄的製造者。校長如果能將教師領
導視為校長領導的一環，努力培養並促進教師領導的發展，將獲得更大的領導成
效。可見，校長對教師領導的態度與關係，深深影響教師領導的實施與發展。
第五，學校組織氣氛與文化，是影響教師領導的另一重要因素。Hart（1994）
以兩所個案學校，從事學校教師同儕教練和分享決定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一
所獲得負面結果，另一所則非常正面。比較負面結果的學校，其組織充滿個人主
義、孤立與政治性利害文化，看不到學校合作的、創新與變革開放的文化。另一
所學校，校長鼓勵採取團隊合作的革新開放模式，校長和教師領導者一起工作，
並且與成員進行固定的溝通。可見，在不同學校組織文化影響下，所產生的教師
領導成效有相當大的差異。Katzenmeyer 和 Moller（2001) 進一歩指出，當學校
組織充滿學習、探究與反省的氣氛時，教師容易接受新的觀點與新的挑戰，容易
在團體的運作中找出發展的目標與方向。反之，如果學校內普遍瀰漫著散漫氣
氛，不僅學校組織缺乏方向，個別教師也容易缺乏追求目標的動力。
第六，學校組織管理結構，也是教師領導的重要影響因素，Acker-Hocevar
和 Touchton（1999）研究顯示，現場本位的管理（site-based management）有利
於教師參與決定的結構，有助教師領導的實施。Yarger 和 Lee（1994）也指出教
師領導，需要學校組織結構的重整，以建立一種鼓勵教師合作和教師參與決策的
氣氛。Coyle（1997）則更進一步提出，要打破現行的學校領導階層結構，建立
賦權增能教師的合作，以班級和學校為核心的領導，才能獲得真實的教育領導。
第七，時間和空間是另一種影響教師領導的因素，Ovando (1996)針對教師領
導成效研究發現，教師雖然擁有專業發展的機會，但是卻經常使用其他活動時間
進行領導活動。此外，學校內時間安排緊湊，教師沒有額外時間召集同事進行方
案的計畫、組織和執行，因此教師沒有充足的領導時間，長期以來被視為是一個
難題。此外，學校一間間的隔離式教室建築設計，此種學校建築的物理結構，常
使教師彼此之間感覺更加孤立，缺乏相互接近的空間，此種學校物理結構被認為
是實施教師領導的一種挑戰(Fullan, 1998）。
最後，誘因制度也是影響的因素之ㄧ。Duke、Showers和Imber（1980）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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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教師在參與分享決策中，領導的動機與他們所要面對的風險或者獎勵酬
賞結構有關。Dierks等人 (1988) 調查87位接受訪問的教師領導者，其中只有
62%提到獲得某些類型的獎勵。其中外在的獎勵約佔55%，如減輕教學負擔和給
予津貼等，其餘45%屬內在獎勵，如個人滿足等。因此，學校酬賞結構是否建立
有效誘因制度，將影響教師參與教師領導意願的程度。

第三節

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之教師領導相關研究

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之教師領導相關研究，分別從教師領導者角色、任務、
影響因素與中小學教師領導的差異性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壹、教師領導者角色的相關研究
表 2-3 教師領導者角色的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年
代
Stone et al.
(1997)

研究主題/問題

Griffin
(1995)

學校努力革新和
再設計教師參與
學校決策角色的
結果為何？

文獻分析和
每年訪問一
次長達三年

Duke et al.
(1980)

教師參與決策是
否感到焦慮？參
與的成本和效益
是什麼？

文獻分析、開
放式訪談和
調查法

Acker-Hoc
evar&
Touchton(1
999)
Hart (1994)

教師領導者如何
描述決策結構、文
化和權力/政治？

文獻分析、開
放式訪談

兩所學校教師生
涯階梯方案，參與
者的態度和判斷
是什麼？兩個現
場知覺差異，如何
以角色理論建構
來解釋？

文獻分析、個
案研究、觀
察 、 訪 談
（N=164）、
現場筆記、文
件

「在國小、國中和
高中層級教師領
導的共同性和差
異性為何？」

研究方法/對
象
文獻分析、多
現場個案研
究、調查訪
問、焦點團
體、日誌和參
觀

研究者自行整理
20

研究發現
教師領導者承擔領導角色以完成有意義的工
作、了解更完全的教育目標、增加整體的知識
和技巧、以及擴大影響和參與決策。教師領導
者受到時間、權力、和政治的限制。教師領導
者藉由鼓勵合作和做決定能夠促進專業實
踐，並且藉由提出教師的聲音和觀點，協助學
校革新。在階層結構中，教師領導者被同事視
為既是領導者又是同儕的挑戰
決策中教師參與影響重要領域：學生評鑑、課
程架構、偏差行為學生的政策、科技整合。但
是對於班級內教師實踐影響很少。班級影響的
缺乏係因孤立、自主和行禮如儀的文化，教師
對自我能力的信念以及對優異教學定義的不
確定。
教師認為分享決策的好處比其潛在的成本，除
參與時間之外，認為更為重要。然而大部份教
師對於參與決策並不感到焦慮，只是從中獲得
較少的滿足感。研究發現也提到有關僅有教師
參與和決策中教師影響力證據的一些問題。
教師領導者理解大的結構圖像、決策的衝擊、
學校結構內已建立的社會影響網絡、使用不同
媒介方法完成任務、賦權增能許多教師。
一所學校對於教師生涯階梯方案成效有非常
正向的看法，另一所學校則非常負面。正向學
校延伸出團隊，教師領導者是公開的而且可以
檢視的，有堅實的校長—教師領導者溝通，教
師領導者角色是集體塑造的，並且由成員再一
次塑造。在教師領導者和學校的教學價值之
間，強烈與重覆這樣的主張。

貳、教師領導者任務的相關研究
表 2-4

教師領導者任務的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年代
Dierks et
al.
(1988)

研究主題/問題

研究方法/對象

研究發現

教師領導者的責
任為何？

教師領導者花較多的時間在委員會議，反而花在
與其他教師有關教學議題的時間較少。

DarlingHammo
nd et al.
(1995)

教師領導者的角
色與任務研究

Snell &
Swanso
n (2000)

教師領導的層面
為何？

Silva et
al.
(2000)

從班級觀點，教師
領導為何？教室
領導教師如何經
歷教師領導？

14 個 學 區 87 位 教
師為研究對象，進
行文獻分析和訪
談
七所專業發展學
校為研究對象與
範圍，採用文獻分
析、個案研究、訪
談、觀察、文件、
調查和日誌
十位領導者為研
究對象，採取文獻
分析、訪問、專業
檔案分析、與工作
分析
三位教師領導
者，其研究方法採
用文獻分析、多元
個案研究、半結構
訪問以及傳記
三所高度分權化
學 校 中 的 30 位 教
師和行政人員。研
究方法採用文獻
分析與訪談方式

教師如何面對其
更多影響力的機
會？這些機會如
何影響其教學、工
作生活和效能
感？
張 德 銳 臺北市教學輔導
等
教 師 制 度 93 學 年
（2005） 度 實 施 成 效 評 鑑
研究
White
(1992)

張 德 銳 臺北市教學輔導
等
教 師 制 度 94 學 年
（2006） 度 實 施 成 效 評 鑑
研究

國小教學導師、夥
伴教師以及推動
教學輔導教師制
度之行政人員為
對象，進行問卷調
查
國中教學導師、夥
伴教師以及推動
教學輔導教師制
度之行政人員為
對象，進行問卷調
查

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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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領導者藉由擔任輔導教師、師資培育者、課
程發展者、問題解決者、改變的行為者和研究者
等角色，進行同儕教師專業發展、師資培育、課
程發展、教育研究、與教育問題解決等任務。

獲得教師領導的層面包括：專家知識、合作、反
省和賦權增能。

教師領導者掌握學校結構、培養關係、豎立專業
成長典範、幫助其他人改變、以及藉由提出孩子
的聲音挑戰現狀。

90%教師參與預算決策，90%教師參與課程決
定，70%教師參與成員發展決定。

國小教學導師的主要服務內容看法，以「協助進
行班級經營」的比例為最高，其餘依次為「協助
瞭解與適應學校環境」、「觀察教學，提供回饋
與建議」、「分享教學材料與資源」、「協助進
行親師溝通」、「示範教學」、「協助設計課程」、
「協助進行學習評量」以及「協助建立教學檔
案」。
國中教學導師的主要服務內容看法，以「觀察教
學，提供回饋與建議」的比例最高，其餘依次為
「協助進行班級經營」、「協助瞭解與適應學校
環境」、「分享教學材料與資源」、「示範教學」、
「協助進行親師溝通」、「協助設計課程」、「協
助進行學習評量」以及「協助建立教學檔案」。

參、教師領導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
表 2-5
研究者/
年代
Smylie
(1992)

Ovando
(1996)

Wasley
(1991)

Talbert
&
McLaug
hlin
(1994)

教師領導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主題/問題

研究方法/對象

研究發現

什麼樣的因素影
響教師和教師領
導者之間班級教
學互動數量與品
質？

研究對象為市郊
學 區 116 位 教
師，採取文獻分
析與問卷調查方
式

教師領導者在教
學和學習義務的
知覺為何？執行
二者的機會和挑
戰為何？
探索教師領導者
工作的本質為
何？其限制和支
持為何？

學 區 19% 的 25
位教師領導者為
對象，進行文獻
分析、質性開放
訪問
三位教師、校
長、和教師同儕
為對象，進行文
獻分析、個案研
究、觀察、和訪
談

在義務的建議範圍、在教師間承擔專業品質
的範圍、以及有效互動的機會，三個變項對
於教師與其教師領導者互動，有統計上的顯
著效果。換言之，如果建議隱含著拘束力、
如果存有強烈的專業品質和自主信念、以及
有很少接近教師領導者的機會，教師是比較
不可能與教師領導者互動。
教師領導被視為某種程度滿足和擁有潛在正
向投入的效果。教師領導的挑戰包括時間、
增加的工作負擔、壓力、和工作的要求等。

學校組織專業主
義與教師領導關
係之研究

16 所 加 州 和 密
西根高中教師為
對象，採用文獻
分析、問卷調查
（回收率77%）
以及訪談

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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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領導成功的條件，包括：工作必須是明
顯重要的、教師領導者不能打擊教師、基本
的規則誘因和報酬必須是清楚的、要有地方
政策和專業委員會的支持、以及教師領導者
要有良好的訓練。此外，對於教師領導的挑
戰，則包括：行政的而非教學為焦點的工作、
訓練時間和領導角色保障的缺乏、在階層系
統中共享領導、缺乏教師領導者和同儕的誘
因、作為學校革新努力非參與者的同事、將
意圖和現實結合。
堅強的專業社群擁有高度的專業主義，包括
一種分享的技術文化或共享的知識和標準；
堅強的服務倫理，也就是對學生或同儕的關
懷和期望；以及專業主義承諾，對教學、科
目事務和專業成長。

肆、中小學教師領導的差異性相關研究
表 2-6

中小學教師領導的差異性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年
代
Stone et
al. (1997)

張德銳等
（2005）和
張德銳等
（2006）

研究主題/問題

研究方法/對象

研究發現

在國小、國中和
高中層級教師領
導的共同性和差
異性為何？

國 小 中 高 中 18
教師、教師領導
者、校長和同
事。採用的研究
方法為文獻分
析、多現場個案
研究、調查訪
問、焦點團體、
日誌和參觀
臺北市公立國小
和 國 中 93 和 94
學年度教學輔導
教師、夥伴教師
和行政人員

在階層結構中，教師領導者被同事視為既是
領導者又是同儕的挑戰。國中與國小因為時
間、權力、和政治的限制的情境條件差異，
在教師領導的實踐上確有其差異性。這些差
異，一方面反過來影響教師領導者的知覺，
另一方面也影響教師領導的進ㄧ步發展。

臺北市公立國小
和國中教學輔導
教 師 制 度 93 和
94 學 年 度 實 施
成效評鑑研究，

在國小部份以「協助教師進行班級經營」和
「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問題」為最大的兩項功
能。國中部分，則以「協助建立學校同儕互
動文化」和「協助教師進行親師溝通」為兩
項最大的功能。
在遴選的標準上，國小部份以「具有協
助同儕教師專業成長的意願」為遴選最重要
的考量，其次才是「具有教學輔導技巧」、
「具有良好的教學能力」、和「具有人際溝
通的技巧」；國中部分也以「具有協助同儕
教師專業成長的意願」為遴選最重要的考
量，其次才是「具有良好的教學能力」、「具
有人際溝通的技巧」和「具有教學輔導技
巧」。

研究者自行整理
伍、相關研究對本研究的啟示
一、研究問題與內容方面
根據上述的相關研究顯示，相關研究問題包括教師領導者的工作、校長與教
領導關係、以及相關角色功能任務、教師領導影響因素、不同條件的差異比較等。
研究者有鑒於台灣地區，在近來的教育改革中，雖無教師領導之名，卻在許多層
面已進行實質之教師領導作為。特別是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制度，教學導師作為
教師領導者，對於教師領導的知覺差異，將產生不同的教師領導實踐。因此，本
研究根據前述國外相關研究文獻，針對教師領導的重要面向，進行調查研究，以
了解國民中小學教學導師在教師領導情況的知覺差異，以提供後續規劃修正教學
輔導教師方案的參考。
二、研究對象、方法與範圍方面
根據相關研究顯示，主要以教師領導者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採取文獻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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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質性研究與調查研究等。根據上述相關研究的啟示，本研究對象以參與臺
北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的教學導師為主。研究方法，採取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為
主，焦點團體訪談為輔。研究範圍，以臺北市參與教學輔導方案設置的公立國民
中小學為研究範圍。
三、研究變項選擇方面
相關研究顯示，不同學校條件，影響教師領導的實施。我國小學與國中的條
件差異頗大，小學教師的工作性質係採取包班制，因此學科專長區別性不像國中
那樣明顯。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學校類型，作為本研究比較分析的主要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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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設計，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佐以焦點團體訪談，藉以了解臺北市
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本章共分為五節，茲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實施程序、資料處理，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北市國小與國中教學輔導教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差
異，以了解國中和國小的教師領導現況，藉以提出國中和國小不同教學輔導教師
的領導實施策略。為達前述目的，根據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的結果，設計本研究
架構，如圖 3-1 所示。

意願
國中教

問卷調查

學導師
角色

焦點團體訪談

國小教
學導師

任務

影響因素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根據圖 3-1 可知，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焦點團體訪談為輔。問卷調查
對象為國中和國小教學導師。研究的變項包括自變項和依變項，自變項為學校類
型，分為國小和國中。依變項以受試者在調查問卷上之概念反應，包括教師領導
者的意願、角色、任務與教師領導的影響因素。透過教學導師對現況的知覺調查，
比較國中和國小教師領導現況普遍上的差異。此外，透過焦點團體訪談，蒐集質
性的資料，以便配合問卷調查結果作深入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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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研究方法係採取問卷調查法，佐以焦點團體訪談法以獲得更深入
的資料。二種研究方法均以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教學導師為研究對象，茲說明如下。
壹、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本研究邀請國中和國小教學輔導教師各十位，分別進行二場焦點團體討論。
教學輔導教師的選取，先採辦理績效良好的學校進行立意取樣，再根據抽樣學校
所提供的可參與焦點團體討論對象的資料，考慮各種條件（如擔任教學輔導教師
的年資等）後進行參與對象的邀請。為顧及研究倫理，參與者及其發言均以代號
方式呈現，如表 3-1 所示，A1 代表國小第一位發言之教學輔導教師；B2 代表國
中第二位發言之教學輔導教師。
表 3-1
類別
國小

國中

焦點團體訪談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代號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性別
女
女
女
女
女
女
男
女
女

B1
B2
B 3
B 4
B 5
B 6
B 7

男
女
女
女
女
女
女

訪談時間

97. 6.11（星期三）
14:00-16:00

97. 6.11（星期三）
18:00-20:00

貳、問卷調查對象
問卷調查對象係以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教學導師為母群體，分別以國中和國
小及試辦年數作為分層標準，進行隨機抽樣。整個調查樣本基本資料之統計，如
表 3-2 所示。計抽樣試辦五年以上、三到五年、以及三年以下教學輔導教師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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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合計抽象學校國中為 11 所，國小為 22 所，共計 33 所。每一所樣本學校
具備資格的教學導師，均作為問卷調查之抽樣對象。共計發出問卷 330 份，回收
271 份，有效問卷 268 份。回收率為 82.12%，有效率為 98.89%。
表 3-2

有效問卷樣本基本資料統計表

項目

組別

人數

百分比

學校類型

國小

175

65.3%

國中

93

34.7%

男

56

20.9%

女

212

79.1%

10 年（含）以下

38

14.2%

10-20 年（含）

150

56%

20 年以上

80

29.9%

教師兼主任

33

12.3%

教師兼組長

57

21.3%

（級任）導師

136

50.7%

專（科）任

42

15.7%

大學（含）以下

139

51.9%

碩士（含研究所四 128

47.7%

性別

教學年資

職務

最高學歷

十學分班）
博士
合

計

第三節

1

0.4%

268

100%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工具有兩項，其一為「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
領導知覺」調查問卷；其二為「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領導知覺之比較研
究焦點團體訪談大綱」。研究工具的發展與內容，茲分述如下。
壹、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研究小組為獲取問卷調查所無法深入探討之意見，乃兼採焦點團體訪談。訪
談的主要工具，係由研究小組編製完成的「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領導知
覺之比較研究焦點團體訪談大綱」。該大綱主要係根據本研究主題與目的，參考
相關文獻，擬定焦點團體討論大綱初稿，經由研究小組討論，並邀請四位專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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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大綱適切性之審查後定案，提供焦點團體訪談的引導，再根據受訪對象的回
答，進一歩提出探索問題，以深入了解教學導師對於教師領導現況的意見。訪談
大綱之主要問題如下：
1.教學輔導教師承擔領導責任的意願如何？為什麼？
2.教學輔導教師對於所扮演的領導角色，有何看法？為什麼？
3.教學輔導教師對於所擔負的領導任務，有何看法？為什麼？
4.教學輔導教師對於影響領導工作的因素，有何看法？為什麼？
貳、調查問卷
一、問卷編製過程
實證調查的主要工具為問卷，整個問卷的編製過程茲敘述如下：首先根據研
究目的、待答問題和文獻分析的結果，擬訂問卷初稿。其次，研究小組召開問卷
修改討論會議，主要針對問卷題目的內容或語句加以修改，除符合研究目的與需
要之外，也考慮語意的順暢與易懂，俾利於未來受試者之填答。之後，送請四位
專家進行問卷題項有效性的判斷，根據結果進行問卷修正，藉由專家審查建立問
卷的內容效度。經由研究小組再修正後形成預試問卷，並進行預試。問卷預試的
結果，經統計分析後，其 Cronbach α係數為 0.9149。問卷內容包含兩部分，第
一部分係受是對象基本資料，如學校類型；第二部分為問卷題項，包括教師領導
者的意願、扮演的領導角色、領導任務以及影響領導工作的因素四個部份。問卷
題項的評定方式採五點量表，以 5 代表「非常符合」
、4 代表「符合」
、3 代表「普
通」、2 代表「不符合」、1 代表「非常不符合」。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主要採取焦點團體訪談和問卷調查研究兩種方法，以下分就焦點團體
訪談與問卷調查方法的實施程序，敘述如下。
壹、焦點團體訪談實施程序
本研究在問卷施測之前，邀請國小和國中教學輔導教師各十位，分別進行二
場焦點團體討論。焦點團體討論的地點在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公誠樓 412 教室，第
一場次於民國 97 年 6 月 日下午 3:00-5:00 與國小教學輔導教師座談；第二場次
於民國 97 年 6 月 11 日晚上 6:00-8:00 與國中教學輔導教師座談。每場次焦點
團體討論時間約兩個小時，由研究者親自主持。研究者根據座談大綱，邀請與會
人員依序自由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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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調查施測程序
問卷施測之程序，首先列出近三年參加教學輔導教師制度辦理之學校，然後
從這些學校隨機取ㄧ半學校，針對抽樣學校中具有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與經驗者，
進行問卷調查。問卷寄送前，先由研究助理與樣本學校主任進行聯繫，確認後於
民國 97 年月透過臺北市各學校聯絡箱將問卷寄發各校教務主任，請其協助問卷
之發送、催收與寄回之工作。為提高問卷回收率，研究者提供各樣本學校負責人
三合一指揮筆，而填答者每人獲贈ㄧ枝重點螢光筆。

第五節

資料處理

壹、焦點團體訪談的資料處理
焦點團體討論的資料處理程序如下：（1）將焦點團體討論的錄音檔轉譯為
逐字稿；
（2）將逐字稿內容，依段落的意義分類；
（3）根據發言者的身份別和內
容進行編碼；（4）將相關分類意義單位加以群聚，決定該群聚的核心主題；（5）
撰寫每一個核心主題的描述，運用於研究結果與討論。
貳、問卷調查資料的分析
問卷回收後，進行原始資料的編碼，刪除填答資料不全者後，將問卷資料
進行平均術與標準差之分析，了解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對目前教師領導現況的看
法；其次，以 t 考驗來分析國小和國中辦理學校，實施教學輔導教師領導狀況的
差異，藉以了解在不同類型學校實施教師輔導教師進行領導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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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之「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領導現況調查問卷」，採五點量
表計分法，依符合程度的高低分別給予 5、4、3、2、1 分，故填答者在問卷整
體得分愈高，即代表教師領導現況與其看法的符合性越高，反之，則代表愈符合
性越低。本研究得分在 0.5 分至 1.5 分表示「非常不符合」、超過 1.5 分至 2.5
分表示「不符合」
、超過 2.5 分至 3.5 分表示「普通」
、超過 3.5 分至 4.5 分表示
「符合」、超過 4.5 分表示「非常符合」。

第一節

國小和國中教師成為教學導師意願的比較結果與討論

臺北市國小和國中產生教學輔導教師意願的現況，表 4-1 顯示國小和國中
在整體上，填答者成為教學導師的意願以「學校行政人員積極推薦」
（M=3.94）
符合現況程度為最高，其次為「自己主動申請」
（M=3.69）
，而「教師同儕積極推
薦」（M=3.54）相對較低。可見，就整體來看，不論是國小或國中成為教學輔導
教師的意願，主要仍由學校行政人員推薦，其次為自己主動申請，最後才是教師
同儕的推薦。
在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制度方案中，規範教學導師之產生需經兩階段：推
薦與審議。在第一階段原採行由教師自我推薦，或者教師同儕、家長與行政人員
推薦，之後修正為由學校專任教師與行政人員組成甄選小組負責提名推薦。雖然
方案明文規定，不過目前教師成為教學導師的意願，主要以學校行政人員的推薦
為主（張德銳、丁一顧，2006）。
表 4-1

國小和國中成為教學導師意願方式之分析表

項

目

平均數（M）

t

p

整體

國小

國中

自己主動申請

3.69

3.78

3.53

1.646

.101

教師同儕積極推薦

3.54

3.75

3.14

5.079***

.000

學校行政人員積極推薦

3.94

4.06

3.73

3.008**

.003

**p<.01

***p<.001

此一調查結果，誠如在焦點團體訪談中，二位國小教學導師提到，自己受到
行政邀請而擔任教學導師的情形：
我主要是主任的邀請參與成為教學輔導教師，沒有被強迫的感覺，上山之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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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是自己。下山後，從夥伴老師的身上學習很多，有我自己發揮的地方
（A5）。

個性決定命運，學校行政人員邀約我參與教學輔導教師制度，是因為我是
教師會會長而且具有教學輔導教師資格，就這樣成為教學輔導教師（A6）。
另二位國中教學導師也提到自己被主任邀請擔任教學導師的情形與緣由：
有人來找我ㄧ起合作行動研究，在行動研究和教學創新獲得名次，所以就被
主任推薦到陽明山，下來之後就擔任教學輔導教師（B1）。
我會參與成為輔導教師，最初是透過主任的介紹，參與”教學專業發展系統
。我們學校推動教學輔導教師活動，剛開是有四位有熱誠的教師，其中
藝能科教師只有一位，是一種跨領域的組合。此種組合優點是可以傾聽不同
領域的觀點，缺點則是較無法給予該領域專業的建議（B5）。
整體而言，國小與國中的教學導師們，均認為教學導師的產生，最主要是行
政人員的邀請與推薦，讓她們產生擔任教學導師的意願，而教師同儕的推薦反而
相對較少。這樣的結果，與學者認為相對較佳的方式有所不同。張德銳（1998）
指出教學導師的選拔三種方式中，以教師同儕推薦較佳，因為教師同儕朝夕相
處，比較能了解同事們的能力和熱忱，是故其所作的判斷應具有較高的信度與效
度。而秦夢群（2000）也指出，國外教學導師的產生方式，多由教師同儕選任。
可見，目前臺北市成為教學導師的現況與國外的做法有所出入，此一結果可能與
我國學校組織中教師的追求平凡文化有關。
教師擔任教學導師意願，在國小和國中的差異性方面，以「教師同儕積極推
薦」（國小 M=3.75 國中 M=3.14）（p<.001）和「學校行政人員積極推薦」（國小
M=4.06 國中 M=3.73）（p<.01）二種方式，達到顯著差異的水準，國小透過這兩
種方式成為教學導師的情況顯著高於國中。透過「自己主動申請」的方式達到符
合的程度，國小和國中並沒有顯著的差異。換言之，目前現況國小和國中教師，
其成為教學導師的意願，是透過自己主動申請的。不過在教師同儕推薦方式上，
國小明顯高於國中，國小達「符合」程度，而國中僅達「普通」的程度。此一結
果，可能的情況是早期試辦方案，提供教師同儕推薦的機會，再加上早期試辦以
國小申請的學校數高於國中，因而產生國小教學導師由教師同儕積極推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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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顯著高於國中的調查結果。另一種可能，是國小教師彼此之間的互動、理解
與支持程度，可能比國中教師要來得高。最後，國小和國中教師多數透過學校行
政人員推薦方式，而成為教學導師，不過國小仍顯著高於國中。可能國小行政人
員的積極推薦，讓教師有更深刻的感受。

第二節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對於所扮演的領導角色的比較結果與
討論

臺北市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目前所扮演領導角色的情況，如表 4-2 所示。有
關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目前所扮演的八種領導角色中，整體而言，以「班級教學
領導者」（M=4.09）的角色符合程度最高，其他達到符合程度者依序為「同儕專
業發展者」（M= 3.87）、「教學行動研究者」（M=3.76）、「課程發展領導者」
（M=3.74）
、
「師資培育協同者」
（M=3.55）
。其他達「普通」程度的角色，依序為
「專業組織領導者」
（M=3.41）
、
「組織變革決策者」
（M=3.10）
、
「社區關係協調者」
（M=3.00）
。可見，目前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扮演的角色，有班級教學領導者、
同儕專業發展者、教學行動研究者、課程發展領導者、和師資培育協同者的角色，
最少扮演的角色是社區關係協調者。
此一研究結果，與學者研究有相符之處。Wasley（1991）、Darling-Hammond,
Bullmaster 和 Cobb（1995）的研究顯示，正式職務教師領導者和其同事之間，存
在明顯的緊張關係。反而非正式的教師領導者，有時扮演著更為重要的角色。這
些非正式敎師領導者角色，包括成員發展發表者（staff development presenters）、
班 級 教 學 領 導 者 （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leaders ） 、 領 導 教 師 的 指 導 團 體
（teacher-led advisory groups）、學校改革專家、師資培育者、專業組織領導者
(Livingston, 1992; Smylie & Brownlee-Conyer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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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扮演的領導角色分析表

項

目

平均數（M）

t

p

整體

國小

國中

班級教學領導者

4.09

4.19

3.89

3.118**

.002

課程發展領導者

3.74

3.82

3.59

2.157*

.032

教學行動研究者

3.76

3.84

3.61

2.003*

.046

同儕專業發展者

3.87

3.94

3.73

2.156*

.032

組織變革決策者

3.10

3.24

2.85

3.103**

.002

社區關係協調者

3.00

3.16

2.69

3.489**

.001

師資培育協同者

3.55

3.63

3.40

1.978*

.049

專業組織領導者

3.41

3.56

3.13

3.480**

.001

* p<.05

**p<.01

***p<.001

誠如焦點團體討論中，ㄧ位國小教學導師所指出，教師領導者應扮演班級教
學實施方面的領導角色：
良師俱樂部，主要角色在班級教學的課程設計與提升教學實施成效（A8）。
一位國中教學導師，也提到教學導師應扮演協助新進教師經營班級的領導角
色：
協助新進教師時，主要協助其適應並做好班級經營工作（B5）。
此外，社區關係協調者角色雖然扮演的程度比較低，不過，在焦點團體討論
中，ㄧ位國小教學導師分享其扮演社區關係協調者的經驗：
教學輔導教師的領導功能，除教學專業領域之外，也可發會社區與學校協調
的功能。例如曾經有同學年一個班級的家長起衝突，因為自給己已經服務
20 幾年了，也住在社區一段時間，所以對於社區背景較為了解，此時就出
來扮演協調的角色，此時就有領導的機會與可能（A9）。
雖然，前述調查結果，發現教學導師擔任上述八種領導角色的情形。不過，
在焦點團體訪談中，有部分參與者也從不同觀點，提到教師領導者所扮演的其他
角色。例如一位國中教學導師，提供服務對象在行政上所扮演的領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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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四年的教學輔導教師經驗中，其中有二年服務的對象是兼任訓育行政
工作的教師，提供自己在行政經驗上的協助（B5）。
另外，也有教學導師從與服務對象的互動與功能觀點，提到教學導師所扮演
的領導角色。一位國中教學導師提到：
我自己帶新進教師時，常扮演陪伴者角色、聆聽者角色。自己常思考＂何謂
輔導教師？＂其定位是什麼？事實上，要能發揮輔導教師的助人功能，必須
讓夥伴教師信任我才會找我，當我聽了夥伴教師很多訊息之後，我就會協助
他搜集資源或提供自己所知道的許多資源來解決問題，所以我覺得我是扮
演＂資源搜尋和分配者的角色＂我自己的輔導經驗，包括與音樂領域教師，
其輔系是國文，一起做行動研究（B6）。
另ㄧ位國小教學輔導教師也提到：
領導角色就是有人埋頭做，要有一股傻勁，先做示範，然後再讓其他人試試
看。因為只要你先上去分享並進行專業對話，別人就會跟。教學檔案也是如
此，自己先做出來，就會有示範效果出來（A6）。
教師領導者扮演的角色，可以從不同角度做區分。Powers 等人(2001)的研究
中，將教師領導者區分為正式與非正式兩類角色。正式教師領導者角色，包括主
任教師、科主任教師及高級教師。非正式的角色就相當多元。正式的教師領導者
角色，往往被視為與行政階層相連繫，而非正式的教師領導角色，則與教師專業
工作性質相連結，因此後者在實質上較前者為教師所接受。不過，實際上，兩者
相互之間並不衝突，透過正式制度支持的教師領導，將更能產生長遠的效益。
在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扮演角色的差異方面，就教學導師所擔任的八種教師
領導者角色，全部達到顯著差異的水準，國小的符合程度皆明顯高於國中。其中
以「班級教學領導者」（國小 M=4.19,國中 M= 3.89）、「組織變革決策者」（國小
M=3.24,國中 M= 2.85）
、
「社區關係協調者」
（國小 M=3.16,國中 M= 2.69）和「專
業組織領導者」
（國小 M=3.56,國中 M=3.13）四種領導角色，國小顯著高於國中，
達 p<.01 的顯著水準。不過除了「班級教學領導者」角色在國小和國中皆達到符
合程度之外，其他角色在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扮演的角色，其符合程度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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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結果，與教學導師方案中所規範的教學導師應扮演的角色一致。方案中
提到教學導師的角色職責，包括協助服務對象了解與適應班級（群）、學校、社
區及教職之環境；觀察服務對象之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與服務對象共同反省
教學，協助服務對象建立教學檔案；以及在其他教學性之事務上提供建議與協
助，例如分享教學資源與材料、協助設計課程、示範教學、協助改善班級經營與
親師溝通、協助進行學習評量等。使得國小和國中的教學導師所扮演的領導角
色，多數與教學專業相關的領導角色扮演。相對較少擔任「組織變革決策者」和
「社區關係協調者」二種領導角色的情形。
即使如此，國小教學導師所扮演的領導角色相對於國中而言仍舊比較廣泛，
其擴及到師資培育、專業組織領導、組織變革和社區關係層面的領導角色的符合
程度仍較國中為高。國中教學導師所扮演的領導角色，明顯限制在班級教學、同
儕專業發展、行動研究與課程發展的領導角色。

第三節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對於所擔負的領導任務的比較結果與
討論

臺北市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對於所擔負的領導任務的情形，如表 4-3 所示。
有關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擔負的七種領導任務，整體而言，國中小教學導師的
最主要任務為「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M=4.17）。其他依序為「協助教師進
行有效親師溝通」（M=4.16）、「激勵同儕進行專業發展」（M=4.07）、「提供
教師專業諮詢服務」（M=4.03）、「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M= 3.93）、「帶
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M=3.78）。相對最低的任務為「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
（M=3.32）。
可見，在七項的領導任務中，有六項是目前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承擔的任
務。只有「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一項，為目前國中小教學導師相較之下比較
無法承擔的領導任務。此一調查結果，與教學導師設置方案中所規範教學導師的
角色職責有關。臺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設立教學導師制度的試辦方案經過
92、94 年的修訂，明文規定有關教學導師的主要職責，包括協助服務對象了解
與適應班級（群）、學校、社區及教職之環境；觀察服務對象之教學，提供回饋
與建議；與服務對象共同反省教學，協助服務對象建立教學檔案；以及在其他教
學性之事務上提供建議與協助，例如分享教學資源與材料、協助設計課程、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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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協助改善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協助進行學習評量等有關。主要任務在協
助教師同儕，在學校教育環境的適應與教學專業工作層面的協助，希望藉此增進
其教學專業效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目前的國中小教學導師領導任務，與
York-Barr 和 Duke（2004）所提出教師領導七項任務，包括協調與管理、學校或
學區課程工作、同事專業發展參與、學校改變/革新、社區的參與、參與專業組
織、職前師資培育有部分差異，這裡所提出的任務較為廣泛。
表 4-3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對於所擔負的領導任務分析表

項

目

平均數（M）

t

p

整體

國小

國中

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17

4.29

3.96

3.992***

.000

協助教師進行有效親師溝通

4.16

4.26

3.97

3.567***

.000

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

3.78

3.94

3.48

4.252***

.000

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

3.93

4.05

3.71

3.679***

.000

激勵同儕進行專業發展

4.07

4.13

3.95

2.142*

.033

提供教師專業諮詢服務

4.03

4.13

3.85

3.090**

.002

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

3.32

3.52

2.94

4.864***

.000

* p<.05

**p<.01

***p<.001

如前述調查結果，從焦點團體訪談資料中，也可以獲得了解。幾位國中小教
學導師便提到其所擔負的領導任務：
教師領導應分成幾個部份：首先專門課程領域的領導，也就是領域專長的領
導；其次是帶班專長的領導，也就是班級經營的領導；第三部份就是親師溝
通，也就是家長溝通部分的領導（A2）。
校史、課程發展、行動研究都可以顯現出領導的效果（A6）
教學輔導工作主要界定在教學的區塊，而非行政領域（A8）。
凝聚團體共識，班级導師開始策劃。首先了解學校文化特色，其次是教學部
份，第三就是人際關係，第四舉行外部一大一小的參訪。老師彼此間的信任
和對學校向心力（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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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任務包括新進教師主動請教輔導教師的問題，包括導師經營、家長溝通
對話、問題學生的處理（B3）。
教學輔導教師可以在哪些方面產生影響，包括教師會部份、教學評鑑、教學
省思。同時輔導教師可以扮演下列角色：提供者、分享者、課程發展者、實
習輔導教師、資訊傳播交流者、互動當團隊講師、成長計畫經驗傳承者（B4）
。
不過也有另二位國小教學導師指出，領導應是在自然之中進行的，不論是大
的項目或者細節均可產生影響作用：
教學輔導教師在學校行政、課程或者專業成長帶頭做，讓教師覺得她們以身
作則，在此種自然情境中學習。當她們有問題願意走進教室詢問，不一定是
形式上的，主動來改變和產生影響，是另一種默默的領導（A3）。
同事看到願意進來或提出（服務、僕人領導等），例如班上學生的雨具擺放
等小事，都可以提供同事學習的對象，而有所成長（A9）
另外，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在七項教師領導任務的承擔情況，經 t 檢定後，
發現七項任務均達到顯著性差異。其中尤以「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國小
M=4.29,國中 M= 3.96）、「協助教師進行有效親師溝通」
（國小 M=4.26,國中 M=
3.97）
、
「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
（國小 M=3.94,國中 M= 3.48）
、
「促進教師進行
教學革新」
（國小 M=4.05,國中 M= 3.71）和「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
（國小 M=3.52,
國中 M= 2.94）五項領導任務，國小與國中達 p<.001 的顯著差異水準。
另外，「激勵同儕進行專業發展」（國小 M=4.13,國中 M= 3.95）領導任務達
p<.05 的顯著差異水準，「提供教師專業諮詢服務」（國小 M=4.13,國中 M=3.85）
領導任務，則達 p<.01 的顯著差異水準。
可見，目前國小教學導師的在七項教師領導任務，皆達符合以上程度，由高
至低，依序為「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協助教師進行有效親師溝通」
、
「激勵
同儕進行專業發展」和「提供教師專業諮詢服務」
、
「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
、
「帶
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然而，國中教學導師在七項
教師領導任務中，僅五項達符合以上程度，由高至低依序為「協助教師進行有效
親師溝通」
、
「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激勵同儕進行專業發展」
、
「提供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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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諮詢服務」
、
「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
。其他兩項「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
「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則未達到符合的程度。
此一教師領導任務現況的調查結果，與張德銳等（2005）、（2006）的研究
發現類似。其研究指出，教學導師所發揮功能的任務，在國小部份以「協助教師
進行班級經營」和「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問題」為最大的兩項功能。國中部分，則
以「協助建立學校同儕互動文化」和「協助教師進行親師溝通」兩項任務發揮最
大的功能。

第四節

影響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之教師領導工作因素的比較結果
與討論

臺北市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之教師領導工作影響因素情形，如表 4-4 所示。
有關影響教學導師之教師領導工作的七項主要因素，整體而言，七項影響因素皆
達到「符合」以上的程度，依序為「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M= 4.45）、
「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角色認知」（M=4.41）、「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
（M=4.30）、「學校組織的氣氛」（M=4.29）、「學校教師的文化」（M=4.25）、
「學校校長的領導風格」
（M=4.22）、和「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
（M=4.01）。
可見，七項因素整體而言皆被認為是影響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之教師領導工
作的重要因素。其中，「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和「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
角色認知」被認為是影響教師領導工作最突出的因素，而「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
歷程」相對而言是較不突出的因素。此ㄧ研究結果，與相關的研究文獻結果相符，
正如 Snell 和 Swanson (2000）所指出，教師領導者的特質與能力為影響教師領
導的首要因素。而 Weiss et al. (1992）也發現，教師領導者的角色認知明顯
影響教師領導者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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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項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之教師領導工作的影響因素分析表
目

平均數（M）

t

p

整體

國小

國中

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

4.45

4.49

4.38

1.496

.136

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角色認知

4.41

4.45

4.34

1.290

.198

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

4.30

4.39

4.13

3.174**

.002

學校校長的領導風格

4.22

4.29

4.09

2.252*

.025

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

4.01

4.10

3.84

2.753**

.006

學校教師的文化

4.25

4.31

4.14

1.987*

.048

學校組織的氣氛

4.29

4.37

4.14

2.757**

.006

*p<.05

**p<.01

Wilson（1993）以及 Yarger 與 Lee（1994）也指出，教師領導者通常具備冒
險特質，並有承擔責任的意願。不過，這樣的人格特質在領導過程中，一不小心
就容易與同儕產生衝突，降低與同儕在教學革新上的合作，對教師領導工作有重
大的影響。
在焦點團體訪談中，三位國小教學導師也提到人格特質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教學輔導教師進行領導工作的歷程，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人格特質，譬如所
篩選的輔導老師人格特質不是很好時，就可能會有溝通衝突等負面結果
（A3）。
教學輔導教師個人的人格，會影響教學輔導教師對於教學輔導團體所展現的
看法和主張，對這個歷程產生重要的影響（A7）。
第一年擔任初任英文教師的輔導老師，四年後回頭來看，覺得比較抱歉，因
為當時太熱情太靠近，可能會灼傷她（A9）。
此外，也有另ㄧ位國小教學導師提到其他的影響因素：
有關教師輔導教師領導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1）人格角色認知，例如自
己對教學的認知，引進新的自己也想要的自信心；
（2）教師的文化，教師覺
得 OK，大家就 OK。被肯定狀況下組織團隊，推出時學校會支持。團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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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的和校長所進行的溝通是不同的，前者可以成為學校的助力（A2）。
ㄧ位國小教學輔導教師特別強調學校文化氣氛：
教學輔導教師的重要影響因素，就是學校文化氣氛是支持的、有制度的，且
溫馨的，而非批評的。其次，有一種錯誤文化，就是這一群人願意做，就什
麼事都給她們做（A8）。
二位國小教學導師提到行政人員支持的影響因素：
首先校長應該要上山，下山後退出幕前扮演幕後支持和鼓勵的角色（A6）。
行政的支持很重要，要能針對輔導教師需要給什麼？夥伴老師需要給什
麼？這樣形成的教師文化是溫馨和接納，也能讓輔導教師更有自信（A2）
二位國中教師也提出行政的影響因素：
我覺得教學輔導教師的領導工作，主要影響因素有：校長主任對於輔導
教師的定位如何，會影響其運作。再來就是行政主管的特質，太過強勢會
喪失向心力。最後是行政安排，主任對於輔導教師制度實施要很清楚，主
任最好也有輔導教師資格（B1）
首先校長主任的觀點要清楚和了解，其次輔導教師自己要做過了解。第三，
其他因素，包括年紀、年資、才藝、專業、資源、夥伴老師的特質和心態、
課程配課、行政上的配合支持、教學輔導團隊的存在（B4）。
正如相關研究文獻中也提到，教師領導者與其他人的關係，特別是與同事和
校長之間的關係，對教師領導的存續影響至鉅（Acker-Hocevar & Touchton, 1999;
Crowther et al., 2002; Lieberman, Saxl & Miles, 1992; Silva et al., 2000;
Wasley, 1991）。Hart（1994）和 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1)也指出，不同
學校組織氣氛與文化、以及學校領導的結構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教師領導成效有
相當大的差異。
除了上述的因素之外，在焦點團體訪談中，ㄧ位國小教學導師也提出了工作
負荷，是影響教師領導工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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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輔導教師的領導工作如果讓老師太累就沒辦法做，所以行政應協調處理
其他雜項業務，減輕教學輔導教師的工作負擔（A1）。
這兩年自己不能擔任是因為新接班級，加上學校要求教學輔導教師做很多事
情，例如讀書惠、發表會、座談會等，感覺工作負荷越來越重（A3）。
一位國中教師也提到：
教學輔導教師領導工作的影響因素，除了人格特質之外，教師的課務太忙，
負荷太重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B5）。
此點，正如 Ovando (1996)所指出，教師領導實施的時間和空間，也都是影
響教師領導的因素。
最後，是個人因素，包括教學導師以及受服務對象的特徵與條件等。一位國
中教師便提到：
教學導師的工作影響因素，還有一個就是個人因素，教學導師本身是否有
成就感，例如我自己帶第一個夥伴老師之後，就不想再帶第二個。另外，
夥伴教師的人格特質，例如比你年長、安靜型等特質也會影響。（B1）
此一影響因素，正如 Duke、Showers 與 Imber（1980）
、Dierks et al. (1988)
所提到，教學導師是否獲得誘因，也是影響教師參與教師領導意願的因素之ㄧ。
可見，除了這七項因素為影響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工作的因素之外，工作負
荷、時間與空間限制、以及誘因，也是影響教師領導實施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之教師領導工作的影響因素差異性方面，經 t
檢定後，發現在「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
（國小 M=4.39,國中 M= 4.13）
、
「學校組
織的氣氛」（國小 M=4.37,國中 M= 4.14）、「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國小
M=4.10,國中 M= 3.84）均達到 p<.01 的顯著差異水準。國小和國中在這些影響
因素皆達到「符合」以上的程度，但是國小的符合程度更明顯高於國中。
此外，「學校教師的文化」（國小 M=4.31,國中 M= 4.14）和「學校校長的領
導風格」
（國小 M=4.29,國中 M= 4.09）則達到 p<.05 的顯著差異水準。可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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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和國中在這兩項因素達到「符合」程度以上，也達到顯著差異水準，但是其差
異的可信程度不若前三項。
最後，在「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
（國小 M=4.49,國中 M= 4.38）和「教
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角色認知」
（國小 M=4.45,國中 M= 4.34）兩項因素上，在國
小和國中都是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工作中重要的影響因素，二者並無顯著的差
異。
因此，「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和「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角色認知」
二項因素，是在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工作上，公認的重要影響因素。
而「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
、
「學校組織的氣氛」
、
「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三
項因素，是國小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工作重要影響因素遠勝於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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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北市國小與國中教學輔導教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及其
差異，藉以提出國中和國小不同教學輔導教師的領導實施策略。因此，採取問卷
調查與焦點團體訪談方法，蒐集資料以了解臺北市國小和中教學導師擔任教師領
導者意願的方式、教師領導角色、教師領導任務及教師領導的影響因素為何，並
比較二者之差異。根據研究發現，提出下列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壹、國小和國中教師成為教學導師意願的三種方式，整體而言，三種方式皆達「符
合」以上的程度，依序為由學校行政人員推薦、教師主動申請和教師同儕推薦。
國小和國中教學成為教學導師意願的三種方式中，有兩種方式達到顯著的差
異，國小的符合程度均顯著高於國中。其中「教師同儕積極推薦」達到 p<.001
的顯著差異水準，而「學校行政人員積極推薦」因素則達到 p<.01 的顯著差異水
準，而教師主動申請一項，雖達符合程度，但是二者並無顯著差異。國小教師成
為教學導師，三種方式皆達到符合以上程度，而國中則有一項「教師同儕積極推
薦」僅達「普通」的程度。
貳、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扮演的八種角色，整體而言，有五項角色達「符合」
以上的程度，其中最常扮演的是「班級教學領導者」
，其次為「同儕專業發展者」
、
「教學行動研究者」、「課程發展領導者」和「師資培育協同者」。有三項角色，
僅達「普通」的程度，顯示整體而言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相對比較少扮演「社區
關係協調者」、「組織變革決策者」和「專業組織領導者」。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在所擔任的八種角色，全部達到顯著差異的水準，國小
的角色符合程度皆明顯高於國中。其中「班級教學領導者」
、
「組織變革決策者」、
「社區關係協調者」和「專業組織領導者」四種領導角色，國小更有信心認定其
符合程度顯著高於國中，達 p<.01 的顯著水準。不過，
「組織變革決策者」和「社
區關係協調者」二種領導角色，國小和國中其符合程度皆僅達「普通」的程度。
另外，「課程發展領導者」、「教學行動研究者」、「同儕專業發展者」、
「師資培育
協同者」四種領導角色，國小符合程度顯著高於國中，達 p<.05 的顯著水準。
國小教學導師擔任的教師領導角色，達符合程度的有六種角色，依序為「班
級教學領導者」
、
「同儕專業發展者」
、
「教學行動研究者」
、
「課程發展領導者」
、
「師
資培育協同者」和「專業組織領導者」。有二種角色僅達「普通」程度。符合程
度由高至低依序為「組織變革決策者」和「社區關係協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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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學導師擔任的角色，達符合程度的有四種角色，依序為「班級教學領
導者」、「同儕專業發展者」、「教學行動研究者」、「課程發展領導者」。有四種角
色僅達「普通」程度，依序為「師資培育協同者」
、
「專業組織領導者」
、
「組織變
革決策者」和「社區關係協調者」。
可見，國小教學導師所扮演的角色比較廣泛，而國中教學導師所扮演的領導
角色，比較限定在班級教學、同儕專業發展、教學行動研究、課程發展領導方面，
比較少擔任組織變革決策者、社區關係協調者、專業組織領導者和師資培育協同
者的角色。
參、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擔負的七項領導任務，整體而言，有六項達「符合」
以上的程度，其中最主要任務為「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其他承擔的任務符
合程度由高至低依序為「協助教師進行有效親師溝通」、「激勵同儕進行專業發
展」
、
「提供教師專業諮詢服務」
、
「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
、
「帶領教師進行課程
發展」。有一項領導任務僅達到「普通」程度，顯示國中小教學導師相對而言，
比較沒有承擔「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的任務。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所擔負的七項任務，均達到顯著性差異，國小符合程度
皆明顯高於國中。其中尤以「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協助教師進行有效親師
溝通」
、
「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
、
「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和「協助推動學校
組織革新」五項領導任務，國小與國中達 p<.001 的差異水準，有更大的信心認
為國小比國中教學導師，更明顯擔負這五項任務。其中，國小在七項任務，皆達
符合以上程度，而國中在七項任務中有兩項，包括「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和
「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其符合情形僅達普通程度。
肆、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工作七項影響因素，整體而言皆達「符合」
以上的程度，依序為「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
、
「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角色
認知」
、
「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
、
「學校組織的氣氛」
、
「學校教師的文化」
、
「學校
校長的領導風格」和「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七項因素被認為都是影響國
小和國中教學導師工作的重要因素，其平均數皆高達 4 以上。其中，「教學輔導
教師的人格特質」被認為是影響領導工作最突出的因素，而「學校教育決策的運
作歷程」相對而言是較不突出的因素。除了上述七項因素之外，教學導師的教師
領導工作負荷、時間與空間限制、以及從事教師領導工作的誘因，也是影響教師
領導的重要因素。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工作七項影響因素，不論在國小或國中，其
符合情形皆達「符合」以上的程度。不過，二者在七項影響因素中，有五項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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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差異，國小的符合程度均顯著高於國中。其中「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
、
「學
校組織的氣氛」、「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三項均達到 p<.01 的顯著差異水
準，而「學校教師的文化」和「學校校長的領導風格」二項因素則達到 p<.05
的顯著差異水準。其他「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和「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
角色認知」兩項則無顯著的差異，但符合程度都相當高，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伍、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的差異性綜合分析
綜合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的現況知覺之比較分析表，如表 5-1
所示。可以明顯看出，國小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之符合程度，多數皆顯
著高於國中。在教師成為教學導師的意願方式上，國小和國中明顯在教師同儕積
極推薦上有所不同。國小因這樣的方式而成為教學導師的現況，很明顯高於國
中。在教學導師所擔負的教師領導角色上，在「師資培育協同者」和「專業組織
領導者」兩種角色，國小教學導師扮演的情形，明顯高於國中。在教學導師的教
師領導任務承擔上，在「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和「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
兩項任務上，國小教學導師承擔的情形，很明顯高於國中。在影響教學導師的教
師領導工作因素上，在大體上國小和國中上有較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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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現況知覺差異性比較綜合分析表
項
目
國小
國中
顯著 比較
水準 結果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以上 以下 以上 以下
9
9
意 自己主動申請
9
9
願 教師同儕積極推薦
***
國小>國中
9
9
學校行政人員積極推薦
**
國小>國中
9
9
角 班級教學領導者
**
國小>國中
9
9
色 課程發展領導者
*
國小>國中
9
9
教學行動研究者
*
國小>國中
9
9
同儕專業發展者
*
國小>國中
9
9
組織變革決策者
**
國小>國中
9
9
社區關係協調者
**
國小>國中
9
9
師資培育協同者
*
國小>國中
9
9
專業組織領導者
**
國小>國中
9
9
任 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國小>國中
務
9
9
***
國小>國中
協助教師進行有效親師溝通
9
9
***
國小>國中
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
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

9

9

***

國小>國中

激勵同儕進行專業發展

9

9

*

國小>國中

提供教師專業諮詢服務

9

9

**

國小>國中

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

9

***

國小>國中

影 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
響
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角色認知
因
素 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
學校校長的領導風格
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
學校教師的文化
學校組織的氣氛

9

9

9

9

9

9

9

**

國小>國中

9
9
9
9

9
9
9
9

*
**
*
**

國小>國中
國小>國中
國小>國中
國小>國中

註：*P<.05 **P<.01 ***P<.001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就文獻探討、問卷調查以及焦點團體訪談結果所獲得
的研究結論，提出下列建議以供臺北市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和臺北市教育行政機
關做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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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對臺北市國民中學的建議
一、學校應提供組織成員更多專業對話與互動的機會
從研究結果發現，由教師同儕積極推薦方式遴選產生教學導師，國小顯著高
於國中，而目前的教學輔導教師方案，有關教學導師的產生，也修正為由學校專
任教師與行政人員，組成甄選小組負責提名推薦。因此，國中學校同儕之間需要
有更多的對話與互動，來增進彼此的了解，如此將更有利於未來教學導師推薦的
落實。
二、學校加強賦權增能教學導師方案的相關行政人員
從研究結果發現，在訪談中很多的教學導師是因為行政人員的邀請，而成為
教學導師。在影響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工作的因素中，發現校長與主任對於教學
導師的認識程度，會影響其支持的程度。在問卷調查中發現，經由學校行政人員
推薦方式而產生教學導師的情形，國小顯著高於國中。可見，國中的行政同仁在
推動教學輔導教師方案上，仍有賦權增能的空間。建議學校對於相關的行政人員
提供教學輔導教師專業知能培訓的機會，並鼓勵其有關教學輔導教師制度推動的
績效，以提升教學導師方案的落實程度。
三、學校可以根據不同目的需求支持教學導師扮演不同教師領導者角色
從研究結果發現，在文獻上八種教師領導角色中，國中教學導師較常扮演「班
級教學領導者」
、
「同儕專業發展者」
、
「教學行動研究者」
、
「課程發展領導者」四
種角色，而較少扮演「師資培育協同者」
、
「專業組織領導者」
、
「組織變革決策者」
和「社區關係協調者」。因此，學校可以在不同目的的需求之下，採用不同方式
支持教學導師嘗試扮演不同的教師領導角色。
四、學校可以透過分享平台加強教學導師的課程發展與組織革新任務
從研究結果發現，在文獻上所發現的七項教師領導者任務中，國中教學導師
較常承擔「協助教師進行有效親師溝通」
、
「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激勵同儕
進行專業發展」
、
「提供教師專業諮詢服務」
、
「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五項任務，
而較少承擔「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和「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二項任務。
在七項領導任務中，皆明顯低於國小教學導師。因此建議學校可以透過分享平
台，加強國中教學導師在教師領導任務的理解，特別是課程發展與組織革新任務
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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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臺北市國民小學的建議
一、學校可以協助教學導師間教師領導者角色分工以減輕負擔
從研究結果發現，在文獻上的八種教師領導者角色，國小教學導師最常扮演
「班級教學領導者」、「同儕專業發展者」、「教學行動研究者」、「課程發展領導
者」
、
「師資培育協同者」
、
「專業組織領導者」六種角色，而較少扮演「組織變革
決策者」和「社區關係協調者」二種角色。雖然國小教學導師所扮演的領導者角
色，相對於國中比較廣泛，但是組織變革和社區關係層面的領導角色仍相對較
少。不過從影響教學導師領導工作的因素中也發現，部分國小教學導師提出工作
負荷過重的重要因素，而教學輔導方案也儘量將教學導師的職責限於和服務對象
有關的教學專業事項。因此，在期待教學導師扮演多元教師領導者角色之餘，建
議能採取分工的方式，以減輕教學導師的工作負擔。
二、學校應將人格特質與教師領導者角色認知列入教學導師推薦與培訓的項目
從研究結果發現，不論在相關文獻、訪談或問卷調查結果，皆顯示「教學輔
導教師的人格特質」和「教師領導者角色認知」被認為是影響教師領導工作最突
出的因素。因此，不論是在學校甄選小組負責提名推薦的階段、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教學導師儲訓人員，或者是儲訓階段，應特別考慮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和對於
教師領導者角色認知，列入推薦條件與儲訓的課程項目。
三、學校行政應營造良好組織文化與氣氛，提供教學導師更充分的支持
從研究結果發現，不論在相關文獻、訪談或問卷調查結果，皆顯示「學校行
政人員的支持」
、
「學校組織的氣氛」
、
「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和「學校校長
的領導風格」，對教師領導工作有重大的影響，國小顯著高於國中。這些因素皆
與行政部分有密切的關係，因此不論是校長、行政人員或者整個行政決策歷程，
應提供教學導師更充分的支持。
四、校長應對教師領導具有正確的觀念與風格，改變領導風格
從研究結果發現，不論在相關文獻、訪談或問卷調查結果，皆顯示校長對
教師領導的態度與關係，深深影響教師領導的實施與發展。因此，建議校長應改
變領導風格捨棄權威領導，信任並賦權增能教師；其次，校長應從領導者社群發
展者觀點，重新界定自我的角色；第三，校長應建立學校專業學習社群，激勵教
師革新和專業知識；第四，校長應重視人際關係的經營，充分傾聽、溝通與持續
對話。透過校長的領導風格改變，產生對教師領導的支持態度，有助於教師領導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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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對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的建議
一、規劃不同專長類型的教學導師，擴大教學導師的範圍
從研究結果顯示，臺北市國小和國中教學導師分別扮演不同程度的不同角
色，包括「班級教學領導者」
、
「同儕專業發展者」
、
「教學行動研究者」
、
「課程發
展領導者」
、
「師資培育協同者」
、
「專業組織領導者」
、
「組織變革決策者」
、和「社
區關係協調者」。但是，在時間、工作負荷等因素的限制，一位教學導師並無法
同時扮演各種教師領導角色。可行之道，應進行教學導師在教師領導方面的專業
分工，讓不同教學導師可以扮演不同的教師領導者角色。同時，教學導師的服務
範圍，也可以從學校擴大到學區或者社會，例如扮演「組織變革決策者」和「社
區關係協調者」，以提供「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等更寬廣的任務。

二、鼓勵學校組織再造，讓教學導師制度有效融入學校日常運作
從研究結果顯示，七個影響教學導師的教師領導工作因素中，有五個因素與
學校組織氣氛和行政運作有關，包括「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學校組織的氣
氛」、「學校教師的文化」、「學校校長的領導風格」、和「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
程」。因此，臺北市教育局可以鼓勵學校利用組織再造政策，讓學校提供教學導
師的教師領導工作的良好環境，同時能讓教學導師制度有效融入學校運作體系，
以提升教師領導的成效。
三、提供更有利的誘因，激勵優秀教師成為教學導師
從文獻或是訪談中可以發現，雖然目前教學導師方案，對於教學導師的工作
負擔以及報酬上減授四節課為上限的規範。但是，受訪談的教學導師認為，教學
導師的工作負荷仍太重，而且誘因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建議臺北市
政府教育局，在制度中提供更多的資源，例如：結合教師發展與工作內容的改變，
以激勵優秀教師成為教學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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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1.教學輔導教師承擔領導責任的意願如何？為什麼？
2.教學輔導教師對於所扮演的領導角色，有何看法？為什麼？
3.教學輔導教師對於所擔負的領導任務，有何看法？為什麼？
4.教學輔導教師對於影響領導工作的因素，有何看法？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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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領導知覺」調查問卷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答這份問卷。本研究係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委託之專案研究計畫「臺北市國民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領導知覺之比較研究」
，
其目的在瞭解國中小教學輔導教師對於本身領導知覺的差異，根據研究結果作
為未來推動國中小教學輔導教師領導的參考。
本問卷共計 25 個題項，問卷資料均採匿名方式處理，敬請依照您真實的想法惠
予填答，並請於一週內填妥後，交由貴校負責人收回後統一寄回。非常感謝您
的支持與協助！
敬頌
教祺
專案研究計畫

主持人 張德銳 博士
許籐繼 博士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六月

＊ 請依據您個人的情況，在適當的□內打「√」：
【基本資料】
1.學校類型：□1小學
2.性

別：□1男

□2中學
□2女

3.教學年資：□110 年（含）以下
4.職

務：□1教師兼主任

□210-20 年（含）□320 年以上
□2教師兼組長

□3導（級任）師

□4專（科）任
5.最高學歷： □1大學（含）以下 □2碩士（含研究所四十學分班）□3博士
＜請先詳閱填答說明及名詞淺釋再填答，謝謝！＞
【填答說明】

1.請依據您個人對於每一題項的實際經驗或看法，逐題在適當方格內□打√，調
查表的評定方式採五分制，以 5 代表「非常符合」
、4 代表「符合」
、3 代表「普
通」、2 代表「不符合」、1 代表「非常不符合」。
2.請每題都填答，若勾選「其他」一項，請在其後的橫線上附加說明。

【名詞淺釋】

教師領導（teacher leadership）：本問卷係指「學校教學輔導教師，透過個別或團
隊型態，應用其專業知能與多元領導策略，帶領學校教師提升教學品質的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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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

非 符 普 不 非
常 合 通 符 常
符
合 不
合
符
合
5

4

3

2

1

一、您對於本身擔任教學輔導教師的意願情形如何？
1. 自己主動申請------------------------------------- □ □ □ □ □
2. 教師同儕積極推薦--------------------------------- □ □ □ □ □
3. 學校行政人員積極推薦----------------------------- □ □ □ □ □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您身為教學輔導教師，符合下列角色的情形如何？
1. 班級教學領導者----------------------------------- □ □ □ □ □
2. 課程發展領導者----------------------------------- □ □ □ □ □
3. 教學行動研究者----------------------------------- □ □ □ □ □
4. 同儕專業發展者----------------------------------- □ □ □ □ □
5. 組織變革決策者----------------------------------- □ □ □ □ □
6. 社區關係協調者----------------------------------- □ □ □ □ □
7. 師資培育協同者----------------------------------- □ □ □ □ □
8. 專業組織領導者----------------------------------- □ □ □ □ □
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您身為教學輔導教師，符合下列任務的情形如何？
1. 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 □ □ □
2. 協助教師進行有效親師溝通------------------------- □ □ □ □ □
3. 帶領教師進行課程發展----------------------------- □ □ □ □ □
4. 促進教師進行教學革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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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激勵同儕進行專業發展----------------------------- □ □ □ □ □
6. 提供教師專業諮詢服務----------------------------- □ □ □ □ □
7. 協助推動學校組織革新----------------------------- □ □ □ □ □
8.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您認為影響教學輔導教師發揮領導功能的因素有哪些？
1.教學輔導教師的人格特質----------------------------- □ □ □ □ □
2.教學輔導教師對自我的角色認知----------------------- □ □ □ □ □
3.學校行政人員的支持-------------------------------- □ □ □ □ □
4.學校校長的領導風格-------------------------------- □ □ □ □ □
5.學校教育決策的運作歷程---------------------------- □ □ □ □ □
6.學校教師的文化------------------------------------ □ □ □ □ □
7.學校組織的氣氛------------------------------------ □ □ □ □ □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謝您寶貴的意見與協助＊
再次感謝您撥冗填答這份問卷，使得本研究得以順利進行。如果您
需要本研究報告的摘要，請留下您的姓名及電子郵件地址以便寄贈。如對本
研究有其他寶貴的建議，亦請不吝指教。謝謝！
姓名：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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