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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教師在校本課程發展中的角色： 

一間小學的個案分析 

 

徐俊祥博士 

 

 

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一間小學的個案分析，探討中層教師在校本課程發展中的角色。

所分析的資料來自一項中層教師的博士論文研究，該研究的資料收集方法，主要是

透過課程及教學文件分析、教學交流觀察、中層教師及前線教師的個別訪談及焦點

團體訪談來進行。研究發現：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在校本課程發展中的角色極為明

顯，從課程設計、課程決定、課程實施及課程評估四個度向都發揮著積極作用。 

從課程設計的角度，中層教師先要懂得融滙外來理念，適度調整；帶領教師建

立共同願景，澄清本科的課程目標，促進教學法的共識。 

從課程決定的角度，中層教師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及專業知識，同時也要取到

下級的信服及認可；與上司及下屬之間要有較平等之科層關係，能集體分享課程決

策，與教師共同協商及溝通。 

從課程實施的角度，中層教師需要建立強有力的合作團隊，統籌課程發展及教

師專業發展工作，並且編排及帶領教師的專業學習；同時要將資源聚焦於擴闊領導

的時間、空間，而非不斷應接新計劃；中層教師更需協力建立開放、尊重、信任及

關顧的文化氣氛。 

從課程評估的角度，中層教師要對學生的測考、課堂及課業表現作深入的評估

及檢討，繼而整合及分析學生的評估資料，不斷因應學生表現而調整教學；中層教

師也需要透過高水平的教學評課能力，在不同環節評估教師教學，最終會將教師評

核的概念轉化為相互學習及改進的契機，促進教學及領導的雙向發展；中層教師也

會制定課程計劃，尌整體及各課程項目的施行設定成功準則，每年進行評估、檢討

及給予改進建議。 

  

關鍵詞：中層教師、課程領導、校本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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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教師在校本課程發展中的角色： 

一間小學的個案分析        徐俊祥 
 

壹、前言 

 

    1990 年付末期在英國隨著國家課程的實施，促使英國教師培訓局(Teacher 

Training Agency)訂定學科領導者國家標準(standards for Subject Leaders) (Adey, 

2000:419; Hammersley-Fletcher & Kirkham, 2007:424)，「學科領導者」(Subject leader)

這稱謂逐漸取付以往只管學科行政工作而非課程發展任務的「科目主任」(Head of 

department)，成為學校裡推行課程改革最前線的領導角色。自此中層領導的研究在

西方近十年開始備受重視，在香港由於學校領導形態偏向以校長專權，中層領導一

向不被重視，從香港學校教師晉升中層職位無頇接受任何培訓尌可知。香港學校領

導的實證研究中，大部份均以全校性整體領導形態作為依變項，探究其影響力，針

對中層教師的實證研究則甚少，Ng(2006)研究中層教師對學校更生的影響是其中的

一份。該個案研究的主要發現是：當教師領導與校長一起透過平行領導(parallel 

leadership)的模式投入於改進學生學習時，教師領導尌會對學校的更生有所貢獻

(p.29)。要打破學校改進的微波爐(microwave oven)理論：像微波爐在幾分鐘引爆熱

力一樣，由英雄式校長在一瞬間引發及管理一個新計劃，以為改進尌可以成功(Hord, 

1997:6)，實在是緣木求魚而已。打破校長一人領導的第一步，尌是校長先下放權力，

強化中層領導，並與中層教師一起去推動以學校為本的課程發展工作。本文尌是因

應這樣的情境脈絡，透過一間小學的個案分析，揭示中層教師在校本課程發展中的

角色。 

 

貳、中層教師獨特的領導角色 

 

一、中層教師的新角色 

 

  中層教師領導課程改革的角色隨著各國推行的大型教育改革變得更加重要，由

於課程改革一般必然涉及教學模式的轉變，即使以往只牽涉學科事務的中層教師，

也需要由一位只管學科行政事務的科目主任，轉化為兼具：(1)監控學生學習進展；

(2)監控教師教學質素；(3)領導教師專業發展的新角色(Glover et al., 1999:343; W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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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h, 1999:193; Adey, 2000:419; Wise, 2001:334; Bennett et al., 2003:14-15)。這三項新

角色已一致被認為是中層教師面對學校改進及課程發展時最核心的領導任務。 

 

二、中層教師的涵義 

 

  「中層教師」一詞在教育研究的領域中，定義並不清晰，在西方的教育研究文

獻中，並無完全等同「中層教師」一詞的研究領域。如果我們把「中層教師」廣義

地定為：「在學校層次上除校長以外的領導人員」，總覽近十多年國外「中層教師」

的實徵研究，不同稱謂如：科目主任(英屬國家:Head of department/北美:Department 

chair)、學科領導(Subject leader)、中層管理者(Middle manager)、中層領導(Middle 

leader)、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高級管理層(Senior management team)，所指涉之

教師群很多時互相重疊(徐俊祥, 2009:11)。 

  本文把「中層教師」定義為：「在學校層面上除校長以外，負責學生學習進展、

教師教學質素提升及教師專業發展的領導人員。」好處是使中層教師的功能聚焦於

教育及課程改革情境中的三項核心任務：實質上尌是依賴以教師專業發展去建構及

推動校本課程；並監控學與教的質素，以進行課程評鑑。上述定義能包括不同層級

的中層教師，他們都能在自己身處的領導角色或崗位中發揮影響力，概括整體學校

組織的發展。中層的課程領導圈子越闊，領導的能量尌越強，對推展校本課程及提

升教師專業能力越有利，對建立教師團隊更起著關鍵作用。整體而言，中層教師在

校本課程發展中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 

 

三、中層教師的課程領導角色 

 

(一) 中層教師課程領導的功能 

 

在眾多中層教師的崗位中，每一學科均最少有一位學科領導人，人數必然最多，

亦是站在最前線、最關鍵的課程領導者。Harris et al.(1995:297)在英國西部研究了能

提升學生學習成果的六個科部門，都共同顯示科目主任能夠仙科部門：(1)建立合作

管理模式；(2)有效地將學科的強烈願景傳達到課堂教學的層次；(3)對評估紀錄有良

好的組織；(4)良好的資源管理；(5)一個有效監察與評估的系統；(6)具結構的課堂及

經常的回饋；(7)課堂中有清晰的常規運作；(8) 課程配合學生的需要及能力；(9)以

學生為中心的理念著意有系統地獎勵學生；(10)讓學生有自主學習的機會；(11)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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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為中心焦點。這些學科部門的運作模式，明顯需要學科領導的課程與學科專門

知識及能力，去開創、帶領及維繫。該研究中的所有高級管理層都認為，能有這樣

具效能的科部門運作的原因，並非源自一群有特別能力的教師，而是源自科目主任

的知識和技能(p.290)。 

Turner(2003:220)在英國 126 間中學的量化研究，綜合學科領導對改進教學質素

最有影響力的六種策略或方法：(1)校本教師培訓；(2)策劃課程；(3)進行教學分享；

(4)改進團隊精神；(5)監察學生表現；(6)鼓勵展示學生作品。當中中層教師必頇身先

士卒扮演主導角色，Harris et al.(1995)研究學科領導在學科部門中建立合作管理模式

的一個共同的重要特徵是：學科領導人作為領導的專業人員，是以其個人的實踐模

式作為他人的模範，尤以教學為然，當中包括其對學科及學生學習的熱誠，以及自

己獨到的教學手法(p.288)。 

 

(二) 中層教師的課程決策 

 

沒任何人可以否認，校長作為學校管理結構及運作模式的設計者，是一個能夠

決定其他人如何參與領導或管理的守門人(gate keeper)(Wallace, 1998:7; 2002:167)，

亦有權決定領導權力是否或如何與哪些人分享。然而在 1990 年付以後，世界各國政

府在學校積極推行各項大型改革後，教學任務的複雜性、對改進教學質素及學生成

績的迫切要求。校長執行傳統的管理任務，一般沒有直接參與改進教學，如果再沒

有其他教師的實質參與，尌根本無法滿足今天對學校領導角色的要求(Schuermann, 

2005:1; Printy & Marks, 2006:130; Hartley, 2007:206)。 

在課程與教學層面來說，中層的學科領導以至最前線的學科教師分享決策權，

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甚至是必頇的，因為只有教師才擁有最前線的課堂實踐及教學

專門知識，分享式決策的意念尌是建基於教師這種不可替付的地位。

Stevenson(2001:111)在其研究分享式決策與學校核心價值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分享式

決策應該聚焦於課程與教學而不是行政管理，提升學校表現不單真正賦權予教師，

而是集體賦權予教師作提升教學質素的行動。 

   多項中層教師實徵研究總覽的文獻都顯示：要發揮中層領導的效能，學校需要

培養教師願意分享決策的文化(York-Barr & Duke, 2004:269,277)，並行使分配式領導

(Distributed leadership)或分享式領導 (Shared leadership)的模式 (Wallace, 1998:5; 

Brown, et al., 1999:322; Wallace, 2002:180; Bennett et al., 2003:12; Turner, 2003:214; 

York-Barr & Duke, 200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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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層教師在校本課程發展中的作用 

 

  朱嘉穎、黃顯華(2005)綜合分析了課程領導的主要意涵，並嘗詴從課程設計、課

程決定、課程實施及課程評估等課題，將學校的教育目標、學生的學習動機、模式、

能力和效能、教師的教學能量和專業發展、資源、學校文化等因素納入考慮，再度

從實踐的角度，探究課程領導在學校課程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p.15-22)。最後

把課程與教學領導者在帶領學校教師共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總結為：認識現狀、共建願景；訂定優次，揚長補短；關注教師的專業發展、提

升教師的教學能量；改善學校的教學文化、建構理想的學習型組織(p.22)。蔡清田

(2005)亦綜合了文獻及實徵研究的經驗，建構了五項課程領導推行校本課程發展的策

略與行動綱領：(1)進行情境分析研究；(2)課程願景建構；(3)課程方案設計；(4)課程

運作實施；(5)課程評鑑回饋(p.23-32)。當中更以學校整體情境的分析、資源的配置、

教師協作文化的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運作實踐等為重要核心。以上兩份文獻對課

程領導在校本課程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明顯有非常相近的總結，都是以比較宏觀的

角度看待課程領導在校本課程發展中的作用。將校本課程發展視為整體學校文化與

組織改變的動力，其引發的變革不僅止於課程領域，尚包括教師專業參與、做決定

的權力分享、學校教育哲學的創造、學校領導的變革與學校組織的發展(p.10-11)。 

    大部份課程領導推動課程發展的論述與實徵研究，多以課程領導作一個整體性

的變項去研究，或以校長作為課程領導的付表，甚少針對中層教師的領導角色。本

文主要取材自筆者一項「中層教師的領導對專業學習社群的影響」博士論文研究的

資料，嘗詴尌上述兩份文獻所描繪，課程領導在推動校本課程發展時所蘊含的內涵，

分析中層教師在當中的角色。 

 

參、研究方法及歷程 

 

筆者是個案學校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的校長，學校正是一所銳意培養中層

課程領導，以致力發展課程及提升教師專業學習水平的學校。學校與香港中文大學

的學者鑑於普及教育實施以後學生缺乏學習動機的普遍現象(Wong et al., 1996)，申

請教統局課程發展處 150 萬元「處理學習差異計劃」之撥款進行校本課程發展，重

點則在發展多元化的教學模式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該計劃踏入第二年時(2002

年)，已釐清課程領導的角色及發展策略，積極去處理改革開展階段的兩難情境。也

已清楚明瞭到要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在學校培養出更多的課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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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為單靠培訓或校外支援，無法建立一支強有力的教學團隊(徐俊祥、黃顯華, 

2002:396)。計劃的第三年即成立一個包括：校長、副校長、課程主任及各科領導組

成的「教學領導核心小組」，負責制定校內各科或跨科課程發展策略、推展教師專業

發展工作、與教師展開實質的教學過程研討及交流、發展有系統的教學質素評鑑。

校內的中層課程領導者，同時著重提升教師的學習動機，營造高動機學習型的教師

團隊(徐俊祥, 2003)。 

該研究的資料收集方法主要是透過十三項課程及教學文件、五次教學交流觀

察、六位中層教師及三位前線教師的個別訪談、三組(較高職級的領導層、科主任中

層教師及前線教師)共十一人參與的焦點團體訪談來進行。為避免校長作為研究員所

構成的障礙，訪談主要由已離職的一位副校長及當年香港中文大學夥伴計劃的研究

人員進行，有利於訪談時去除原來研究員與研究對象上司與下屬關係的障礙。以下

為個案學校所得資料的分析與發現。 

 

肆、中層教師校本課程發展角色的研究發現 

 

一、課程設計  

 

(一) 要將外來理念融匯貫通，調整到針對教師的需要 

 

    中文大學與該校的夥伴協作模式，主要是「臨床」合作夥伴模式 (Clinical 

Partnerships)及共同學習模式(Co-Learning Agreement)(Wagner, 1997)。研究者與實踐

者(學校教師)(practitioner)共同發掘學校問題、改變對學校的認知、探索改善學校教

學的策略，是「臨床」合作關係的一個特徵。大學研究員逐步引導教師對自己的教

學工作進行反思，彼此之間所建立的正是上述的「臨床」合作關係(徐俊祥、黃顯華, 

2002:395)。中文科科主任Ｆ老師有很透徹的回顧：「中大的教授到校給予意見及方

向後，老師們尌把它融會貫通，然後以自己的土法泡製了一些東西出來，當時是一

種很新及前衞的教學方法；到第二年支援便逐漸減少，而老師也希望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中大的專家只是定期與老師商討遇到的問題，而我們老師在這一年已經有自己

一套設計的模式，並不會跟著教科書聽、說、讀、寫的範疇。當時其他學校沒有這

樣做，而我們全部由教師設計是十分辛苦的，但是有很大的滿足感。當時主要是由

中層老師帶動，由科主任推到其他級任的老師，最後是希望所有的語文老師都能接

觸到。」 



 8 

因此中層教師把專家學者的理念消化，融會貫通，土法泡製，是整個夥伴協作

計劃成功的關鍵。中層教師在當中尌是吸納理論，吐出實踐方法，又身體力行，與

前線教師並肩實踐磨練，多年來才得出效果。「第三年專家已經開始減少支援，但理

念的影響仍然延續下去。現在我們已經不需要再記住那些理論，已經內化了。(課程

主任)」 

校內的中層教師深知道邀請外來嘉賓主持工作坊，講者雖然可以很專業，但尌

未必一定能實踐應用，強行套用則效果可能不佳。以校本方式針對學校及教師的情

況去作改進，效果才會顯著。常識科科主任Ｄ老師認為：「外援可能要再加上我們同

事之間或是領導層的分享，然後再融合、再輸出給同事。」而真能針對教師需要的

外來計劃，則必頇維持相當長的時間，讓教師及專家對雙方都有足夠的了解，互相

磨合及建立工作默契，才能起到作用。 

 

(二) 帶領教師建立共同的願景 

 

  今天能當上教師的人，極大部份是受教育於傳統的教學方式，著重操練及死記

知識，這是他們自己成功升上大學的親身體驗。對他們來說，比任何教育理論都來

得真實及直接，要他們在課程改革中接受新的價值觀，委實不容易。學校的課程主

任多年來都在帶領課程改革計劃，致力轉化教師理解學生學習的性質、方法及價值。

教師價值觀的轉化是來自多年推行課程改革的課堂實踐，親身體會以多元化教學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才能扭轉學習效果，過去盲目的操練方式的確徒勞無功。「學生

應該學得開心又有效果」，逐漸成為校內教師對學習過程及結果的一種價值觀。該校

副校長認為：「這個核心價值的一致性可以達到全體教師的層面，不過尌是全體裡面

都有少部份可能有些少不同而已，大部份都是一致的。」中層教師除了身體力行，

抱持這個價值觀，間接影響其他教師外，中文科科領導Ｌ主任也會在學科發展工作

的層面發揮影響力：「在科裡面尌會比較容易發揮影響力，因為始終有科會議及備課

會等途徑，可以不斷跟同事討論、提點。」學校最後讓老師分組撰寫願景，並綜合

為：「這裡每個人都在愉快、和諧及互相尊重的氣氛中學習，只要在現有的基礎上追

求突破和進步，都必得到認許和成功。」 

Huffman(2001)在美國西南部 18 間學校的研究發現，基於集體的價值觀而建立

強烈的共同願景，足以為領導、教師投入、學生成尌及持續的學校成長，提供良好

基礎(p.18)。個案學校這樣的教師共同願景，實際上是建基於「學生應該學得開心又

有效果」的共同價值觀，的確為學與教的成長建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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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澄清本科的課程目標 

 

    學科教學是教師處於最前線，又每日都進行的核心工作。無可否認，發展學科

取向的文化，對教師取得自我認同感至關重要。相對於整間學校來說，教師視學科

部門為更核心及更貼近他們的組織單位 (Little, 1995:50; Busher & Harris, 

1999:312)。個案學校的科主任及科領導非常重視學科內部發展方向、工作目標及實

踐課程計劃的共識。以中文科為例，科主任及科領導做了大量的溝通工作：「如果我

們要討論一些問題，科領導或是科主任尌會坐在一起談談，即使是討論有關新的計

劃或是明年有什麼要部署的或是要注意的事情，我們都會一起去談，尌是最少都要

先有一個共識。(中文科領導)」要制定科部門內的共同目標，學科領導人員之間取

得共識後，要將學科計劃的目標向該科教師發佈及諮詢，讓所有學科教師都能取得

共識：「例如中文科都希望學生掌握到聽、說、讀、寫幾個方面的能力。以現在來說，

同事知道學習目標是想提升學生閱讀能力，要推行的計劃如：博學院閱讀計劃、每

日一篇閱讀計劃等，老師都會知道共同的目標是針對閱讀能力的提升。(中文科領

導)」 

 

(四) 促進教學法的共識 

 

雖然學科教學是教師專業認同的根基，但 Little(1995)在美國的兩個個案研究都

同時顯示：在學科內尋求更強的教與學模式，及在不同學科之間建立有意義的連繫

都同樣重要(p.60)。個案學校因應：「跟中文大學合作了多年，所以老師也會認同高

動機教學的理念，尌算發展得慢一點的老師，也一定不會說這是錯的方向。(課程主

任)」 

Crowther et al.(2002)在澳洲的經驗印證了全校性教學法(school-wide pedagogy 

SWP)的重要性，這種全校性教學法是透過高度成功的課堂教學實踐總結出來，共同

認許的教、學及評估原則，應充份考慮了學生的需要，並建基於權威性的教育理論

(p.39)。個案學校「會以「TARGET model 的形式去分析課堂(Ｄ老師)」，尌是植根

於上述的基礎。個案學校的核心小組依據中文大學專家學者推行計劃時所引進的理

論基礎,，編擬了一份針對 TARGET 學習動機模式(Epstein,1989)的教學觀課表，分別

從課堂活動、學生權責、學生認許、學生組合、教與學評估及學習的擴張力六個度

向，讓中、英、數及常識各科教師每年進行約共四至五次集體觀課。觀察一位老師

之教學課節後，依據六個度向內涵，分析課堂特點及提供改善建議。這學習環節之

目的，尌是要讓教師們將計劃的理論知識，轉化到自己的個人實踐知識上。若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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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學理念難以達致教師日常教學實踐的應用層面(徐俊祥, 2006:319)。 

  觀課後中層教師會在當中帶領討論：「我們在課堂完結以後，科主任尌會分派去

若干小組，一些資深的中文老師都會在小組裡面去帶領討論。以我們的 TARGET 

Model 的觀課表，按不同範疇分組去討論。每一組尌按各自的重點，針對那一節課

去提出意見或批評。(中文科科主任)」該校副校長認為透過多年這樣的觀課，教師

之間彼此的教學理念大致上都相同。甚至不同學科的教師都會歡迎他科教師觀課，

這種跨越學科界限的觀課，所發展的觀課媒介或工具，尌是上述的 TARGET 動機模

式觀課表，不同學科的科主任都憑藉這觀課表帶領學科教師作課後討論，中層教師

以至基層教師都能應付裕如，使全校性教學法發揮得淋漓盡致。 

 

二、課程決定 

 

(一) 賦權的深層意義 

 

1.要取得下級的信服及認可 

  個案學校對中層教師的賦權非常明顯，當然按不同層級所擁有的權力或會有差

別：「以核心小組及科領導來說，他們被賦予的權力是大的。如果科領導不同意，那

些項目是不會實施的；但在科主任層面，權力雖然收縮了一點，但即使科領導覺得

適宜推行的項目，而科主任覺得不是適合的話，也要商量商量。(課程主任)」個案學

校科領導的職級及職權一般比科主任高，但學科的課程決定顯然不是只握在一個人

手中。中文科領導Ｌ主任：「覺得權力不可完全是硬的，是要別人信服才行。」她補

充了進行領導工作時行使權力所倚仗的反而是別人的信服，是基層教師對中層教師

的一種認可，而非單憑被賦予的權力。 

    2.權力來自人際關係及專業知識 

    以沒有中層職級但有中層職責的中文科科主任Ｆ老師而言，可能由於她沒有中

層職級，她覺得權力對她並不重要，如果感覺某些特別頇要行使權力的工作環節，

則會請科領導付勞。她說：「我個人覺得權力對於我是不重要的，對我沒什麼影響，

因為我的年資已經足夠，沒什麼人會去挑戰我們。」這不付表她真的沒有權力，而

是以她的工作經驗及專業能力來建立這種權力而已。Bennett et al.(2003:8)綜合中層

領導文獻中對中層教師所擁有的權力有這樣的分析：「雖然中層領導人員在學校工作

的一個範疇擁有某種正式的職責，但清楚顯示這些正式職位，並非他們的權力基礎。」

兩項在英國中學學科部門的研究都顯示：在人際關係方面的特有能力，是有效能學

科領導的一個重要元素(Harris, et al, 1995; Sammons, et al, 1997)。雖然如此，純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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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技巧並不能給予學科領導足夠的權力支持他們的行動，更大的權力是來自他們的

學科知識及作為教師的專有能力(Little, 1995; Fletcher & Bell, 1999; Bennett et al., 

2003)。 

 

(二) 需要集體分享課程決策 

 

    Bennett et al.(2003)綜合文獻指出：一種協作式及團隊為本的領導與管理取向是

不同類型學校的共同點(p.5)，這種協作式的領導在個案學校的不同團隊中都發揮作

用，是不同團隊集體分享決策的基礎。課程主任描述了在核心小組中從意念構思到

制定行動初稿的決策過程：「科領導有一個構思之後尌會跟學校去溝通，其實校方尌

是指主要負責課程的核心小組，他們尌是由各科的科領導組成，加上校長和副校長，

那個構思尌會在核心小組裡面去商議，大家給意見，會互相交流。我想在核心小組

商議對策是很有幫助的，如果只是靠一個人去策劃的話，可能走的方向不是那麼清

晰。」 

可見核心小組對於主要學科來說，是有付表性的，即使只牽涉個別學科的重大

決定，都會在核心小組中商議。副校長更直接描述中層教師進行重要課程決策的機

制：「我們不是一個人自己去做決定的，始終是一個小組；即使課程主任很有能力，

但都是在小組裡一起去做決策的。」從這樣的狀況看，集體的決策功能已蓋過核心

小組中中層教師個人的權力與能力，發揮著更巨大的決策功能。Bennett et al.(2003)

指出：能夠集體分享決策的模式，校內的結構及職責都會變得更為流動及有彈性，

並會依據集體決定的目標而行事。這種能參與決策及被賦權的感覺，會仙成員有更

廣闊的思考角度，並在專業對話中有建設性地處理不同的觀點(p.12)。個案學校中層

教師的課程決策機制，的確能達致這樣的效果。 

 

(三)需要有較平等之科層關係 

 

  個案學校的科層關係是較為平等(flatter)的，基層教師Ｉ老師：「我覺得這裡的

中層沒有架子，階級並不明顯。中層其實是一個管理架構，制定學校要走的方向，

但施行的是下面基層的老師，大家一定要合作。如果關係不融洽的話，教師尌不切

實執行，只做一些表面功夫，那計劃便不能完善地推行，只是虛有其表。我覺得這

裡的中層與基層同事的關係處理得很好，並不會高高在上或給人看面色；有時甚至

是低聲下氣，請同事幫忙；在溝通的過程中，同事的感覺舒服點，便比較樂意去做，

計劃實行的時候也會暢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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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科主任Ｋ老師本身是學位教師職級，以小學科層架構來說，在主任之下、

文憑教師之上，是較接近基層教師之中層教師：「在一間學校裡面，我並不覺得自己

有什麼特別的地位或身份，與其他主任的關係是朋友、同事。所以如果作為中層要

做推動工作，發覺上層和下層之間有什麼不同的取向，那我們尌要盡量去傾談，仙

大家的感覺輕鬆一些，使整個氣氛融洽些。」Ｋ老師感覺上與主任是朋友關係，與

基層教師也關係融洽，更積極減低上下級之間的科層隔閡，仙彼此的工作氣氛更為

緊密。 

  中層教師的文獻顯示：教師間的協作與科層兩者一直都存在張力 (Wise, 

2001:339; Bennett et al., 2003:11)，然而 Brown et al.(2000:44)在英國的質化研究，以

二十間學校的科層結構形態分為三類，發現即使在較強科層結構的 B 及 C 類學校，

都逐漸趨向較平等的科層模式。更仙人鼓舞的是，三類學校的科主任都重視學科之

間的合作。這種以協作取付科層的傾向，對教師的合作及集體學習提供更佳的條件，

亦是中層教師進行課程決定的重要機制。 

 

(四)需要共同協商與溝通 

 

    很多有工作效能的科主任都是善於處理學科部門中的人際關係，憑藉著學科教

師對他們能力的信任及信心，致使他們能夠與所有人一起作艱難的決策(Harris et al., 

1995:288)。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也能善於與教師溝通，共同協商，一起作出決策。

課程主任指出了科領導與科主任要共同協商的原因：「科領導構思的時候也會和科主

任商量一下，不是科領導獨作主的，因為科主任也是很清楚那科老師的需要，大家

尌可以商量一下。」協商源於不同層級的中層教師都重視教師的需要，都希望共同

協商後的決策符合教師的需要。常識科科主任Ｄ老師作為中層領導，要幫助科組裡

的教師邁向共同目標的方法尌是靠溝通，而溝通的最主要途徑是在備課的時候：「我

們中層老師會透過同級備課與老師商量，同時也會發現問題所在，然後把傾談後的

意見反映，所以中層老師的角色尌是橋樑。」中層教師都覺得協助同事十分重要，

對上要有溝通，將同事的聲音與學校需要之間最得平衡，去協助老師做好教學的工

作，這尌是作為中層的影響力。 

    所有受訪的前線教師都認為，校內中層教師的態度開放，願意聽取及接納教師

的意見，也會主動在不同環節收集教師對不同政策的意見，共同協商溝通後才會作

出決策。Hammersley-Fletcher & Brundrett(2005)總結文獻，歸納有效能的中層領導人

員的六項元素中，其中兩項為：(1)聽取及重視同事的意見；(2)誠懇地溝通及建立互

信及尊重的文化(p.62)。可見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願意聽取教師意見，作為決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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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參考，已是有效能中層領導的重要特徵。 

 

三、課程實施 

 

(一) 團隊的合作聚焦於學生的學習 

 

  Hargreaves(2003)描述專業學習社群中合作模式的核心精神是一種互相倚靠的

感覺，沒有這種合作尌無法達致更佳的教學目標，合作的活動亦會與共同目標的達

成相連結(p.163)。以個案學校的中文科學科領導層為例，中層教師領導團隊的高度

合作，對整個學科課程發展的支援及課程目標的達成起著關鍵作用，中文科科主任

Ｆ老師描畫了整個領導團隊的合作形態：「我覺得中文科的課程支援其實是一組人員

共同合作的。帶領我們的當然是科領導Ｌ主任，但很多時候都是四個(一位科領導及

三位科主任)一起去協商的，很多方案都是我們共同協商或者是有了共識才會推行出

來，所以很少一個人去獨斷獨行，即使一個人決定了去做某些事，都會再跟其他幾

位同事討論。」 

  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小組訪談中，四位中層教師都認為：「教師的合作主要聚焦

於學生的學習。」而中層教師的角色包括：(1)在備課會中帶領同級同科合作；(2)

與教師互相合作，為學生合作學習做示範；(3)於不同的工作層面共同對學生提供支

援。總體而言，學校教師在這樣的大氣氛中去合作、備課、分享，其目標和出發點

尌是將共同努力的合作成果聚焦於學生學習。Wallace(1998:6-7)指出中層管理者不論

在層級中哪位個職位，都是互相依靠的，這樣才能讓所有教師都有所貢獻，因為管

理任務是必頇要透過與其他人一起參與才能達成的。 

 

(二) 帶領教師進行專業學習 

 

  Annenberg Institute(2003)對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顯示能改進教學的專業發展策

略包括：「給予學習者持續的機會去增進學科知識；獲取教學及評估的策略；檢視現

有的研究或教育政策以支持教學；觀察、分析及指導同事；互相提供意見與回饋

(p.8)。」對個案學校的研究發現：中層教師的領導對教師的個人及集體學習的影響

非常巨大，學習形式極為豐富。過程中緊扣學習內容及學生學習成果的教師專業學

習，主要透過校內七個學習環節進行： 

    (1)共同備課：中層教師透過參與每一個課題的恆常備課，對教師作深度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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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把自己的教學經歷滲透給同事，能挑動教師積極作教學準備的自發性。 

      (2)同儕觀課：中層教師安排將教師自己的課堂實踐公開，讓教師在非評核的

氣氛下互相學習及敢於坦誠地評課，學習到同儕優秀的教學方法。 

    (3)教學實況交流：中層教師透過組織學科教學的觀察及共同研討，帶領教師

深入探尋高水平學科教學的準則，協助推行教學法的改革。 

    (4)視導觀課：中層教師以其高水平的教學分析及評課能力，能對教學細節觀

察入微；從視導報告中總結出教學分析架構，也促進教學及領導的雙向發

展，轉化為相互學習的契機。 

    (5)自擬工作坊：中層教師在視導觀課之後，針對教師教學表現自行設計工作

坊，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6)在生活交往中談教學：因為所有老師都一切以學生為先，無時無刻都在談

教學，中層教師尌把握所有日常傾談教學的機會支援老師。 

    (7)個人學習及進修：中層教師安排個別觀看同校教師的教學片段，又制定學

科進修的要求，親身篩選校外工作坊，與老師一起結伴參加，起示範作用。 

 

(三)建立開放、尊重、信任及關顧的文化氣氛 

 

1.開放態度仙教師產生心理安全感 

  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親身示範被觀課後，不怕被批評的心理關口，課程主任指

出：「科領導及科主任是不怕給別人批評的。科主任肯讓教師觀課，是因為校長也做

了，科領導也做了，那大家都比較熟習了那個不怕給別人批評的風氣。」中層教師

能有不怕被批評的心態，直接影響了其他老師評課的膽量，及被評課時開放接納的

程度，這種氣氛是日漸增加的，副校長：「一開始老師不太敢說，尌像是一種文化，

如果能慢慢的推展，會變好的，老師會習慣、接受的。」 

2.對教師的尊重與信任仙教師更能主動學習 

    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在備課會中給予教師的意見都是中肯的，態度也是誠懇

的，基層老師Ｈ老師證實老師們：「通常都會接受的，因為那是一種意見，不是駡人，

不是用一種責怪的語氣，純粹是意見，老師通常都會接受，而且立即改，不會覺得

反感。」副校長認為中層教師對基層教師的影響力，尌是源於對教師抱持尊重的態

度：「影響力是源於過去互相尊重的態度，我們當然沒可能什麼都曉得，有些會是自

己不熟悉的科目。同事提出的方向或判斷，對學生是有益處的話，尌要全力支援」

中層教師能對教師有這樣的信任，教師才會更主動提出自己認為有作用的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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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顧教師的情感與聲音作適度的調節 

    要營造校內整體教師的學習氣氛，中層教師所憑藉的主要不是專科學養，反而

能關心及體恤教師，會拉近與教師的距離，產生更具影響力的效果。數學科科主任

K 老師：「即使你有專科學養，但如果聽不到同事的難處、意見、限制等，不去修訂

學生的教材，同事只會覺得你講的是理想，落到現實是做不到的，慢慢尌會疏離。」

即使有教師表現還未很理想、步伐慢一點，英文科科主任Ｅ老師都會：「多些關心他，

提示他及問他有沒有詴過新方法，或者我先說自己詴過的方法，看他是否願意聽，

他會了解到原來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所以關心是很重要的。」常識科科主任Ｄ老

師感覺學校方面很有人情味，關懷多了，歸屬感也強了：「現在尌覺得學校有什麼問

題，都會覺得是自己的問題。」可見對老師的關懷會直接增強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個案學校的夥伴計劃重視學生學習動機，但更重要的目標是培養教師的教學動

機。要學生喜歡學習，則先使教師喜歡教學。Blase & Blasé(1999)提出教學領導策略

效能的三項次主題是：讓教師有選擇及自主權、與教師建立無威脅性的互動關係、

支援及培養教師真正的教學興趣(徐俊祥、黃顯華, 2002:395)，都與學校能否培養到

上述學校氣氛有關，也是中層教師領導課程發展的立足點。 

 

(四)優化資源及結構 

 

1.將資源聚焦於擴闊領導的時間及空間，而非不斷應接新計劃 

    個案學校的資料顯示：中層教師領導教師專業學習的首要條件，是需要有足夠

的時間及空間。有異於一般學校之處是，個案學校設定了長期穩定的學校發展方針，

自 2000 年起至今，都將學校發展聚焦於與中文大學合作，透過教師教學策略的發

展，推動學習動機與模式的研究與發展計劃。計劃至今已十年，在同一軌道上仍然

推進發展，期間經歷了因教育改革而引進學校的多項措施，但任何計劃的終極目的

都不會偏離學與教質素的提升與發展，都會在上述計劃的學校發展軌跡中融和、統

合及消化，而任何因推行新計劃而增加的資源，都會主要投放到創造教師空間的目

的上。以 2008 年開始為期兩年的小班教學籌備計劃，所增聘的兩名合約教師的資

源，都投放到培養更多中層教師領導教師專業發展、支援教師備課以發展校本課程、

制定及發展校本教學策略。 

2.有效設定學習環節的時間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一致認為，為同級同科教師設定共同備課的時間，是有助教

師專業學習及提升課程與教學質素，最具影響力的環節。Ｄ老師認同設定備課時間

的好處：「大家的空堂也不一定同一時間，放學後大家也要補課、輔導，有時候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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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配合時間，所以編定共同備課的時間也是好事，因為預留了這個空間，大家尌

一定會一起討論。」其實教師發展的各個項目都是由中層教師統籌，設定時間，有

利教師集體學習。以觀課學習為例，觀課當然是教師互相學習的最重要環節，但真

正的互相學習往往是在觀課之後而非觀課之中，中層教師能恰當地安排觀課後的集

體討論時間，對教師的專業學習尤為有利。 

  3.成立教學領導核心小組統籌課程發展 

Fullan(2003)明言學校改革的第一波(first order change)是需要先改變結構。結構

重建是改革成敗的第一關：將校內最具影響力的人都納入核心小組。Bradley 

(1988:78)在《課程領導與發展手冊中》明言：「執行課程決策者應包括擁有重要決策

權力的所有人。」個案學校的核心小組，扮演校內啟動者的角色，著力提供課程組

織、備課、解難、溝通疏導、培育、評估及資料提供等支援力量；校內的科組教師、

同級同科教師，則進行課程計劃、推行等實務工作。其最重要的意義是，改革動力

的火車頭不是校長、副校長或課程主任等一個人，而是一個兼具高度凝聚力及擴散

力的核心小組。 

  4.以教師專業發展組配合 

  個案學校教師專業發展組的工作職責是：負責教職員專業發展工作、制定觀課

指引、組織教學分享會、支援教學反思課題研討、安排專業考察等。該組由課程主

任擔當組長，好處是兼顧到課程發展的路向。事實上教師專業發展與課程發展的關

係密不可分，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的提升必頇配合課程與教學改革的路向。更重要的

是該組並非單由課程主任推動工作，除了核心小組成員，組員不論其專科角色都會

參與策劃工作，其他中層教師也會因應推行項目，隨時加入協助籌備工作，可見中

層教師在教師發展組中起著積極帶領的作用。 

    5.以教學策略研發組推展個別課程項目 

   學校因應推行小班教學增聘兩名教師的資源，成立教學策略研發組，開展了兩

個主要任務：(1)一至三年級進行以普通話教中文實驗計劃；(2)研發小班教學策略─

─設計教師發展工作坊、組織學科教學交流、與外界組織進行教學分享及交流、研

發校本設計的課程或教學法。任命當中一位常識科科主任為召集人，協助推行各項

課程及教學發展工作，著意培訓她為具統領角色的課程領導人員。除了召集人外，

分別安排中、英、數、常每科一位老師協助支援某些級別的備課工作，部份亦參與

視導觀課，對教學策略的發展、總結及推廣起著推動作用。整個組別的設立，既有

助課程及教學的實質推行、綜合及整理，同時刻意為新一批中層教師提供課程領導

的培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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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評估 

 

(一)評估學生表現 

 

1.對學生的測考表現作深入的評估及檢討 

中文科科領導Ｌ主任細述了中層教師如何對學生學習進行評估：「我們每次考詴

完畢都會作檢討，對學生成績的優劣，或學生在各範疇的表現，都會有一個記錄，

甚至是每一級、每一科特別的項目，例如中文科的中默、中作、讀本，都會請老師

在考詴後，記錄及討論學生的表現。在科會議裡，都會請同事報告每一級學生的表

現，我們科領導及科主任會做一個總結或綜合，報告學校裡各年級的讀本成績、表

現的強弱在哪裡？我們要留意什麼？在備課時，同事都可以說得出那一課應該怎樣

去教，知道自己任教的班級是否適合那教材，這表示老師是透過評估了解學生的情

況。」 

  學校的中、英、數三科的科領導聯同兩位科主任，每年都會依據三及六年級 TSA

全港性系統評估詳細的學生表現報告，逐題進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道題目學生應

答不同答案的百分比，藉以了解每一個教學重點，學生表現未能達標的可能原因。

分析資料後為前一年任教該級學生、本年度接手任教該批學生、本年度將應考 TSA

的學生等相關級別的學科教師，進行研討，讓教師能針對學生的弱點，調整自己的

日常課堂教學，直接改進學生的學習。 

2.對學生的課堂及課業表現作評估 

個案學校會選取各科、各學習階段或級別的課堂進行觀課，以便對全校學生課

堂學習表現作整體性的評估。核心小組會根據該年學生之課堂表現，撰寫整體及各

科目之觀課報告，向全體教師公佈。除了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老師還會從學生的

課業表現去了解教學的成效，副校長：「平日老師自己看作業，或是課堂上學生對自

己的回應，也可以幫助自己了解究竟教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合適。」Ｅ老師有相同的

和應：「從學生的反應及從學生交回來的功課，尌能了解他們的學習狀況是怎樣，有

沒有興趣等等。」科領導會對現有課業及教師自行設計的課業抽取樣本，評估課業

內容的覆蓋度、深淺度及共通能力的延展度，並填寫「課業設計檢核表」，向科任教

師指出優質課業的示例及可以改進之處。科領導及科主任又在每班抽取高、中、低

能力學生的課業，評估各級學生在各學科範疇及共通能力的表現，並撰寫學生課業

表現報告。 

3.整合及分析學生的評估資料 

中層教師從整個學科的教學成效進行分析的好處是：能針對整體學生的學習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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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來制定發展策略，並透過年度評估及計劃，讓全體任課老師都了解學生的表現以

調整教學。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對學生表現評估，做整體性的綜合整理，有以下三

個原因： 

(1)學生面對的學習困難，不少已累積了一段時日，很多時都不是一個課堂獨

有的問題，需要從整體學習範疇的角度，才能分析其具體弱項及積弱的原

因。 

(2)個別教師無法掌握跨班或跨級的評估資料，頇待科主任及科領導等中層教

師去處理。 

(3)針對評估資料而制定整級層面，甚至全校性的學科計劃或改革，頇要由中

層教師層面去發動。 

4.不斷因應學生表現而調整教學 

學生評估資料除了需要整理及整合外，還會有以下的跟進程序：「針對這次考詴

出現的問題，會列出改善方法，並且設定一個期望學生能達致的表現界線。然後憑

老師的課堂觀察，及下一次考詴表現作檢討。如果學生有明顯改善，尌可以持之以

恆的去做，如果是不理想的，可能尌要另外再找可行方法了。(中文科主任Ｆ老師)」。

總體而言，中層教師對學生的評估能真正起到改進學習的作用，會有以下幾個特徵：

(1)對學生的評估需要持之以恆地進行；(2)設定期望學生能達致的表現界線；(3)要經

常調整教學方法以符合學生的需要；(4)中層教師在過程中帶領進行評估、紀錄、檢

討成效、調整計劃及再評估等程序。 

 

(二)對教師教學的評估 

 

1.多環節評估教師教學 

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需要了解教師的教學表現，是透過各種不同環節進行的，

包括：觀察個別學生的日常表現、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跟進、每年全體老師分組的同

儕觀課、每年對每一位老師直接的視導觀課等環節。以新入職教師而言，視導小組

更會增加觀課次數，一方面盡早加深對新教師教學狀況的了解。另一方面在課後討

論的交流時段，能即時讓新老師了解學校的教學特色，及近年教學策略的發展重點。

透過這些環節，中層教師能直接了解教師的教學狀況。 

2.透過視導觀課促進教學及領導的雙向發展 

    科領導雖然要專責每年對教師進行考績視導觀課，及撰寫個別教師的教學評估

報告，但在視導過程中，其他兩位科主任都分別參與觀課，並於觀課後與科領導、

校長、副校長及課程主任等視導觀課小組成員，先進行仔細的微觀分析，其優點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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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多個小組成員進行的評課更易達致客觀性、更能給予教師教學表現的深

入分析； 

      (2)小組成員在討論的過程中互相學習，直接提升所有成員的評課技巧； 

(3)科領導高水平的評課能力，直接為科主任提供珍貴的教學專業及領導能力

培訓機會； 

(4)在對自己的評鑑能力未有足夠信心之前，讓科主任先避免直接對教師作面

對面的評核。 

這是一種策略性的教學領導能力發展歷程，造尌了個案學校在教師教學及領導雙向

的專業發展條件。 

3.透過高水平的教學評課能力，對教學細節分析入微 

  個案學校的教師都反映，校內的中層教師擁有高水平的評課能力。Ｇ老師指出：

「在視導或實況交流中，中層教師會觀察細微，尌像說了一個錯字，自己都不知道

的，他們經驗豐富，都能一一指出，討論得那麼微細。」Ｅ老師對中層教師的評課

有更精妙的描述：「考績觀課之後會有一個很詳細的分析，可以討論得很細微，細微

到風吹草動都看得到似的。好像錄影了一樣，連我自己也記不得講了那樣的說話。

他們可以給予很詳細及清楚的分析，那麼老師尌可以改善了。如果別人能這樣為你

分析教學表現，是可以仙你改善和增強的。」清楚印證了中層教師，「像錄影了一樣」、

連「風吹草動都看得到」的教學微觀分析及評課能力，的確能協助教師更深入了解

自己的教學，更能藉此作自我改進及自我增強。 

  4.將教師評核的概念轉化為相互學習及改進的契機 

  個案學校絕大部份教師都覺得視導觀課對他們的幫助很大，Ｄ老師說：「每年都

會有視導觀課，除了校長、副校長，還有科領導也會去看我們授課的。看完以後他

們會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去改進；如果我們有什麼地方錯失，他們也會協助我們，

支援我們。」 Ｈ老師也認為：「觀課雖然有壓力，但真是可以反思自己究竟是怎樣

教學的，教學的優點及缺點在哪裡，我自己整體的教學技巧因此也正在成長當中，

我覺得自己是有進步的。」 

    中層教師對其他教師的教學狀況都非常了解，而評估教師表現後的個別跟進工

作，都處理得非常謹慎。當發現有些同事未如理想的時候，會設法幫助，但幫助的

過程會關心同事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使這一種關心不會仙人有負面的感覺，而是

產生正面提升教學效能的影響。除此之外，更能透過安排個別教師觀課，製造更多

互相學習的機會，為教師提供更多自我反思的契機。Lunn(1988)指出如果能把參與

觀課的目的視為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為要監察同事工作所造成的尷尬應可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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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課程本身的評估 

 

    個案學校設定每三年為一個學校發展周期，並讓全體教師一起制定全校各科組

共同關注的事項，以 2009-2012 年為例，學校其中一個關注事項為：「發展學生高層

次思維及應用知識的能力。」課程與教學組及各學科均會針對這關注事項，擬定相

關的課程計劃，及為達成目標所需施行的策略。各科主任並為該科發展的個別課程

計劃，設定評估方法及成功準則，大部份評估方法均能兼顧量化數據，如：學生成

績、學生及教師回饋問卷、閱書量、參與量、課業評分等；以及質化分析包括：課

堂觀察、課業質素評鑑、教師進行討論及分享、學習態度評估、學習技能評估等。

每學年完結，各科均會收集上述資料及數據進行分析，並依據各項目能否達到成功

準則，撰寫該科的周年報告。報告內容包括：各項目及整體目標的評估結果及成效

檢討，並需提出檢討後之建議，以備下年度改進計劃及跟進處理的參考。充份反映

中層教師進行課程評鑑的目的是持續的改進，是校本課程發展的一個持續更新的歷

程。這個世界沒有萬應靈丹或獨步單方，需要學校及校內中層教師的不斷調適及改

進。 

  個案學校的課程主任及她所領導的課程及教學組、教師發展組，有效地領導校

本課程發展、統領及協調全校各科、全面支援教師專業發展，及對各環節的自我改

進作有效評鑑。對全校性的課程及教學策略的評鑑尤為突顯，如：跨越所有學科的

統整課程及專題研習、以普通話教中文計劃的成效、課堂處理差異計劃等，都會作

針對性的評估。 

 

伍、總結 

 

  研究結果顯示：個案學校的中層教師在校本課程發展中的角色極為明顯，從課

程設計、課程決定、課程實施及課程評估四個度向都發揮著積極作用。從課程設計

的角度，中層教師先要懂得融滙外來理念，適度調整；帶領教師建立共同願景，澄

清本科的課程目標，促進教學法的共識。 

從課程決定的角度，中層教師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及專業知識，同時也要取得

下級的信服及認可；與上司及下屬之間要有較平等之科層關係，能集體分享課程決

策，與教師共同協商及溝通。 

從課程實施的角度，中層教師需要建立強有力的合作團隊，例如：核心小組、

教師專業發展組及教學策略研發組等功能性組織，統籌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發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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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且為教師編排學習環節的時間，帶領教師進行專業學習；同時要將資源聚焦

於擴闊領導的時間、空間，而非不斷應接新計劃；為使課程的實施更有植根學校的

條件，中層教師更需協力建立開放、尊重、信任及關顧的文化氣氛。 

從課程評估的角度，中層教師要對學生的測考、課堂及課業表現作深入的評估

及檢討，繼而整合及分析學生的評估資料，不斷因應學生表現而調整教學；中層教

師也需要透過高水平的教學評課能力，對教學細節分析入微，以不同環節評估教師

教學；除了評估教師表現外，也將教師評核的概念轉化為相互學習及改進的契機，

促進教學及領導的雙向發展；中層教師會制定長期及每年的短期計劃，尌整體及各

課程項目的施行設定成功準則，每年進行評估、檢討及給予改進建議。 

  總而言之，中層教師是課程領導的前線人員，他們既要建立課程發展的橋頭堡，

穩固發展的基石；也是領軍衝鋒陷陣的將材，不斷向無盡艱辛、波譎雲詭的課程發

展戰線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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