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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科技時代來臨，由於時代快速變

遷與多元發展，社會賦予教育的期望

日益升高，身為學校教育工作人員，

扮演著攸關教育成敗的關鍵，故如何

提昇教育人員之專業知能，以利教育

活動的推展，乃目前各界所關心之議

題。現代是知識經濟的時代，誰能擁

抱知識，才具有與世界接軌的競爭

力。身為教育人員，若本身不再吸收

新知，不但不符合時代潮流，更有可

能反為無知，故應當不斷主動獲取新

知，才能掌握世界脈動與趨勢，藉由

不斷的進修歷程才能達到專業成長的

目的，進而提升教育品質，終至落實

學校教育人員終身學習的目標。 

二、終身學習時代 

楊國賜(2014)表示「21 世紀的學習

就是終身學習的歷程」，21 世紀的教育

應該順應時代的潮流，迎合個體的發

展與需求。教育是國力的根基，要提

高教育品質的任務可是包羅萬象，故

提升教育人員的專業能力，培養終身

學習之習慣是現今世界潮流的重點，

尤其當教學生涯與無力、逃避、退卻、

疲憊畫上等號時，教師就應以學習來

重新蛻變自己、改造自己、發現自己。

張雅文 (2012)表示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 與 終 身 教 育 (lifelong 

education)行動早已行之多年。教師若

仍視其為口號，言而不行，終將遭受

暴漲的知識淹沒而淘汰，故無止境的

學習才能不斷的激發思考，也才有可

能自學習中發展出創新能力。楊國賜

(2014)亦表示目前終身學習已成為一

種普遍的全民社會運動。不學習，即

落伍；不學習，即無法生存。換言之，

終身學習已成為人類生活的一種方

式，也是個人生存的必要條件。終身

學習此一理念已成為 21 世紀教育與

學習的核心思想，它意味著學習活動

與過程，不僅是開始及結束個人參與

正規學校的教育，而是終身的歷程。

且就東方社會而言，此種「活到老，

學到老」的終身學習觀，在我國文化

中早就根深蒂固，早已深入人心。中

國古代的孔子早就提出這種終身學習

的思想，而日本也早就有「修業一生」

的說法。由此可知，終身學習的理念

自古有之。 

是故，因應全球化時代來臨，身為學

校教育人員，唯有繼續學習，才能因

應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挑戰， 亦能在快

速變遷的社會中生存與適應。在終身

學習的時代，學習權利也是責任。每

位教育人員應主動學習，培養正向學

習態度與習慣，奠定札實專業知能，

擁有創新學習思維，善用社會資源，

才能符合現代工作、生活之需求，達

到自我實現。終身學習之精神是植基

於熱愛學習、享受學習，是個人一項

精神標竿。總而言之，因應未來教育

發展的方向，唯有敞開心胸、及時行

動，才能避免落伍而被社會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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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一所大學教育學系看起 

為關注終身學習議題，研究者透

過一所大學教育學系為研究焦點，以

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為探討方向，

採取紮根理論研究方法，進一步了解

終身學習之涵義與精神。 

(一) 田野觀察 

係以某大學教育學系在職進修之學

員 7 人為對象，被觀察對象包含 2 位小

學校長、2 位小學主任、1 位小學組長、

一位中學導師、一位小學幹事，採參與

觀察法進行為期 18 週，每週 1 日，每次

180 分鐘的全程觀察。研究者以參與者的

角色，加入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課程

團體，觀察學校教育人員上課內容、時

間安排、學習態度及溝通能力等面向，

並將所觀察的人、事、時、物及感想，

逐日做成田野札記(field notes)，並以照相

及攝影方式記錄在職進修過程，以做為

後續資料分析之來源。 

(二) 深度訪談 

透過立意取樣，針對 3 名在職進修

之學校教育人員，如表 1 所示，以深度

訪談法蒐集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的第

一手資料。採「半結構性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依據研究者自

編之「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訪談大

綱」，分別與受訪者個別進行深入訪談。

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約 80 分鐘，並依受

訪者的情緒及意願決定訪談問題的先後

順序，以受訪者的敘說為主，避免一問

一答的問話形式。訪談結束後，立即謄

寫錄音內容，並交由受訪者再確認。 

表 1 訪談對象之背景資料 

 

透過田野札記、文獻書籍與檔案資料

所形成之中心主題概念為基礎，結合訪談

所得內容，確定資料的主題分類方向後，

將田野札記與訪談逐字稿內容進行開放

式編碼(open coding)，此即把所有有意義

的資料編號形成概念(concepts)，並將相似

的 概 念 歸 類 在 一 起 ， 形 成 範 疇

(categories)；接著，再以主軸編碼(axial 

coding)將相似條件、脈絡之範疇歸發展成

主題式範疇(theme categories)；最後以選擇

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進行理論性思

考，以發展核心範疇(core categories)。研

究程序均遵循質性研究之研究規範和研

究倫理進行觀察、規劃、訪談。 

將資料經開放性編碼後，找到 168 個

有意義的概念，並在範疇化(categorizing)

後得到 64 個範疇。再藉由主軸編碼得到

8 項主題式範疇，最後，經由選擇性編碼

發展出 3 項核心範疇，也就是學校教育人

員在職進修的準備前期、進修時期、未來

展望，分別有著不同需求核心訴求，本研

究依此發展出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內

涵之理論架構圖，如圖1所示： 

 

圖 1 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之理論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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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前期 

身為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準備

前期時，若能具有學習與研究動機、

自信心、使命感、自我價值，多半初

步能順利於取得在職進修入學資格。

本研究將觀察及訪談資料分析、歸納

後，發現在職進修之學校教育人員具

備某種「自我實現」的特質，以求個

人專業成長，有助其進入學術研究的

領域。本研究發展本階段相關在職進

修主題列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準備前期」主

題列表 

 

2. 進修時期 

受訪者多數認為在進修期間，陸

續都會遇到學習過程的困境與問題，

這些困境都是在職進修之學校教育人

員普遍遇到的情形。因此，學校教育

人員若有針對這些學習上的問題逐一

克服，就能讓學校教育人員在求學之

路顯得更順遂，更有自信心，藉以提

升教育專業能力及教育創新之局面。

本研究發展本階段相關在職進修主題

列表如表 3 所示。 

 

表 3 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進修時期」主

題列表  

 

3. 未來展望 

受訪者對於在職進修未來展望及

自我期許時，皆表示應持續保持學習

熱情，且對於後續有意跟進在職進修

之成員，亦表示要積極培養學習意願

與自主學習能力，養成終身學習的習

慣，自我充實與吸收教育新知，不斷

自我進修以求專業成長與進步。本研

究發展本階段相關在職進修主題列表

如表 4 所示。 

表 4 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未來展望」主

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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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校教育人員

在職進修之參與觀察期間，所有學員在

學習態度、自主學習等面向，都表現出

正向積極，研究者認為教育人員會選擇

回到校園進修成長，都是做足身心準備

而來的，因此學習動機強烈。另外透過

深度訪談得知學校教育人員對於在職進

修過程皆不同面向的表現，在「準備前

期」呈現於「自我實現」與「專業成長」，

在「進修期間」則呈現在「教育創新」、

「課程設計」、「專業成長」、「學習壓

力」、「角色衝突」、「自主學習」等面向

的表現，在「未來展望」則呈現「學習

動機」與「專業成長」，在理論建構的過

程中，本研究也發現 10 項在職進修面向

中「專業成長」是貫穿整個學校教育人

員在職進修前、中、後期的主軸，擁有

一定程度的「專業成長」的特質，才能

順利在終身學習道路上順利學習。 

四、對學校教育人員終身學習之

建議 

楊國賜(2014)表示面對高科技的

高度發展，社會的快速變遷，個人已

無法以早年所學習到的知能應付一生

的需要。時時學習、處處學習、事事

學習的終身學習時代，己襲捲全球。

故身為學校教育人員必須持續學習與

研究，不斷發展其專業內涵，才能邁

向教育人員之專業發展。而「持續不

斷地在職進修」是維持專業素養的一

項重要指標(沈珊珊，1998)。是故，研

究者針對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提出

建議如下。 

 

1. 教學應該與時俱進 

配合在職進修，學校教育人員應

掌握社會脈動，課程設計及課堂教學

也要考量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讓學

生的知識可以與世界同步，讓學生的

學習從本土化到國際化，讓學生透過

學習提升各種核心素養能力，成為具

高度學習意願、及學會各種學習技

巧，並能活用學習的課堂學習者。 

2. 拋開角色衝突問題 

因應終身學習，學校教育人員本

身不應再以家庭、工作、子女、體力、

年齡等因素做為藉口不再學習，而應

善選時間與研習方式來充實自我，達

到創新之要求。 

3. 跟上科技時代潮流 

學校教育人員在職進修期間應迎

向潮流，善用科技，嘗試欣賞與學習

現代科技產品，從科技的創意中啟發

自主學習的靈感，並透過社群平台等

網路社群工具，進行終身學習。 

4. 時時保持學習熱情 

在職進修期間難免因學習壓力或

困境導致學習動機低落與無助，但回

顧學習初衷，並利用學習團體，例如

讀書會等同儕之力量，相互影響、相

互扶持，如同十二年國教之「自發、

互動、共好」基本理念，培養「自主

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核

心素養，而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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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已蔚為教育之主流，不

但促動各國教育改革，亦引起世界各

國的重視。應積極建立「終身學習」

的學習社會，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

推展社會進步與國家整體發展。終身

學習已是 21 世紀無可迴避之熱門議

題，學習是通往知識社會中的唯一道

路，身為學校教育人員要在知識社會

中適應良好，唯有繼續的學習，才是

迎接和勝任知識社會挑戰的最佳武

器，亦是在知識社會中生存與生活之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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