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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教育行政人員之我見 



教育行政人員的重要  

如果說校長是學校的大腦，行政人員就
是學校的心臟，是學校管理的中樞。每
當推行新的教學或行政制度，學校管理
團隊中的行政人員，就是學校轉型與管
理變革中不可缺失的力量。這批行政人
員包括了副校長、主任和各科組的領導
人。 

 



3 

 

現代學校的效能決定於 

學校中層管理者的素質 

一所深具效能的學校， 

需要擁有一群 

幹練的中層行政人員！ 

陳建熊(2006)。《學校如何發揮．中層管理人員的領導效能》，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 



隨着時代的變遷，學校需要不斷轉型和
管理變革，行政人員不僅直接影響着校
長等領導團隊所作決策的方向，是校長
施政的左膀右臂，也是校長決策的參謀
智囊，得力的行政人員是校長以及學校
領導團隊的重要和關鍵的組員。再者，
一所具效能的學校，是需要擁有一群具
領導和策劃能力的行政人員。 

 



由於行政人員在學校佔有重要的角色，他
們的成長對學校發展是有密切關係的，學
校實在是需要加強人才的培養，才可使行
政人員得到發揮和為學校發展作出有價值
的貢獻。 
 

近年，香港教育界十分重視行政人員的培
訓，除了辦學團體自行為其屬校的小學中
層人員舉辦培訓課程外，香港教育學院和
教育局亦前後舉辦了多期理論與實踐並重
的學校行政人員領導培訓課程，可見促進
行政人員的專業成長是當前刻不容緩的教
育大事。  



行政人員在領導所面對的困難  

學校的行政人員的領導，對啟動校內改
進機制、帶動改進工作以至促進教學成
效等方面都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大多
數的教師都沒有受過領導或管理方面的
培訓，因此，行政人員往往缺乏領導同
事的信心，並感覺自己缺乏足夠的權力
和能力，形成了一些無形的工作壓力。  



 如何營造和諧的人際關係﹖是行政人員需面對
的一個難題，雖然這是行政人員一個重要的技
能（Harris, A., Jamieson, I. M., & Russ, J., 
1995），但由於受到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
不少行政人員過份重視和諧的人際關係，往往
把衝突理解為不給面子和對人不對事，大多害
怕破壞與同工的關係及信任，而不敢正面要求
同儕和下屬；使和諧文化成為了無形的「金光
箍」，行政人員往往在決策及執行任務時，感
到左右做人難和無所適從，也窒礙了他們的創
意和處理校內問題的效能。  



 與此同時，在個人主義文化 (individualistic 
culture)、分化的文化(balkanized culture)、
合作的文化(collaborative culture)及硬造的
文化(contrived collegiality)等四種教師文化
中，最為常見的教師文化是個人主義的教師文
化與分化的教師文化(王建軍，黃顯華，2002)；
在這兩種文化的影響下，當教師不認同變革的
理念，並以負面的態度來面對，行政人員在領
導同事或推行變革時便感到無助，甚至無奈，
覺得與教師相處困難重重，特別是與年資較長
同事的思想分歧，更難以建立良好的關係，並
影響了相互的溝通和合作。  



 除了面對個人能力不足及領導同事的困難外，
未能取得領導層的支持亦使行政人員感到困惑。
有些行政人員覺得校長對自己的支持不足，又
或校長未有知人善任，選擇適當人才成為其組
員，並因此感到失望和氣餒，更可能因此引致
與校長築起鴻溝，相處時產生困難。此外，有
些行政人員覺得與校長的溝通機會不多，影響
了與校長的合拍性。此外，學校僵化的官僚文
化，頻繁的會議文化，教育改革太多、太密，
家長對學校的要求不斷增加，也是行政人員承
受越來越大壓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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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在領導方面所面對的困難 

1. 在個人方面 

2. 在領導同事方面 

3. 與校長相處方面 

4. 在學校方面 

 
余煊〔2004〕：香港小學中層人員在領導方面所面對的困難， 

《教育曙光》49期，頁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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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做事能成功的16個關鍵 

把每一件簡單的事做好就是不簡單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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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 找到做事的方向 

 計劃 – 規劃做事的步驟 

 專注 – 每件事都需要全身心投入 

 思考 – 思考方式決定所有作為 

行政人員做事能成功的16個關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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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想 – 要做事就不是躲在別人的背后 

 創新 – 一切成功與財富源於創造力 

 行動 – 做事的關鍵是有效執行 

 合作 – 在合作中獲得雙嬴 

行政人員做事能成功的16個關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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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腦－借別人的財智為我所用 

  人脈－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潛意識－輕鬆釋放無限潛能 

行政人員做事能成功的16個關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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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 無法管理時間便無法做事 

 細節 – 細節決定成敗 

 識人 – 別人是自己的一面鏡子 

 用人 – 找到人才與工作的最佳結合點 

行政人員做事能成功的16個關鍵(四) 



行政人員領導成長的祕訣  

 Bennett(1995)指出「中層管理」具有把
領導者權力向下移動的意思，他們需要
將組織的願景傳遞給老師及家長，並實
際傳遞至課堂及學校的活動中。大多的
行政人員是工作表現出色而獲擢升，並
沒有受過相應的培訓；但正如 Peter 
Drucker（1996）認為，很少人一生出
來就懂得如何去領導人，「領導」必須
加以學習及可以學得到的。要成為出色
的領導人員是有秘訣的。 



 Dale Carnegie（1993）提出了十六個要點，
當中較主要的有：找出自己的領導強項，開始
與人溝通，在別人的觀點看問題，聆聽以便能
達致學習，為將來而組織團隊等，這些都是值
得行政人員參考，以提升自己成為一個有效能
的領袖。 

 行政人員想遊刃有餘地開展工作，必須面對現
實，要用心盡意去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處理
各方面的關係；而且也必須具有清晰的願景、
強大的自信心、良好的判斷力、明確的目標、
獲大家認同的能力、勤奮和自我改進的態度，
才可發揮作用促進學校的發展。筆者認為行政
人員成長的秘訣有以下五個重點內容。  



行政人員領導的三個方面  

 做人、做官和做事是行政人員領導的三個方面，
寬容之心就是這三個方面之核心。行政人員是
學校的各項制度和管理措施的管理和執行者，
和其他同工的不同在於分工和崗位，大家應團
結協作，和睦相處。當遇到意見不同時，行政
人員需善於協調，不要打官腔、說空話，要待
人平等，實事求是，並以正面的態度和積極的
方法去解決問題，也要善於顧及他人的感受，
做好做人、做官和做事等三方面，才可成為一
個有效能的中層領導者。  



行政人員做人的四大關鍵  

 行政人員的工作機構是學校，學校是一個「人」
的組織。行政人員上下左右都是人，要做好行政
人員的工作，首先要明白人情、人緣、人品及人
脈是成功的四大關鍵。好的人品能帶來良好的人
緣，行政人員要緊記的是與同工是沒有階級高低
的分別。在處理工作上，在堅持自己的原則和保
持自己尊嚴的同時，也要與同事互相取長補短、
相互促進學習，這才可獲得同工的尊重，與同事
融洽相處，自然可以建立人脈；平時儲下的如人
情、人緣和人脈，加上自己的人品，當需要別人
幫助時，自能一呼百應，得心應手。  



行政人員在人力的三大本領  

 行政人員也是人力資源的主管，他必須有宏觀決
策的駕馭能力，並懂得識人、用人和管人等三大
本領。行政人員需要辨識科組內同工的特質、專
長、價值觀，然後人盡其才；在用人方面，使把
適合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善用人力資源；管人
時要賦以權力，使下屬發揮所長，並能及時有效
地協調關係，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同時，行政
人員亦要以身作則，處事公允，對事不對人，不
可偏於個人好惡來管人，否則只會影響自己與同
工的關係，陷於孤立的局面。如果能營造積極互
相信任的氣氛，行政人員才能令團隊內成員貢獻
自己的才能，共同完成任務，達成目標（吳煥烘，
2004）。  



行政人員用權的三大藝術  

 作為學校的中層領導者，必須懂得掌權、用權
及放權這三大藝術。Blase及Anderson(1995)
提出「權力共享」(power with)的觀念，就是
領導人員應把權力視為民主參與的一項權利，
而非行政人員所操控的一種特權，須向「下屬」
及其他持份者賦權(empower)。在一項事務或
計畫進行時，領導者當然要授權給組員以方便
任務的進行，但授權不是把自己的責任全部推
卸給組員。  



大前研一（2006）指出：「有很多人觀
念錯誤，會把工作全部推給部屬當作授
權；這樣的人，也是會臉不紅氣不喘和
部下搶功勞的人。」所以，領導者要對
組員公平以及獎罰分明，他不能只分配
工作給組員便了事，而是在整個計畫過
程中，應協助組員完成工作的責任，為
組員提供支援，監測組員有否盡責，並
適時作出指導。  



行政人員的四大能力  

行政人員好比是一位公關，他必須有良
好的表達能力，包括書面表達能力和口
頭表達能力，「善說能寫」是行政人員
的基本能力。與此同時，行政人員也需
要肩負起教師和校長間之溝通橋樑，是
資訊傳遞者，向上須協助決策，向下須
實際執行，彷彿要做一位「政治家」；
這位「政治家」必須盡力營造開放的溝
通環境，以利政策的推行。  



 Fleming & Amesburv（2001）指出開放的溝
通環境有以下七點特徵：（1）每個人的意見不
分位階，一樣重要；（2）溝通過程中能產生同
理心及理解；（3）鼓勵雙向的回饋及意見爭執；
（4）溝通的焦點在於共同解決問題；（5）溝
通後的聲明是鼓勵性而非批評性；（6）了解並
減少錯誤；（7）雙方沒有隱藏任何訊息。此外，
行政人員也要具備交際能力，懂得與人相處，
有吸引、改變、影響他人的能力，這才能清晰
無誤地把資訊傳播給同工和家長，能使工作順
暢。 



 一個優秀的行政人員除了注意以上在領導、做
人、能力本領、用權和能力等五個重點內容之
外，還必須具備幫助學校制定願景及把這種抽
象願景具體地轉化為日常行為，並透過適當的
程序，觀察及督導其他教師執行的情況
（Hopkins, 2003）。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
好的行政人員必須清楚了解及忠誠面對自己的
長處和短處，以發揮自己所長，並取他人之長
來彌補自己的缺點，提升部門或領域的效能
（ Fleming, 2000; Fleming & Amesburv,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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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學校行政人員 

是學校改進與效能的基礎 

陳建熊(2006)。《學校如何發揮．中層管理人員的領導效能》，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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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人員分享成長感受 
  

 
 吳主任： 

這是她個人在短時間內晉升的經歷， 

表示學校按老師能力表現 

給年青的老師有機會發揮及晉升 

 

APSM    
PSM(CD) 

班主任 

透明度 

有同理心 

要多觀察 

要多協助同事 

 

 

 

處事要有明確和 

   共同目標 

欣賞同事的優點 

感謝校長賦權及信任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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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談同事的溝通 

馮主任：  中層要有承擔 

 中層要有遠景及擴闊視野 

 多表達意見 

 多與同事溝通建立伙伴關係 

 發揮團隊精神。 

    例如：※舉辦運動會，校長 

   不但信任體育老師， 

                    自己還邊學邊做 

                ※學習「從教室到辦公室」， 

   即教學到行政的工作 

                ※要終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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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是教師的指導者，而教師是為學校立下
學習風格的人。 

 

 校長是「領導教師及領導學習的人」，負責
監督及管理整個學習過程。 

 

 不去啟發他人的領導者，正如一條沒有水的
河流。 

Lance Secretan 

校長如何協助行政人員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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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整體規劃的原則 

1. 著重個人、團隊和組織效能的提升。 

2. 有助提升教師之學科知識、教學策略、資訊科技
的使用和其他達致高質素教學的相關知能。 

3. 透過學校日常工作，促進持續探究和改善。 

4. 全校員工參與（包括目標制訂、執行策略和評估）。 

5. 有足夠的時間和其他資源的投入。 

6. 以學校的辦學宗旨、願景和長期目標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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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整體規劃的方向 

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 

— 將教師專業發展放進學校發展內 

 

配合教師個人專業發展需要 

 

配合教師個人身心健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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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校的發展方向 

1. 提升學與教的果效 

       策略： 

       同工專業分享 

    共同備課  

       觀課 (考績、同儕觀摩、交流)訪問、 

       參觀 (小學、幼稚園) 

     拍攝課堂教學(全體教師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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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個別學習差異 
       策略：   
       認識 – 在校內舉辦有關的講座、工作坊，教師出外帶薪 
                   進修，教師分享成功經驗。 
     
       認同 – 全體教師共同商討策略，擬訂同工認同的方案 
      

       協作 – 共同努力實踐、落實方案 
                   (優化課堂教學、「星光行動」、抽離式學習支 
                     援、專家支援) 
      

       全校參與 – 全體同工持續更新有關的知識，並在實踐的 
                           過 程中不斷反思、改進。 

 

配合本校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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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策略： 

教師參與有關培訓 

加入學校支援網絡 – 本校為全港十所「資
優教育網絡學校(QTN)」之一 

擔任交流會的分享講者 

設計校本課程 

與大專院校及教育局人員協作 

配合本校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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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策略：  

 積極爭取校外資源 
 善用委派到校的「國內交流人員」，擴闊同工視野，帶動轉
變和提升  

 同工到友校觀摩 
 同工到國內觀課 
 拍攝同工優質課堂讓全體同工評鑑，以起示範作用 

 

5. 爭取外間資源 
策略： 

 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設立「遠程教室」，本校同工與內地
教師透過視像會議交流教學心得。 

 邀請大專院校教師到校分享 
 

配合本校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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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師個人專業發展需要 

 為整體及個別教師策劃短期及長期的專業發展方案，
以加強教師的專業能力和增強他們的信心。 

 
 要求教師為自己做一個大膽假設，想像希望自己在十
年後會是一個怎樣的教師，從而規劃自己的專業發展。 

 
策略： 
 與校長面談，共同商議 
 透過行政主任及科主任的帶領，安排相關的專業學
習機會 

 教師撰寫文章，作專業成長反思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專業活動和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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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進修時數統計 (三年內不少於150小時) 

 課程、演講、著作、服務 、表演、交流…… 

 時數只是一個「軟指標」，著重的是教師持
續發展的「質」 

 

 學校積極配合，讓教師參加給假制進修 

  聘請代課、時間表調配…… 

  讓教師培養多方面、多範疇的能力 

 

配合教師個人專業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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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全人發展 

 教師有新思維，做到一些以前做不到的 

 校長因應教師的發展、能力，回饋學校 

 讓教師專業發展的文化植根於校內 

配合教師個人專業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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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師個人身心健康需要 

「輕鬆交心半個鐘」 

減壓工作坊 

促進團隊關懷、協作精神，同工互相支持、
鼓勵 

境外交流 

教師團契 

提升教師的師德與個人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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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策略 

 每學年的三天的教師專業發展日 

 (辦學團體主辦、校本安排) 

- 給假進修 

- 課餘進修 

- 協作教學 

- 電郵分享佳作文章 

- 閱讀分享 

 

- 教師例會分享 

- 參加研討會 

- 共同備課、同儕觀課 

- 師徒制 

- 大專院校專家到校支援 

- 行動研究 

 



校長對行政人員成長的協助  

 行政人員在成長的過程中面對着不同的難題，
承受着各方面的壓力，要解除他們的憂慮，校
長的協助是最佳靈藥；因此，校長要重新確定
與行政人員的關係，行政人員也要了解上司及
自己。校長與行政人員要培養彼此之間的關係，
確立相互的信任，提供了一個有效而直接的溝
通渠道；這與行政人員的培養和學校管理重心
下移有着密切的關係。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他在校內既是行政主管，
也是專業人員和領袖。校長需因應各行政人
員的能力、需要，作出相應措施，例如適當
地分配工作，或給予適當的鼓勵；並要着力
培訓校內行政人員的專業發展，例如鼓勵及
支持他們進修。同時，校長更須擁有一定的
知識基礎，包括對教育專業的認識，對學校
運作的認識，以及對管理學有足夠的認識。 



 在行政人員成長的過程中，校長需負責培訓、
管理和監督行政人員的成長過程。今天，校
長需要改變自己對行政人員的功能定位，改
變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維方式；在賦
予行政人員責任的同時，也應賦予他們權力。
在關注和指導行政人員工作時，應尊重他們
的自主權，尊重他們為學校策劃與組織各項
工作時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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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長權力下放 

     1.1   招聘教師      

 1.2   財政委員會 
              主席：副校長   

              成員：校長及其他老師 

 

 1.3   簽發通告  
              除校長簽名外，副校長及其他主任亦就

有關工作範疇賦權簽名 
 

副校長 校長 校監 

個人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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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任分工 

      2.1  與一般學校相似 

      2.2  特色：每年會將各主任行政工作互調 

             目的：了解學校不同範疇的發展，讓主任發揮不 
同的潛能  

 3.  溝通 

 
作為校長及老師橋樑 

校方認為要多些主任處理問題 

讓多些同事參與 

處事具透明度，給予信心和支持 

 目的是建立團隊精神和提高工作效率  



總結 

 行政人員在學校工作中肩負着不可替代的責任，
他們的個人本質與工作效能直接影響學校工作的
成敗，因此培訓行政人員是學校的首要工作。而
要有效協助行政人員的成長，學校校長便要責無
旁貸將自己的秘訣與行政人員分享，並因應學校
需要和個別行政人員的崗位需求作適切的導引，
行政人員要努力自我增值，在實踐中學習，在學
習中創新，在創新中完善自我。不斷堅持，克服
困難與挑戰，以精益求精的誠摰，才可使學校和
自身的發展的步伐永遠向前，永不停步。  



 在教育改革中，行政人員都需要時時刻刻謙虛
地學習，與時並進，透過學習追求新知，提升
專業能力，以呼應社會的要求；並提升領導的
能力，以獲得基層同工的認同。與此同時，行
政人員亦負責自己團隊的發展；故此，行政人
員要有廣闊的襟懷，接受不同意見，帶領組員
坦誠合作，使大家發揮團結的精神，樂於貢獻，
以大家的「小我」來完成「大我」，學校和團
隊才可以健康地成長，結出美滿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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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賜正！ 
 

謝謝! 
 

siuhoklee@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