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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二十一世紀國際激烈的競爭，各國為了提高學校教育的成效，無不開始重視教
師的專業發展。本文採用構成現象學的方法，去除個人偏見的影響，從原初狀態來探究我
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發現當前我國的教師專業發展有下列幾項問題：(一)教師專業
發展研究機構設置不足；(二)教師專業發展缺乏專責機構；(三)教師專業發展法規與制
度不夠周延；(四)教師專業發展機構尚未規劃完整的課程；(五)教師專業發展的網絡不
夠暢通；(六)教師專業發展缺乏評鑑與獎勵的措施；(七)尚未整合各種教師專業發展的
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應該採取下列措施：(一)在大學院校廣設教師專業發展
研究所(組)；(二)成立教師專業發展的專責機構；(三)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的法規和制度；
(四)規劃符合教師需求的專業發展課程；(五)暢通各種不同的教師專業發展網絡；(六)
建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鼓勵的制度；(七)成立「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
，統籌各種教師
專業發展的資源，共同的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才能促進我國教師專業領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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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聯 合 國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組 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1966 年秋在法國巴黎召開「教師地位之政府間特別會議」中即決
議採納「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強調教師的專業性質，認為教學應被視為專業。二十
世紀以來，雖然對於教師專業的爭論不斷，但是教師應該朝向專業發展則是不爭的事
實。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在教學工作中逐漸增長專業知能，發揮效率與功能，扮演成
功的角色，成為自我實現者。以生涯發展的觀點來看，由職前教師、實習教師、初任教
師到資深教師；由教學生手到專家教師，均是不斷成長的歷程。以師資培育的觀點來看，
則職前教育、教育實習、在職進修、生涯晉升等過程的貫串統整，均應視為教師專業發
展培育優良教師的必然途徑，也是以終身學習的觀點來經營教師專業發展應有的作法
(高熏芳，1998：1)。到了二十一世紀，國際競爭益加激烈，各國為了提高學校教育的成
效，無不開始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韋登(M. F. Widden)認為教師專業活動具有下列五項
特性(Widden, 1987)：(一)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技巧的訓練活動。(二)學校改革的整體活動，
以促進教師個人最大成長，營造良好的氣氛，提升學習效果；(三)是一種成人教育，增
進教師對其工作和活動的了解，不僅提高教學成果而已；(四)利用最新教學成效的研究，
以改進學校教育的一種手段；(五)專業發展本身就是一種目的，協助教師在受尊敬、受
支持的、積極的氣氛中，促進個人的專業成長。
英國自 1972 年詹姆斯委員會提出《師範教育和訓練》報告書，強調教師專業發展
的重要性後，主要訴求之一便在促進教師進修的機會與品質(蘇永明、李奉儒，2001：
11)。1987 年通過教師薪資與條件法案，強制性規定五天學校進修日。1998 年發表教育
綠皮書《教師面對變革的挑戰》(Teacher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ange)，採用績效制
對教師進行評鑑，作為調薪的依據(蘇永明、李奉儒，2001：20-24)。美國在 2002 年 1
月 8 日布希(George Bush)總統簽署「2001 年不讓孩子落後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後，責成地方與州政府在 2005-2006 年要將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達到高水準的要
求，教師進修與評鑑是達到此要求的重要手段(楊深坑等人，2002：131-132)。法國中小
學教師在職進修機構自 1998 年 9 月 1 日起由「師資養成學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ormation des Maitres, IUFM)負責，使教師進修能夠延續養成教育，但又不忽略大學區
整體需求及教師的個人需求(楊深坑，2001：175)。大學區總長須為學區內教育人員擬定
進修教育政策，並由全體督學、人力資源主管、師資養成學院校長、學校校長、進修教
育講師、大學校長、教師公會代表等相關人員，研究該學區之需求，以形成每年度進修
課程計畫，並由師資養成學院執行進修課程(楊深坑等人，2002：132)。德國教師具有公
務員身份，在聯邦法令中明定公職人員的權利與義務，在職進修是教師的基本義務。另
外，在學校教育令中亦明訂在職進修為中小學教師的義務，在職進修與教師升遷無關(楊
銀興、周蓮清，2001：142)。在法令明確的規定下，形成完整的教師在職進修體系：中
央負責協調統籌基本架構，各邦負責規劃活動，教師研習機構實際執行進修活動，教師
在職進修已成為師資培育重要的一環(楊深坑等人，2002：132)。日本自 1949 年起，以
憲法及教育基本法為依據，在教育公務員特立法及教育基本法中，具體規範教師進修是
權利也是義務，並且規定教師在職進修制度，使得日本的在職進修體系得以建立。包括

行政研修、民間研修、初任者研修、年次研修、主任及組長研修、海外研修等型式(楊
思偉，2001：190)。
我國教育部也在 2006 年 3 月提出「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宣導手冊」暨「教
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其目的在「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
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同時，教育部更積極提出「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力計畫」，
做為相關配套措施。基此，教師要成為一種專業，必須不斷的從事進修，追求專業的發
展。事實上，教師需要專業發展的原因有三(歐用生，1996)：一為課程和知識基礎的增
加與改變；二在教師自我革新的需要；三是社會對學校教育的要求。因為教師不僅是學
校教學的尖兵，同時更是學校教育改革的執行者。如果要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水準，達
成學校教育預定的目標，就必須了解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發現教師專業發展的問
題，而且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才能促進我國教師專業的發展。因此，個人想要對我國
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與問題進行研究，然後提出一些適當的對策，提供各級學校教師和
教育行政決策者作為參考。

貳、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採用「構成現象學方法」(Method of Constructive Phenomenology)，進行教師專
業發展現況、問題與對策的研究。構成現象學方法的具體步驟如下(Spiegelberg, 1982：
682-696)：(一)研究特殊的現象：主要的目的在研究事物特殊的現象。首先採用現象學
還原法，抱持反省批判的態度，回到初始狀態，全神專注地觀察被研究的對象，以擺脫
感官經驗偏見的控制。其次，運用現象學分析法，將現象的成分與結構分析出來，然後
應用現象學描述法，說明現象的性質，並且探討它們與鄰近現象的關係。(二)探討普遍
的本質：主要的目的在歸納出特殊現象的普遍性質。我們在研究過事物的特殊現象後，
可以依特殊現象的性質加以排列，觀察圍繞在核心事物的相關現象，分析它們之間的關
係，並且歸納出這些特殊現象普遍的本質。(三)理解本質間的基本關係：主要的目的在
探討現象之間的關係。現象學方法不僅在分析現象的結構，同時強調現象中一些本質之
間關係的理解。這些本質之間的關係，可以是一個本質內的關係，也可以是幾個本質之
間的關係。(四)觀察現象呈現的方式：主要的目的在於從不同的角度觀察現象呈現的方
式，以正確地掌握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的現象往往隨著觀察角度的變化而產生不同的
結果，如果想要理解現象的本質，必須從不同角度詳細觀察現象呈現的方式，才能更完
整地掌握到事物的真相。(五)觀察現象在意識中的構成：主要目的在分析現象如何在意
識中構成。根據胡塞爾的看法，人類具有「意識作用」（Noesis），能夠經由意識作用認
識到內在和外在的事物，被認識的事物稱為「意識對象」
（Noema）
，人類的意識具有「意
向性」
（Intentionalität）
，
「意向性」是指每一個意識動作都朝向某一個事物，它能夠統合
意識作用與意識對象。經由現象學描述法說明現象如何在意識中構成，可以使我們理解
現象的本質。(六)存在信念的存而不論：主要目的在於應用存而不論的方法，幫助我們
去除偏見，在理性客觀的態度下，探討現象的本質。胡塞爾存而不論的方法來自於數學，
他應用括弧法的方式，將不能證明真假和含有偏見的說法加以保留，以免影響人類認識
活動的客觀性，是一種對未知現象懸而不決的審慎態度。(七)詮釋現象的意義：主要目

的在詮釋現象中所存在的本質。事實上，在詮釋現象的意義時，已經完成現象學方法的
所有步驟，至於意義的說明則須運用詮釋學方法來進行。本研究的步驟如下：首先探究
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接著指出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最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
策，提供教育主管當局和各級學校，作為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的參考，以促進我國教
師專業領域的發展。

參、 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
近年來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論文逐漸增加，由此可見教師專業發展已成為教育
研究的重要課題。但是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見解不一，有的學者主張教師專業發展
是指教師從職前師資培育階段、經歷在職教師階段，直到離開教職為止，在整個過程中
都必須持續學習與研究，不斷發展其專業內涵，逐漸邁向專業圓熟的境界(饒見維，
1996)。有的學者則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充實專業成就的歷程，包括由專業協會、
專業發展協會、當地或外地教師協會、以及課後所參加的研習，諸如到大學修讀與課程
或教學相關的進修等等(Tindill & Coplin, 1989)。有的學者認為教師專業發展不僅是知識
的獲得，同時也是一種動態的學習歷程，藉以增進對教育工作環境的瞭解，而且強化教
師反省的能力(Duke, 1990)。有的學者則認為教師專業發展包括職前培訓與在職進修兩
個階段，其中職前培訓著重在職前專業能力的養成，而在職進修則強調取得職位之後的
進修或研習；兩者共同的目的在於增進教師的專業知能，進而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Williams, 1985)。儘管在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上有爭議，但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則
無庸置疑。因為教師是人才培育的關鍵，唯有不斷的提升專業發展，才能適應社會快速
的變遷，為社會培養優秀的成員，進而提升國家的競爭力。所以，教師的專業發展非常
重要。教師專業發展產生的背景有下列幾項(饒見維，1996：29-43)：(一)體認到師資培
育的功效有限；(二)初任教師導入階段的影響深遠且有待努力；(三)體認到教師進修教
育與訓練的有限；(四)教育改革的呼聲愈來愈高且教育績效責任逐漸受重視；(五)教師
專業自主性的呼聲愈來愈高；(六)有關學校效能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愈來愈多。費斯
勒(R. Fessler)與克利斯頓森(J. C. Christensen)將教師生涯週期分為職前、導入、能力建
立、熱切與成長、生涯挫折調適、穩定停滯、生涯低落和生涯結束等八個階段(Fessler &
Christensen, 1992)，這八個階段就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整個歷程。根據相關文獻資料的分
析發現，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如下：
（一）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概念起源於歐美，隨即影響
到世界各國，後來引起學者專家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關注。布萊德雷(H. Bradley)
在提出的報告書中，從三方面定義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1)需求(Needs)：學校本
位教師專業發展既不代表教師需求的調查，也不代表學校的主要需求，而是經由學校人
員專業地評估其需要，並且計劃如何達成這些需求。(2)實施(Implementation)：在學校人
員規劃出活動後，可衡量實際需要要求外界援助。教師必須藉由在職的進修和教育，充
實教學知識和技術，而且讓他們感受到努力是值得的。(3)評估(Evaluation)：學校必須讓
教師了解學校專業發展的目標，促使教師確立需求，而且修正實施的過程。我國教師專

業發展的第一種模式就是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目前學前和中小學大多利用週三下
午或其他時間，針對學校教師的需求，安排教師在職進修的活動，來促進教師的專業發
展。這些在職進修的活動往往從學校本位的觀點出發，根據學校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
敦聘學者專家、社會人士或學校教師進行演講或實作，以增進學校教師專業的知能。國
內有些學者就主張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應該儘量配合學校教師的需求，而且藉由教師專
業發展活動，來解決各種教學實際問題，增進教師的教學效能(周水珍，1996；蔡芸，
1997；饒見維，1996)；而有些學者則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應該儘量以學校為教師
專業進修的主要場所，結合各類專業發展機構的資源，暢通教師參與的管道，建立由下
而上的草根模式(歐用生，1994a；蔡芸，1997；饒見維，1996)。根據蔡芸(1997)的研究
指出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方式有下列幾種型態：(1)傳統進修研習課程：包含演
講、教學觀摩、教育參觀、教室觀察、週三研習、小組討論等方式。(2)互助式進修：包
含讀書會、討論問題、研究主題等。(3)個別式研究：包含研究個案、閱讀寫作、進修學
位等。目前我國各級學校教師有部分透過這種模式來進行教師專業發展，以增進自己的
專業倫理、專業知識和專業能力。
（二）校外進修的教師專業發展：校外進修的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出於自願或是在教育主
管當局的要求下，到中小學教師研習會、教師研習中心、委託的進修機構或大學院校相
關研究所，從事在職進修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民國八十四年二月教育部發表「中華民
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願景」，其中第八章師資培育有關教師進修的兩
項措施是：「強化教師在職進修制度，提高教師教學之能；建立在職進修網站，落實教
師終身教育的理念。」民國八十五年教育部根據「師資培育法」和「教師法」，分別公
佈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和「教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
使得我國教師在職進修有較完整的法令規定。依據「教師法」，目前教師在職進修是教
師的權利與義務。「教師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修
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第二十三條規定：教師在職進修得享有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之保
障，其進修之經費得由學校或所屬教育行政機關編列預算支應。教育部依此法訂定「教
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該辦法第四條規定：目前教師進修可區分為帶職帶薪或留職停
薪兩類，其中帶職帶薪又可細分為全時進修、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休假進修及公餘進修
四類，除全時進修因進修期間保留職務並照支給薪資，影響層面較大而需要上級機關主
動薦送或指派外，其餘各類進修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同意，學校教師亦可自
由參加。此外，教師參加進修研究之資格、條件及程序，則依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之規定
辦理；如為教師出國進修，則尚需符合「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要點」之規定，其
中大專院校部分授權各校自訂規則，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則依教育部制定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之規定辦理(黃坤錦，2003：4-5)。目前我國各級學
校教師有部分經由這種模式來進行教師專業發展，以取得專業的教師證照、研習證明或
較高學位證書，以增進自己的專業倫理、專業知識和專業能力。
（三）自我導向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由於知識爆炸、社會變遷及人類價值的改變，教

師所面臨的專業工作情境不斷會有新的狀況與挑戰，教師在任何時刻所具備的專業內
涵，不見得能解決所面臨的處境與問題，因而亦不斷產生專業發展的需求。專業發展是
指有系統的維持、改進與擴充技能，並且發展個人的才華，以履行個人工作生涯中專業
的和技術的任務，專業發展可以使專業人員的技術與能力不會停滯不前，而能夠賦予專
業生命力，得以向上發展和成長(王正彥，1995)。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的
事實由來已久，但是自我導向學習的實證研究始於 1970 年代諾爾斯(Malcolm Knowles)
和托夫(Allen Tough)的努力才開始受到矚目(Knowles, 1975; Tough, 1989)。自我導向學習
就是自我主動學習、獨立研究或自我教育，自我導向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可以有下列幾
項做法(蕭錫錡、陳聰浪，1996：36-37)：(1)建立輔導教師制：初任教師對教材、教法和
班級管理最感困擾，學校選出有經驗的教師，來輔導初任教師，作為自我導向學習的促
進者，提供初任教師各種諮詢和學習資源，以利初任教師能夠自我導向學習，而輔導教
師也有自我充實的壓力。(2)加強教學研究會的功能：教學研究會是每位教師所應參加的
會議，每次會議應由教師輪流報告自己研讀教育專業書籍或是教學的心得，以刺激教師
自我學習。(3)成立讀書會：由數位興趣相投的教師組成讀書會，每位教師根據自己的需
要和興趣，廣泛進行自我導向學習，並且安排定期或不定期的聚會，由每位教師報告自
己的學習心得，分享學習的成果。(4)提供充分的學習資源：學習資源是自我導向學習不
可或缺的媒介，學校宜充實圖書設備，並且與鄰近的圖書館、文化中心、教育資料中心…
等連線，豐富學習資源，以利教師進行自我導向學習。(5)發行教學研究刊物：教師根據
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研讀相關資料，並寫讀書報告或文章，學校宜定期發行教學研究刊
物，使教師有發表的空間，以激勵教師自我導向學習。(6)獎勵專題研究：鼓勵教師針對
教育問題進行實證研究或理論探討，亦可資助其至大學選修學分，學校宜給予行政支持
和經費補助，以喚起更多的教師從事自我導向學習。(7)學分學位進修：教師也可以透過
甄選或考試，到大學院校從事學分或學位的進修，來進行自我導向的學習，以促進教師
專業的發展。目前我國各級學校教師有部分透過這種模式來進行教師專業發展，以增進
自己的專業倫理、專業知識和專業能力。

肆、 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
教師從事教育專業，教育的內涵、對象、範圍、方式，不斷的更新變化，更須在短
暫有限的職前教育之後，隨時接受長期的在職教育，才能達成教育專業發展。這種情況
在我國日新月異、變化多端的教育改革風潮中，尤其顯得迫切而重要(黃坤錦，2003：
242)。根據韋登的看法，教師專業發展的興起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Wideen, 1987)：(一)
教育生活和教學知識基礎的增加；(二)學校所處社會的複雜和多元；(三)教師自我更新
的不斷要求。而饒見維(1996：29-43)則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產生的背景有下列幾項：(一)
體認到師資培育的功效有限；(二)初任教師導入階段的影響深遠且有待努力；(三)體認
到教師進修教育與訓練的有限；(四)教育改革的呼聲愈來愈高且教育績效責任逐漸受重
視；(五)教師專業自主性的呼聲愈來愈高；(六)有關學校效能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愈
來愈多。受到歷史發展的影響，專業主義會因時空的不同而有所改變，所呈現的是動態

而非靜態的歷程(Freidson, 1987: 16; Hoyle, 1997:47)。
在傳統教師專業主義中，教師專業具有特殊的知識基礎或共享的技術文化，同時強
調服務倫理以符合學生的需求，並且由同儕控制的自律取代科層管理(Hargreaves &
Goodson, 1996: 5)。但是專業化是一種試驗的過程，並沒有單一成功的途徑，而且也沒
有明確的機制或客觀的標準可以維持專業的地位(Abbott, 1988)。因此，教師已不再是單
純扮演維持社會和諧的專業人員，教師專業也成為一種意識型態，足以在市場中作為交
換的籌碼。尤其在教師與政府之間，教師專業成為教師爭取薪資與改善工作條件的理
由，但卻同樣也是政府說服教師勿參與社會運動的策略，以及成為政權輪替後避免教師
投效其他政黨的工具(Ozga & Lawn, 1988: 323-324; Ozga, 1995: 26)。因此，教師專業已
不再是中立的概念，而是蘊含權力建構與交換概念，可以作為操弄意義與價值的符號(黃
嘉莉，2003：56)。到今天，市場管理的運作邏輯也改變傳統專業主義的特性，傳統專
業主義理論知識已由管理技巧所取代，同時專業人員的成功與其個人利益有關，失去傳
統利他服務的原則(Hanlon, 1998:50)。在後現代的思維下，由經濟資本與政府權力建構
複雜且去中心的社會關係，已經形成斷裂的社會。因此，教師專業不再以增進自我地位
為目的，也不以技術能力和個人實踐反省為目標。相反的，新教師專業必須以社會政治
事業為目的(Hargreaves & Goodson, 1996: 20)。
今天已進入後現代的世紀，後現代主義強調後設敘事的質疑，由於敘事是一種相互
關係的價值網絡，對於後設敘事的價值網絡進行質疑，即在對於構成此價值網絡的權力
結構質疑，加上質疑權力關係所形塑的行動，會促進啟蒙的反省力，因此後現代思潮所
強調以反省作為問題解決的機制，有別於傳統理性主義強調以「技術」做為最有效率完
成事物的機制，他們所形塑的教師專業定位也將有所不同。基於此，後現代思潮所建立
的教師專業架構，包括應建立合理的社會權力關係、促進社會關係的變化生成及展示社
會關係反省的熱情，同時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應該注重以批判為本的職前教育、以經驗
為本的在職進修和以行動研究為本的教學歷程(黃乃熒，2003：8-16)。教師在職進修是
教師專業發展重要的一環，從構成現象學的觀點來看，經由事物現象的觀察可以洞察其
本質。因此，從教師的在職進修可以看到教師專業發展的一些問題。根據相關文獻資料
的分析發現，我國由於教師專業發展的起步較晚、教師專業團體的認知不足和教育資源
的整合不夠，逐漸產生下列幾項問題：
（一）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機構不足：根據個人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在教師專業發
展研究機構的設置上還相當不足，只有國立中興大學成立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國立臺
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規劃有教師專業發展的師資培育，大葉大學設立教育專業發展研究
所；但是在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規劃成立的研究中心裡並沒有這個領域，而且我國大
學院校教育相關研究所博士班也沒有朝這方面發展的跡象，這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上
可以說相當不利，從事教師專業發展研究的學者和研究生還太少，雖然有些教育學者發
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的論文和著作，但是缺乏系統的探討和長期的研究，而且這個領域
沒有專門的學術刊物，難以凝聚相關學者的力量，因此教師專業發展問題的研究成果有
限，不僅無法建立具有我國特色的教師專業發展的理論，而且不能有效的解決教師專業

發展實際的問題。
（二）教師專業發展缺乏專責機構：我國雖然有多種教師在職進修辦理機構，而且不同
的機構提供不同的進修內容，但是在進修機構日趨多元化時，應加強各辦理機構的聯繫
與分工。綜觀國內教師在職進修的檢討建議中，莫不以缺乏統籌協調規劃的機構為主要
缺失，造成辦理進修系統化失調的問題(何福田，1998：10；郭丁熒，1993：2；歐用生，
1994b：4；楊深坑等人，2002：141-142；鄭博真，2000：52)。根據楊深坑等人(2002)
的研究顯示：多數受試者認為教育部和縣市教育局在制定有關教師在職進修的法令與政
策中應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且教育局應負責教師在職進修政策的執行與規劃教師在職進
修的課程內容。如果教師是教育改革的關鍵時，那麼在職進修觀念的建立、相關研究的
進行、教育經費的撥付、進修活動的評鑑等等，就必須有一個常設的專責機構或整合單
位，長期研究、設計、執行、檢核教師在職進修的進行。教師在職進修是教師專業發展
的一環，因此教師專業發展也需要專責的機構來負責。
（三）教師專業發展法規與制度不夠周延：我國教師在職進修的研究，多半指出教師在
職進修缺乏規劃，導致教師在職進修機會不公平、進修動機較為被動等缺失；而且國內
傳統由上而下的進修制度，造成教師與行政人員產生認知上的差異，使得教師不支持換
算進修時數、教師職級制度和進修護照等措施(湯維玲、顏慶章、李鴻章，2001：311)。
根據楊深坑等人(2002)的研究顯示：教師在職進修法令不夠周延。因此，有必要對我國
在職進修法令做整體性的規劃，以確定教師在職進修的義務、責任、方式、評鑑、內容
等等法規與制度，增進教師對在職進修制度的認識，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不
僅教師在職進修，就是教師專業發展也需要建立一套周延的法規和制度。
（四）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課程不符合需要：根據楊深坑等人(2002)的研究顯示：我國教
師在職進修的相關規定，最迫切需要檢討的前三項依次為：政府應廣設教師研習中心以
利各地教師在職進修(24.01%)，教師在職進修法令欠周延(18.00%)，教師在職進修課程
不符合實際需求(15.66%)。而且在職進修的課程內容、進修教師教學工作的處理方式，
在職進修研習活動訊息的公布方式、採計進修時數的單位等，均因受試者身分的差異而
造成不同的意見。因此，反映出在職進修或專業發展活動不符合教師的需求，必須再做
進一步的調整，才能滿足教師在職進修與專業發展的需要。
（五）教師專業發展的網絡不夠暢通：在教師生涯發展和教師專業主義的影響下，學校
本位為改革基礎的理念上，我國中小學教師卻不認為學校本位是理想的進修型態，而教
師研習機構最為學校教師所認同(湯維玲、顏慶祥、李鴻章，2001：313)。探究其背後的
原因是由於學校本位的進修型態多傾向於演講，而且個別的討論不被認為是一種教師進
修活動；而且學校本位的進修活動，常傾向於政策形式的執行，缺乏可以諮詢的單位。
根據楊深坑等人(2002)的研究顯示：受試者認為在職進修的目的之一，即在於能夠協助
教師解決學校裡的各項實際問題。因此，教師在職進修機構應具備可提供諮詢的功能，

而且使各種教師專業發展的網絡能夠暢通，才能有效的促進教師專業的發展。
（六）教師專業發展缺乏評鑑與獎勵制度：根據楊深坑等人(2002)的研究顯示：我國教
師在職進修缺乏評鑑與獎勵制度，因此影響教師在職進修的意願，這對於教師專業發展
相當不利。教育行政機構應該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透過評鑑提供在職進修機
構或單位擇期績效。評鑑結果有助於呈現客觀的資料，提供教師在職進修機構作為核可
進修活動和撥付經費的標準。教師個人在職進修成效評鑑上，則由辦理教師在職進修的
機構統一評鑑。其次，許多受授者支持已在職進修作為教師換證的依據，教師個人的評
鑑結果不僅可以作為換證的依據，同時也可以激勵教師在職進修的意願，促進學校教師
專業的發展。
（七）尚未整合各種教師專業發展的資源：根據楊深坑等人(2002)的研究顯示：在各國
比較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共同的趨勢之一，便是強調在職進修活動與其他單位的聯繫，
尤其是與大學的合作。美國有些州進修課程可委辦，惟須經州教育局認可。德國各邦大
多沒有教師研習機構，而與其他教育機構合作，各地區亦有區域性的研習機構，學校內
部亦可規劃，為常與邦屬機構合作。法國進修執行單位為 IUFM，為由大學區總長統籌，
並且與人力資源單位及附近大學合作。各種不同的教師在職進修機構具有不同的任務，
應該將大學、中小學、教師專業團體、教師研習中心和其他民間團體的資源整合起來，
推展教師在職進修活動，促進教師專業領域的發展。
除此之外，陳伯璋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計劃十年前就開始，當初走的比其他國家快，
但是現在相較於其他國家來說反而慢，這跟國內教師團體、其他的社運團體和政治氣氛
都有關，因為它一直在很不穩定的情況中發展，例如教師團體的想法，是不是真正代表
教師們的聲音，似乎也有很多人有不同的看法，所以大家對於教師會的期待，除了爭取
教師權力外，重要的是幫助教師作好專業提升的工作，真正落實教師以教育專業達到工
作自主的目標。因此，就教師專業發展而言，剛開始需要由政府來引導，但是最終還是
得教師自己來，教師的自我學習很重要，如果自己不動起來，效果還是很有限。由上而
下的引導固然重要，但是由下而上的自我學習，才是專業成長的根本，如此才可以真正
的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高薰芳，2004：102)。

伍、 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對策
根據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的研究顯示：我國如果要解決前述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至
少必須做到下列幾點(高薰芳，2004；揚深坑等人，2002)：
（一）廣泛的設立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機構：我國教育主管局如果想要解決教師專業發展
研究機構不足的問題，應該在中央研究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和大學院校廣泛的設立教師專業研究機構，或是在教育相關研究所設立教師專業發展
組，鼓勵教育學者和研究生從事教師專業發展問題的研究，補助教師專業發展刊物的出

版，才能凝聚相關學者的力量，促進我國教師專業領域的發展。特別是國立教育研究院
籌備處應扮演更具前瞻和整體性的角色，例如在教師專業發展中，需要什麼樣的測驗與
評量工具、什麼樣的課程和教材內容，遠距教學應該怎麼做，應該由一個可以累積長期
的和研發的單位來完成，這樣才能擬訂一些符合我們教育需要的東西。雖然目前國立教
育研究院的功能尚未完全建立，但是希望未來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可以發揮其研究、發
展和執行的功能。
（二）成立教師專業發展專責機構或單位：我國教育主管當局如果想要解決教師專業發
展沒有專責機構的問題，應該在教育部、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縣市教育局和全國教
師會成立專責機構或單位，負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規劃，整合全國教師專業發展的資
源，制訂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進行長期系統的研究，以作為教師專業發展設計、執行
和評鑑的參考。
（三）訂定周延的教師專業發展法規制度：我國教育主管當局如果想要解決教師專業發
展法規與制度不夠周延的問題，應該檢討現行法規和制度的缺點，提出解決問題的辦
法，對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法令做整體性的規劃，以確定教師專業發展的義務、責任、
方式、評鑑、內容等等法規與制度，增進教師對專業發展的認識，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
展。
（四）規劃符合需要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我國教育主管當局如果想要解決教師專業發
展課程不符合需要的問題，應該調查學校教師的需求，分析教師專業知能的內涵，了解
學校教師需要的專業知識與技能，作為規劃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或活動的依據，這樣才能
滿足學校教師的需求，解決學校教師遇到的教育問題，提高學校教師教學的成效。
（五）暢通各種不同的教師專業發展網絡：我國教育主管當局如果想要解決教師專業發
展網絡不夠暢通的問題，應該將各種不同的教師專業發展網絡，包括學校本位、校外進
修和自我導向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連貫互通起來，讓學校教師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選
擇適合自己的專業發展模式，參加各種在職進修的活動，提升學校教育的效果，達到教
師專業發展的目標。此外，大學與中小學應該建立夥伴關係，這不僅可以讓大學教授獲
得教學理論實踐的經驗，同時對大學本身的形象有莫大的助益。經由合作關係的建立，
可以增加學習觀摩的機會，檢驗實踐的成果，促進專業的發展。
（六）建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獎勵制度：我國教育主管當局如果想要解決教師專業展
成效不彰和意願低落的問題，應該儘快的建立教師專業發展的評鑑制度，讓教師經由評
鑑了解自己不足的地方，進而積極的從事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而且儘快設置教師專業
發展的獎勵制度，讓教師從專業發展活動中獲得實質的效益，例如：給予公開表揚、升
遷調動、薪級晉升或教師換照的鼓勵，這樣才能提高教師從事專業發展的意願，促進學
校教師專業領域的發展。

（七）有效的整合各種教師專業發展資源：我國教育主管當局如果想要解決教師專業發
展資源尚未整合的問題，應該在教育部成立「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
，統籌縣市教育局、
中小學教師研習會、師資培育機構相關單位、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機構、各地教師研習中
心、全國教師會、各縣市教師會和其他教師專業發展機構的資源，由「教師專業發展委
員會」進行整體性的規劃，縣市教育局相關單位負責監督執行，注意彼此之間的協調聯
繫，實施資源共享的合作計畫，共同的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才能有效的整合相關
的資源，促進我國教師專業領域的發展。
除此之外，在教師專業發展上應該營造有利的社會氣氛，兼顧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
的模式，發揮教師專業團體的功能，不僅應該爭取教師個人的權利，而且應該善盡教師
的義務，注重教師的專業發展，才能提高整體教師的素質，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

陸、 結語
面對二十一世紀國際激烈的競爭，各國為了提高學校教育的成效，無不開始重視教
師的專業發展。本文採用構成現象學的方法，探究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發現當前
我國的教師專業發展有下列幾項問題：(一)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機構設置不足，教師專業
發展問題的研究成果有限，所以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理論與實際仍然有許多問題。(二)
教師專業發展缺乏專責機構，造成國內教師專業發展各自為政，彼此缺乏有效的聯繫，
造成人力物力的浪費，使得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不彰。(三)教師專業發展法規與制度不
夠周延，讓各級學校教師在從事專業發展時無所適從，不知道應該遵守哪些法令的規
定，依循何種制度進行教師專業的發展。(四)教師專業發展機構尚未規劃完整的課程，
無法滿足教師專業發展的需要，難以落實教師專業發展的理想。(五)教師專業發展的網
絡不夠暢通，各種教師專業發展機構的網絡林立，但是彼此之間缺乏聯繫溝通，因此無
法滿足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六)教師專業發展缺乏評鑑與獎勵的措施，不具有規範督
促的作用，影響教師在職進修的意願，這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相當不利。(七)尚未整合各
種教師專業發展的資源，造成教師專業發展機構資源的浪費，無法發揮教師專業發展機
構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應該採取下列措施：(一)在各大學廣設教師專業發
展研究所(組)，鼓勵研究生從事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二)成立教師專業發展的專責機
構，負責教師專業發展政策的制定。(三)檢討現行法規和制度的缺點，提出解決問題的
辦法，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四)調查學校教師的需求，分析教師專業知能的內涵，
了解學校教師需要的專業知識與技能，作為規劃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依據。(五)將各種
不同的教師專業發展網絡連貫互通起來，讓學校教師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適合自
己的專業發展模式，參加各種在職進修的活動。(六)儘快的建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鼓
勵的制度，讓教師經由評鑑了解自己不足的地方，進而積極的從事教師專業發展的活
動。(七)教育部應該成立「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
，統籌各種教師專業發展的資源，共同
的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才能促進我國教師專業領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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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 the drastic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21st century all countries start to emphasi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for effect promo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nstructive phenomenology to delete individual bias and from initial
status to study current situation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Taiwan. I detect
tha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our country has following problems: First,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re not enough.
Second, there is no responsible institute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ird,
the rules and systems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re not perfect. Fourth, the
institutes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design still not the complete curriculum.
Fifth, the networks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re not unimpeded. Sixth,
there are no evaluation and encourage measures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Seventh, our government combines still not all resources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this situation, our government should apply following measures. First, builds
more institute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econd,
establishes responsible agent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ird, makes rules
and systems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Fourth, designs suitable curriculum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Fifth, let all kinds of networks can flow without
obstruction. Sixth, builds evaluation and encourage measures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Seventh, establishes commiss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o
combine all resources, in order to engage activities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en, our government can promote the field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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