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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行政人員除了兼顧日常教學外，也要應付
管理學校日常運作和規劃科組的未來發展。學
者Tranter（2000）指出學校行政人員“作為
一個高層管理者，他的責任不再只是關注一組
員工的事情，而是要關心全校的發展；中層管
理者需要有多些投入全校的經驗，並帶領學校
整體發展的計劃”（頁233），這說明了學校
行政人員要有一個學校全局的觀念及有帶領學
校發展的責任，Kirkham（2004）則指出
“領導與管理同樣重要；中層人員同時具備管
理和領袖功能是必須和重要的。 



 作為一個管理者，要維持日常運作，保證工作完成，
監督成果和結果，與及要有效率；而作為領袖，要
懂得個人與人際行為、重視未來、關心轉變和發展、
重視質素和有成效的”。一個學校行政人員要同時
懂得領導與管理，學校行政人員亦是一個多角色的
混合體，Blanford（2006）在討論中層人員的領

導力時提到“中層領袖需要能以當事人身份清楚界
定不同的工作與不同的人事，在分別作為教師、領
袖、或團隊成員時要有相應的不同行動”（頁5） ；

亦即學校行政人員要懂得在適當時侯採取恰當的行
動。 



 在研究學校行政中，台灣學者吳清山（2005）則
指出：“過去學校行政研究題材的選取，相當依
賴西方主流文化社會所研究的學校行政重要課題，
隨著國內學者們透過對話與反思的過程，應該會
有所改進”（頁173），除了說明研究學校行政
不應只靠外國文獻和研究發現外，他更進一步指
出在研究本土教育行政的過程中，如能確實反映
與配合本土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的特徵，則其研
究的成果會更為可靠和有價值；所以，香港也應
進行多些本地的學校行政人員研究。 



 回顧本港小學行政人員的文獻，最早的一份可能是

於上世紀的「小學管理人員素質研究」，這個研究

發現小學教師晉升後的輔導工作並不太受校長們的

重視，亦缺乏系統性輔導（鄧兆鴻、胡少偉，
1999，頁187），及後，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於2001年的「小學教師工作量研究」中亦發現負

責行政工作的小學教師每周為教學以外的工作所花
的時間遠比文憑教師多（李傑江等，2001，頁

25）。 



對中層人員角色的理解  

圖示： 

 

非常認同 

 

認同 

中層人員要熟悉校務及學校發展方向 51.4% 48.5% 

中層人員要有管理及組織能力 50.2% 49.5% 

中層人員要懂得自我減壓 48.9% 50.1% 

中層人員要能從多角度考慮問題 47.7% 51.4% 

中層人員要懂得聆聽基層教師的意見 48.1% 51.1% 

中層人員是學校的潤滑劑 26% 65.3%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2003 



而湯才偉（2003）則指出“在學校改進的大方向

下，中層人員必須肩負帶領教學改進的專業領導角
色及著眼於學校的整體發展”（頁29）。有關小學

行政人員的工作困難，多年前已有本土學者著手研

究，並發現“很多小學中層管理人員都面對著或多

或少的困難，包括領導同工、與校長的合拍、作為

團隊領袖的自信心和校內外文化環境的影響，增強

及提升中層人員的領導及管理技巧和能力是有殷切
需要的”（余煊，2004，頁82）。 



 誰是學校的中層行政人員？不同學校有各自的
處理和看法。Kemp & Nathan（1995）亦指出，
學校中層人員並沒有一個簡單的定義，較接近
中層人員的定義是：指某些人員在學校的角色
是在決策層和基層教師之間；也就是說，在各
校內擔任科組主席的教師，也可視為學校中層
行政人員。  



 學校教育的發展，中層行政人員的素質影
響很大。從前線教師走進管理階層，成為
學校的中層行政人員，他們大都會參與學
校的決策，當中既要兼顧學科教育的發展，
又要承擔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說每
位中層人員對學校的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  



 一所學校而言，校長就成了學校的高級管理
者，教導主任、總務主任、校長助理等則是
中層管理者，年級組長、教研組長可以算是
基層管理者。所以，在學校裡，被稱得上是
管理者的肯定不止一個人，而是一批人。 

 組織中人員可以分成兩大類：操作者和管理
者。前者直接從事某項具體工作和任務，不
具有監督他人工作的職責，後者則指揮他人
工作。當然，管理者也可能擔負某項具體工
作，但其最主要的任務應該是領導他人工作。
換句話說，凡管理者必有下級。  



科主任 

中層結構 學校政策 資源 

人手 

分配 

各級 

協調 

資源 

管理 

課程 

監控 

科務 

發展 

(Neil & Morgan, 2003, p.127) 



 管理工作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一個管理
者，尤其是職位較高的管理者，通常要做以
下一些事情，管理者的作用就在處理這些事
情的過程中得到體現。 

◦ 擬訂計劃 

◦ 實施領導 

◦ 溝通信息 

◦ 分配資源 

◦ 處理衝突 

◦ 促進變革 



 作為一個科組主席，科組領導本身是一個
管理者。須知學校內不是每個人都是管理
者，有些人只是一名執行者，直接負責某
項具體工作和任務，不需去管理和監督他
人的工作；管理者卻要懂得調動他人去執
行工作。當然，管理者有時會負責執行某
項具體工作，但也要具備管理科組和領導
成員的能力。 



1. 存錄文件：會議紀錄、教統局文件、活動指引、工作
分配、通告及其他。 

2. 領導組或科目的發展。 
3. 帶領會議 
4. 提供組或科目的資訊。 
5. 推行有關決議或計劃。 
6. 監察該科或組別的財政支出。 
7. 傳遞信息。 
8. 制定計劃方案及檢討。 
9. 培訓科組內的人才。 
10. 與校內其他小組或校外機構的溝通。 
11. 審閱試卷(科目小組適用)。 



 Donaldson（2001） 提出教師領袖是信念的培

育者，他作為教師群的一員，他對組員同工

有巨大的非正規影響，能將自己的意見建議

和實踐，不常規地傳給他的同事。故中層人

員對學校的歸屬感和工作的滿意度，是會在

日常的教學和工作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

基層教師。假若中層人員明白自己作為學校

領導層的一份子，有責任積極地推動校務工

作，這將會使各項校務的管理和推行有較佳

的效果。  



 教育局成立了一個專責委員會跟進研究，
並在報告提出了18個建議，其中一個建議
是與學校行政人員有關，“置身於整個改
革浪潮中，作為學校的領導者，校董會、
校長和中、高層管理人員，應該因應學校
的能力和發展階段，發揮專業管理和自主
精神，為學校訂立理念和編排工作優
次”(教師工作委員會，2006，頁43)。這
顯示出學校行政人員對學校發展和員工士
氣有重要的作用。 

 



 學校中層人員與基層教師是有不同的，一般基
層教師只需做自己所負責的工作，他們較多關
注自己要當前執行的校務和教學，而較少涉及
管理和領導工作； 

 當一位學校中層人員，則要對自己負責的工作
和領導的團隊有一個全局觀念，還要懂得明白
資源有時會有所限制，亦要兼顧時間性和工作
期限，並要掌握自己所負責的工作與全校校務
的關係。 



 學校行政工作量有增無減，為瞭解教師在
處理這些工作時遇到的困難和感受，教聯
會於2011年11月2日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
調查有關教師行政工作與其快樂感，兩周
內獲554位在職教師回應。 

發表日期﹕2011年12月 



2011年 2010年* 

44小時或以下 13% 3% 

45-50小時 21% 22% 

51-60小時 25% 49% 

61-70小時 25% 20% 

71小時或以上 16% 6% 

註：*2010年受訪的學校教師共242位。 



2011年 2010年* 

疲乏 88% 80% 

洩氣 51% 43% 

焦急 49% 38% 

憤怒 41% 34% 



 從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08年的「教師壓力情
況」問卷調查(見下表)，在617位中小學教師
中有超過半數的教師承受壓力後，會有「容易
覺得疲倦」和「擔憂緊張」，而有「情緒低
落」、「失眠」和「易發脾氣」的也有四成多
教師；故此中層人員不要輕視工作壓力對自己
的影響。 

 



承受工作壓力後的反應  2008年  

容易覺得疲倦  74.1%  

擔憂緊張  61.4%  

情緒低落  47.2%  

失眠  46.5%  

易發脾氣  43.8%  

周身痠痛  34.7%  

萌生離職念頭  31.0%  

難以集中精神  28.8%  

對工作失去興趣  26.9%  

頭痛胸痛  23.8%  

飲食失調  22.2%  

萌生自殺念頭  3.9%  



 學校的中層人員壓力比基層教師為高，教聯會
於2004年的「教師壓力與工作量」調查，發現
當時行政人員所感受到極大和過大壓力的超過
一半，達57.0%比基層教師的46.8%為高。在
陳茂釗等(2006)的「香港教師壓力調查研究初
步資料分析」中，亦發現中層教師在時間處理
及工作量的壓力較基層教師為高。可見中層人
員比基層教師面對更大的工作壓力；因此，新
晉升的中層人員更需留意自己處理工作壓力的
能力，以免因工作壓力而影響自己的心理健康。 



2011年 2008年** 

10%以下 15% 4% 

11-20% 21% 25% 

21-30% 22% 30% 

31-40% 16% 17% 

41-50% 11% 7% 

51%以上 14% 14% 

註：**2008年受訪的學校教師共202位。 



2011年 2008年** 

壓力過大 16% 12% 

壓力略大 49% 51% 

壓力適度 28% 34% 

無壓力 2% 0% 

不知道 4% 1% 



<5小時 10小時 15小時 20小時 >25小時 

與校內同工或家長作
行政性的溝通和聯繫 

53% 30% 10% 2% 3% 

出席與學校行政相關
的校務或科組會議 

65% 23% 5% 3% 4% 

撰寫各類科組及學校
計劃和報告 

67% 18% 8% 2% 4% 

撰寫各類會議紀錄和
準備各類會議資料 

69% 18% 7% 3% 2% 



 香港教育學院在相關的研究報告中建議，「政
府應與業界成立專責小組，定期檢視各項措施
的成效，特別是針對減少教師的行政工作，採
取更有效措施；而學校則須與教師加強溝通，
訂定工作優次，並善用校內外資源，增加人手
支援教師教學工作，並減少要求教師負責學校
行政工作」（黎國燦等，2011，頁3）。 



 正如Fullan（2000）的分析﹕教師的背景沒

有培養他們承擔這種協作領導的角色。一

旦教師處在領導地位，他們缺乏這些角色

的準備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香港政府除了對現任校長有培訓的要求外，亦
對學校行政人員升級有在職進修的要求。為了
支援學校行政人員的專業發展，早於2003-
04學年已有辦學團體主辦優化學校行政人員
的管理計劃，中華基督教會於當年為15所屬

下學校的行政人員提供在職培訓；這個在職培
訓計劃先進行學員需要的分析，再為參與行政
人員提供適切的培訓。 



 中層行政人員的專業成長不可能是一步登天
的。為了解中層人員教育變革中的看法，初
研於2005年開展了一個問卷調查。  

 發現四百多位回應中層人員中，有九成多認
為教改令工作百上加斤，超過九成的人明白
到要有把握工作重點的能力、更多的與同事
協作、懂得在工作中尋找滿足感和提高時間
管理的能力等策略。 

 與此同時，初研在這次調查亦發現超過三份
之一的回應者認為下列七個課題是需持續進
修的。 

 



進修課題 需要率 

領導團隊 44.2% 

有效的學與教 42.9% 

學校的領導與管理 42.0% 

心理健康及自我減壓 41.5%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41.3% 

中層人員的角色 34.5% 

學校發展、課程發展
與校本教師培訓 

33.9%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在2002年的調查
裏，發現最多中層人員認為與普通老師
關係是最難處理的佔41.9%，比與其他中
層人員的關係的21.6%及與校長的關係的
19.4%為高。 

 在小組訪談中有中層行政人員指出﹕
「作為中層人士須處理和普通老師，處
理人際關係是很難的事，但都要做到最
好，把磨擦減至最低，並把大家的理念
作調適。」 

 

 



 另一個本土研究提出了要提昇中層行政
人員團隊能力的重要性；「在這個校本
管理和民主化的年代，在世界各地包括
香港皆有迫切需要，去讓校長及準領袖
反思有關課程領導與管理的方法，尤其
是去鼓勵同工有更強的團隊精神」(Lee, 

Dimmock & Au Yeung，2009，頁25) 



 所謂學校良好的協作文化，教育局(2008)《香港學校
表現指標8》形容為「學校需建立校內良好的人際關
係，彼此接納，各展所長，營造積極的愉快氣氛，
建立歸屬感和團隊精神」(頁6)。 

 台灣學者王淑俐（2005）提出：「在多元參與的學
校運作模式，落實的關鍵不僅在組織架構的重整或
建制，更在成員之間溝通的素養；而在這個團隊合
作的時代，要建立高效能的團隊，除了大家各盡所
長，也要容忍別人的若干缺點」(頁96)。一個團隊需
要隊內不同角色和專長個體得到各自發揮，才能達
到最佳效果，這過程中溝通和包容是不可少的。 



 在可能的情況下，決策者必須細心思量，選
用品格匹配的成員放在合適的崗位；其次要
考量的是為團隊成員提供適切的培訓。 

 在近代的領導理念中，要求「團隊領袖能建
立團隊和栽培成員」（Building teams and 

building people），只有那些由能力強的個人
組成的高效能團體，才可令組織不斷生存和
發展；因此不去提昇團隊成員的領袖，是不
可能令團隊得到持續的成功。 



 學校中層人員是一個多角色的混合體，故
Blanford(2006)在討論中層人員的領導力
時，「中層領袖需要能以當事人身份去界
定清楚不同的工作與不同的人事，在分別
作為教師、領袖、或團隊成員時要有相應
的不同行動」(頁5)。與此同時，近年關注
學校中層人員培訓的學者都提及分佈式領
導的重要性。 



 Harris & Muijs (2007)指出：「無論是非正式的

領導者和作為學校主管人員的正式領導者，還

是學教協調人或者教學顧問，他們都應當納入

分佈式領導中的領導者行列」(頁29)。 

 實踐分佈式領袖要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方法，

去培訓中層人員具備以下的特質： 

◦ 分享使命、遠景和價值； 

◦ 集體探究； 

◦ 協作團隊； 

◦ 行動為本和重試驗； 

◦ 持續改善； 

◦ 成效為本等 
(Owens & Valeskey，2011，頁215) 

 



 有關一個領導的成長，Maxwell(2007)曾提出下列
五個階段： 

◦ 我不知道我不懂什麼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 

◦ 我知道我需要知的   (I know that I need to know) 

◦ 我知道我所不知的   (I know what I don’t know) 

◦ 我知到和成長，並開始表現出來 (I know and grow, 

and it starts to show) 

◦ 我隨心所欲而行，因為我知我知道什麼 (I simply go 

because of what I know) 

 這個領導成長的五階段，有助各領導者反思自己的成
熟程度；大多數的領導者是在第二或第三個階段。而
懂得學習和將自己所學展現出來的領導者，其成熟程
度則提昇至階段四。 

 



 Busher & Harris（2000）提及學校領袖時，指
出行政人員要有五方面的能力，包括課程與教學、
日常運作和資源管理、人事關係、決策及政治環
境（頁109）。而Earley & Bubb （2008）在
《領導和管理持續性專業發展》一書亦指出“持
續性專業發展是關於專業的終生學習和終生發展，
通過持續性專業發展，可以幫助我們對處於不斷
變革中的社會做出相應的反應，同時也有助於我
們用富有創造性的方式鍛煉我們的判斷能力＂
（頁23），可見持續進修對學校行政人員發展的
重要性； 

 



 為了培訓學校的中層行政人員的領導力，英國
國家學院設立了一個發展中層領導力課程(The 

Middl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 

MLDP)的課程重點包括： 

◦ 發展領導力去提供高質的學與教，以解決校內學
生成績差異的情況。 

◦ 為中層領導者提供相互學習的機會，並能與相關
專家聯繫及了解支援服務。 

◦ 提供一個新的情境讓學員有時間反思和學習變革
的經驗。 

◦ 促進全校發展的學習文化。 
 

(National College，網上資料) 

 



 Wong, Wong & Peng(2010)的研究則發現
「香港學校教師相信中層領袖的情緒智商
對其成功是有重要的影響，而從大型教師
調查中亦發現，中層領袖和教師的情緒智
商與其工作滿足感是成正相關的」(頁66)。
從這兩個研究的發現，團隊領袖和提昇個
人情緒管理皆應列入學校行政人員專業發
展需要之內。 

 



改變不同變項所需時間與難度的變化 

團體行為 

group behavior 

個人行為 

Individual behavior 

態度 

attitudes 

知識 

knowledge 

所需之時間 

高 

低 

所
遭
遇
之
困
難 

短 長 



Vision Incentives Skills Action Plan Resources = Change 

I S AP R = confusion 

V S AP R = Change too 

Gradual 

V I AP R = Anxiety 

V I S R = False Start 

V I S AP = Frustration 

Gary S. Topchik (2001). Managing Workplace Negativity. 



 有關副校長的需要和專業成長，近年受到
不少的關注，其中研究確立了以下七個香
港副校長有關的責任範疇，「若以副校長
在各範疇上的用時而排序，則是：人事管
理、戰略方向與政策環境、品質保證與問
責機制、課程與教學、外部溝通與聯繫、
領導與教師的成長與發展和資源管理」
（Lee, J., Kwan, P. & Walker, A., 2009）。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則於2010年進行了一個
「香港小學副校長的現況與發展」調查，發現
香港小學的副校長職務繁重，超過八成的小學
副校長皆要同時處理評核教師表現、處理家長
投訴、聘新教師和修改通告等工作；同時，亦
有超過七成副校長表示要處理編時間表、編課
擔、新教師入職及編校曆等工作。 

 



需作專業發展的課題 小學副校長 

應付危機 86.9% 

瞭解教育最新政策 86.2% 

領導團隊的能力 83.3% 

管理學校變革 78.7% 

教育法例 78.0% 

管理和監督下屬 74.1% 

評課與考績 73.8% 

與同事的溝通技巧 73.4% 

處理家長投訴 70.9% 

指導同工領導科組 62.8% 

處理學校財務 53.2% 



 而有關小學副校長面對工作困難，282位小學
副校長認為所面對的三大困難，分別是：需
負責的學校職責太多、工作壓力大影響身心
健康和協調中層同工的工作等三方面。 

 而上表1則是過半小學副校長表示需作專業發
展的課題。正如Zepeda(2007)提出「專業發
展和持續的學習對於不論是副校長還是教師
都同樣重要；若經過一定的訓練和指導，這
些技巧都能得到發展」。 



謝謝聆聽！ 
 

歡迎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