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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偏鄉小學的閱讀與寫作教學：從強化學區督導權能

做起 
向天屏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兼學士學位小學教育課程主任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在 2016 年秋季，在澳門大學

的支持下，前往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

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 訪

學半年。為了瞭解當地小學閱讀與寫

作教學的實況，筆者在坦佩小學學區

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Executive 

Director of Instructional Excellence, 

Tempe Elementary School District 

Number 3）的帶領下，參觀教學卓越

中心與坦佩學區兩所公立小學（附設

幼兒園大班）（向天屏，2017；Tempe 

Elementary School District, 2017b）。這

兩所學校，一所是筆者主動要求要參

觀的學校（因為學生成績優異），另一

所則是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建議我

參觀的學校（因為教師能順應學生差

異，提供適當的學習輔導）。 

在參觀學校的過程中，我發現，

這位坦佩小學學區教學卓越中心高級

主任，能在任何上課時間，進出學區

內的公立小學，參觀任何教學活動。

主任對學區內公立小學的內部環境與

師資，瞭如指掌。當有一年級新生在

校園裡迷路，這位主任竟然能夠毫無

困難地立刻告訴這個孩子走回教室的

路徑。學校裡的職員、老師與學生，

對這位主任的出現，也毫不意外（不

同的只是這次她身旁帶著一位訪客）。 

 

我在參訪的學校教室裡，看到很

多與學習閱讀、寫作以及班級經營有

關的教室布置（helpful hints/grammar 

walls/thinking maps），包括語文知識

（拼音、各類詞性、句型、文體分類、

文章結構）、學習策略（閱讀技巧、寫

作策略、寫作歷程）與指導學生控制

情緒、處理衝突的技巧等。老師們張

貼的學習提示，反映其教學內容，與

當代證據本位閱讀與寫作教學的內涵

相符合（Brindle, Graham, Harris, & 

Hebert, 2016）。正當我感嘆坦佩學區教

育實踐先進之時，主任帶我參觀教學

卓越中心，這才發現，原來我在幼兒

園與小學教室裡看到的那些海報的原

形，都出自於教學卓越中心﹗坦佩小

學學區的教師必須到教學卓越中心接

受培訓，學習課堂程序、教學方法與

學習策略；教學卓越中心裡設有小學

與幼兒園示範教室，讓教師在進修

時，像小、幼學生一樣在分組的小桌

椅位置上體驗學習，同時觀摩桌椅排

放與教室布置的方式。 

坦佩小學學區是 ASU 的所在地，

並非偏鄉，但公立小學裡竟有相當高

比例的父母為子女申請減免午餐費

（Tempe Elementary School District, 

2017a），教師流動率也很高。筆者以

為，亞利桑那州通過「賦予學區教學

卓越中心高級主任責任與權力，以確

保公立小學教師的教學品質」，值得我

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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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筆者通過三次訪談（一

次面談，兩次通過電郵提問），深入瞭

解坦佩小學學區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

任的學經歷、職責與權力，以釐清坦

佩小學學區教學卓越中心與教師的權

責關係，進一步思考此種制度對鞏固

臺灣偏鄉小學讀寫教學的啟示。 

二、研究發現：學區教學卓越中

心高級主任與教師的權責關

係 

筆者以為，亞利桑那州坦佩小學

學區通過「對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

能力的高要求」及「賦予教學卓越中

心高級主任責任與權力」，確保公立小

學教師的讀寫教學能達成州政府的教

育目標。 

(一) 聘任具有中小幼教學經驗、校長

領導經驗與教研知能的人才，領

導學區教學卓越中心 

亞利桑那州要求學區教學卓越中

心的高級主任必須具有中小學教學經

驗，且曾任校長。現任的主任具有幼

兒園、小學、初中與高中（K-12 grades）

的教學經驗，兩個碩士學位（課程與

教學碩士及教育領導碩士），且曾任公

立學校校長（14 年）。主任也與教育局

和 ASU 教育學院，保持緊密互動的關

係。 

現任主任表示，她在各年級各領

域的經驗，不但能使她發展出較具宏

觀性的學區計畫，也能使她規劃的教

師進修課程，更具有一致性、銜接性

與嚴謹性。 

(二) 賦予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責任

與權力 

亞利桑那州坦佩小學學區教學卓

越中心高級主任被賦予以下的責任： 

1. 確保學區內 21 所公立中小學（部

份學校附設幼兒園大班）各級教師

能教導符合州政府標準的課程

（Arizon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6）。 

2. 規劃與提供初任教師與一般教師

的在職培訓課程，支持教師有效教

學，以提升每位兒童的學術表現。 

3. 規劃與提供行政人員領導與服務

的培訓活動。 

4. 支持校長的領導需要，協助校長擴

展與提升能力。 

為了讓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能

有效地完成其職責，教學卓越中心高

級主任被賦予以下的權力： 

1. 訪視權：在學期中，學生上學時間

內，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隨時可

至學區內任何公立學校，進行教學

觀察，不需要提前知會校方。州政

府要求高級主任盡可能地多至學

區內的公立學校訪視。 

2. 建議權：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會

根據在各校觀察（教學/行政）的結

果，給予校長課程、教學與領導各

方面相關的建議，以支持老師與校

長的發展。 

3. 規劃與執行教育專業發展課程

權：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會根據

在各校觀察（教學/行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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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卓越中心的各科教研人員

討論，繼而規劃、執行相關教師培

訓與行政培訓課程，以確保學校能

幫助學生能達到州政府要求的學

習標準。 

4. 規劃與執行初次至該州任教教師

的培訓課程權：亞利桑那州規定，

初次至該州任教的教師，在頭一年

必須接受至少 30 小時的培訓。 

5. 學區教育經費管控權：教學卓越中

心高級主任負責管理學區內教育

經費（Federal and State Grants）。 

6. 學區教學資源管控權：教學卓越中

心同時管理與發放學區內公立學

校的各科教材與教學資源，包含數

位科技的支援。 

7. 參與校長評鑑權：教學卓越中心高

級主任必須向上級匯報與各校互

動的過程，此部分有可能影響校長

評鑑的結果。 

三、對臺灣偏遠小學讀寫教學的

啟示 

偏鄉小學師資流動率高，為確保

各校各年級的讀寫教學符合課程綱要

基本學力指標的要求，保障各年級學

生學習品質，由縣市政府教育局負

責，加強對教師閱讀與寫作教學品質

的監控與指導，實屬必要。 

坦佩小學學區，通過「對教學卓

越中心高級主任課程與教學知能、教

育行政領導能力的高要求」及「賦予

教學卓越中心高級主任至各公立學校

訪視、觀課、規劃與執行教師及行政

人員在職進修課程、管控學區教育經

費及教學資源，與參與校長評鑑的權

力」，確保公立學校的讀寫教學能達成政

府的教育目標，值得我們參考。有鑑於

此，此筆者提出以下問題供大家思考： 

(一) 我們原有的督學制度是否需要強

化？ 

除了提高對督學知能的要求外，

是否也需要提高督學的權力，以落實

督學對學區的影響力？ 

(二) 如何挑選學區高級督學？ 

我們能否從學區內有跨年級豐富

教學經驗與多年行政領導經驗的校長

中，篩選出有學術研究能力、規劃在

職進修課程能力、視導能力（課程、

教學與領導多方面）與領導能力的人

才，協助教育局有效執行政府政策，

幫助老師強化讀寫教學的能力？ 

(三) 如何引導教師規劃生涯發展？ 

過去，成為主任、校長，是教師

晉升的一種選擇。坦佩小學學區教學

卓越中心高級主任的職位刺激我們思

考，原來在校長職位之後，還有發展

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會提高教師終

身自我提升的動機，也讓對學區有深

厚認識的校長有轉換跑道繼續服務學

區的可能性（或鼓勵來自偏鄉的合資

格校長返回偏鄉擔任高級督學）。 

另外，坦佩小學學區教學卓越中

心高級主任最主要的職責是教學視導

與落實教師專業發展課程。這讓筆者

領悟到，反思能力、課程發展與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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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能力，不但是中小學教師最重要

的能力，更是主任、校長不能偏廢的

能力。要提升偏鄉的閱讀與寫作教

學，不能流於表面化與形式化，不是

多購置幾本書、多買幾部電腦就能解

決的問題。老師、主任、校長與學區

督學要對中文/英文的學科知識、閱讀

與寫作學習策略、閱讀與寫作教學

法、讀寫結合教學模式以及跨學科統

整等知能有通透的理解，才能提升學

生的學習表現（Hsiang & Graham, 

2016）。而給予教師教學支援是校長與

學區督學最重要的責任。 

最後，坦佩小學學區教學卓越中心

高級主任具備跨學段（中小幼）、多學科

的教學經驗與能力，使其能以鉅觀的角

度思考課程與教學的內涵。這也使筆者

想到，除了讀研究所、兼任國教輔導團、

轉任行政工作之外，通過進修其他教育

學分，取得其他學科/學段任教資格，也

是擴展教師知能的另一種選擇。而學生

總能從教師的自我提升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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