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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前身為教育學系「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學校行政碩士班」，於

88 學年度起開辦，招收中等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校長、主任、組長等）教師進修碩士學位。91

學年度教育學院成立後改隸教育學院，並於 95 學年度更名為「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同年

度亦增收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為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及學校行政運作的變革，97 學年度增收行政機關銓敘合格之相關職

系人員，並於 98 學年度增收幼稚園、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等有志奉獻行政工作之教師報考。 

一、 成立宗旨： 

落實教育部終身學習及回流教育之政策，提供在職教師及學校行政相關人員在職進修的優

質管道，並整合本校、院既有研究成果與資源，提升整體資源使用之效益，以期培育拔群出類

的新時代學校領導人。 

二、 教育目標 

（一）提升在職教師及學校行政相關人員之領導與管理能力。 

（二）提升在職教師及學校行政相關人員之學術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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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相關活動 

國內優質學校參訪 國外學術參訪 舉辦學術研討會 

 

舉辦專題演講 

 

學術論文發表 

 

基礎課程 

 

研究方法模組 專業基礎模組 

教育研究法 

論文研究計畫 

論文寫作指導 

質性研究 

高等教育統計 

統計套裝程式在教

育研究上的應用 

教育行政研究 

學校行政研究 

專業取向課程 

 

學校公共關係研究 

校園建築與規劃研究 

學校經營與發展研究 

教育評鑑研究 

領導心理學專題研究 

教育人員壓力調適與 
情緒管理研究 

學校行政模組 教育政策模組 

 

國民教育研究 

 

教育法律研究 

 
教育政策分析研究 

 
教育改革研究 

 
學校科技領導與 

管理研究 

學校輔導研究 

幼兒比較教育與 

國際組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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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門檻檢定 
 

畢業學分 33 學分 

必修學分 12 學分 
必修課程：教育研究法、教育行政研究、學校行政研究、論文寫作指導 

畢業條件 

1. 修業年限至少 2 年 
2. 完成論文題目申報 
3. 通過碩士論文計畫口試 
4. 通過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5. 論文電子檔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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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 
 

碩一上學期 碩一下學期 碩一暑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 
時間 

（暫定） 

學 
分 

課外每周 
預估學習 
時間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 

時間（暫

定） 

學 
分 

課外每周 
預估學習 
時間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 
時間 

（暫定） 

學 
分 

課外每周

預估學習

時間 

911001001 ※教育行政研究 日 234 3 4.5-6 911004001 ※學校行政研究 六 234 3 4.5-6 911920005 
◎學校科技 
   領導與管理 暑期 3 4.5-6 

911002001 ※教育研究法 六 234 3 4.5-6 911923001 ◎學校公共關係研究 日 234 3 4.5-6 911946005 ◎教育評鑑研究 暑期 3 4.5-6 

     911948001 
◎校園建築與規劃 
   研究 日 234 3 4.5-6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註：實際上課時間以教務處課務組公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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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註：實際上課時間以教務處課務組公布為主 

 

碩二上學期 碩二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 
預估學習 
時間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 
預估學習 
時間 

911924001 ◎教育政策分析 日 234 3 4.5-6 911005001 ※論文寫作指導 六 D56 3 4.5-6 

911926001 ◎學校經營與發展研究 六 234 3 4.5-6 911928001 
◎統計套裝程式 
   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 六 234 3 4.5-6 

     911943001 ◎領導心理學專題研究 日 234 3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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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總覽 
 

911946005 教育評鑑研究（選） 3 學分 學行碩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瞭解教育評鑑模式的探討以及介紹學校實務面， 
（二）使學生能夠對於教育評鑑能有所認識  
（三）培養學生未來踏入教育行政領域之評鑑知能 
（四）培養教育評鑑人才 

[上課內容] 

（一）學期課程介紹 
（二）教育評鑑之意義、功能、目的與限制 
（三）教育評鑑演變過程  
（四）教育評鑑之法規 
（五）CIPP 模式探討 
（六）司法模式探討 
（七）闡述模式探討  
（八）國外教育評鑑研究之論文期刊討論 
（九）國外教育評鑑之案例評析  
（十）教育評鑑實務經驗分享  
（十一）課程總結與綜合討論 

 
 
 

911920005 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選） 3 學分 學行碩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融合國外最新理論觀念 
（二）啟發學校領導人新思維 
（三）創新學校之管理與經營 
（四）協助行政人員善用科技 
（五）提供教師應用科技方法 
（六）分析個案及其行動智慧 

[上課內容] 

（一）數位原生與移民 
（二）學校領導新典範  
（三）學校科技領導  
（四）學校科技管理  
（五）學校校長與科技  
（六）行政人員與科技  
（七）教育人員與科技  
（八）領導指南與實務  
（九）先進國家學校科技領導之案例 
（十）國外學校科技領導期刊之討論 
（十一）成功科技領導之個案研究 
（十二）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之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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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02001 教育研究法（必） 3 學分 學行碩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了解研究方法支各種學術術語 
（二）熟悉各種研究方法  
（三）練習撰寫研究計畫  
（四）培養閱讀及批評他人之研究報告能力 

[上課內容] 

（一）研究問題的選擇—報紙閱讀 
（二）文獻探討—檢索工具介紹輿論文格式 
（三）文獻探討—資料檢索實務  
（四）資料檢索 
（五）選擇樣本的方法  
（六）工具的選用與編制  
（七）研究計畫分組討論  
（八）口頭報告：歷史研究法 
（九）口頭報告：調查研究法 
（十）口頭報告：觀察研究法 
（十一）口頭報告：個案研究法 
（十二）口頭報告：實驗研究法 
（十三）心得分享  
（十四）專家學者演講  
（十五）個人教育研究之報告 

 
 

911926001 學校經營與發展研究（選） 3 學分 學行碩二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理解學校經營與發展的基本概念 
（二）了解學校經營與發展的策略 
（三）研究學校經營與發展的新興議題 
（四）評析台灣學校經營與發展現況並研提建議 
（五）具備團隊合作與專題製作能力 

[上課內容] 

（一） 學校經營與發展基本概念、理論與面向 
（二）學校經營與領導的差異 
（三）校務發展計畫內部策略 
（四）校務發展計畫外部策略 
（五）校務發展執行策略 
（六）校務發展溝通策略 
（七）校務發展特色與效能策略 
（八）校務發展評鑑策略 
（九）學校經營與發展影片評析及討論 
（十）特色學校參訪 
（十一）學校經營與發展新興議題報告與討論 
（十二）學校經營與發展工作坊：課程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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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03001 論文寫作指導（必） 3 學分 學行碩二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培養學生教育研究基本知能 
（二）發掘有意義之教育研究問題 
（三）構思與撰寫論文之能力  
（四）激發學生從事教育研究之熱情 
（五）協助學生撰寫論文研究計畫 

[上課內容] 

（一）論文研究計畫撰寫之基本概念 
（二）研究問題選擇  
（三）研究背景與動機 
（四）待答問題  
（五）文獻探討  
（六）研究方法  
（七）研究設計與實施 
（八）抽樣方法與設計 
（九）研究工具類型與編製 
（十）調查研究法、相關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探討 
（十一）資料整理 
（十二）資料分析  
（十三）研究結果解釋  
（十四）參考文獻之 APA 格式 
（十五）研究倫理  
（十六）撰寫學術論文 
（十七）學術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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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01001 教育行政研究（必） 3 學分 學行碩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認識相關教育革新於教育行政之意義 
（二）認識各項教育行政之內涵與教育實施之關連性 
（三）理解相關教育視導訂定之指標與操作型定義 
（四）認識教育治理之意涵與教育改革之趨勢 
（五）瞭解教育行政機關之實際視導業務與實施 
（六）瞭解世界主要國家之教育行政相關視導措施與優劣分析 

[上課內容] 

（一）課程介紹：課程大綱與各項修課要求之說明 
（二）我國視導制度之介紹 
（三）學校效能與教育視導 
（四）教育視導的內涵  
（五）教育視導的制度改進 
（六）學校優質化與教育視導 
（七）教育治理的新走向  
（八）英國教育視導制度之介紹 
（九）英國教育視導之實施 
（十）美國教育視導制度之介紹 
（十一）美國教育視導制度之實施：以華盛頓州為例 
（十二）日本教育視導制度之介紹  
（十三）日本教育視導之實施  
（十四）世界銀行五國教育視導比較  
（十五）教育行政之未來展望 
（十六）機關見習 
（十七）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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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924001 教育政策分析（選） 3 學分 學行碩二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提供學生成為教育政策分析師必要的知識、理論與工具 
（二）提供學生反省教育政策（過程與內容）的思考架構。 
（三）瞭解的「共通性」（generic）政策分析理論的內涵 
（四）培養學生學習應用各種政策分析工具 
（五）使學生能針對對不同的政策問題進行分析 

[上課內容] 

（一）教育政策分析理論 
（二）教育政策分析方法 
（三）教育政策分析途徑 
（四）教育政策執行理論 
（五）教育政策評估理論 
（六）層級分析法  
（七）概念構圖法 
（八）模糊評估法  
（九）灰色決策分析  
（十）HLM 
（十一）DEA 
（十二）教育政策分析個案研究 
（十三）少子化趨勢與教育政策 
（十四）教師教育政策分析 
（十五）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十六）教育指標 

 
 
 

911004001 學校行政研究（必） 3 學分 學行碩一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介紹學校行政相關理論 
（二）使學生了解學校行政的理論內涵與運作現況  
（三）帶領學生討論並指導學生對學校行政相關議題進行了解與研究 
（四）促進學生對學校行政研究能力  
（五）培養學校行政人員之專業素養與知能 

[上課內容] 

（一）學校組織特性介紹 
（二）學校組織氣候與文化 
（三）教育領導理論  
（四）教育溝通理論  
（五）教育決策理論  
（六）教育選擇權理論  
（七）相關教育研究論文討論 
（八）國內外學校行政期刊討論 
（九）學校行政實務評析  
（十）學校行政研究綜合討論 

 



11  

 

911928001 統計套裝軟體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選） 3 學分 學行碩二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結合統計理論與應用，並配合統計套裝軟體之實務教學，訓練學生獨立思考、      
自我學習與資料分析之能力 
（二）著重統計方法創新之研究及統計理論推導之訓練  
（三）具備統計套裝軟體在教育研究問題解決歷程（如研究）之功能與應用 
（四）具備教育統計學概念及應用套裝軟體之能力，以培養統計分析技巧及解釋研究

結果之能力 
（五）培養獨立應用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資料分析能力，並具有閱讀統計報表之專

業知能 

[上課內容] 

（一）教育統計的基本觀念 
（二）集中量數、變異量數、相對地位量數 
（三）簡單相關與回歸分析 
（四）抽樣分配  
（五）區間估計與假設檢定 
（六）卡方考驗  
（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八）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九）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十）其他相關統計方法 

 
 
 
 

911948001 校園建築與規劃研究（選） 3 學分 學行碩一、二、三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介紹校園建築與規劃的原則和方法，培養塑造理想學校環境之知能。 
（二）研究校園建築與規劃對教學活動和學生行為的影響了解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  
（三）探討校園建築與規劃的革新問題和發展趨向，作為研究改善校園環境之依據。  
（四）透過校園建築與規劃理論和實際的運用，提升學校教育環境品質。 

[上課內容] （一）校園建築與規劃基本理念 
（二）校園建築與規劃專題研究  
（三）臺灣教育設施的轉型  
（四）優質學校環境的規劃  
（五）教學革新與教室設計  
（六）境教與校園的創意設計  
（七）地震與學校的耐震設計  
（八）學校綠建築的規劃設計  
（九）無障礙校園環境的規劃  
（十）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  
（十一）新設學校規劃圖說評析  
（十二）校園建築與規劃報告研討  
（十三）實地參觀校園建築與規劃  
（十四）校園建築與規劃研究及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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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923001 學校公共關係研究（選） 3 學分 學行碩一、二、三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瞭解學校公共關係理論 
（二）分析學校公共關係個案 
（三）探討學校公共關係實務 
（四）調查學校公共關係現況 

[上課內容] 

（一）學校公關理論基礎與分析 
（二）學校行銷理論分析 
（三）公關學  
（四）公共關係理念  
（五）學校公共關係與策略 
（六）學校行銷策略  
（七）學校資源統合  
（八）學校危機處理  
（九）學校品牌行銷  
（十）面對新聞媒體 
（十一）美國學校公共關係學會 
（十二）校外教學 
（十三）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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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943001 領導心理學專題研究（選）

（ ） 
3 學分 學行碩二、學行碩三 3 小時 

[課程目標] 
（一）理解領導心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領導行為上的應用 
（二）探究領導心理相關變項與研究議題 
（三）討論教育現場或學校實務所呈現的領導心理議題 
（四）評析中外重要的領導人物之領導事蹟的心理層次探究 
（五）具備團隊合作與專題製作能力 

[上課內容] （一）領導心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領導行為上的應用 
（二）領導的知覺、意識與思辨 
（三）領導能力與學習 
（四）領導人格與發展探究 
（五）動機理論在領導上的應用 
（六）領導的社會心理運用與例外管理 
（七）領導者的情緒勞務與壓力 
（八）領導的信任元素 
（九）領導心理學相關影片評析及討論 
（十）學校領導力講座與學校參訪 
（十一）領導心理新興議題報告與討論 
（十二）領導心理工作坊：課程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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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檢核表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院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姓名：    

學號：    

必修課程（12 學分） 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成績  課程名稱 學分 成績  

1.教育研究法 3 ＿＿＿  1. 3 ＿＿＿  

2.教育行政研究 3 ＿＿＿  2. 3 ＿＿＿  

3.學校行政研究 3 ＿＿＿  3. 3 ＿＿＿  

4.論文寫作指導 3 ＿＿＿  4. 3 ＿＿＿  

  ＿＿＿  5. 3 ＿＿＿  

    

6. 3 ＿＿＿  

7. 3 ＿＿＿  

 
 

  

 

 
畢業總學分數：33 學分

修業總學分數：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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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業規劃表 
姓名：  學號：   
 一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總計： 

 
二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必□選□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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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介紹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郭昭佑 
 

教授 
兼教育學院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教育行政 
學校行政 
課程評鑑 
教學視導 

張奕華 教授 
兼教育學系 系主任 

美國密蘇里大學 
哥倫比亞校區 

教育領導與政策分析學系博士 

智慧教室與創新教學 
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 
研究方法與軟體應用 

秦夢群 特聘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教育學系博士 

教育行政 
教育評鑑 
學校行政 
教育法規 

吳政達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教育政策分析 
教育行政 
教育統計 

湯志民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教育行政 
學校行政 

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 

胡悅倫 教授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教育心理學系博士 

教育測驗與評量 
教育心理計量 
人格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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