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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框架 

 
介绍 
马里兰州教育部领导能力发展局于2000年夏季由州学校总监Nancy S. Grasmick

博士创建。领导能力发展局的任务是提高当前和潜在的学校领导者在提高学生成绩

所需的内容和技能方面的教学领导能力。在过去的四年中，该局负责向马里兰州的

学校校长提供增强职业能力的机会，表达校长们政策讨论的意见，支持他们担当教

学领导者的角色。随着该局工作的开展，很显然其在领导能力发展上的下一步计划

需要制定一个教学领导能力的框架，它将推动在高等教育、职业发展和政策倡议方

面的校长培训计划。从2004年夏季开始，由领导能力发展局制定的《马里兰州教学

领导能力框架》草案在相关各方间广泛分发，以获取反馈、支持和承诺。 
《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框架》论述了对马里兰州学校校长们的期望结果，因

为他们为各自的学校提供教学领导能力。对于每一项确定的结果，框架还列出了实

际证据，来描述如果要实现各个领导能力目标，我们期望校长们最少需知道和要做

的事情。 
框架并不是要将一个合格校长的所有的各种职责都包括进去。例如，它没有谈

到对校长职务非常重要的管理职责、法律问题、正直和伦理决策等问题。领导者要

具备的这些重要技能是正在进行的领导能力发展工作的一部分，该工作由当地系统

人员策划和实施，他们根据具体系统围绕管理过程和程序设计这些学习机会。 
相反，框架主要集中在学校校长要成为学校的教学领导者所需要的内容知识。

根据在教学领导能力和持续改进领域的著名实践家、研究人员和理论家们，它代表

最普遍认可的教学领导能力职责。它还奠定了协调州和当地提供的职业发展机会以

及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课程的基础。 
 
哲学基础 
《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框架》的哲学基础是三份重要的马里兰州教育部文件

以及作为这些文件基础的研究。第一份文件是《每个孩子制定一个满足个人学习需

要的计划》（马里兰州教育委员会1999年通过）。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是对马里兰

州教育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所表达担心的回答，他们认为，马里兰州需要制定一个计

划，以防止学生做出出格的行为。该文件的一部分谈到了校长的职责以及校长要领

导这一活动所需的技能。 
第二份文件是《马里兰州特别工作组关于校长职务的报告》（马里兰州教育委

员会2000年通过）。该报告是对全州关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合格校长候选人是鉴于目

前相当数量的管理者面临退休的情况担心的回答。它直接谈到了将校长的角色重新

确定为教学领导者。 
最后一份重要文件是《成绩最重要：更好学校远景小组的报告》（马里兰州教

育委员会2002年通过）。该报告由马里兰州总监Nancy S. Grasmick委托制作，谈到

了计划马里兰州下一个十年期学校改革的需要。它还强调校长需成为各自学校的教

学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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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框架》将 

 推动马里兰州教育部领导能力发展局的教学领导能力课程； 
 指导新老和潜在的学校领导者的教学领导能力职业发展； 
 作为协调执行官（监督和评估校长的人，按照《马里兰州规章制度法规》

[COMAR] 13A.01.04.02B中定义）职业发展的刺激因素； 
 为校长和潜在的学校领导者提供一个自我评估/反思的实践工具； 
 促进各县区就教学领导能力的问题开展对话； 
 作为《马里兰州规章制度法规》的政策参考； 
 影响未来关于校长职务的政策决策； 
 纳入并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用于指导其校长培训计划的计划批准过程的一部

分； 
 作为马里兰州的州际学校领导者许可证联盟（ISLLC）标准的教学领导能

力组成部分的实际证据。 
 
基础文件 
框架的基础文件主要是相关的显著的国家报告、领域内研究、相关各方的输入

以及马里兰州教育部领导能力发展局的思想精华。这些文件包括： 
1. 领导能力发展局（DLD）的《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发展计划》－这本小

册子描述了领导能力发展局工作的远景规划和目的。它还描述了有效的教

学领导者应知道和能够做哪些事情。它包括对一系列校长培训和支持交付

系统的描述。小册子代表了马里兰州教育部工作人员和利益团体基于该领

域研究和文献的思想。 
2. 《中部北美大陆对教育和学习的研究》（McREL）－这份2003年的工作底

稿详细阐述了对校长领导能力实践和学生成绩关系的30年研究进行累积荟

萃分析的结果。它描述了21项同学生成绩紧密相关的领导职责。 
3. 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SREB）－2004年，该组织创作了一系列基于研究的

有关领导能力的材料，包括一系列设计用于使领导者参与解决实际学校问

题的模块。有14个模块的课程是为了帮助指导重新设计州学院和高等的教

育培训计划，以帮助校长和学校小组解决教学领导能力问题。 
4. 国家工作人员发展委员会（NSDC）的《将NSDC的工作人员发展标准投入

实践：创新配置》－该文件介绍了12项修订后的NSDC工作人员发展标准以

及创新配置图，该图确定和描述了标准实施的各个阶段。 
5. 国家中学校长协会的《打破旧制Ⅱ（BR Ⅱ）》－这份受到广泛称赞的2004

年的报告提供了领导中学改革的战略和模板。它包括31项核心建议，分为

三个大类：协作领导能力和职业学习团体、个性化和学校环境以及课程、

教学和评估。 
6. 国家中学校协会（NMSA）的《我们相信这个：青少年的成功学校》－这

份2003年的意见书收录了包括中学概念以及创建有效的中学的条件等教育

思想。它包括成功的中学应为中学学生提供的六个组成部分。该文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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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号召提供了对校长的具体要求以及为创建有效的中学他们必须表现的

行为。 
7. 国家小学校长协会（NAESP）的《领导学习团体，校长应知和应能做的事

情的标准》－NAESP的这份2002年的文件描述了它所认为的关于提高学校

所需的学校领导能力的新思想。这六条标准来自于为期一年的同校长们的

协作过程。 
8. 州际学校领导者许可证联盟（ISLLC）－该联盟是在首席州学校官员委员

会的指导下于1994年成立，由32个教育机构和13个教育管理协会组成，它

们制定了一个学校领导能力教育政策框架。该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进入

和继续该职业的学校领导者的门槛，并重新确定教育领导能力的概念。 
9. 国家教育管理政策委员会教育领导能力宪法委员会（ELCC）《教育领导能

力高级计划标准》－ELCC标准于2002年修订，它是ISLLC标准和以前ELCC
指导方针的合并。将这些文件合并的原因是许多高等教育机构认为，在他

们的校长培训计划中遵循两套指导方针十分困难。隐藏在这些标准中的思

想是领导的中心职责是提高教学水平。 
 
研究/文件矩阵 
矩阵是对基础文件和《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框架》之间的交叉匹配关系的可

视化表示。在查看矩阵时，建议读者先看一下左边栏中的教学领导能力结果，他们

是在基础文件中反复出现的结果，他们之间并无优先次序。之后的栏每一个代表一

个具体的文件。如果在一个栏的框中出现“是”，就表明该结果可在该具体文件中

找到。还应指出的是，结果的语言并不总是相同的，因为它来自不同的作者。这就

要求读者要在确实出现的语言和该语言的支持描述的基础上做出职业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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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件*矩阵 
 

教学领导能力结

果 
DLD McREL SREB NSDC BR 

Ⅱ 
NMSA NAESP ISLLC ELCC

1、便于制定学校

远景规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使学校文化的

各个方面与学生

和成人学习一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监督课程、教

学和评估的调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通过对教师有

目的的观察和评

估提高教学实践

水平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5、保证适当的评

估和每日课堂教

学的定期结合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6、使用技术和多

种来源的数据提

高课堂教学水平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7、提供专业的、

持续不断的、基于

研究的职业发展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8、使所有团体各

方共同分担学生

和学校成功的职

责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文件的图例在前面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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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框架》 
 

教学领导能力结果 实践证据 
1、便于制定学校远景规划 校长能够证明存在： 

1.1 一份书面的学校远景规划，包括价值观、挑

战、以及每个学生在学习、社会和情感上发

展的机遇 
1.2 保证所有工作人员和其他各方能够清楚阐明

的过程 
1.3 制定由利益各方对远景规划进行定期、协作

评审的程序 
1.4 调整资源以支持远景规划 

2、使学校文化的各个方面与学生和

成人学习一致 
校长能够证明存在： 

2.1 在同学生、工作人员和父母打交道中相互尊

重、协同努力和信任 
2.2 在不断提高的氛围中对所有学生和教师的很

高的期望 
2.3 有效的学校领导小组 
2.4 有效的职业学习团体，根据学校提高计划进

行调整，注重结果，对教学计划和学生学习

集体负责 
2.5 在利益各方尤其是教师中的领导能力和协作

决策 
3、监督课程、教学和评估的调整 校长能够证明存在： 

3.1 同教师就州内容标准、自发的州课程和/或当

地课程以及基于研究的教学战略如何纳入每

日课堂教学进行经常交谈 
3.2 严格的、有目的的、吸引人的教师任务 
3.3 具有适当的挑战性、展示新知识的学生作业 
3.4 定期衡量学生对内容标准掌握的评估 

4、通过对教师有目的的观察和评估

提高教学实践水平 
校长能够证明存在： 

4.1 确定学生在读、写、创造和学习什么的过程 
4.2 使用学生数据和在观察过程中收集的数据提

出改进教室指导的建议 
4.3 有关课堂教学的观察会议以及非正式视察、

会议和同教师的交谈中的正式反馈 
4.4 基于学生不断进步基础上的对教师表现的定

期和有效的评估 
4.5 确定和发展潜在学校领导人 

5、保证适当的评估和每日课堂教学

的定期结合 
校长能够证明存在： 

5.1 协同开发的多种的、各式各样的评估 
5.2 格式化评估，它是对学生表现进行定期评估

的一部分，也是对教学进行调整的基础 
5.3 在格式和内容上与州评估一致的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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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对个别学生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

干预 
6、使用技术和多种来源的数据提高

课堂教学水平 
校长能够证明存在： 

6.1 学生、工作人员和管理者对适当的教学技术

的有效利用 
6.2 MSDE网站的定期使用（马里兰州报到卡和学

校提高） 
6.3 子群对分解数据的查看 
6.4 推动教学决策的学生表现的根本原因分析 
6.5 教师间就分析学生作业进行经常合作 

7、提供专业的、持续不断的、基于

研究的职业发展 
校长能够证明存在： 

7.1 面向结果的职业发展，与所确定的课程、教

学和评估需要一致，并同学校要提高的目标

相关 

7.2 在正常学校日教师参与协作规划和重大反思

的机会（包含工作） 
7.3 根据职业阶段、工作人员需要和学生的表现

而有差别的职业发展 
7.4 人员参与职业发展活动 
7.5 根据《马里兰州教师职业发展标准》调整的

职业发展 
8、使所有团体各方共同分担学生和

学校成功的职责 
校长能够证明存在： 

8.1 欢迎父母和关心者来到学校，鼓励他们参与

并向他们提供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习的信息和

材料 
8.2 父母和关心者是学校提高过程的积极成员 
8.3 随时准备参与到学校活动中的团体利益方和

学校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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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本参考书目包括作为《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框架》哲学基础的重要报告： 
 《每个孩子制定一个满足个人学习需要的计划》（1999）； 
 《马里兰州特别工作组关于校长职务的报告》（2000） 
 《成绩最重要：更好学校远景小组的报告》（2002） 

参考书目还包括九个组织的参考书，其作品在矩阵中进行了引用： 
 马里兰州教育部领导能力发展局（DLD）的《马里兰州教学领导能力发展

计划》 
 中部北美大陆对教育和学习的研究（McREL） 
 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SREB） 
 国家工作人员发展委员会（NSDC）的《将NSDC的工作人员发展标准投入

实践：创新配置》 
 国家中学校长协会的《打破旧制Ⅱ（BR Ⅱ）》 
 国家中学校协会（NMSA）的《我们相信这个：青少年的成功学校》 
 国家小学校长协会（NAESP）的《领导学习团体，校长应知和应能做的事

情的标准》 
 州际学校领导者许可证联盟（ISLLC） 
 国家教育管理政策委员会教育领导能力宪法委员会（ELCC）《教育领导能

力高级计划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