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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政策與實施現況
之分析研究
*劉鎮寧 **吳子宏 ***邱世杰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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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臺灣與中國大陸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法規和實施現況進行探究，主
要透過文件分析、焦點團體等研究方法的運用，並以高雄市和廣州市的國小教育人
員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以期回應本研究的三個問題。首先，在專業發展政策法規
上，本研究針對二者異同進行討論，分別歸納出四點相同與相異之處。其次，在教
師專業發展課程規劃方面，高雄市含括政策落實與學校自主二種類型；廣州市則是
較偏向學校特色的發展。再次，在參與專業發展感受情形上，高雄市國小教師覺得
可對專業發展課程進行選擇和決定，也認為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能貼近教師的實際
需求，至於對校內所辦理的進修課程，教師認為形式主義大於實質的效益。廣州市
的國小教師則是覺得因為分級制度，使得國小教師對研習課程有實際需求的必要，
而且政府部門和學校相當重視在教學現場對教師的督導。最後綜合結論和建議以供
當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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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Study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 Jen-Ning Liou ** Zai-Hong Wu *** Shi-Jie Q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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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subjects wer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Kaohsiung City and Guangzhou City.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d document analysis and focus group, in order to answer the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regard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respectively concluded four aspect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econd, in regard to
curriculum planning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aohsiung City gives
considerations to both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school autonomy, while Guangzhou Cit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schools. Third, regarding
the perceptions of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Kaohsiung City think that they are allowed to select and determine the
curriculum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y also think that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planned by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meet their practical needs, whil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s provided on campus tend to put more emphasis on
obeying formal rules than bringing about actual benefit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opin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Guangzhou City, rating system makes it necessary tha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the actual demand for learning from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s. Moreover, they are conscious that government sectors and
school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ng teachers in classroom settings.
Finally, this study draws conclusions 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that may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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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部在 1996 年的聲明中指出，

壹、前言

面對教育改革成功與否，教師專業發展扮
演一種必要的角色，是教師目前所在階段
和未來挑戰之間銜接的一座橋梁，它將促

品質，奠基於良師」，根據學校教育改革經

使學生獲得更高層次的學習與發展（引自

驗，教師素質是奠定學生成就的最重要基

Tiemann, 2004）。Dipaola 與 Hoy（2008）

礎，是教育革新成功與否的關鍵（教育

認為，有效能的專業發展應該具備以下十

部，2012a）。因此，教師必須對其專業角

個特徵：1.提高教師的知識和增加教學技

色有所體認，在全球化、科技化和終身學

巧；2.釐清意義和關係的理解；3.提供足夠

習的時代，教師不僅是一位具有教育理念

的時間和資源；4.正在進行且持續發展；5.

的高效能教師，面對教育改革的要求，必

彼此的視導和協作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

須將焦點關注在能力的提昇，尤其面對社

分；6.需要評估的程序以確定其有效性；7.

會的快速發展，教師在他的工作環境中，

是學校本位和學校方案的一部分；8.有不同

除了用經驗來處理例行事務外，照理說，

的形式；9.可接納多樣性和促進平等；10.

不斷學習以因應環境中的變化和挑戰，理

使用學習的數據驅動專業發展。Blandford

應成為教師工作中的一環。質言之，對專

（2000）則是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的功能

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而言，

在於持續與教育思潮接觸，對教育政策批

沒有任何一種行業的知識可以永久使用，

判思考以及增進對社會的認識，藉以反省

更沒有不用改進的技術，換句話說，專業

個人的教學表現，改進無效教學的行為，

的知識、能力、態度和整體的素養，在教

以強化專業知識在教學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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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未來，關鍵在教育；教育的

綜觀上述，專業發展是教師的權利與

師的職涯發展過程缺一不可。

職是之故，教師如何在其工作崗位成

為一位學有專精、教有專長的教師，專業
發展成為至關重要的一件事情，而非只是
在教師甄試時，從群集的應試者中選出素
質最高的受聘教師，卻不論其日後的專業
發展和表現為何。所謂教師專業發展，本
研究綜合各家所論（呂錘卿，1999；高熏
芳 ， 2004 ； 陳 木 金 、 邱 馨 儀 、 陳 宏 彰 ，
2005 ； Gabriel, 2004 ； Nicholls, 2001 ） 認
為，專業發展係指教師在教學工作中，為
精熟教學的行為與能力、幫助學生有效學
習、配合個人生涯進階和自我實現、以及
促進學校整體發展並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在終身學習信念的引導下，參與正規、非
正規或非正式的各種學習活動。

義務，也是政府職責之所在。專業發展應
隨著教學生涯持續進行，在正式和非正式
的情境中透過寬廣的學習經驗，更新和提
昇教師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因此，教
師的專業發展或專業表現不是一個名詞上
的界定，而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動態歷程。
整體來說，就教師專業發展的本質而言，
係教師對專業表現的自我要求，所進行的
一種持續性的學習行為；就活動的型態來
看，教師專業發展可透過多元化的方式進
行各種學習活動；就目的來說，教師專業
發展必須和改變或成長做有效的結合，它
是一種有明確目的的行為，它能夠同時促
進教師個人和學校的成長與進步，當然最
終目的則是確保學生的學習權益和品質為
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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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教師在職進修統計年
報》指出，我國在職教師進修制度發展甚

改善及提升我國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相關工
作推動上的品質。

早，可由各時期所頒布的法令規定顯見政

以下進一步提出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

府對於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的重視（教育

題：

部，2010）。尤以《師資培育法》的頒布，

一、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政

更可視為是開啟教師專業發展的新頁，該
法闡明師資培育的範圍含括職前教育、實

策的異同為何？
二、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

習及在職進修。至於《教師法》的頒布，
則是明訂教師享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

課程規畫為何？
三、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對專業發展

學術交流活動之權利；以及規定教師在職

的現況感受為何？

期間應主動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的知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進一步提出可為

能。

我國在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政策之制定、學

對中國大陸而言，專業發展係屬「教

術研究與實務推動上的參考意見。

d

師教育」的範疇；在職進修，則是以「繼

貳、研究設計

續教育」稱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
師法》規定：參加進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

一、研究方法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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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是教師依法享有的權利。此外，《中華人

民共和國教育法》也指出，教育從業人員
依法接受職業培訓和繼續教育的權利與義
務。至於中國大陸教育部發布的《中小學
教師繼續教育規定》則是指出，中小學教
師繼續教育是指對取得教師資格的中小學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件分析和焦點團體

等方法，藉以蒐集本研究所需的文本資
料，茲分述如下：

（一）文件分析法

在職教師，為提高思想政治和業務素質進

為探討臺灣與中國大陸小學教師專業

行培訓，且參加繼續教育是中小學教師的

發展政策法規的異同，多方蒐集兩岸的文

權利和義務，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

件資料、教育類的法令規章、政策等正式

要依法保障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工作的實

編印出版或網站登載之相關資料，以力求

施。

文件資料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強化本研究

綜觀上述可知，臺灣和中國大陸國小
教師的專業發展都有明確的法源依據，均
強調專業發展的重要性。換言之，海峽兩
岸對於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推動，透過相
關政策或法規的實施係以累積相當多的實
務經驗。因此本研究透過文件資料的蒐集
和焦點團體的實施，藉以深入了解彼此的
異同，將有助於國人對海峽兩岸國小教師
專業發展政策和現況的瞭解，進而檢視、

的信實度。
（二）焦點團體
為達成本研究之目的，針對該主題蒐
集有效的資訊，藉以瞭解國小教師對專業
發展活動的看法，並獲得學校執行者和參
與者之間的觀點，本研究遂採取焦點團體
法。實施過程主要包括：1.確立研究探求的
項目與訪談題綱；2.分別針對高雄市和廣州
市的公立小學邀請焦點團體的參與者，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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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主要有二類：一為學校規劃與執行教

二、研究對象

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教務主任，另一為學校
教師，共計實施四場次的焦點團體；3.安排
訪談場地；4.執行焦點團體訪談，高雄市的
焦點訪談於 2013 年的 7 月 17 日和 7 月 19
日，在高雄市的一所國小進行；廣州市的
焦點訪談則是在 2013 年的 7 月 25 日和 7
月 27 日，在廣州大學進行。四個團體的焦
點訪談均由研究者負責主持訪談工作的進
行；5.整理焦點團體訪談蒐集的錄音資料，
將錄音稿轉譯成訪談逐字稿，做為進一步
分析的基礎等五個階段。再者，在焦點團
體進行時，除徵求參與者的同意進行全程

基於所服務的學校和廣州大學共同推動教
育政策研究之故，遂以高雄市和廣州市的
國小教師作為臺灣和中國大陸的取樣對
象。每一個城市分別從不同的學校邀請承
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教務主任 7 人，以
及再從不同的學校邀請參與專業發展活動
的教師 7 人。亦即每次焦點訪談的樣本數
為 7 人，總共進行四個團體的焦點訪談。
基本上，本研究選取參與者所考量的標準
係以強調同質性為第一優先。國小主任部
分，重視其辦理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投入

d

的錄音外，並繪製座位表、以及準備紀錄

為了解並獲取較豐富的資料，研究者

的相關文件格式，包括日期、時間、地點
與情境等皆加以記錄。

程度；國小教師部分，則是關注其對專業
發展活動的主動參與程度為主。高雄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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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由研究者探詢相關人員的建議後親
自電話邀請，廣州市的部分則是將參與者
的標準轉知廣州大學的教授代為邀請。

表1

焦點團體一覽表
高雄市
受訪者
陳 00
張 00
張 00
陳 00
陳 00
林 00
葉 00
李 00
陳 00
蘇 00
黃 00
李 00
江 00
胡 00

代號
KD 1
KD 2
KD 3
KD 4
KD 5
KD 6
KD 7
KT 1
KT 2
KT 3
KT 4
KT 5
KT 6
KT 7

訪談日期
0717
0717
0717
0717
0717
0717
0717
0719
0719
0719
0719
0719
0719
0719

職務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廣州市
受訪者
林 00
黃 00
何 00
高 00
王 00
馮 00
肖 00
黃 00
曾 00
王 00
黃 00
陳 00
郭 00
鄧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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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GD 1
GD 2
GD 3
GD 4
GD 5
GD 6
GD 7
GT 1
GT 2
GT 3
GT 4
GT 5
GT 6
GT 7

訪談日期
0727
0727
0727
0727
0727
0727
0727
0725
0725
0725
0725
0725
0725
0725

職務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教務主任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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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處理與分析

次焦點團體，廣州市第 1 位教師於 7 月 25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方法所獲得之資
料進行分析，在步驟上依序包括：（一）資
料的檢視和摘記；（二）資料的編碼，例如
A0717KD1 的編碼代表「第一場次焦點團
體，高雄市第 1 位教務主任於 7 月 17 日的
訪談發言內容」，C0725GT1 代表「第三場

日的訪談內容」；（三）根據文本資料的分
析，尋找資料之間的關係，並提出本研究
的分析和討論架構；（四）進行文本資料的
分析和覆核；（五）統整所有資料，提出本
研究的主要研究結果與建議。有關資料編
碼所代表的意義，如表 2 所示：

表2
資料編碼對照一覽表

0717
KD、KT、GD、GT

jte
p

1、2、3、4、5、6、7

代表意義
指辦理焦點團體訪談的場次順序別，A（第一場）、B（第二
場）、C（第三場）
、D（第四場）。
指訪談日期為7月17日。
指訪談之對象，KD（高雄市國小主任）、KT（高雄市國小教
師）、GD（廣州市國小主任）、GT（廣州市國小教師）
。
指訪談對象之代號。

d

編碼代號
A、B、C、D

動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問題，但受限於參

四、研究倫理

與人數、時間和範圍等因素的影響，僅以

本研究在邀請及進行焦點團體之前，

高雄市和廣州市的教務主任和國小教師共

研究者先行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性質，並

計 28 位做為臺灣和中國大陸立意取樣的代

同時告知受訪者本研究對受訪者的保密原

表。因此，焦點團體的參與對象和最後所

則，在焦點團體實施過程中所採取的錄音

獲得的研究結果，並無法代表海峽兩岸所

行為，研究者均事前徵得受訪者的同意，

有的國民小學，研究者只能盡量透過文本

對於研究對象之身分在研究報告中一律匿

資料的分析，清楚的描述受訪者在此研究

名，僅以身分代號稱之。除此之外，本研

主題的覺知與經驗，以供讀者判斷理解。

究基於學術研究的嚴謹規範，在焦點團體

參、臺灣與中國大陸國小教師專業發
展政策法規的比較

實施的過程中，研究者會竭盡所能的保持
價值中立，謹守研究倫理，只真實、公
正、公開的呈現受訪者的敘說內容，不將
個人的想法或經驗融入在訪談內容之中，

以下分別從臺灣和中國大陸國小教師

以期使本研究能獲得最真實的現象和意

專業發展的政策法規，以及臺灣和中國大

義。

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政策法規的共同和相
異之處等四個部分，做一說明與評析，茲

五、研究限制

分述如下：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探討國民小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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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政
策法規

完備且符合法制化的精神。
除了上述相關法規的頒訂外，2006 年
教育部依據《師資培育法》公布推動為期

（一）源起與發展
臺灣國小教師的進修法令，首見 1942
年的《各省市辦理中心學校及國民學校教
職員進修辦法》，明訂辦理教師進修範圍為
彙編進修刊物、施行進修輔導、辦理通訊
研究、設置進修班及教師假期訓練等五大
要項（教育部，2010）。在此之後，公部門
雖然又陸續公布《中等學校及國民學校教
員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臺灣省教育廳五
十二學年度辦理特別師範科及國民學校師

方案八－強化教師專業能力，明確列出：
規劃建立教師專業能力發展權責單位及層
級；規劃建立教師專業發展階段及其進修
時數；規劃建立教師專業能力發展課程架
構及其內容；建立教師第二專長進修機
制；建立教師在職進修認證機制；逐步建
立教師進修研習與教師學術研究加給結合
的教師進階制度等六項與小學教師專業能
力提升有關之目標。
教育部在 2009 年，賡續推動為期四年

d

資進修班暫行實施要點》、《臺灣省立師範

四年的《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其中的

專科學校設置暑期部辦法》、以及《師範專

科學校暑期部二年制國校師資科別利用空

大層面，其中層面三「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即是以精進教師

jte
p

中教學實施要點》等政策法規，但直到

的《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共分為五

1994 年《師資培育法》的公布，才具體的
將教師在職進修正式界定為師資培育的範
圍。

接著，在 1995 年《教師法》的公布，

更明文規定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的權利義
務。在 1996 年，教育部進一步根據《師資

培育法》和《教師法》分別公布《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
（此辦法已於 2003 年 8 月廢止）和《教師
進修研究獎勵辦法》。臺灣省政府（1998）
則是依據《教師法》、《師資培育法》、《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
法》、以及《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等相
關規定，公布《臺灣省高級中學以下學校
及幼稚園教師國內在職進修學位實施要
點》。除此之外，在 2002 年之後，教育部
又陸續公布《終身學習法》、《教師請假規
則》。整體來說，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法
規或政策，隨著社會、政治與教育的民主
化及教育改革運動等因素的影響，已漸趨

進修制度為出發點，擬定建構中央、地方
與學校教師進修整合體系；提升校長及教
師專業能力；建立多元進修制度；研訂教
師在職進修認證實施規準以建構教師進階
制度等教師在職進修相關執行策略，完備
三級（中央、地方、學校）教師進修體系
與多元進修制度，進而推動整體性教師專
業發展。

在此之 後，教育部 （2012b）公 布了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及各師資類科專
業表現指標》草案，將教師專業標準分
為：具備教育專業知識並掌握重要教育議
題；具備領域/學科知識及相關教學知能；
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力；善用教學策略
進行有效教學；運用適切方法進行學習評
量；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性學習
環境；掌握學生差異進行相關輔導；善盡
教育專業責任；致力於教師專業成長；展
現協作與領導能力等 10 項，以做為落實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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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生特質衡鑑及輔導機制，精進師資培育

育基本法》、《教師請假規則》等。綜觀

課程、教育實習及教師資格檢定，發展教

相關法規之內涵可知，教師專業發展乃是

師專業成長、教師評鑑檢核指標之用。

教師應有的權利和義務，進修和研究係教
師專業發展的二個主要範疇。除此之外，

（二）重要法規之內涵
臺灣國小教師與其專業發展有關的主
要法規，不論是法規立法或職權立法，依
時間順序包括：《師資培育法》、《教師
法》、《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教

從相關法規亦可了解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
和類型可說是呈現多元化的面向，且法規
制定亦從獎勵機制的建立鼓勵教師從事專
業發展，如表 3 所示：

表3
臺灣國小教師專業發展重要法規摘要
頒佈時間
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之條文內涵
1994 年 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進修，包括：（1）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
或委託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各類型教師進修課程；（3）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師進修課程。

d

法規名稱
師資培育法

1995 年

1.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參加
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活動之權利。
2.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
究、進修，以及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
教育活動之義務。
3.為提昇教育品質，鼓勵各級學校教師進修、研究，各級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得視實際需要，設立進修研究機構或單
位。
4.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
之知能。
5.教師在職進修得享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保障；其進修、研
究之經費得由學校或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教師進修研究
獎勵辦法

1996 年

1.教師帶職帶薪進修、研究，包括：（1）全時進修、研究：係
指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
薦送或指派教師，在一定期間內，經辦妥請假手續，並保留
職務與照支薪給而參加之進修、研究；（2）部分辦公時間進
修、研究：係指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教學或業
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教師，利用其授課之餘仍應
留校服務時間，經辦妥請假手續而參加之進修、研究；（3）
休假進修、研究：係指公立專科以上學校依規定核准教師休
假而從事學術性之進修、研究；（4）公餘進修、研究：係指
服務學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教
師，利用假期、週末或夜間參加之進修、研究。

jte
p

教師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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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續)

jte
p

d

法規名稱
頒佈時間
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之條文內涵
教師進修研究 1996 年 2.服務學校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教師參加各項進修、研究，
獎勵辦法
應依序審酌下列事項：（1）學校發展需要；（2）進修項目
與教學專長或業務之符合程度；（3）人員調配狀況；（4）
在本校服務年資。此外，教師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研究或留
職停薪全時進修、研究，應事先與學校簽訂契約書，約定進
修、研究起迄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
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
3.教師參加進修、研究，得按下列方式予以獎勵：（1）依規定
補助進修、研究費用；（2）依規定向機關、機構或團體申請
補助；（3）依規定改敘薪級；（4）協助進修、研究成果出
版、發表或推廣；（5）列為聘任之參考；（6）列為校長、
主任遴（甄）選之資績評分條件；（7）進修、研究成果經採
行後，對教學或服務學校業務有貢獻者，依規定核給獎金、
請頒獎章或推薦參加機關、機構或團體舉辦之表揚活動。
4.補助進修、研究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1）教師經服務學
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或指
派參加國內進修、研究者，給與全額補助；（2）教師經服務
學校同意，參加與教學或業務有關之國內進修、研究，得由
服務學校視經費預算，給與半數以下之補助。前項進修、研
究費用，包括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收費標準所收取之
學費、雜費、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進修、研究應於學期或
進修、研究階段結束後，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不
及格科目，不予補助。
5.學校辦理教師進修、研究成效，應列為學校評鑑之重要項
目。
6.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研究
或因故無法完成者，應立即返回原校服務，不得稽延。
教育基本法

1999 年

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教
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

教師請假規則

2006 年

1.因教學或研究需要，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
送或指派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期間在一年以內。
2.因教學或研究需要，依服務學校訂定之章則或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於授課之餘利用部分辦公時
間進修、研究，每週在八小時以內。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
假期間之公假時數得酌予延長，不受八小時之限制。
3.寒暑假期間，於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原則下，事先擬具出
國計畫，經服務學校核准赴國外學校或機構自費參加與其職
務有關之進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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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陸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重
要政策法規

2010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發布《2010
年中小學教師國家級培訓計劃》，其內容包

（一）源起與發展
基本上，中國大陸建國初期的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主要任務是解決小學教育迅
速發展與師資數量不足、品質不高的問
題。從教育內容來看，特別強調了政治思
想教育；就教育形式而言，業餘進修學
校、業餘文化補習學校、函授學校、師範
速成班、星期日學校等多種形式均已見諸
實踐（吳文鳳、曾健萍，2010）。回顧歷
史 ，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十 年 期 間 （ 1966-

括中小學教師示範性培訓項目和中西部農
村骨幹教師培訓項目兩大部分（張純，
2012）。國培計畫最具特色的是由國家負起
全國性教師繼續教育的責任。在 2012 年，
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強教師隊伍
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建立教師學習培訓
制度，實行五年一週期不少於三百六十學
時的教師全員培訓制度，推行教師培訓學
分制度。採取頂崗置換研修、校本研修、
遠端培訓等模式，大力開展中小學、幼稚
園教師特別是農村教師培訓，以及完善教

d

1976），中國大陸教育領域受到嚴重衝擊。
小學教師被視為資產階級份子，大量被下
放改造，教師的專業發展陷入停滯的狀

師培養培訓體系，構建以師範院校為主
體、綜合大學參與、開放靈活的中小學教
師教育體系。

jte
p

態。

師培訓工作的意見》
。

中國大陸國小教師的專業發展直到

1980 年之後，因為課程改革才啟動了一連
串的教師專業化運動，包括整合職前培養
與在職培訓的教師教育體系，並落實區域
與校本教研制度（洪詠善、盧秋珍，

2013）。中國大陸教育部在 1983 年發布

《關於加強小學在職教師進修工作的意
見》、1985 年頒布《小學教師職務試行條

例》，將小學教師區分為三級、二級、一級
和高級教師。基本上，中國大陸在 1994 年
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
，1995 年

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及
1999 年頒布的《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規
定》，可說是中國大陸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
主要法源依據。除此之外，在 2004 年中國

此外，在 2012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為促

進小學教師專業發展，建設高素質小學教
師隊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特制定
《小學教師專業標準（試行）》，基本內容
包括專業理念與師德、專業知識、專業能
力等三個維度在內的十三個領域。要求國
小教師要將專業標準作為自身專業發展的
基本依據，制定自我專業發展規劃，愛崗
敬業，增強專業發展自覺性；大膽開展教
育教學實踐，不斷創新；積極進行自我評
價，主動參加教師培訓和自主研修，逐步
提升專業發展水準。
（二）重要法規之內涵

大陸教育部又陸續公布《關於進一步加強

以下針對中國大陸三項與小學教師專

基礎教育新課程師資培訓工作的指導意

業發展有關的主要法規，即《中華人民共

見》、《關於加速推進全國教師教育網絡聯

和國教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盟計畫組織開發新一輪中小學教師全員培

以及《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規定》的條文

訓的意見》、以及《關於大力加強中小學教

內涵，做一概要陳述，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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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重要法規摘要
法規名稱 頒佈時間
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之條文內涵
中 華 人 民 共 1993 年 1.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加強教師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業務
和國教師法
培訓，改善教師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保障教師的合法權
益，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
2.教師享有參加進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訓。
3.教師必須不斷提高思想政治覺悟和教育教學業務水平。
4.各級教師進修學校承擔培訓中小學教師的任務。
5.非師範學校應當承擔培養和培訓中小學教師的任務。
6.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學校主管部門和學校應當制定教
師培訓規劃，對教師進行多種形式的思想政治、業務培訓。
1995 年

1.國家實行教師資格、職務、聘任制度，通過考核、獎勵、培養
和培訓，提高教師素質，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中小學教師
繼續教育規
定

1999 年

1.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是指對取得教師資格的中小學在職教師
為提高思想政治和業務素質進行的培訓。
2.參加繼續教育是中小學教師的權利和義務。
3 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原則上每五年為一個培訓周期。
4.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要以提高教師實施素質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為重點。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的內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
和師德修養；專業知識及更新與擴展；現代教育理論與實踐；
教育科學研究；教育教學技能訓練和現代教育技術；現代科技
與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等。
5.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分為非學歷教育和學歷教育。
6.各級教師進修院校和普通師範院校在主管教育行政部門領導
下，具體實施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的教育教學工作。中小學校
應有計劃地安排教師參加繼續教育，並組織開展校內多種形式
的培訓。綜合性高等學校、非師範類高等學校和其它教育機
構，經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可參與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工作。
經主管教育行政部門批準，社會力量可以舉辦中小學教師繼續
教育機構，但要符合國家規定的辦學標準，保證中小學教師繼
續教育質量。
7.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要建立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考
核和成績登記制度。考核成績作為教師職務聘任、晉級的依據
之一。
8.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要對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工作成績
優異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表彰和獎勵。
9.對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質量達不到規定要求的，教育行政主管
部門應責令其限期改正。對未按規定辦理審批手續而舉辦中小
學教師繼續教育活動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應責令其補辦手續
或停止其舉辦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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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華人民共
和國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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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和中國大陸國小教師專業發
展政策法規的共同之處

和其他教育機構、以及社會力量等，只要
經過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批准或符合國
家規定的辦學標準，皆可辦理教師專業發

臺灣和中國大陸國小教師的專業發展

展的相關課程。綜上可知，海峽兩岸在辦

政策法規具有下列四點共同之處，且對於

理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構（單位）可說是相

教師專業發展具有正向的作用：

當普及，公、私部門都能投入於此，呈現

（一）明訂法源依據，正視教師專業發展的
重要性
臺灣和中國大陸國小教師的專業發展
都有明確的法源依據，強調專業發展的重

出公私並存的運作機制，對於教師素質的
提升在兼容多元的觀點下，係有助於開啟
更寬廣的視野。
（三）辦理型態的多元化，提供不同層次與
需求的教師專業發展

要性。以臺灣來說，國小教師的專業發展

從相關的政策或法規可知，臺灣國小

師研究獎勵辦法》等法令中，所有教師沒

教師專業發展的辦理型態可說是相當多

有地域和學校間的差別之分，都必須遵循

元，就其類型可分為學位進修、學分進

相關的法令規範。在教師法中亦有專章條

修、一般研習進修；在課程部分包括依法

文，使教師的專業發展獲得保障。中國大

令規定教師應接受的研習課程；為因應政

陸在推動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時間點與台

策需要所辦理的研習課程；以及校本研習

灣相較，並不算晚，至於以法令形式奠定

等三大類；辦理的方式包括講座、研討、

教師專業發展的法定基礎，首見於《中華

工作坊、考察、線上學習等。至於中國大

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同樣以專章條文的方

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辦理型態也呈現多

式強調專業發展的權利和義務。在之後所

元化的樣貌，其類型係可分為學歷提升和

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及

非學歷提升兩大類；培訓的課程則是依對

《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規定》，更加使得小

象的不同分為新任教師、教師職務、骨幹

學教師的專業發展獲得保障。

教師、高一層次學歷進修等四種類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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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於《師資培育法》、《教師法》及《教

（二）兼顧辦理機構（單位）的普及性，推
動公私並存的運作機制

臺灣的《師資培育法》明定國小教師

理的方式包括講座、研討、自學、函授、
電大開放教育、網路遠程教育等。

（四）重視校本研修機制的建立，強化專業

的進修管道包括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進修

發展成效的實踐價值

機構；協調或委託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各

臺灣在 2009 年公布實施的《中小學教

類型教師進修課程；以及經中央主管機關

師素質提升方案》，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等。中國大陸

的辦理，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配套措施

的《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規定》指出，辦

的推動，以學校為本位的觀課、共學機

理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構（單位），包括

制，的確為教師專業發展開啟不同的運作

教師進修院校、普通師範院校、中小學

樣貌。此外，該方案同時所啟動的維運及

校、綜合性高等學校、非師範類高等學校

強化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與各縣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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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網絡功能，提供教師進修資訊平台、研

教師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業務培訓。在應盡

習時數紀錄、建立教師自我進修研習與學

義務中也指出教師要不斷提高思想政治覺

校本位人力素質提昇的功能，也強化了學

悟和教育教學業務水平。

校在教師專業發展的責任和功能（教育
部，2011）。

（二）臺灣國小教師的專業發展著重獎勵，
中國大陸則是兼顧考核與獎勵

根據中國大陸的相關政策內容，以及
洪詠善、盧秋珍（2013）對中國大陸校本
研修制度的研究可知，中國大陸近幾年來
積極建立和完善校本研修制度，該制度係
有別於學校行政管理制度，以學校為基
地，教師為主體，以課程實施過程中面臨
問題為對象，以行動反思、同儕互助、專
業引領為基本形式，以關注學生學習生活

且以獎勵為誘因，根據《教師進修研究獎
勵辦法》之規定，國小教師的進修、研究
成果經採行後，對教學或服務學校業務有
貢獻者，依規定核給獎金、請頒獎章或推
薦參加機關、機構或團體舉辦之表揚活
動。除此之外，還包括下列的獎勵措施：
依規定補助進修、研究費用；依規定向機

d

與潛能為途徑，促發教師專業成長的制度

臺灣國小教師的專業發展不具強制性

規劃。希望藉由校本研修的指導和管理，
展開集體培訓、小組研修、個別研究等不

級；協助進修、研究成果出版、發表或推
廣；列為聘任之參考；以及列為校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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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式的專業學習，促進校本研修與教研

關、機構或團體申請補助；依規定改敘薪

活動相結合，提高校本研修的質量和水
平。

任遴（甄）選的資績評分條件。至於中國
大陸，根據《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規定》，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要建立中

四、臺灣和中國大陸國小教師專業發
展政策法規的相異之處

有關臺灣和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

展政策法規相異之處，本研究提出下列四

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考核和成績登記制度。
也要針對中小學繼續教育工作成績優異的
單位和個人，予以表彰和獎勵。

（ 三 ） 臺 灣國 小 教 師 生涯 進 階 制 度裹 足 不
前，中國大陸定位明確穩定發展

點供參：

（一）臺灣關注教師專業地位的提升，中國
大陸強調政治思想、師德與教育專業
併行的主張
臺灣的《教師法》在第一條即指出，
教師法的訂定主要是為明訂教師權利義
務，保障教師工作與生活，以提升教師專
業地位。在權利義務的部分，均提到教師
應參加進修、研究和學術活動。中國大陸

臺灣國小教師生涯進階制度的討論已

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即便《中華民國師
資培育白皮書》提及規劃推動教師生涯進
階制度，但到目前為止也僅止於紙上談兵
的階段。反觀中國大陸的教師生涯進階制
度，早在 1986 年就開始實施，目前處於穩
定發展的階段，相較於臺灣的現況，可說
是更為完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則是強調要

（四）臺灣國小教師專業表現指標尚屬草案階

建設良好思想品德修養和業務素質的教師

段，中國大陸係以小學教師專業標準作

隊伍，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採取措施，加強

為引領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基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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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國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政策
或法令可知，教育部（2012b）雖然提出了

於在每周三所辦理的專業發展課程之規
劃：
KD1 主任說：課程規畫首先安排像是

標，但該文件尚屬於草案階段。中國大陸

特教知能 3 小時、性別平等議題 3 小時、

則是分別在 2004 年 12 月，由中國大陸教

防震防災的宣導、環境教育 2 小時，這些

育部印發《中小學教師教育技術能力標準

研習大概就用掉五分之一的時間，週三進

（試行）》
，以及 2012 年 2 月，制定《小學

修大概會安排 3 次的學年會議以及領域會

教師專業標準（試行）》。強調專業標準是

議，剩下的時間，安排 6 次的教師專業社

國家對合格國小教師專業素質的基本要

群（A0717KD1）。KD2 主任認為：學校的

求，並要求國小教師要將專業標準做為自

作法和 KD1 主任的學校很接近，除了政策

身專業發展的基本依據，逐步提升專業發

需求外，有結合專業社群、也有領域及學

展水平。李更生（2013）的研究亦指出，

年會議，其實，學校目前經費有限，盡可

《中小學教師專業標準（試行）》對中國大

能 以 計 畫 型 的 補 助 經 費 來 支 應

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深度和廣度提出了

（A0717KD2）。

d

十項小學教師的專業標準及其相對應的指

KD6 主任也認為：經費確實是一個問

培養與培訓的改革與發展提出了一系列具

題，所以學校都是用內聘的師資，不然就

體性的要求和參照性的依據。

是用策略聯盟的方式和其他學校合作，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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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性和標準性的要求，也是對小學教師

流到各校參加研習（A0717KD6）。KD3 主

肆、高雄市與廣州市國小教師
專業發展的分析

任則說：課程內容大多被法定課程給固
定，為了考量經費也會搭公務人員學習列
車，例如和人事室合作辦理性別主流化的

以下分別針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規

劃、以及現況分析等二個部分做一討論，

講座時因為有補助高鐵交通費，可以邀請
到比較有名氣的講師（A0717KD3）。
站在教師的立場則認為：就是比較行

茲分別說明如下：

政取向，教育局規定或法令規定哪些研

一、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規劃的分析

習，然後就是行政自我安排的一些研習，

（一）高雄市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係以政

配合政策，比較沒有走學校的特色，KT1

策落實為主，學校發展為輔做為規畫

教 師 如 此 的 說 （ B0719KT1 ）。 KT2 教 師

的原則

說：大致上是這樣，學校沒有問過，就是

高雄市目前針對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

這樣，政策、法律，我們還多了一個生態

課程規劃，大致分為學校自辦與教育行政

本位，還有一個社群（B0719KT2）。KT3

主管機關辦理二個區塊，學校自辦的專業

教師則說：我們學校各個行政單位安排研

發展課程需考量符應國家法定政策、當前

習都會考慮政府法令跟教育政策做一個整

推行重點項目及學校本位等因素，由學校

體 性 規 劃 （ B0719KT3 ）。 KT4 教 師 也 認

教務處主導承辦，於每學期開學前規劃好

為：周三進修如果排了那些法定的就差不

全學期週三下午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至

多了，時間就滿了。還有就是像我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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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就是甚麼計畫有錢就去申請，申請之

我們學校這邊基本是由教導處主

後就辦那個計畫的研習，老師都沒有自己

導，開展甚麼樣的課程當然是根

想要的，只有專業社群的課是我們自己規

據學校的發展特色、老師的特長

劃（B0719KT4）。KT6 和 KT7 教師都提

來規畫（D0727GD4）。

到：周三進修的時間學校會有留一段空
白，例如讓教師自己去做想要做的一些活

廣州市的國小教師對於專業發展課程

動，或者是召開學年會議、準備月考等

的規劃，GT1 教師說：都是領導說的算，

（B0719KT6；B0719KT7）
。

但教師都可以參與提供建議，主要是班主

（二）廣州市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較偏
向學校特色的發展
廣州市的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一般
稱為繼續教育，主要由區（廣州市分為 10
及推動，站在學校承辦人員的立場來說，
廣州市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規畫主要

實施，就會去做，細節部分就讓班主任去
提建議（C0725GT1）。GT2 教師提到：我
們學校曾召開團體的教師會議，就問學校
的一個發展方向，就由那個發展方向來訂
我 們 的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 C0725GT2 ）。 另
外，GT4 教師則是提到：我們學校沒有另
外安排教師進修的課程，如果教師缺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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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在學校特色的發展上，例如：

就由班主任跟領導溝通，如果領導覺得可

d

個市轄區及 2 個縣級市）及學校負責規劃

任在實施活動中如果有甚麼困難和建議，

學校就依學校特色，教育當局也
會有一些繼續教育的課程讓我們
選修，也有一些公訓課，由區那
邊來組織，邀請大學的教授來上
課（D0727GD1）。

由教導處及分管教學的副校長規
畫，當然也會和校長做討論，看
我們學校比較適合往哪個方向做
開展，有時候也會和其他主任研
究（D0727GD2）。
按學校的特色、教師的特長，在
行政會議中，經過校長、副校
長、德育處、還有其他的主任一
起在會議中討論，一整個學年的
計畫，在規劃之前會做一個調
查 ， 問 一 下 教 師 的 意 見
（D0727GD3）。

關教學能力必須去自行規劃或參與進修，
但一些學校特色的重點課程，如機器人與
無線電課程，則學校會安排相關研習課
程，而國語、數學、英語則必須靠教師自
己本身的才能，除非參加區或全國性的比
賽或國家培訓課程，否則相關進修機會就
很少了（C0725GT4）。

二、教師參與專業發展的現況分析
（一）高雄市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分析
1.教師對專業發展課程具選擇和決定的權利
高雄市的國小教師可依教學所需或個
人興趣來選擇課程，尊重教師因個人工作
或專業發展的需要所做的決定。例如：
KT1 教師說：依我的需求去進修，像我之
前在輔導，我就去參加輔導學分班，我之
前有接過圖書館業務，就去參加圖書館教
育，像閱讀方面的研習，或是自己想要教
給小朋友的課程，就會去參加（B0719K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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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4 教師認為：就我個人而言，我比較

KT1 教師說：我們學校行政人員都很盡

喜歡上網找的研習課程，我就會跑去聽並

職，會去找一些講的不錯的師資，至於教

且很認真，只要不是在周三下午學校安排

師有沒有收穫要看個人，我自己覺得還算

的課程，像周四、周五下午的校外研習課

滿意。如果講師講得好，我會在回饋單上

程 ， 我 都 會 很 認 真 的 聽 （ B0719KT4 ）。

給 予 正 向 的 回 饋 和 建 議 （ B0719KT1 ）。

KT5 教師也提到：我會願意利用寒暑假到

KT3 教師也說到：學校的行政都很盡心在

校外學習我喜歡的課程（B0719KT5）。

安排這些課程，但大部分都是法定課程，

2. 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能貼近教師的實際

教師們都興趣缺缺，其實收穫不多

需求

（B0719KT3）
。另外有教師提到：

本研究發現學校會針對教師的需求開
週三進修安排的研習都是每年規

來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其中又以教師

定要辦的，你要承辦人員變出新

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最受到教師的肯定。

花樣也很難，而且課程內容若比

例如：KT2 教師說：社群是教師自己要

較沒實際應用，其實效果很差

的，所以比較有積極性。我最喜歡讀書會

（B0719KT6）
。

d

設課程，以實際解決教學現場問題的思惟

的方式，我喜歡討論的方式，用團體的方

教師來研習只是來吹冷氣的，一

得：對於社群我喜歡兩種，一種是專長性

坐就是三個小時，收穫比較少

的，由專長的教師帶領專業成長；另一種

（B0719KT5）
。

jte
p

式 進 行 進 修 （ B0719KT2 ）。 KT6 教 師 覺

是分享性的，每個教師各有所長，可透過
分工合作，集合大家的努力，分享設計的

對我比較沒用，我比較不喜歡應

教材，這樣的實用性很高，每個教師都應

付式的。人家都是很積極在辦研

該培養一個專長，增加自己的價值

習，所以要給予鼓勵，只是成效

（B0719KT6）。KT4 教師則是提到：像我

不太好（B0719KT4）。

們低年級自己會成立一個社群，我們想要
的研習，我們教師就會自己去請講師

只要是感興趣，或者是班上教學

（ B0719KT4 ）。 除 此 之 外 ， KD4 主 任 也

用得到的研習，我都會認真聽，

說：我們社群的成員不多，要學東西的才

其他老師們會像其他人講的一樣

來，不強求大家要參加，重視教師的主動

作自己的事（B0719KT7）。

性（A0717KD4）。
3. 面對校內所辦理的進修課程，教師認為
形式主義大於實質的效益
針對高雄市國小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發

（二）廣州市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分析
1. 分級制度使得國小教師對研習課程有需
求的必要性

展實施的看法，部分受訪的教師覺得學校
承辦此業務的行政人員是很認真的，但是
在成效上呈現的結果並不理想。例如：

教師分級制在大陸地區已行之有年，
在廣州市的部分，由於每學期每位教師必
須完成一定的學習時數才能報請教師職級

- 68 -

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政策與實施現況之分析研究

升等，學習時數不足者會遭到降級。此

2. 重視教學現場對教師的督導

外，對於外派參與培訓課程的高級教師或

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少需有一次教學觀

骨幹教師，回學校後須對校內同仁進行教

摩（俗稱公開課），由副校長及科組長進行

學指導，其指導方式為教學課程講座，或

觀課，對教師教學評分並提出建議，若教

是對教學考核落後者做個別教學指導、備

師教學表現一直未能達到標準，學校會安

課指導、入班觀課等。除此之外，每年由

排骨幹教師與其共同備課或到教室觀課，

行政區所開設的課程，係不足以滿足全市

協助其在教學上有所成長，而區督導也會

教師學習時數的需求，再加上學習時數是

到學校進行不事先預告的教學視導（俗稱

教師升級的基本要求，因此，對積極向上

踢門聽課或推門課），甚至有的學校也將家

的教師而言，需要與他人競爭校外課程的

長列入觀課成員之一。
GD1 主任說：因為跟教師的職稱綁在

參與機會。

一起，我們會請骨幹教師來幫忙稍微薄弱
一點的教師，來跟他集體備課或是到教室

長，其它教師的機會比較少，造

聽課、觀課（D0727GD1）。GD2 主任說：

成其他教師研習的時數比較不

上公開課，學校其他教師、主管、甚至教

足，讓人覺得不公平（C0725GT

育指導中心的領導都會來看，每一學期至
少一節公開課，由副校長帶領教導處以及

jte
p

7）。

d

一般會派出去的人，大多為科組

科組長來看。有時督學會來檢查，就會去

遇到需要調課時，學校不會幫忙安

看幾位教師的上課，踢門聽課，就是不事

排，要自行調課（C0725GT6）
。

先告知，直接到教室看教師上課
（D0727GD2）。GD4 主任則是提到：我們

年輕的教師比較積極想要出去參

的教師也會去外面學，比如說選派同仁到

與教研活動（C0725GT6）。

上海去學習，再回到我們學校來對我們校
內教師教學（D0727GD4）
。

有些課程是要求主任參加或者科

GD7 主任則提到：家長代表可以進行

組長去的，我們學校是學科帶頭

觀課，這時教師通常會礙於面子問題，態

的人參加，或者是經常獲獎的人

度就積極些。有些教師不是往骨幹或是高

去參加，回來再指導我們，所以

級特級發展的，就必須要畫底線，如果達

對我們來說，能實際參加的機會

不到、承擔不起的話，就要確實打分考

很少（C0725GT4）。

核，不能安於現狀，必須參與課題研究，
如果達不到的話是會降級的，例如會從十

日常工作量已經很大，去研習肯

級降到九級，會對薪水造成影響，甚至是

定又會花費很多時間，但沒得選

工作不保（D0727GD7）。除此之外，GT1

擇，就算犧牲自己的時間也一定

教師也說：每個人都可能被評課，每一個

必須參加（C0725GT3）。

人都很緊張，無論是主任或是誰都必須接
受（C0725GT1）。GT7 教師說：我們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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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觀課方式叫推門課，重點是激勵教師專

（三）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課

業成長（C0725GT7）。

程規劃的方向不同
本研究以高雄市和廣州市的國小主任

陸、結論與建議

和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焦點團體的訪談
發現，高雄市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

一、結論

包括政策落實與學校自主二種類型。即學

本研究針對海峽兩岸國小教師專業發
展政策法規的沿革、主要法規的內涵、專
業發展的課程規劃、以及教師參與專業發
展的感受進行比較分析，歸納下列幾點結
論，茲分述如下：

定政策、當前推行重點項目及學校本位等
因素，由學校教務處主導承辦，於每學期
開學前規劃好全學期週三下午的教師專業
發展課程。廣州市國小教師則認為專業發
展課程較偏向學校特色的發展。
（四）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對參與專業

d

（一）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政
策具有四點共同之處

校辦理的專業發展課程需考量符應國家法

發展的感受亦有所不同

根據本研究發現，臺灣與中國大陸國

小教師專業發展政策法規具有下列四點共

和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焦點團體的訪談

jte
p

同之處：1.明訂法源依據，正視教師專業發

本研究以高雄市和廣州市的國小主任

展的重要性；2.兼顧辦理機構（單位）的普

發現，高雄市的國小教師覺得對專業發展
課程具選擇和決定的權利，也認為專業學

及性，推動公私並存的運作機制；3.辦理型

習社群的規劃能貼近教師的實際需求，至

態的多元化，提供不同層次與需求的教師

於對校內所辦理的進修課程，教師認為形

專業發展；4.重視校本研修機制的建立，強

式主義大於實質的效益。在中國大陸部

化專業發展成效的實踐價值。

分，廣州市的國小教師覺得因為分級制度

（二）臺灣與中國大陸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政

使得國小教師對研習課程有實際需求的必
要性，而且政府部門和學校相當重視在教

策具有四點相異之處

根據本研究發現，臺灣與中國大陸國

小教師專業發展政策法規具有下列四點相
異之處：1.臺灣關注國小教師專業地位的提

學現場對教師的督導，促進教師的專業發
展。

二、建議

升，中國大陸強調政治思想、師德與教育
專業併行的主張；2.臺灣國小教師的專業發
展著重獎勵，中國大陸則是兼顧考核與獎
勵；3.臺灣國小教師生涯進階制度裹足不
前，中國大陸定位明確穩定發展；4.臺灣國
小教師專業表現指標尚屬草案階段，中國
大陸係以小學教師專業標準作為引領國小

擘劃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理想圖像，
持續精進國小教師的專業知能和素養，應
該是教育政策更迭過程中不可被忽視的重
要環節。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和結論，茲
提出下列五點建議供參：
（一）教育行政機關應全面檢視教師專業發

教師專業發展的基本準則。

展政策的完備性，並加速立法或修法
過程，藉以強化其推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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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教育部根據《師資培育

（三）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應當對校本研修

法》在1996年曾制訂公布《高級中等以下

進行相關人力的培訓，以奠定運作的

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該辦法

利基
本研究認為從培力的角度觀之，學校

八小時或一學分，或五年內累積九十小時

的校長、規劃和執行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

或五學分。且教師必須服務滿一年以上始

人員是否具有專業的知能，以及教師是否

得進修學位。但該辦法於2003年8月廢止至

具有踐諾投入的使命和行動，必須成為推

今，教育部並未再提出任何新的政策或法

動校本研修的基礎，如此一來才能確保專

規。雖然教育部在2012所公布的《中華民

業發展能夠持續和有計畫地進行與評估。

國師資培育白皮書》中提出「課程設計與

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當推動校本研修機

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進

制的培訓課程，有計畫的培養和提升相關

修與發展」、「敬業態度與精神」、「學

人員的觀念與知能，尤其是學校校長首應

校管理與領導」、「新興議題與特色」及

列為培訓增能的主要對象，進而以制度引

「實用智能與生活」七大範疇作為教師在

領行動，以專業落實成效，才是推動教育

職進修研習內涵的基本架構，但對於如何

政策的基本之道。

落實執行以確保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質效

（四）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應當對教師專業

益，仍有待進一步的規劃和研議。因此，

發展成效建立評核機制，以確保師資

教育部應當加速立法或修法的過程，力求

素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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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規定教師在職期間每一學年須至少進修十

政策法規執行的正當性、可行性和效用
性。

本研究發現臺灣對於國小教師的專業

發展，主要著重在獎勵的層面，缺乏對專

（二）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應當對校本研修有

業發展成效的檢核評估。因此，不論是學

更清楚的認識與界定，以強化其價值

位或非學位的進修課程，理應檢視教師專

從本研究發現可知，不論是臺灣或中

業表現之情形。而獎勵機制的實施則應結

國大陸都相當重視校本研修機制的建立。

合教師不同生涯發展階段的需求，考量不

但何謂校本研修應當要被清楚的界定。換

同年資、不同學歷、不同專業表現、不同

言之，以臺灣來說，如果沒有充分的認

職務等條件提供必要的配套措施。本研究

知，校本研修很有可能就會和當前學校所

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必須和學校的管理階

辦理的週三研習進修活動畫上等號。亦即

層共同執行且接受評鑑。此一機制無非是

校本研修的延續性、實踐性、發展性的規

希望教師在專業發展的歷程中，從輸入、

劃、檢核和激勵係缺乏有效的連結；在此

過程到產出能夠被確認和檢證。

同時，也必須思考任何有助於教師專業發
展的學習方式。整體來說，校本研修不只

（五）教育行政機關應當對中國大陸分級制

型塑教師彼此間的學習文化，更要從觀念

度和臺灣當前現有法令與執行面進行
檢討，找出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癥結

和行動中改變校園的教學文化。

並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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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中國大陸推動的教師分級

中國教育部（1983）。關於加強小學在職

制度，以階段性、層次性針對不同職級的

教 師 進 修 工 作 的 意 見 。 取 自

教師進行培訓，促進教師持續提升專業素

http://www.docin.com/p-197043365.html

養和知能。觀諸臺灣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行之多年，近年來又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of China (1983). Opinions on intensifying

的實施，但仍然缺乏證據顯示教師存在持

the

續專業發展的主動性。以教室觀課而言，

elementary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每年固定接受觀

http://www.docin.com/p-197043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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