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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所建置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旨

在建置我國國民小學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去年已發展

本網站之中文界面的使用，本年度的重點是在建置英文網頁

的界面，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查詢本網站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首先，依據國

內外相關文獻、實務經驗豐富之校長及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等

看法，統整歸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五大向度：「瞭解學

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及「生

涯發展」。 

其次，針對前述的五大向度，進行臺灣北、中、南、東四區

師傅校長之焦點座談，座談過程採取攝影錄音方式，並於座

談後轉譯編碼，透過整理、分析與統整逐字稿內容，彙整成

書面資料及影音檔案，將研究所得成果之資料及影音檔彙整

成 e化資源，以建置本研究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並

充實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內涵，同時建構一套校長專業發展

的系統知識。 

第三，本研究逐步翻譯網站之資料為英文，同步使用中英文

界面介紹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五大向度：「瞭解學校」、

「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

展」，透過師傅校長訪談、專家焦點座談、訪談與座談資料

內容分析，將五大向度之研究所得成果及影音相關檔案上傳

至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互動部落格及電子報等，充實

本網站之內容，同步更新校長經驗傳承之「瞭解學校、就任

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資料庫內容。更新

及增加師傅校長專訪、校長專業發展、校長研究論文、校長

專書閱讀、校長社群連結、卓越校長檔案、校長學部落格等

資料，以協助校長發展與增進專業知能及行政管理能力，充

分發揮師傅校長教導之功能，幫助校長具備高品質的學校經

營效能；另外，在校長實務討論部份使用校長學專題資訊網

及 FaceBook 的平台同步建置，使得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

的內容更加豐富與精緻，並且更具有積極互動分享的功能。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結論與建議，俾使我國師傅

校長的經驗及知識能運用數位化的方式，充分發揮教導及傳

承之功能，期望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之建置，

融合校長辦學的經驗、理解、內化、統整，作為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校長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中文關鍵詞： 關鍵詞：師傅教導、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

衝突、生涯發展、師傅校長、經驗傳承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 for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in Taiwan. First,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focuses on the five core elements. They 

are ＇Understand School＇, ＇Designate 

Principal＇, ＇Promote Mission＇, ＇Reconcile 

Conflict＇,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econdly, we 

invited mentor principals from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and Eastern Taiwan, and tried to collect 

material by focus group interview. We organized the 

content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 information, and 

videos to establish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We continued to 

enrich and update the contents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constructed a set of knowledge system 

for principal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ally, 

we proposed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nd hoped 

that this would enable principals to have better 

access to find out what they want to know and learn 

from the excellent mentor principals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we expect that the network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principal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ism into 

his job, assist principals to manage the school more 

effectively and creatively. 

英文關鍵詞： Keywords: mentoring, understand school, designate 

principal, promote mission, reconcile conflict, 

career development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建置我國校長培育制度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100－2410－H－004－048－ 
執行期間：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陳木金 教授 
計畫參與人員：邱馨儀、管意璇、楊念湘、王志翔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

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中   華   民   國 １０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2 

建置我國校長培育制度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 
 

摘要 

本研究所建置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旨在建置我國國民小學師傅

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去年已發展本網站之中文界面的使用，本年度的重點是在建置英

文網頁的界面，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查詢本網站（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首

先，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實務經驗豐富之校長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等看法，統整歸納

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五大向度：「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

及「生涯發展」。 

其次，針對前述的五大向度，進行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師傅校長之焦點座談，

座談過程採取攝影錄音方式，並於座談後轉譯編碼，透過整理、分析與統整逐字稿內容，

彙整成書面資料及影音檔案，將研究所得成果之資料及影音檔彙整成 e 化資源，以建置

本研究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並充實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內涵，同時建構一套校

長專業發展的系統知識。 

第三，本研究逐步翻譯網站之資料為英文，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介紹師傅校長經驗

傳承的五大向度：「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

透過師傅校長訪談、專家焦點座談、訪談與座談資料內容分析，將五大向度之研究所得

成果及影音相關檔案上傳至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互動部落格及電子報等，充實本

網站之內容，同步更新校長經驗傳承之「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

生涯發展」資料庫內容。更新及增加師傅校長專訪、校長專業發展、校長研究論文、校

長專書閱讀、校長社群連結、卓越校長檔案、校長學部落格等資料，以協助校長發展與

增進專業知能及行政管理能力，充分發揮師傅校長教導之功能，幫助校長具備高品質的

學校經營效能；另外，在校長實務討論部份使用校長學專題資訊網及 FaceBook 的平台

同步建置，使得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內容更加豐富與精緻，並且更具有積極互動

分享的功能。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俾使我國師傅校長的經驗及知識能運

用數位化的方式，充分發揮教導及傳承之功能，期望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

之建置，融合校長辦學的經驗、理解、內化、統整，作為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長及未

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師傅教導、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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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stablishing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for school principals in Taiwan (Ⅲ)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 for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in Taiwan. First,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focuses on the five core elements. They are “Understand School”, “Designate Principal”, 

“Promote Mission”, “Reconcile Conflict”,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econdly, we invited 

mentor principals from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and Eastern Taiwan, and tried to collect 

material by focus group interview. We organized the content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 

information, and videos to establish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We continued to enrich and update the contents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constructed a set of knowledge system for principal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ally, we proposed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nd hoped that 

this would enable principals to have better access to find out what they want to know and 

learn from the excellent mentor principals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we expect that the network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principal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ism into his job, assist principals to 

manage the school more effectively and creatively. 

 

 

Keywords: mentoring, understand school, designate principal, promote mission, reconcile 

conflict, career development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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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建置我國校長培育制度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是係依據第一及第二

年研究結果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五大重點：「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

「化解衝突」、「生涯發展」來努力，並融合校長專業發展過程的重要資訊連結，目的在

期望校長們能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之使用，融合辦學的經驗、理解、內化、

統整，建構一套校長專業發展的系統知識。 

本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核心內容的建置，首先繼續地進行師傅校長訪

談，其次進行訪談資料內容分析，再進行專家焦點座談，最後，將焦點內容及研究所得

成果之資料及影音檔案統整，努力充實「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期望能協助校長

培訓及校長專業發展過程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之培養，幫助我國校長增進專業知能與行

政管理能力，以充分發揮師傅校長教導之功能，幫助校長具備高品質的學校經營效能，

期望發揮優質校長育成的功能。本研究（100 年 8 月 1 日~101 年 7 月 31 日）本研究所建

置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由於舊網站使用之使用的限制及系統的更

新，本年度將原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之位址由 http://mentorprincipal.org，重新申

請更新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網之網址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 ，並將原有界面逐一

更新 

本研究所建置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去年已發展本網站之中文界

面的使用，今年度的重點是在建置英文網頁的界面，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查詢本網站資

訊。1.逐步翻譯網站之資料為英文，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介紹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五大

向度：「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透過師傅校

長訪談、專家焦點座談、訪談與座談資料內容分析，將五大向度之研究所得成果及影音

相關檔案上傳至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互動部落格及電子報等，充實本網站之內

容，同步更新校長經驗傳承之「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

資料庫內容。2.更新師傅校長專訪、校長專業發展、校長研究論文、校長專書閱讀、校

長社群連結、卓越校長檔案、校長學部落格等資料，以協助校長發展與增進專業知能及

行政管理能力，充分發揮師傅校長教導之功能，幫助校長具備高品質的學校經營效能；

3.在校長實務討論部份使用校長學專題資訊網及 FaceBook 的平台同步建置，使得師傅校

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內容更加豐富與精緻，並且更具有積極互動分享的功能。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希望以「建置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為

主軸，分別探討以下四項目的： 

一、持續進行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師傅校長之焦點座談與專家諮詢會議，以充實並

更新網站內容。 

二、持續研究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師傅校長經驗傳承之內涵，充實師傅校長經驗傳

承資訊網，同步充實網站故事緣起、校長經驗傳承、師傅校長專訪、校長專業發展、

校長實務討論、校長研究論文、校長專書閱讀、校長社群連結、卓越校長檔案、校

長學電子報、校長學資訊網等內涵。 

三、根據建置完成與更新之網站，抽樣現任校長，進行訪談使用網站後之感受。 

四、增加使用 FaceBook 的平台同步建置，推廣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之應用與互動分

http://mentorprincipal.org/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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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功能。 

本章乃根據研究結果與分析，歸納成結論，並分別針對教育行政機關、初任校長或

即將擔任校長者及後續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貳、師傅校長經驗傳承五大向度的內容分析 
本研究於第三年（100 年 8 月 1 日~101 年 7 月 31 日）持續新增與更新網站內容，繼

續進行網站資料之建置、師傅校長焦點座談及專家諮詢會議，以下將針對師傅校長經驗

傳承資訊網的五大重點：「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

發展」，茲分別說明本網站目前最新動態與更新資料： 

一、「瞭解學校」向度要做到：蒐集學校資料、深入瞭解學校、研擬校務經

營、資源整合運用、拜訪關鍵人物 

    在「瞭解學校」向度方面：綜合校長對於「瞭解學校」向度之意見，校長們傾向透

過歷屆校長、現任主任或前任主任、行政人員、學生、家長等，學校內部人員來認識學

校；再者，訪問學校周遭商家、社區居民、地方人士等學校外部相關人員了解學校情況、

風評；再透過學校願景、歷史、價值觀、哲學觀、核心目標、核心價值來了解學校經營、

處室運作情況，並透過學校環境規劃、硬體設施、網站資訊等來認識學校。校長們也透

過 SWOT 分析，對學校、社區之間的結構、優劣勢分析，做政策推行依據與定位，以滿

足家長、學生、社區的需求。因此，校長在瞭解學校方面有許多方式可以使用，在未來

持續建置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課程內容時，可參造其中校長瞭解學校的策略模

式，以建立學習課程。歸納如下表： 

在「瞭解學校」的共同看法 在「瞭解學校」的特別建議 

1. 透過歷屆校長、現任主任或前任主

任、行政人員、學生、家長等，學校

內部人員來認識學校(吳順火校長，鄭

玉疊校長、黃清淵校長、簡毓玲校長、

潘慶輝校長、戴振浩校長、林瑞錫校

長、莊明達校長、張信務校長)。 

2. 訪問學校周遭商家、社區居民、地方

人士等學校外部相關人員了解學校初

步情況(吳順火校長，鄭玉疊校長、黃

清淵校長、簡毓玲校長、潘慶輝校長、

戴振浩校長、林瑞錫校長、莊明達校

長、張信務校長、楊進成校長)。 

3. 透過學校的願景、歷史、價值觀、哲

學觀、核心目標、核心價值來了解學

校經營、處室運作情況(吳順火校長，

鄭玉疊校長、黃清淵校長、簡毓玲校

長、潘慶輝校長、戴振浩校長、林瑞

錫校長、蔡文杰校長、莊明達校長、

張信務校長)。 

4. 透過學校的環境規劃、硬體設施、網

站資訊來認識學校的情形(吳順火校

1. 透過哲學觀，行政觀，意即行政、計

畫、執行、考核。必須要澄清概念、

設定標準，建立系統思考。師傅校長

與學徒校長到現場檢視後，經過一段

時間再複檢。複檢之後，提出修正計

畫，再經過一段時間再檢查。了解學

校的現況，過去，未來，靈活的發展

學校。(吳順火校長)。 

2. 資訊的了解，亦可從長官、承辦人員、

教育局、其它學校互動，從中了解，

另外還可從研究生的研究中瞭解(黃

清淵校長)。 

3. 透過家長會和志工，因為志工，某一

個層面來講未必是家長，但來自學校

周遭。以家長會、志工當核心，慢慢

向外擴張，重點式的了解學校(林瑞錫

校長)。 

4. 分析學校的人、事、時、地、物五面

向，找出學校的各面向的特色，從細

節認識學校，從學校的創意能量、特

色課程、學習社群、反思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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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任校長」向度要做到：策劃交接典禮、準備就任演說、聽取單位簡

報、慎聽私下建言、詳閱書面記錄、善用會議決策 

    在「就任校長」向度方面：綜合校長對於「就任校長」向度之意見，多數校長認為

就任校長之前應先了解學校狀況，經營模式，包括學校願景、核心概念、方法、策略，

若需要調整的話，必須和學校成員溝通，以穩定學校組織安定。此外，校務推動是持續

性的，因此與前任校長連繫銜接，了解學校狀況，保持學校原有基礎，避免上任後過於

劇烈的變動，使得學校組織氣氛動盪不安。家長、志工、地方人士、社區等，是校長未

來合作夥伴，讓學校外部人員了解校長理念，以利日後推動校務能獲得更多支持。「就

任校長」的就職典禮應避免鋪張，重點在於利用典禮來闡述就任校長的理念，表現校長

的人格特質，讓學校成員了解校長未來理念、政策、實踐方式。此外，校長應該展現對

於教育本質的高度關懷，展現人文和行政素養專業性，利用就職典禮的演說，以獲得學

校內外人士的支持，做為日後支援學校的後盾。在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課程內容

部份，可針對「就任校長」校長所提部分加以補充。歸納如下表： 

在「就任校長」的共同看法 在「就任校長」的特別建議 

1. 先了解學校狀況，經營模式，包括學校願景、

核心概念、方法、策略，如果需要調整的話，

必須和學校成員溝通，以穩定學校組織安定

（吳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鄭玉疊校長、

林瑞錫校長、簡毓玲校長、莊明達校長、李

柏佳校長、張信務校長、楊進成校長）。 

2. 與前任校長有所連繫，了解學校狀況，保持

學校原有優點，改進不足的地方，避免上任

後過於劇烈的變動，使得學校組織氣氛動盪

不安。（吳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鄭玉疊校

長、林瑞錫校長、簡毓玲校長、蔡文杰校長、

張信務校長）。 

3. 拜訪家長、志工、地方人士、社區等，讓學

校外部人員了解校長，成為未來辦學的合作

夥伴，以利日後推動校務能獲得更多支持（吳

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

錫校長、簡毓玲校長、戴振浩校長、莊明達

校長、李柏佳校長、張信務校長、楊進成校

長）。 

4. 避免就職典禮的鋪張，重點在於利用典禮來

1. 教育目標要培養學習者學習能力、生

存能力、創造能力、競爭能力，初任

校長必須訂定指標。政策訂定預先跟

老師們佈達。以專業考量，學生優先

為思考，表現出教師專業素養。就任

前必須告知校內同仁，未來學校的方

向為何，安定同仁的心情，不任意變

動。就任之前準備完成，建立信任（吳

順火校長）。 

2. 新任校長展現理念及想法，可利用網

路資源，互動的雙向的了解，非單方

面的（黃清淵校長）。 

3. 校長必須建立可信任感，同仁願意分

享想法，或是願意將困難、快樂跟校

長分享。校長必須個可提供想法，是

可以接納其他想法的人。校長要把自

己傳統的身份、地位做解構，解構之

後才得以重建（蔡文杰校長）。 

4. 校長必須具有行政領導素養，以及人

文社會關懷，有更多的包容跟關懷，

長，鄭玉疊校長、黃清淵校長、簡毓

玲校長、潘慶輝校長、戴振浩校長、

林瑞錫校長、莊明達校長、張信務校

長)。 

5. 透過 SWOT 分析,策略的分析，分析家

庭、學校、社區之間的結構，對於學

校政策推行有所依據與定位，滿足家

長、學生、社區的需求，了解社區文

化的背景和學校的發展歷史尋求學校

發展的方向。 (潘慶輝校長，簡毓玲

校長、莊明達校長)。 

學校的組織氣氛，分析出學校未來發

展應該著力的方向（莊明達校長）。 

5. 利用描繪人際地圖，找出意見領袖，

觀察、探詢、發現其意見，藉以了解

學校生態（李柏佳校長）。 

6. 充分掌握學校的設備資產，由每位負

責的夥伴進行相關運用報告與現況，

務必促其物盡其用，充分支援教學所

需，亦能節省資源（張信務校長）。 

 



 7 

闡述就任校長的理念，表現校長的人格特

質，讓學校成員了解校長未來理念、政策、

實踐方式（黃清淵校長、戴振浩校長、林瑞

錫校長、莊明達校長、李柏佳校長）。 

以作為校長的特質。校長的角色定

位，需以學校的基礎，老師的結構，

家長的期望，學生的成就表現與學生

對自己的預期，加上整個社會的大脈

動趨勢，以願景領導或是策略佈達，

領導行政團隊、教學團隊來跟社區做

結合（潘慶輝校長）。 

5. 校長的理念牽涉學校經營特色跟發

展，讓學校周遭的人員了解校長的想

法。以教育為前提的訴求之下，校長

必須去突破各種問題、困境，來成就

教育。（鄭玉疊校長）。 

6. 學校就是讓學生安心學習，老師安心

教書，首要目標就是安全，師生在學

校內是安全無虞的環境下學習，大家

都不要有任何的意外或突發狀況，讓

學校能安穩的運作，這是第一個目標

（林瑞錫校長）。 

7. 就任校長的時候，人和最重要，因為

校長跟同仁的關係處於良好的氛圍

下，那接下來校長在推動校務的時

候，受到的阻力會比較小（簡毓玲校

長）。 

8. 準備就任演說回歸學習的核心價

值。必須具有分佈式領導的概念，校

長必須發揮整合領導的功能。在乎每

一個孩子，貫徹孩子全方位的發展，

全人的教育（莊明達校長）。 

9. 安排校長校務經營說明會（張信務校

長）。 

三、「推動校務」向度要做到：體察同仁需求、掌握校務要項、研訂發展願

景、研訂學習成效、擴充學校公關、扮演校長角色 

   在「瞭解學校」向度方面：綜合校長對於「瞭解學校」向度之意見，校長認為接任

新學校以後，必須審視前任校長的工作基礎，不應貿然全面替換，保留原有優點，做部

分創新變更，使校務推動的延續性得以維持。再者，安排行政單位任務必須明確，讓各

單位依照業務內容，協助學校工作推行。另外，校長的理念必須經溝通來分享給教師、

家長、社區人士等學校相關人員，經過交流互動，尋求學校未來發展方向，獲取支持，

以全力推動。最後，校務推動成果必須經由行銷方式讓外界了解，達到宣傳效果。學校

內成員表現優異，必須給予表揚，提升組織士氣，並且校長應該培養人才，使後續校務

推動有人力、團隊能夠接續工作。多數校長認為校務推動須配合學校課程規劃進行，給

與教師增能、賦權，學生活動、教學活動及校務推展都應該以課程為主，透過課程教學

才能彰顯教育的目標、教學的目標，校務推動才能產生特色。此外，推動校務要有願景，

依此逐步制定計畫、指標、推行等一系列工作，學校的未來發展才能有一個依據的方向、

目標，而學校必須成為社區的文化、中心，使學校發揮提升社區文化的功能，使社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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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藉由參與學校活動，提高對於校務參與的熱忱與資源挹注，讓校務推展順利。歸納如

下表： 

在「推動校務」的共同看法 在「推動校務」的特別建議 

1. 推動校務要有願景，才能逐步制定計畫、

指標、推行等一系列工作，學校的未來發

展才能有一個依據的方向、目標（吳順火

校長、黃清淵校長、潘慶輝校長、鄭玉疊

校長、林瑞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毓玲

校長、莊明達校長、李柏佳校長、張信務

校長）。 

2. 校長在接任新學校以後，必須審視前任校

長的工作成效基礎，不應貿然全面替換，

保留原有優秀基礎，做部分創新的變更，

使校務推展能夠延續（吳順火校長、黃清

淵校長、潘慶輝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

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毓玲校長、莊明

達校長、李柏佳校長、張信務校長、楊進

成校長）。 

3. 校長安排行政單位任務明確清楚，讓學校

行政單位可以依照負責任務，協助學校教

育工作推行（吳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

潘慶輝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錫校長、

戴振浩校長、簡毓玲校長、張信務校長）。 

4. 校長的理念必須經由溝通來分享給教師、

家長、社區人士等學校相關人員，讓彼此

的意見交流，找出學校的發展，獲得支持

力量和資源，協助校務推動發展（吳順火

校長、黃清淵校長、潘慶輝校長、鄭玉疊

校長、林瑞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毓玲

校長、莊明達校長、李柏佳校長、張信務

校長、楊進成校長）。 

5. 學校的校務推動成果必須經由行銷方式讓

外界了解，達到宣傳效果。學校內成員在

協助校務推動表現優異，要給予表揚，提

升組織內成員士氣（黃清淵校長、潘慶輝

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錫校長、簡毓玲

校長）。 

6. 培養校內人才，使後續校務推動有人力、

團隊以接續工作，校務政策能持續推動（吳

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潘慶輝校長、鄭

玉疊校長、林瑞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

毓玲校長）。 

7. 校務推動須配合學校課程規劃進行，給與

教師穩定、增能、賦權，學生活動的推展，

以及整個過程中所隱含的課程架構與教學

活動，校務推展裡應該以課程為主，課程

是教學架構，教學是學校的靈魂，透過教

1. 校務的推動，內部方面就是理念正

確，且轉化為實踐的力量，從家長、

志工及社區的力量，學校必須成為

社區的教育中心，有成為一個資源

共享、開放的空間，利用空間，空

間活化，活化校園。與企業，異業

結盟，並且利用媒體來行銷學校（黃

清淵校長）。 

2. 小學教育要以探索，孩子探索自己

的興趣為重要的依據，配合身心靈

發展，心靈上的照顧必須要讓孩子

們依附感跟歸屬感，老師配合孩子

們的發展、脈動，進行良好的課程

設計跟安排良好的教學活動，是推

展校務的本業跟首要的任務（潘慶

輝校長）。 

3. 現階段的校長領導必須要應地制

宜。任何舉動或作為，要跟著週遭

互動，學校的校長是要集體領導

的，，以專業的領導力，建立互信

基礎。推動校務不能用某一種模式

框在某一個團體中，必須要不斷的

去找到自己的定位、自己在組織裡

面的一種方法（蔡文杰校長）。 

4. 校務推動是走動管理的概念。透過

走動了解問題，了解老師們的需

求，跟教室充分的溝通，讓家長充

分了解校長的辦學態度，強調校長

要積極的走入社區，透過走動去爭

取社區的資源帶進學校，引用社區

的資源來協助發展。其次，校務推

動過程中，除了鼓勵教師外，關懷

教師的生活事務，在校務領導中亦

為重要的層面。避免教師因個人健

康、家庭因素，無法投入教學。教

師關懷的投入，能讓校務推動更順

利（鄭玉疊校長）。 

5. 校務推動要以認證方式，認證後推

動為品牌，有更好的成效，成為績

優的學校，再分享他人。透過媒體

的宣傳，學校的目標更明確，老師

榮譽感提升，家長選擇學校，會了

解學校特色（林瑞錫校長）。 

6. 推動校務要有階層順序存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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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才能彰顯教育的目標、教學的目標，漸

進達成步驟跟策略（潘慶輝校長，鄭玉疊

校長，林瑞錫校長，簡毓玲校長、莊明達

校長、李柏佳校長）。 

8. 學校必須成為社區的文化、藝術中心，讓

學校能夠發揮提升社區文化的功能，使得

社區人員能夠藉由參與學校活動，提高對

於校務參與的熱忱與資源挹注（黃清淵校

長，鄭玉疊校長）。 

的安全優先建立，其次為環境的建

構、師資的安排、課程的安排。再

者，確立穩定的制度，在確立的制

度下，執行業務，依照專長、才能，

適材適用（簡毓玲校長）。 

7. 確定理念告訴老師，可利用開會時

間外，善用學校各種場合，如公布

欄，朝會。校務推動必須隨時倡導

理念（李柏佳校長）。 

8. 必須要破除個人和組織障礙，組織

文化、組織氣氛的不利就是障礙。

必須發揮個人學習、團隊學習以及

典範學習，共同為學校努力。（莊明

達校長）。 

四、「化解衝突」向度要做到：面對傳統更新、推動改革方案、面對組織成

員、處理獎懲案件、面對控案申訴 

    在「化解衝突」向度方面：綜合校長對於「化解衝突」向度之意見，校長應該視衝

突為進步的動力，危機做為進步的轉機，化解衝突能夠促進組織進步的觀念必須建立，

保持中立不偏頗的態度，來分析衝突，處理衝突，找出問題的爭點，化解衝突兩方的歧

見，尋求解決之道。以真誠一致的態度對待教師、家長、學生，校長以身作則，讓其感

受到校長真誠的態度，取得合作的信任，以利化解衝突的後續處理，暢通溝通管道，使

教師、家長、學生間能夠在衝突發生的時候，澄清問題，交互辯證，找出衝突點，來解

決問題。最後，以教育本質為出發點，來處理衝突問題，以學生福祉為優先，保護學校

成員，維護組織和諧。使用法律制度處理衝突，為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詳見下表所示： 

 

在「化解衝突」的共同看法 在「化解衝突」的特別建議 

1. 暢通溝通管道，使教師、家長、學生間能

夠在衝突發生的時候，澄清問題，交互辯

證，找出衝突點，來解決問題（吳順火校

長、黃清淵校長、潘慶輝校長、蔡文杰校

長、鄭玉疊校長、林瑞錫校長、戴振浩校

長、簡毓玲校長、莊明達校長、李柏佳校

長、張信務校長、楊進成校長）。 

2. 視衝突為進步的動力，危機做為進步的轉

機，化解衝突能夠促進組織進步的觀念必

須建立（吳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潘慶

輝校長、蔡文杰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

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毓玲校長、莊明

達校長、李柏佳校長）。 

3. 保持中立不偏頗的態度，來分析衝突，處

理衝突，找出問題的爭點，化解衝突兩方

的歧見，尋求解決之道（吳順火校長、黃

清淵校長、潘慶輝校長、蔡文杰校長、鄭

玉疊校長、林瑞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

毓玲校長、莊明達校長、李柏佳校長、張

1. 化解衝突的重要關鍵─尊重。尊重學

習者，尊重家長，尊重老師，尊重行

政，最重要的部分是彼此尊重對方，

衝突自然會化解（吳順火校長）。 

2. 化解衝突要有敏銳度，覺察衝突發生

的徵兆，找出背後意見領袖，採取個

別處理方式，運用不同方法來化解歧

見，消弭衝突（黃清淵校長）。 

3. 教師必須對於自己的學校要有認同

感，在推展校務時才會降低衝突發

生。校長應該藉由衝突事件做個案研

究，分享處理策略、模式，做為組織

學習的契機。避免浪費不必要的訴訟

來消耗教學現場人員的能量（潘慶輝

校長）。 

4. 教師和行政間的衝突，必須去營造良

善、正向思考、溝通、關懷的組織氣

氛，需要用時間去換取空間。正向的

引導，善意的溝通，就事論事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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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務校長、楊進成校長）。 

4. 以真誠一致的態度對待教師、家長、學生，

校長以身作則，讓其感受到校長真誠的態

度，取得合作的信任，以利化解衝突的後

續處理（吳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潘慶

輝校長、蔡文杰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

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毓玲校長）。 

5. 以教育本質為出發點，來處理衝突問題，

以學生福祉為優先，保護學校成員，維護

組織和諧。使用法律制度處理衝突，為不

得已的最後手段（吳順火校長、黃清淵校

長、潘慶輝校長、蔡文杰校長、鄭玉疊校

長、林瑞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毓玲校

長、莊明達校長）。 

則，以及改變學校的整體環境和氣氛

（鄭玉疊校長）。 

5. 把任何一個事情都看做是一個教育

的機會，把握機會，化解固著化的想

法會解構、鬆動。沒有絕對正確的意

見，必須多方參酌，找出事情的全

貌，來化解衝突（蔡文杰校長）。 

6. 教育行政人員必須以法職權來凸顯

行政專業，與教師專業間的衝突必須

要有規範來化解，專業性必須要經過

檢視和規範（戴振浩校長）。 

7. 化解衝突要有感動力，讓每個人有機

會對談，了解對方觀點，化危機為轉

機（莊明達校長）。 

8. 釋放消息，略施小錯，試探組織內分

歧意見，找出爭點進行溝通，尋求共

識，化解衝突。兩個原則校長必須掌

握。第一個是等待，配合部屬步調發

展，尋求組織集體成長。第二個推動

業務必須慎重。設定具體目標，按部

就班。學會放棄的策略，避免造成無

法推動業務而產生衝突（李柏佳校

長）。 

9. 第一，善用獎懲權。第二，重大危機

一定要勇敢承擔。第三，獎懲公平，

從最基層開始敘獎，由下至上。最

後，要求敘獎人員數要加一倍，其意

義在告訴單位主管核獎權限在於校

長。另外，敘獎的考慮必須廣闊點。

善用獎懲權可以降低衝突的發生機

率（李柏佳校長）。 

10. 進行調解，適當人選推行。提升組織

目標。最後由校長逕行裁決（張信務

校長）。 

五、「生涯發展」向度要做到：體察工作意義、考慮發展需求、平衡家庭工

作、參與專業團體、獲取社會支持 

    在「生涯發展」向度方面：綜合校長對於「生涯發展」向度之意見，校長認為校長

應盡自己責任，發揮角色功能目的，以發展學校業務。校長應考量自身內外因素影響，

對於校長職位適任與否，做審慎評估，以找出未來發展方向定位，以追求自我實現，並

應該利用生涯期間，培育學校優秀人才，提攜後進，發揮其角色影響力。另外，校長應

該抱持專業態度，不斷的進修，精進專業知能，利用專業團體，或是更高學歷的追求，

以提高其視野、學識、專業能力。最後，回任機制未必對於校長不利，應該建立完善機

制，使校長若回任為教師，可增進其教學專業或分享其行政經驗。詳見下表所示： 

在「生涯發展」的共同看法 在「生涯發展」的特別建議 

11. 校長應該抱持專業態度，不斷的進修，精

進專業知能，利用專業團體，或是更高學歷

16. 校長應該擁有行政專業與教學專業，才可

學校中發揮其功能（吳順火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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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以提高其視野、學識、專業能力（吳

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潘慶輝校長、蔡文

杰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錫校長、戴振浩

校長、簡毓玲校長、李柏佳校長、莊明達校

長、張信務校長）。 

12. 校長應考量自身內外因素影響，對於校長

職位適任與否，做審慎評估，以找出未來發

展方向定位，以追求自我實現（吳順火校長、

黃清淵校長、潘慶輝校長、鄭玉疊校長、林

瑞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毓玲校長、李柏

佳校長、莊明達校長、張信務校長）。 

13. 校長應該利用生涯期間，培育學校優秀人

才，提攜後進，發揮其角色影響力，使優秀

行政經驗得以傳承（吳順火校長、黃清淵校

長、潘慶輝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錫校長、

戴振浩校長、簡毓玲校長、李柏佳校長、莊

明達校長、楊進成校長）。 

14. 回任機制未必對於校長不利，應該建立完

善機制，使校長若回任為教師，可增進其教

學專業或分享其行政經驗（吳順火校長、黃

清淵校長、潘慶輝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

錫校長、戴振浩校長、簡毓玲校長、李柏佳

校長、莊明達校長、張信務校長）。 

15. 校長應盡自己責任，發揮角色功能目的，

以發展學校業務（吳順火校長、黃清淵校長、

潘慶輝校長、鄭玉疊校長、林瑞錫校長、戴

振浩校長、簡毓玲校長、李柏佳校長、莊明

達校長、張信務校長、楊進成校長）。 

17. 校長的想法、理念和作為都會影響學校的

聲譽，一個保守的校長，或不知道學校如何

正向發展，學校就無法進步，校長必須考量

自身生涯規劃，轉任為其他行政職未必對教

育有利（黃清淵校長）。 

18. 校長生涯發展強調校長要有自我教育的

能力。此外，校長缺乏共同進修的機會，未

必只有回任跟遴選的選擇，校長應該在專業

學術上能夠有所發揮（蔡文杰校長）。 

19. 推動群組教育、群組校務經營，將彼此之

間各有不同特色發展，相互支援，發展教育

特色。建構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群，做諮詢

工作，追求教育的發展（鄭玉疊校長）。 

20. 實踐的能力、執行力必須充實，對於校長

生涯的規畫，具有正面意義的（戴振浩校

長）。 

21. 回任未必對於校長有利，必須考量校長的

能力、人格特質等，是否能再回到教學現場

發揮功用，必須深思（戴振浩校長）。 

22. 校長培育需要的是時間和訓練，社會投資

甚鉅，但是以目前社會趨勢，許多校長辦理

退休年紀，正是校長的經驗和處理事務的策

略、手段純熟階段，此時辦理退休，未將經

驗傳承，對於社會的投資來說，是沒有回

饋，是一種浪費（簡毓玲校長）。 

23. 校長生涯應該要跟著學校發展，非強求要

達到一定目標，自然會發展出口碑。生涯發

展以保守發展為佳，非刻意經營自身進路，

而是要以經營學校為重點(李柏佳校長)。 

24. 校長生涯發展，應重視家庭教育，包含親

職教育、性別教育等，校長還必須有服務

觀；此外個人發展方面，必須要衡量生活的

平衡，以追求生活的品質(莊明達校長)。  

 

參、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之網站內容 
   本研究（100 年 8 月 1 日~101 年 7 月 31 日）本研究所建置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

訊網研究(Ⅲ))」，去年已發展本網站之中文界面的使用，今年度的重點是在建置英文網

頁的界面，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查詢本網站資訊。主要工作有三：1.逐步翻譯網站之資

料為英文，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介紹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五大向度：「瞭解學校」、「就

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透過師傅校長訪談、專家焦點座談、

訪談與座談資料內容分析，充實本網站之內容，更新校長經驗傳承之「瞭解學校、就任

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資料庫內容。2.更新師傅校長專訪、校長專業

發展、校長研究論文、校長專書閱讀、校長社群連結、卓越校長檔案、校長學部落格等

資料，以協助校長發展與增進專業知能及行政管理能力，充分發揮師傅校長教導之功

能，幫助校長具備高品質的學校經營效能；3.在校長實務討論部份使用校長學專題資訊

網及 FaceBook 的平台同步建置，使得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內容更加豐富與精緻，



 12 

並且具有積極互動分享的功能。以下將針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五大重點：「瞭

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茲將分別說明本網站

目前最新動態與更新資料如下圖所示： 

一、 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內容更新與逐步英文化 
本年度逐步翻譯網站之資料為英文，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介紹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

五大向度：「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透過師

傅校長訪談、專家焦點座談、訪談與座談資料內容分析，將五大向度之研究所得成果及

影音相關檔案上傳至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互動部落格及電子報等，充實本網站之

內容，同步更新校長經驗傳承之「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

展」資料庫內容。內容格式詳見於表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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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解學校」向度之網站之中英文內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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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任校長」向度之網站之中英文內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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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校務」向度之網站之中英文內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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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解衝突」向度之網站之中英文內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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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涯發展」向度之網站之中英文內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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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與校長學部落格資料 
更新師傅校長專訪、校長專業發展、校長研究論文、校長專書閱讀、校長社群連結、

卓越校長檔案、校長學部落格等資料，以協助校長發展與增進專業知能及行政管理能

力，充分發揮師傅校長教導之功能，幫助校長具備高品質的學校經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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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校長學專題研究資訊網分享校長學研究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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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研究 FaceBook 平台進行互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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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站使用者的訪談分析 
本研究訪談對象選取方式以立意抽樣或判斷抽樣方式，決定邀集具有師傅教導、學

校效能與專業知能與背景的校長共計 13 位，進行後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使用

後之專家訪談，冀以現任校長之實際使用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感受及看法，做為

本研究做更深入的探討，進一步了解改進「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更新及改進之參

考。專家訪談由研究團隊親自前往進行訪談。訪談名單如下表所示。針對於校長給予師

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的建議，歸列於改進之建議： 

 

專家訪談對象名單 

姓名 校長年資 服務學校 學歷專長 

黃清淵 10 年 大業國小 教育學碩士 

林瑞錫 10 年 瑞豐國小    教育學碩士 

戴振浩 20 年 文化國小 教育學博士 

張信務 12 年 昌平國小 教育學碩士 

蔡文杰 14 年 昌隆國小 教育學博士 

鄭玉疊 22 年 二重國小 教育學碩士 

吳順火 17 年 永和國小 教育學碩士 

潘慶輝 16 年 秀朗國小 教育學碩士 

張文宏 17 年 仁愛國小 教育學碩士 

莊明達 10 年 大直國小 教育學碩士 

楊進成 11 年 內湖國小 教育學碩士 

簡毓玲 22 年 私立靜心中小學 教育學碩士 

李柏佳 22 年 中山國小 教育學碩士 

 
一、增加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互動性及多元性 

首先，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網站，這一個系統的建構如果可以做得更 open，

隨時可以請示問題，那我們師父校長也可以安排隨時回答問題，我建議留一些師父校長

的名字，開放名字或是信箱，可以加入中華民國校長協會，把這些理監事列上去，讓他

們遇到有問題，可以去問這一些理事（莊明達校長）。其次，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

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建置，提供很多一般當校長的人去做參考。當然如果說.....我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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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這邊有沒有一個互動機制？裡面有沒有人家在回應的時候，提問題的時候（吳順火

校長）。第三，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應該設計「回饋或分享」邀請新任校長發表觀

後感或分享其成功經驗的留言板邀請新任校長發表觀後感或分享其成功經驗的留言板.

會增加互動與充實感（張文宏校長）。第四，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還有一個可以做

啦！因為這個師傅校長網站，我剛剛提到這些校長是非常需要有一群諮詢顧問或諮詢人

員，假如說這個網站裡頭可以建構一些師傅校長，然後也願意提供新進校長的諮詢，當

成一個諮詢團。類似校務評鑑，但純粹是提供諮詢協助，做一些校務診斷、評估，協助

規劃，那我想這樣子的一個人力資源，也能夠幫一些新進校長、老師做一些校務上面的

推動後力，等於說是後勤支援（鄭玉疊校長）。第五，建議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提

供互動討論平台，匯集更多校長經營學校問題和經驗傳承（張信務校長）。針對於前述

五位校長給予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建議，歸納意見如下表： 

 

1.增加網站互動性及多元性： 

  增加開放式討論區或是留言版，以提供諮詢；當新就任校長所遇的

問題可立即發問讓師傅校長們解惑、分享親身經驗，一同探究問題；

除了將各新舊任校長列入網站成員外也可以加入中華民國校長協會理

監事，讓大家可以一同進行分享及回饋。（莊明達校長、吳順火校長、

張文宏校長、鄭玉疊校長、張信務校長）。 

 
二、增添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的案例或焦點議題 

首先，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網站應該要擬一個主題，請有資歷的校長來撰

寫，綜合起來五到十年，校長在上任的時候可以做什麼，校務發展又可以做什麼，或是

資深的校長在上任可以給他們什麼參考，當然最新的教育法令規定，或實務分享，哪個

校長因為哪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後面成為自己的一個困擾…（戴振浩校長）。其次，

針對於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內容，我可以提一個意見，比如說焦點議題，我設定

一個議題下去，那很多人可以表達意見，或者說第二個我設定一個當前教育最大的困境

是什麼，或第三個目前我們最需要去改變的一些的議題是什麼，比如說書法教育，要不

要繼續去重視書法教育？然後如何重視？然後你有什麼想法？個人有什麼想法？大家

拋出一些比較屬於核心的問題，而不是在談一些天馬行空的東西，所以我建議往這個方

式，是焦點或是一個議題，然後大家可以有一個互動的機制（吳順火校長）。第三，針

對於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管理經營，權限和對象部分你要開放到甚麼樣的程度，

你要考慮，而不是阿貓阿狗都可以在上面留言，這樣太 open 了。如果是案例就要更謹慎，

說不定有人會對號入座，我會擔心這個網站的本質到最後會改變，會變成說一堆的負面

案例，所以你可能要增加一些功能要慎重，或許這些案例可以由網站的經營團隊來挑

選，我是建議說權限不要過度開放，維持這個網站既有的形象（林瑞錫校長）。針對於

前述三位校長給予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建議，歸納意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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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添網站的案例或焦點議題： 

  可以由各位校長或是網站經營團隊挑選一個案例或是設定一個焦點

議題，能拋出一個核心的問題以利於大家共同分享而不是談論天馬行

空的事；同時也需注意案例是否合宜，除了開放外也要維持網站原有

的形象。（戴振浩校長、吳順火校長、林瑞錫校長） 

 
三、增進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網站宣傳工作 

首先，針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網站宣傳，讓它宣傳出去的部分，可以透過

各縣市教育局的網站，因為我們常常接到教育局的公文要求我們要把哪一個網站綁在我

們的首頁上，那你如果覺得這個是可以把他綁在首頁上面，但是它只是一個校長的部

分，透過教育局的公文喔，就是行政的力量去告訴大家可以上這個網站去了解，可以行

文給教育部，請教育部行文給教育處告知有這樣的一個資訊網，可以上網去瀏覽或者是

說未來想要成為一個校長或行政人員的老師都可以上網去看（蔡文杰校長）。其次，針

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網站宣傳，有什麼機制讓所有的校長知道有這樣的網站，

國北有校長學，有的人知道，但不知道政大也有，這幾年陳老師苦心經營這一塊，當然

有給他教過的人都會知道，有些人就不知道，會主動上網去看是看到了我想要的，除了

公布這個網站外，也讓人得到他想要的，也可以介紹國外的，國外的校長在做什麼…（戴

振浩校長）。第三，針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網站宣傳，這個網站的行銷有沒有

配套，就是讓全國校長都知道（林瑞錫校長）。針對於前述三位校長給予師傅校長經驗

傳承資訊網網站建議，歸納意見如下表： 

 

3.網站宣傳： 

  可以想一個行銷方式推銷師傅校長這個網站，或是可以透過行政等

方式將網站宣傳讓大家知道。（蔡文杰校長、戴振浩校長、林瑞錫校長） 

 
四、增加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開放網站資源 

首先，針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開放網站資源，影音檔的部分有些太長了，

可以做一些精簡。或者是說必須要在第一頁，把幾分幾秒這個校長所分享的內容做一個

標記，就像是做一個目錄，這樣子把它切斷也可以，又或者是把它切成好幾個小段，或

者是摘取重點！建議各校可以放在一個連結上面，像是教學資源啊、或者是進修！不然

的話大家都看不到，那我們努力這麼久，使用的人這麼少，這樣會很可惜！那當然我們

先收集到很多人對這個網的建議，以後看的人就會多，那當然第一次看了，以後就會看

第二次，然後人就會越來越多（蔡文杰校長）。其次，針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

開放網站資源，目前有些功能還需要強化，讓人覺得這個網站很有用，或者提供一些能

download 的資料，我提供連結或跟校長學有關的資料，可以啦!慢慢來，充實很多資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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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錫校長）。第三，針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開放網站資源，資料非常豐富，可

以匯集成書（張信務校長）。針對於前述三位校長給予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網站建

議，歸納意見如下表： 

 

  4.開放網站資源以及修正、強化網站 

  可以將各位校長的相關資料彙集整理後開放提供各位下載；網站影

音檔可以修剪以精簡為主，並將影音設定章節以利讀者方便閱覽；加

上一些相關超連結，或是放上教學資源等。（蔡文杰校長、林瑞錫校長、

張信務校長）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相關文獻與焦點座談內容，歸納「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

「化解衝突」及「生涯發展」五大向度之內涵，以建置國民小學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

網，同步使用中英文界面查詢本網站資訊，期望透過逐步翻譯網站之資料為英文，同步

使用中英文界面介紹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五大向度：「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

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透過師傅校長訪談、專家焦點座談、訪談與座談資

料內容分析，將五大向度之研究所得成果及影音相關檔案上傳至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

網、互動部落格及電子報等，充實本網站之內容，同步更新校長經驗傳承之「瞭解學校、

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資料庫內容。 

其次，本研究期望能持續更新師傅校長專訪、校長專業發展、校長研究論文、校長

專書閱讀、校長社群連結、卓越校長檔案、校長學部落格等資料，以協助校長發展與增

進專業知能及行政管理能力，充分發揮師傅校長教導之功能，幫助校長具備高品質的學

校經營效能。 

第三，在校長實務討論部份使用校長學專題資訊網及 FaceBook 的平台同步建置，使

得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內容更加豐富與精緻，並且更具有積極互動分享的功能。

綜合而言，本研究期望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建置，同時建構一套校長專業發

展的系統知識，作為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長及未來研究之參考，以下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透過蒐集學校資料、深入瞭解學校、研擬校務經營、資源整合運用、拜訪關鍵人

物來「瞭解學校」 

    本研究期望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建置，透過校對校、處室對處室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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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學習與蒐集資料，發展學校的運作模式，促使成員從中增能，成為實踐智慧的學習。

上任前後，可運用正式與非正式管道與成員溝通，以利於對學校的掌握與深入瞭解。校

務經營應要求全員參與和組織再造，訂定與執行計畫時，先審度過去的計畫，並運用多

元領導方式，凝聚士氣，再進行 SWOT 分析及後續的考核評鑑。校長必須對校內外各項

資源做概括性、深入性的通盤瞭解，並有效整合，讓資源支援教學運作。上任前和佈達

後，應拜訪校內外的關鍵人物，以誠懇態度與禮貌進行拜訪，有助於深入瞭解學校。 

（二）透過策劃交接典禮、準備就任演說、聽取單位簡報、慎聽私下建言、詳閱書面記

錄、善用會議決策來「就任校長」 

    本研究期望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建置，藉由拜訪原任校長、家長會長及

校內成員等，獲得相關資訊，以妥善規劃交接典禮前後的各項細節，凝聚向心力。充分

準備精簡扼要的就任演說，讓大家快速認識校長，瞭解其教育理念和治校想法，以獲得

肯定和協助。透過簡報瞭解各處室的困難和問題，思考解決方案，作為將來擬訂校務發

展計畫或調整行政團隊與組織的參考。多方聽取同仁建言，抱持多聽少說、少批評多接

納的原則，交叉驗證各方面的建言，進而瞭解真相。透過校務評鑑資料、校史、專案資

料、各項會議記錄等書面資訊，進行自我閱讀。最後，校長必須善用決策，決策分工時

要知人善任，透過民主過程形成具體的實行方案，並堅守自己對教育的堅持。 

（三）透過體察同仁需求、掌握校務要項、研訂發展願景、研訂學習成效、擴充學校公

關、扮演校長角色來「推動校務」 

    本研究期望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建置，整合學校教師和工作同仁的意

見，發揮整體同仁的心智和歷練，達成學校領導的政策方向及校務發展的目標。以學校

發展的願景為基礎，擬訂符合學校需求的計畫與可行的行事曆，最後檢視校務計畫的執

行，再回歸評鑑機制。要把所有的項目思考清楚，擬訂的願景才會真正符合學校未來要

走的路。要研擬學生的學習內容與方式，也要引起學習動機，以提升學習成效。拜訪校

內外關鍵人物，並蒐集學校的產業變化、歷史、地區的政治關係與生態等資訊，這些都

是擴充公關的方法。最後，校長必須瞭解自己的人格特質，扮演行政領導者、教學服務

者、理念溝通者、典範傳承者、教育傳承者等角色，形塑教育願景。 

（四）透過面對傳統更新、推動改革方案、面對組織成員、處理獎懲案件、面對控案申

訴來「化解衝突」 

    本研究期望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建置，傳統更新必須根據學校的願景與

目標，校長應秉持謙卑態度與包容的心，肯定與接納說實話的烏鴉。策劃的改革方案要

透明化，不能有任何讓人懷疑的空間，並使組織成員在參與中獲得成就感。要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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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的需求或執行的困難點，才能真正解決困難，給予他們需要的東西。校長要能掌握

學校的發展方向，形塑勇於變革的組織文化，運用轉型領導的革新理念，創造三贏的學

校生態局面。即使面對控案申訴，也要特別注意態度、傾聽和肢體語言，建立彼此的信

任感，從多角度的問題導向模式去思考解決之道，容忍他人不同的觀點。 

（五）透過體察工作意義、考慮發展需求、平衡家庭工作、參與專業團體、獲取社會支

持來「生涯發展」 

    本研究期望透過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建置，校長要體認工作意義的影響力很

大，因此要時時向內觀照、自我省思。學校的發展需求因人、因事、因時、因地、因物、

因財而有所不同，要能精準、要有發展性。校長集各種角色於ㄧ身，務必創造學校、工

作、家庭、健康皆贏的局面，絕不可偏頗，方能成就長久的續航力。專業團體具備支持

性和成長性，可讓校長在專業上獲得提升，同時也可進行經驗分享和交流。校長要爭取

來自校內外的社會支持，並回歸校內做好整合發展，讓學生受到好的照顧，課程有好的

發展，再適時行銷學校特色，讓家長有更多機會和管道瞭解學校的發展。 

 

二、建議 

根據文獻探討、研究結果與討論，針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提出以下建議，

作為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長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整合資源網站，建構系統知識 

    由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的相關文獻探討與焦點座談的結果可知，師傅校長

經驗傳承使初任或新任校長在校務經營上得到師傅校長的支持與協助，能儘速瞭解教育

現場可能面臨的問題，獲得理論與實務上的經驗傳承，而目前在國外校長網站建置包含

The Oral History of Principalship、Education World、美國小學校長協會（NASEP）及國內的

「國立教育資料館-校長專業發展資源服務系統」，然則國內部份建置尚未完整，仍有再

發展之空間。因此，本研究建議從師傅校長的經驗傳承著手，建置我國國民小學師傅校

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發展一套適切的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相關資訊與課程網站，提供相關

的實務經驗資料與理論依據，以本研究所建置的資訊網為主軸平台，整合其他關於師傅

校長的相關網站與資源，將師傅校長經驗傳承制度加以 e 化，建構完整的師傅校長運作

系統與知識。 

（二）建立專業網絡，形成支持力量 

    由本研究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焦點座談的分析結果可知，校長若沒有同儕

團體的專業支持與協助諮詢，校長之路將會崎嶇難行。因此，本研究建議無論是初任、

即將擔任校長或已擔任校長者，皆應建立校長的專業網絡，彼此交流學校經營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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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專業資訊，獲取來自不同領域的知能，增廣處理校務的能力，專業網絡具備支持性

和成長性，校長們都可在其中進行校務的經驗分享與交流，累積成自己的智慧，之後再

進行經驗傳承，形成一股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這樣的互動中，同時提升學校的能見度。

建構校長專業社會支持網絡，還能引進很多社會資源與人脈支持，協助師生進行多元教

學與學習，透過各種機會讓家長知悉學生的學習情況、學校未來的發展狀況，便會配合

並支持學校，換言之，爭取到家長的支持就是爭取社會支持的起點，家長的社會資本就

是學校的社會資本。 

（三）體察成員需求，形塑校長角色 

    由本研究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焦點座談的分析結果可知，體察同仁的需

求，領導同仁的心向，再整合同仁的意志，實為成功領導的重要工作，因此，本研究建

議校長應傾聽成員的真正想法與需求，放下身段去瞭解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讓所制

訂的願景能真正符合學校未來的方向，確實將基層想法落實到各種領導向度中，並做好

學校內外部的公共關係，適時地表現出對成員心理需求的關心，把成員當作友伴、朋友，

讓他們可以敞開心胸的說出需求，以拉近彼此的心理距離，增加推動校務的助力，同時

有效減少阻力。此外，為因應丕變的時代與教育環境，校長要扮演的角色也較過去更為

複雜，除了要擔任公關，為學校建立良好的形象外，還要形塑行政的領導者、教學的服

務者、理念的溝通者、典範的傳承者、終身學習者等角色，以帶領學校同仁，成為一位

全方位的專業校長。 

（四）兼採質量研究，擴大研究對象 

    由本研究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焦點座談的分析結果可知，目前對於師傅校

長經驗傳承的實務現場，尚缺乏質性觀察與厚實記錄，也未有後續的追蹤考核，因此，

本研究建議未來可採取個案研究、深度訪談、現場觀察等質性研究，並兼採問卷調查的

量化研究，以全面瞭解初任或即將擔任校長者的學習情形與成效、互動關係、師傅校長

制度的效果與影響等，以瞭解校長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感受及看法。此外，本研究焦

點座談的專家，以臺灣北、中、南、東四區的現任校長為主，然而由於各縣市校長培訓

制度的不同，可能導致不同地區的校長對於師傅校長經驗傳承制度有不同看法，若僅以

某一地區的校長之意見進行推論，似乎有失客觀，故建議未來研究可將焦點座談對象擴

及臺灣以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使研究結果更為真實與客觀，也更具推廣與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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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0  年 11  月 15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學術研討會是由美國斯克蘭頓大學專業發展學院與亞洲研究中心辦理的教育研

究論壇(2011.Nov, 15, at Brenan Hall 500,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A, USA)，在2011年11月15日

由本人專題報告「School Principal Training and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Model: Taiwan Case Studies」，共有美國當地學者八位出席這場教育研究論壇，會議的焦

點聚焦在校長培育與學校領導的經營案例為主題，與會者主要分享其對於校長學校經營

之經驗傳承的看法，重點聚焦於學校現場實務的問題解決或行動研究專題；本人則以「師

傅校長經驗傳承模式與校長培育：台灣的案例研究」為題做專題報告，分享本年度國科

會專題研究之成果與未來發展的方向，論述本研究團隊在「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五大

重點：「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生涯發展」，作為校長培

育工作推動之應用，並展示本研究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的英文版網站，及台灣校長

的案例分析與探討，受到與會者的肯定與讚譽。 

二、與會心得 

本次學術研討會是由美國斯克蘭頓大學專業發展學院與亞洲研究中心辦理的教育研

究論壇(2011.Nov, 15, at Brenan Hall 500,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A, USA)，提供我國師傅校

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給與美國教育研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之參考，讓他們比較深度地了解

我國國小校長專業成長及校長辦學經驗的傳承模式。主要的策略包括：校務經營、教學

計畫編號 NSC100－2410－H－004－048－ 

計畫名稱 
建置我國校長培育制度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研究(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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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木金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會議時間 
 

99年 11月 15日 會議地點 美國 Scranton University 

會議名稱 
(中文)校長培訓與學校領導教育研究論壇 

(英文)  School Principal Training & School Leadership Forum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師傅校長經驗傳承模式與校長培育：台灣的案例研究 

(英文) School Principal Training and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Model: Taiwan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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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行政管理、學校品牌、專業責任及教師專業發展模式。另外，本人以「School Principal 

Training and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Model: Taiwan Case Studies」為題，專

題論述本研究建置的我國國民小學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本資訊網首先從國內外相

關文獻、實務經驗豐富之校長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等看法，統整歸納師傅校長經驗傳承

的五大向度：「瞭解學校」、「就任校長」、「推動校務」、「化解衝突」及「生涯發展」。其

次，針對前述的五大向度，進行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師傅校長之焦點座談，座談過

程採取攝影錄音方式，並於座談後轉譯編碼，透過整理、分析與統整逐字稿內容，彙整

成書面資料及影音檔案，將研究所得成果之資料及影音檔彙整成 e 化資源，以建置本研

究之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並充實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內涵，同時建構一套校長專

業發展的系統知識。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俾使我國師傅校長

的經驗及知識能夠運用數位化的方式，充分發揮教導及傳承之功能，期望透過「師傅校

長經驗傳承資訊網」之建置，融合校長辦學的經驗、理解、內化、統整，作為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校長及未來研究之參考。綜合而言，參加本次學術研討會，歸納美國學者專

家與實務工作者對理想師傅校長應具備的特質及師傅校長傳承經驗模式，以進一步作為

發展與建置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站發展的參考，作為校長培育工作推動之應用。 

三、建議 

1.網際網路之互通交流的流暢度的加強：由於本人發表「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在

校長培育的應用」須能直接上網連通研究網站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在美

國的校園網路相當的流暢，大部份與會者直接使用 iPAD 上網就可連接到本網站，並

提供即時的回饋，使得本人介紹「師傅校長經驗傳承資訊網」於美國學者專家與實

務工作者的推廣應用增加很大的效益，可以看到美國的大學校園在網際網路的基礎

建設投資的用心與努力，這是相當值得我國參考與借鑑之處。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研討會參考手冊：TEAC 美國學校教師與領導人員的專業標準手冊。 

2.研討會論文資料：School Principal Training & School Leadership Forum 之學校經

營與學校領導研究論文。 

五、其他 

 

 

 

 

 
附件四-1-1 論文 PPT 

http://mentorprincipa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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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Principal Training and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Model: Taiwan Case Studies 

Andy Mu-Jin Chen, Ph D. 

Visiting professor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PCPS and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Taipei, Taiwan 

------------------------------------------------------------------------------- 

Opening 

1.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I am glad to 

see you here. My name is Andy Mu-Jin Chen. I am a visiting professor here at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and I am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wan.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to share with you my research 

findings. 

2.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ere is a proverb that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school principal training “The master leads you to the door, the rest is up to 

you.” In Chinese we say “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This afternoon I’ll talk to 

you about my recent research entitled “School Principal Training and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Model: Taiwan Case Studies” Due to the time 

constraint, this afternoon I will just briefly summarize my study. This 

presentation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parts. First, I’ll highlight some of 

the significant results I have found from the” Case Studies of Mentor Principals 

in Taiwan”. Secondly, I’ll introduce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rincipal’s 

Training in Taiwan”. Finally, I’ll tell you the story of my time in Scranton, 

during which I have been working to create a ”New Model for Taiwan 

Principal’s Training”. This presentation will take about 50 minutes. Perhaps we 

can leave any question you may have until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So then, 

to begin, I’d like to introduce the part 1. 

   

------------------------------------------------------------------------------- 

Part 1 Case Studies of Mentor Principal 

3. On this slide, I’ll provide a very quick review on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procedures. In the “Case Studies of Mentor Principal’s”, we have a 

saying “Take the cream, discard the dross. Keep what is good and discard the 

rest.” In Chinese we say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In this study, the primary data 

used for analysis were the transcripts of the post-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focused interviews. And in this section, I’ll introduce three stages of this study. 

The first stage was to gather data, we interviewed 250 school principals all over 

Taiwan from the year 2006 to 2011. The second stage after gathering data, was to 

use Content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附件四-1-2 論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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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stage, in addition to implications for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we 

created a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Website.  

   

4. Because we used post-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focused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in the study, the interviewers were the key. This picture, shows the 

interviewers of the first year (2006) study. She is Miss Kao. She is Miss Wu. She 

is Miss Lee. She is Miss Lin. They were Master Program students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2006. They did good jobs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study. 

Their work was a great beginning for the study. We started to interview mentor 

principals all over Taiwan. 

 

5. Taiwan is an island nation located in the Asian Pacific Ocean. Taiwan’s 

population is 23 million. Taiwan is shaped roughly like a sweet potato, 

commonly divided into four areas: Northern Taiwan, Central Taiwan, Southern 

Taiwan, and Eastern Taiwan. In my study Participants (mentor principals) were 

select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s located in the four areas. In Total, there are 

2509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From the year 2006 to now, my research 

team totally interviewed 250 mentor principals (Northern Taiwan 80, Central 

Taiwan 70, southern Taiwan 60, and Eastern Taiwan 40). To carry out this study, 

we made trips around Taiwan several times to visit schools and interview mentor 

principals. Now, let me show several cases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aiwan 

mentor principal.  

 

6. Here I provide 2 cases from northern Taiwan mentor principals. Here is 

Principal Song. He is a very famous principal in Taipei city. He told me “As a 

principal, children are the learning subjects, with active learning, and positivity, 

the possibility for development is unlimited. Educ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 Next, he is Principal Zhang, and he is the President of Principal Union 

in Taipei city. He said” As a principal, you must successfully promote leadership 

in the school.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s to look at the school’s background and 

organization to understand its culture.” 

 

7. On this slide, I’ll provide 2 cases from central Taiwan mentor principals. Here 

is Principal Shen. He is a principal in Taichung city. He told me “As a principal, 

the pressures are huge, there are many sources of stress, I think the primary one 

is from making decisions.” Next, she is Principal Shih. She also is a principal in 

Taichung city. She said” As a principal, 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So I think the parents may go 

in-depth to visit you. Let them know you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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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n this slide, I’ll provide 2 cases of southern Taiwan mentor principals. Here 

is Principal Shou. She is a principal in Kaohsiung city. She told me “As a 

principal, you must make your colleagues feel your sincerity. So, I will gather 

information prior to going to the school,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ing 

school plan, etc.” Next, she is Principal Chen. She also is a principal in 

Kaohsiung city. She said” As a principal, you must fully support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The biggest self-tempering is to be ready for everything.” 

 

9. On this slide, I’ll provide 2 cases from eastern Taiwan mentor principals. Here 

is Principal Lee. He is a principal in Taitung County. He told me “As a principal, 

you are required to confront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s. When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with the social evolution, you must adjust the school management 

strategy.” Next, he is Principal Wu. He also is a principal in Taitung County. He 

said” As a principal, the ability to use incentives is very important.” 

 

10. After Collecting mentor principal interviews data for the study, we use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mentor principal data. In the first step 

of Content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being 

a principal, such as “What to Be ”, “Why to Know”, and “How to Do”. In the 

second step of Content Analysis, we found that each dimension ha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What to Be” includes five key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developer, administrator, instructor, communicator, and professional”. “Why to 

Know” includes seven key abilities, they are “listen, speak, read, write, doing, 

sing, and dance”. “How to Do” includes six areas of competence, they are 

“planning, organize, control, leading, communicate, and action”. Following the 

data analysis, we also found the reality of the principals were uncertain, unstable, 

changeable situation. The principals are confronted with a chaotic system in the 

sunrise and sunset. How should I do this? How could I do this? We must propose 

better training program to help principal mastering 18 martial arts for principal’s 

reality. This will allow them be ready to do good job to be a good principal. After 

Content Analysis, we discussed the reality of principal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11. On this slide, I’ll provide after our discussion, we condensed the 18 martial 

arts into 5 elements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They are 

“understand school, becoming principal, promote mission, reconcile conflict,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2. On this slide, we followed the 5 Elements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that we created MPEI information website. We used four ki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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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o promote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The first on is 

“Connection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The second on is 

“Discovery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The third one is 

“Invention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The fourth one is 

“Application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13. Welcome to visit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website. This 

brochure is the introduction of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website. You can read more information in it. Now we turn to next slide. 

 

14. In the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website. We made a short 

film for promote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Here is the film of 

Mentor Principal Shou. Let me show the film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Mentor 

Principal’s Experience Inheritance. 

 

------------------------------------------------------------------------------- 

Part 2 Traditional Model of Principal’s Training 

15. In Taiwan, we have a good cultural tradition of inheritance. One saying goes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is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Chinese we say“孔孟思想．代代相傳” First, I’ll present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rincipal’s Training 

in Taiwan”. It includes three main points. The first is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tradition. The second 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Four Books. The third 

i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for principal’s Training. 

 

16. In the year 1662,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my ancestors immigrated to 

Taiwan as loyalists of the spirit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has bee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My great 

grandfather taught my grandfather. My grandfather taught my father. My father 

taught me and I teach my daughters. And, now, this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is still preserving well in our country 

education. 

 

17-18. On this slide, I’ll show my picture as an example indicating the spirit of 

Four Books entered deeply into people’s hearts. Here was my office when I w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General Affair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y 

office was decorated in the style of the spirit of Four Books. The first is that I 

followed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Learning to have an illustrious virtue. The second 

is that I followed the spiri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o be a refined 

gentleman. The third is that I followed the spirit of the Mencius to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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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to dialogues with faculty and students. The 

fourth is that I followed the spiri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o keep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And I sit in the center peaceful to do my best.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Four Books is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19. This slid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 The Great 

Learning”. It consists of a short main text attributed to Confucius. Its importance 

was illustrated after Zhu-Xi showed it to be the gateway of learning. It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expresses many them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thinking, and has therefore been extremely influential both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thought. Here is an excerpt from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Great 

Learning.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is to manifest illustrious virtue, to 

renovate the people, and rest only in the highest good. “Having known 

where to reset at the end, one will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object of pursuit; 

having determined the object of pursuit, one will be able to clam down; 

having been calm down, one will be able to attain tranquility; having 

attained tranquility, one will be able to deliberate carefully; having 

deliberated carefully, one will be able to gain the desired outcome. Things 

have their root and their branches. Affair have their end and their 

beginning. Knowing which comes first and which comes last, one is already 

close to Dao. 

 

20. This slid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nalects are compilation of speeches by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as well as the discussions they held. Since Confucius's time, the 

Analects has heavily influenced the philosophy and moral values of China and 

later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Here is an excerpt from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nalects”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 Is 

he not a gentle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 

 

21. This slid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Mencius”, 

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conversations of the scholar Mencius with kings of his 

time. In contrast to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which are short and self-contained, 

the Mencius consists of long dialogues with extensive prose. Here is an excerpt 

from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Mencius. ” Mencius went to see king Hui of 

Liang. The king said, ‘Venerable sir, since you have not counted it far to 

come here, a distance of a thousand kilometers, may I presume that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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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with counsels to profit my kingdom?’ Mencius replied, 'Why must 

your Majesty use that word "profit?" What I am provided with, are 

counsels to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these are my only topics. “ 

 

22. This slid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to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a 

golden way to gain perfect virtue. To follow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structions by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ll automatically result in the Confucian 

virtues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It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expresses the 

main idea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thinking. Here is an excerpt from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hile there are no stirrings of 

pleasure, anger, sorrow, or joy, the mind may be said to be in 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When those feelings have been stirred, and they act in their 

due degree, there ensues what may be called the state of Harmony. This 

Equilibrium is the great root from which grow all the human actions in the 

world, and this Harmony is the universal path which they all should pursue. 

Let the states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exist in perfection, and a happy 

order will prevail throughout heaven and earth, and all things will be 

nourished and flourish. “ 

23. Following the Spirit of Four Books, on this slide, I’ll provide an explanation 

indicating that our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tradition to 

design the curriculum for principal’s training after 1956. The principal’s training 

program followed the learning sequence of the Four Books.” The Great 

Learning” is used to train principals pursuing “Prosperit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used to train principals pursuing “Stability”. “Mencius” is used to 

train principals pursuing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s used to train principals pursuing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And, in the center we emphasize four bonds and eight virtues as a common 

school motto. So, from 1956, we established a “Traditional Circular Model” for 

principal’s training. There are 4 key points in this model. 

1. Four Bonds: Propriety, Rectitude, Honesty, and A Sense of Shame. 

2. Eight Virtues: Loyalty, Filial Piety, Benevolence, Love, Faithfulness, Justice, 

Harmony, and Peace. 

3. To Promot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s the core value and 

belief system.  

4. To improve educational standards and promote family edu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Confucian principles. 

 

------------------------------------------------------------------------------- 

Part 3 New Model of for Princip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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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Now we will turn to the final section. In part 3, I will describe my research in 

both the UK and the US. 

25-1. In the year 1999, when I was younger. We had a research project and 

established a committee to reexamine our traditional principal’s training model. 

In this picture, I provide an image indicating how we worked hard and promoted 

the principal’s training strategy to confront the year 2000. We had a professional 

team to visit the UK and study their new policy “NPQH” of principal’s training 

program from London to Glasgow.  

25-2. On this slide, I provide an explan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NPQH (Nation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for Headship) is a new principal’s training model 

for aspiring principals in the UK. NPQH is the mandatory qualification for 

headship in the UK. NPQH is underpinned by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principals in the UK. NPQH is designed for passionate, highly motivated people 

who are focused on becoming a credible applicant for a principal position within 

the next 12–18 months. 

 

26. This “Linear Process Model” was made when we returned to Taiwan in 1999. 

We tried to integrate the study of NPQH into our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to reform 

the principal’s training model for aspiring principals. We discussed this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hen, we revised our traditional “Circular Model” to a “Linear 

Process Model”. In the revised model,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principal’s 

training. The first stage is principalship. The second stage is internship. The third 

stage is mentorship. The first stage, principalship training courses, we designed 

five kinds of training courses. They were teaching leadership,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public relation, school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second stage, internship training course, we designed five 

kinds of training courses. They were interaction with community, initial 

induction, practical training, professional culture,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The 

last stage, mentorship training courses, we designed five kinds of training 

courses. They were quality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fisc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ability management.  

 

27-1. The “Linear Process Model” was adopted and is now used. But my team 

and I recognized a flaw in this Model. Mainly that it is a “Linear”. But we were 

using the model to deal with a dynamic system which is the reality of school 

principals. With this flaw in mind, this summer I came to Scranton.  

27-2.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we have a proverb that I have kept in my mind 

for the past three months in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Traveling a thousand 

miles, reading a thousand books.” In Chinese we say“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The 

meaning of this proverb is “Knowledge comes from books and from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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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world.” My experience here in Scranton has mirrored the proverb just 

mentioned while here I have been working to create a “New Model for Taiwan 

Principal’s Training.”  

28. While all of the people mentioned above have been important to my research 

in creating a new model, none have been as valuable as Professor Chambers, My 

mentor. Similar to my travels and readings, Professor Chambers mentored me to 

understand mor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which have 

helped to lead me toward a new model. “Be a school principal, make a 

successful connection”. This idea was from my mentor professor Chambers. He 

proposed the circular model, and put “Success” as the central point. He used the 

concept of Success to join “Know”, “Belief”, “Action”, and “Want”. Then, he 

created the two-directional arrow to connect every two topics. What culture do 

principals want for their school? A culture of success where needs are met. 

Professor Chamber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s. 

29. This model has developed in these three months here at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I tried to add the study of ”SUCCESS” into our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to reform the principal’s training model for aspiring principals. I thought about i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hen, I revised the “Linear Process Model” to a 

“Bond Graph Model” to train principal successful to take into account dynamic 

systems. In the revised model, there are three “Circular Model” in the principal’s 

training. The first “Circular Model” is successful principalship plus “what to Be”. 

The second “Circular Model”  is Successful internship plus “Why to Know”. 

The third “Circular Model”  is successful mentorship plus “How to do”. The 

first “Circular Model” is an effort model, principalship training courses, we 

designed five kinds of training courses. They were “Profession, Improve, 

Manage, Relation, and Lead”. The second “Circular Model” is a flow model, 

internship training course, we designed five kinds of training courses. They were 

“Reflect, Induct, Practice, Interact, and Culture”. The third “Circular Model” is 

effort plus flow model, mentorship training courses, we designed five kinds of 

training courses. They were “Achieve, Knowledge, Manpower, Fiscal, and 

Quality.  

------------------------------------------------------------------------------- 

Conclusion 

30. Upon returning to Taiwan, I will begin to promote the use of the “Bond 

Graph Model” for Principal’s Training.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research that I 

have done here at 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will soon be adopt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s the new Model for training principals. That’s all for 

my present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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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卓越教學的追求看校長的教學視導任務，分析歸納出卓越教學追求的四個指標，來

發展了校長從卓越教學的追求看校長的教學視導指標：1.以感性做材料、2.以悟性做範



疇、3.以理性作判斷、4.以美感來呈現。 

三、從良師典範看校長的教學視導任務，分析歸納出良師典範六個指標，來發展了校長從

良師典範看校長的教學視導指標：1.從學習專業典範看校長的教學視導、2.從教導知識技

能看校長的教學視導、3. 建構情境脈絡看校長的教學視導、4.從完整闡述敘說看校長的

教學視導、5.從發展統觀全局看校長的教學視導、6. 從獨立擔當任務看校長的教學視導。

四、從專業發展來看校長的教學視導任務，分析歸納出專業發展的七個指標來發展了校長

之專業能力的展現於教學視導指標：1.運用較高級的心能、2.重視表達溝通專業學習、3.

自我要求不斷進修、4.高度參與提高專業水準、5.應以服務社會為重、6.遵守道德規約、

7.視教育為其終身志業。 

綜合而言，本文歸納學者專家們對於「教學視導」的研究與看法，發展校長教學視導能力

指標，發現「校長的教學視導」是一種在教學工作中，透過臨床視導、發展視導、學習者

中心視導、同儕視導⋯等方式，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工作，預期能幫

助教師講求教學效能，進行優質教學，提供良師典範，進而有效掌握教學方法，熟悉教材，

和激勵關懷學生，以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達到特定的教育目標的策略。未來，如能結合

教師評鑑機制的推動，締造主動、認真、持續進修的教師文化，進而幫助每位教師都能在

面對著傳道、授業、 

解惑的基本責任，也同時面對著「典範變革」與「未來趨勢」的創新發展，全面促進教師

在其教學基本績效與專業發展表現之優良品質的提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