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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教育資源對學習共同體 
擴散影響之研究

阮孝齊、王麗雲

摘要

擴散指一項創新從一地逐漸散布到其他地區的過程，在政府部門中代表決策

受到別處創新的影響。目前臺灣在政策及方案擴散的模式及影響因素的研究相

當有限，其理論仍待探究。在國外研究中，在地政府的鄰近縣市影響以及內在資

源，被視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的目的在透過空間分析以及事件歷史分析

的模式建構，探究臺灣學習共同體擴散的過程，分析其中的資源影響因素。研究

主要發現為：一、各縣市存在不同學習共同體採用時間及方式；二、學習共同體

擴散在研習次數上具有鄰近效應；三、資源影響因素包括教師負擔、財政依賴

度、平均教育水準、相關研習辦理。據此，本研究對中央財政及縣市教育實務提

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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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Local Level Education 
Resource on the Diffusion of School as 

Learning Community

Hsiao-Chi Juan, Li-Yun Wang

A b s t r a c t

Diffusion is the process of one innovation spreading to other areas. To the 
governments, diffusion means policy making affected by the innovations in other 
place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policy and program diffusion as 
well as its models is under development.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of nearby local jurisdictions and their internal resources are seen as important factors of 
diffusion. In this research the process and the resources affecting the diffusion of school 
as learning community in Taiwan are analyzed via spatial analysis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ime and models 
among different counties; (2) neighborhood effect exists in the diffusion of activities 
for school as learning community; (3) internal factors included subsidy dependence, 
teacher-student ratio, the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population ratio, and the impa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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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rs of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Recommendations for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educationauthorities are provided based on findings.

Keyword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spatial analysis, policy diffusion, school as 
learning community,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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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教育資源對於教育政策的影響，無庸置疑的是教育政策研究者的核心議題之

一。國際學生評量測驗（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除了蒐集學生的能力評量之外，同時也透過校長或行政人員的問卷以及相關背景

資料的蒐集，希望了解教育資源以及學生表現的關聯性。臺灣的調查研究指出，

偏鄉地區的資源不一定比城市地區資源差（許添明、張熒書，2014），但是臺灣
學生的能力評量結果，卻呈現變異量大於其他條件類似國家的現象（黃敏雄，

2015）。顯而易見地，教育資源分配與相關政策的關聯性，需要進一步地釐清與
分析，至少資源運用的效率，容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因此，分析臺灣既有架構

下的教育資源分配之影響，是本研究的第一個動機。

「學習共同體」依據日本佐藤學的定義，為結合日本構築教師同僚性的「授

業研究」（包含共同備課、公開授課、共同議課等元素），以及個人化教學中

的「協同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在日本的發展，所提出因應當代日本學
生學習意願低落的一套東方哲學教育革新論述（佐藤學，2006/2012；姜宏尚，
2013）。而臺灣經過許多轉化的過程，或以日本模式為主，或融入西方論述，發
展在地模式（潘慧玲等，2015），透過政府部門如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教育輔導團或其他相關部門的協作，訂立計畫並推動。雖然沒有統一的中央政策

明定實施，但自2012年開始，吸引無數現場教師、學者、教育行政人員投入，可
說形成一股「風起雲湧」的現象（黃政傑，2013）。本研究的探討範圍涵蓋不同
模式推動之學習共同體。

事實上，此現象不僅在臺灣出現，歐洲與美國許多研究者都發現創新的

政策或方案常會跨越邊界，影響他地的決策，亦即形成「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的現象（Berry & Berry, 1990; Gray, 1973; Shipan & Volden, 2012）。透
過政策擴散的研究，可以分析出政策創新受到採用（adoption）的原因，同時也
可以更加理解政策規劃的歷程與影響因素。從政策擴散的角度來看，學習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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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發展的過程，可作為一個非中央、地方性政策的案例，用以理解各縣市面

對教育革新的因應態度，以及受到影響的不同樣態。然而，擴散的研究在臺灣尚

不多見，顯有探討之必要。因此，分析學習共同體在臺灣各縣市擴散的過程，也

就是本研究的第二個動機。

政策擴散的研究者經過將近40年的研究，不斷地透過各種方式試圖理解政策
擴散的影響因素。傳統上，美國本土的研究者透過50州對於相關政策的採用分
析，傾向外部因素以及內部因素兩個主要來源。外部因素指受到鄰近州的影響，

因而產生競爭或學習的關係。內部因素則牽涉不同政策當中，州政府的資源條件

產生的影響（Berry & Berry, 1990; Gray, 1973）。近來由於研究方法的進步，特
別是空間分析及事件歷史分析法的應用，許多學者嘗試結合內部因素及外部因

素，對政策擴散提出更為精確的分析（Berry & Berry, 1990; Starke, 2013）。本研
究亦試圖從這兩個角度，對學習共同體在各縣市的擴散現象進行探討，目的在於

分析臺灣傳統上的南北差異是否存在於政策擴散的現象中，以及各縣市的哪些資

源條件會影響到教育政策的採用。這也是本研究的第三與第四個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一）探究學習共同體在臺灣各縣市的採用時間及方式。

（二）分析地理區位對臺灣學習共同體擴散之影響。

（三）分析縣市內部資源對臺灣學習共同體擴散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現行縣市教育資源分配之探討

在教育財政探討中，學者指出我國教育財政不僅在既有分配原則下存在地方

財政普遍不佳的狀況，也由於人事費用的排擠因素，造成可資運用的教育經費更

加窘迫（許添明、張熒書，2014；陳麗珠，1995，2009）。對於本研究相關的教
學政策而言，許多研究也指出，增進弱勢地區學生成就及提升教學品質上的資源

也不充足。以下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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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縣市仰賴中央補助、分配方式平衡有限
首先，我國縣市地方教育財政相當仰賴中央補助款，且人事費用加重了財政

不佳縣市的負擔。從《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設計，許添明與張熒書（2014）分
析指出，1998年精省開始至2010年12月五都升格期間，稅課收入將近70%歸屬中
央，10%歸屬北、高兩直轄市，其餘23縣市僅能分得剩餘的兩成，形成地方教育
財政「患寡且患不均」的結構因素（許添明，2003）。即便依照《財政收支劃分
法》中央統籌分配相關規定，希望弭平縣市財政差距，但2017年核定之中央普通
統籌分配稅款，六都仍占64.76%，形成地方之間不均的現象（財政部國庫署，
2016；簡宗德，2016）。在地方自有收入不足的情況下，各縣市的國民教育經費
支出比例都甚高（呂生源，2004；許添明、張熒書，2014）。同時，許多研究分
析各縣市教育經費的結果，也都指出人事費用以及退撫支出占了縣市教育經費

的大宗（許添明、張熒書，2014；陳麗珠，2009）。且近年隨著教育改革的進
行，退撫支出不減反增，更增加了許多改革必需的教育成本（張素貞、李俊湖，

2014；陳麗珠、陳明印，2013），從縣市財政依賴的角度而言，在在都使得對中
央補助的依賴度增加。直轄市就整體比例而言，或許還有餘裕補助額外方案，財

政不佳的縣市，除非中央擬訂計劃性補助款，否則幾乎難以挪出經費進行教育革

新。

此外，中央政府在既有補助方式下，對於平衡地方政府教育財政的效果也有

限。曾巨威（2004）指出，地方政府財政能力與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的分配
直接關聯，對地方教育經費基本需求應分擔額的計算有重要的影響。再加上《教

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中雖有分攤計算公式，但地方虛列預算數的做法也使地方

政府應分攤數額失去精確度（陳麗珠，1995；陳麗珠、陳明印，2013）。林政宏
（2016）從偏遠地區財政的分析指出，在基本人事費中，即有應有員額與實際平
均薪資上的不合理，並形成短差經費的排擠效應。張鈿富（2011）也指出，五都
的規劃可能使中央政府反而沒有餘力去補助財政更為困窘的一般縣市。

（二）教學改進資源仍待投資
從學者專家的研究以及監察院的報告都可以發現，臺灣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

象仍有改善的空間（黃敏雄，2015；監察院，2013）。縱然教育部針對相關政
策亦提出說明，但後續的討論仍顯示相關議題依舊受到國內教育工作者的持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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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事實上，從資源數量而言，對於弱勢及偏遠學校的投資並不缺乏。透過國際

比較資料可以發現，偏遠地區學校資源缺乏程度是所有地區最低的，資源缺乏程

度次低的是大城市，再其次則依序是小鎮與城市，鎮的學校資源最為缺乏（許添

明、高慧容，2012）。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的相關政策，如教育優先區計
畫、攜手計畫及後續的補救教學計畫也可以發現，中央政府其實投注了相當多的

經費、人力在改進教育品質上。

對於這樣的結果，相關研究的解釋傾向教育部投資的項目效率不彰（許添

明、張熒書，2014），或是「以教學為主」的教育經費界定與內涵不足（陳麗
珠，2009），以及對各縣市的「經費基本需求」考量不足（呂生源，2004）。此
外，從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也發現，教育部對於補助或規範師資培育機構編列地

方教育輔導經費、提供新手教師就業輔導與專業支持，以及提供學校配套以實現

教學改變的做法，都有待加強（張素貞、李俊湖，2014；張素貞、張明文、林和
春，2012）。
質言之，教育資源的運用，除了現行補助項目之討論外，更需要針對如何透

過資源投入，改善整體的教學與學習品質，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改進。因此，本研

究在教育資源上區分為較為持續性的重要教育指標，以及受到政策影響投入的政

策資源。前者包含縣市地理分布上的外在條件、地理區位的影響，以及縣市內部

會影響政策採用決策的教育重要指標。後者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精進教學計畫

所辦理的增能研習等。

二、政策擴散定義與資源之影響

（一）擴散與政策擴散之定義
「擴散」（diffusion）依照《韋氏大字典》（Merriam 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定義，是指一項事物在廣泛空間中散播，或不集中於某地區的現
象。在社會學的應用上，陳宗文（2012）引用G. Tarde的主張，指出「社會即模
仿」，模仿是行動者可以採取的一種行動選項，也由於這種行動的持續發生，社

會現象得以出現。

另外一種觀點則從事物本質的創新來看擴散現象。Gray（1973）認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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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創新傳播的過程即為擴散。Rogers（2003）在《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一書中指出，擴散是「一項創新透過某種特定溝通管道，歷經一段
時間，在特定社會領域成員間傳遞的過程」。

在政策擴散的定義上，綜合學者對於政策擴散的討論（翁興利，2005；
Eseonu & Wyrick, 2014; Simmons, Dobbin, & Garrett, 2008; Weyland, 2009），可以
分為「創新傳播的過程」、「決策者的模仿行為」以及「整體交互的影響」來說

明政策擴散的定義。

首先，政策擴散被認為是政策上的創新方案、理念、做法等，不斷地向外

傳播的過程。早期，研究擴散的學者Walker（1969）認為，政策擴散研究的目標
是探究新服務或方案擴散的過程。Mintrom與Vergari（1998）認為，政策擴散即
是政策創新傳播的過程。翁興利（2005）引述Rogers的看法，認為政策資訊擴散
之要素包含創新事物、溝通管道、時間、社會系統與採用等。Koski（2010）認
為，在政策擴散中，理念以公共政策的形式被「轉譯」成政治現實，在基礎層次

上，政策擴散研究為理念擴散研究的一種型態。

其次，從組織內的決策角度來看，政策擴散是決策者向外尋求政策解答的

現象，因此造成不同區域政策產出相似的情形。Sugiyama（2008）認為政策擴散
即在地者仿效原本為其他城市設計的方案。Eseonu與Wyrick（2014）認為政策制
定者的仿效行為，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常被視為主要的來源，因此政策擴散可

以被視作是一種促進決策的方式。Eseonu與Wyrick定義政策擴散為決策者認為當
一項政策不再有效時，透過媒介與其他管轄範圍內的決策者互動，尋求政策解

答的行動。這個定義也出現在1940年McVoy針對各州創新實驗政策的擴散研究中
（Gilardi, 2012）。
第三，在新近的研究中，政策擴散被認為是系統整體交互影響的現象。愈來

愈多學者從系統觀點看擴散現象，認為多向度的影響可能在政策擴散中成為交

互影響的效果（Horowitz, 2010; Simmons et al., 2008; Weyland, 2009）。Weyland
（2009）認為，擴散發生是指：

單位（A）合理的自發性決定採用一項制度性或政策創新的可能性顯
著地增加，其來自外部產生的影響，特別是（B）單位所採用的決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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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亦即該項促動者角色的影響可歸因於（B）的決策，或是最初創造
並實行該創新的單位（C）的勸誘」。（p. 17）

在國際上，Simmons等人（2008）將國際政策擴散定義為：

國際政策擴散發生在當特定國家的政府政策決定，系統性地被先前其

他國家的政策決定所制約時（有時受到國際組織或私部門及組織的調

節）。（p. 7）

Karakhanyan、van Veen與Bergen（2011）將政策擴散定義為一國的政策選擇
受到其他國家的選擇影響的過程。從全球競爭的角度，Horowitz（2010）指出在
經濟政策擴散中，當一地政府觀察到或透過管道獲得相關地方成功政策的訊息

時，會採用相關政策，以在全球市場上能夠與其他採用者競爭。

綜上所述，政策擴散定義應包含：1. 創新傳播的過程；2. 決策者的模仿行
為；3. 整體交互影響的現象，亦即決策者透過模仿行為，達成創新傳播並彼此交
互影響的過程。本研究所指的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是指他地政策創新的
做法、方案或理念，影響本地政策制定與決策的過程，主要聚焦在縣市層級。

（二）鄰區效應對政策擴散之影響
擴散研究最早受人關注的特性之一，即是空間上的集中性（Berry & Berry, 

1990）。地理上的相近性在許多文獻中被認為是政策擴散的主要特徵之一，或
稱為「鄰區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Gilardi, 2012; Simmons et al., 2008; 
Starke, 2013）。Berry與Berry（1990）在探討美國各州採用樂透（lottery）的論
文中，指出除了一州本身的內部因素（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特性）之外，是否

鄰近其他採用樂透的州，對採用樂透與否具有顯著影響。地理效應多發生在競爭

性的擴散體系之下，依循著全球市場競爭的系統架構（Jakobi, 2009）。
有時相鄰的州並不會受到擴散的效果影響。Cohen-Vogel與Ingle（2007）透

過質性研究的方式，訪談政策參與者，探討不採用鄰近州政策的原因。結果發

現，鄰近效應透過「政策壓力」、「經驗傳播」以及「政策社群」而產生正向的

推力，但「政治環境差異」、「內部條件」及「未接觸專家」亦可能造成擴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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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臺灣的相關研究也發現，產業創新及相關政策創新具有鄰近擴散的現象。李

仲彬（2013）針對1999∼2010年各縣市政府創新的研究，在探討地理區位的發現
上，雖然指出臺北市具有最多項目的創新作為，然而，地理上的鄰近縣市數量並

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更多的影響來自於財政分配的不均等。陳序廷與黃

東益（2011）透過對於臺北市行車倒數計時顯示器的研究，也發現公部門的創新
政策亦存在地理鄰近以及網絡的傳播現象。

陳協勝與張儀民（2010）認為，地理鄰近性對於創新活動具有影響，導致組
織成員彼此形成一種透過社會資本結合的「網絡」（network）。配合「產業群
聚」的概念，研究也指出，此種非正式溝通管道所進行的知識交換，有助於競爭

力以及創新的增進，當然地理鄰近地區較為容易達成。

就本研究的主題學習共同體而言，佐藤學在思考學習共同體之初，即強調學

習不僅是學生或是教師的任務，更需要整個社區共同學習，組成一個網絡（佐藤

學，2014）。因此，觀察學習共同體在臺灣形成的地理區位現象，本身也可以回
應學習共同體的理論實踐問題。

（三）內部資源對政策擴散之影響
機構內部資源以及其他政策形成的能力（capacity），無可避免地會對政策

擴散產生影響。在影響教育政策擴散的資源上，教師訓練、學校大小、公私立數

量等可能是影響資源分布的因素（Haelermans, 2010; Raman & Nedungadi, 2012; 
Zhang & Yang, 2008）。Raman與Nedungadi（2012）透過18所學校探究個人化教
學策略擴散的原因，研究結果指出，雖然教師訓練的充分與否是主要影響因素，

但教師的工作負擔與誘因，以及學校和同儕的支持，都會影響創新個人化教學的

擴散。Haelermans（2010）研究荷蘭中等學校創新的力量，指出「學校大小」、
「校際競爭」、「學校類型」、「既存的教學方法」是主要的影響因素。Zhang
與Yang（2008）透過研究佛羅里達州各學區間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的擴散
現象，發現一旦政策開始推動後，環境因素便大於創新政策本身需求的因素，

其運用的變項有學校是否接受視導、「私立學校比率」、「低收入學生數」平

方、「學生人口數」平方、「私立學校比例」等環境因素，用以檢驗特許學校

在學區層級擴散所受到的影響。一般而言，研究者發現擴散較快發生在一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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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特徵的州之間，包含：1. 較大、較富裕；2. 高選舉競爭與輪替執政的、高
專業化立法部門的州；3. 高都市化及教育水準（Berry & Berry, 1990; McLendon, 
Cohen-Vogel, & Wachen, 2014）。在美國各州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CS）的擴散研究中也發現，聯邦的財務誘因會對州採用的政策造成
影響，特別是在財務緊縮的年度（LaVenia, Cohen-Vogel, & Lang, 2015）。

在許多臺灣創新相關研究方面，亦顯示資源因素如人口數、教師組成背景、

負荷程度等，對於擴散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孫培真與周志宏（2011）指出，教
師受到「社群影響」最為顯著，當超過教師負荷時對創新嘗試行為有負向影響。

顏銓志與鐘敏華（2007）發現學校不同的背景變項對於創新接受度有所差異。
臺灣相關研究對於地方政府層級的探討仍不多見，但相關創新擴散、府際

關係研究則指出縣市政府的能力對於推動新政策有明顯影響，亦即脈絡效果

（context effect）（林水波，2004）。李仲彬（2010）對於各縣市政府創新類型
與分布的影響研究，主要是針對《地方制度法》1999年施行之後，各縣市對於創
新政策的接受程度。研究結果發現，人口數、碩博士比例、局處數量、歲入與歲

出、公務員數量與創新成正相關，而補助依存度與創新呈現負相關。江大樹、孫

同文與趙永茂（2001）則指出政府財政對於府際關係的出現，有著明顯的效果。

三、臺灣各縣市採用學習共同體類型之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不在針對學習共同體實踐的應然面進行討論，而是著重在臺灣

實施的情況，以及擴散的情形，因此關於學習共同體的內涵便不多加討論，僅

就各縣市採用的可能種類進行文獻探討。本研究所指稱的學習共同體，除了臺

灣各縣市依循日本佐藤學針對教師專業發展提出「授業研究」、「協同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等理念而發展的相關政策、方案及做法之外，尚包括經
過轉化、結合專業社群等理念，以及本土經驗所發展完成的方案與計畫。

學習共同體在我國的推動類型，有別於以往中央主導之課程推廣模式，而是

具備上下互動的特性。首先，部分縣市（如臺北市與新北市）獨立撰寫計畫，

率先採用學習共同體作為教學改革方案。姜宏尚（2013）指出，新北市於2012年
指定29所學校作為前導學校，而臺北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則在2012年6月特地安
排臺灣師範大學教授群，帶領五所學校校長和主任觀摩日本學習共同體的辦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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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至2012年11月教育局又組織三團教師及行政人員分赴日本及韓國深究學習共
同體的操作模式。第二，其他縣市運用既有的計畫，投入資源進行學習共同體的

推動。陳麗華、陳劍涵與陳茜如（2014）從網路上搜尋各縣市教育局處及大學
地方教育輔導的學習共同體相關計畫，分析之後發現，一類是由上而下的「倡

導」，另一類雖未明言由下而上，但蘊含「漸進發展」的意味，與過去聚焦量

變、力求急效與績效之模式不同。其提出可以分為五種模式：（一）行政動員

模式；（二）播種蔓延模式；（三）型塑文化風格模式；（四）網路平臺協作模

式；（五）研究專案帶動模式。前二者較為傳統，為透過行政力量或是縣市輔導

團調訓的方式進行推廣。後三者的模式，則代表透過不同平臺在不同縣市端的推

動，具有教師主導的面貌。

第三，亦有以學習領導為上位概念推動的在地學習共同體模式。透過教育部

的「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辦公室，學者潘慧玲所帶領的團隊自2013年
開始啟動，合作的縣市包括臺北市、基隆市、新竹縣、臺東縣，而自2014年11月
起，結合淡江大學成立「淡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亦擴展與新北市合作，

以淡海區域的學校作為攜手的場域（潘慧玲等，2015）。
學者潘慧玲等人（2015）所編纂的《學習共同體手冊》，也提到學習共同體

在臺灣的推動樣態，可以分為「作為地方推動策略」、「精進計畫中作為選項」

等兩種試行的方式。即便中央政府並沒有明確的學習共同體政策方案，但是納入

精進計畫的作為已經「使得學習共同體在已有過多政策介入的學校裡，具備了可

被選擇試行的正當性」。換言之，即便其計畫為教育部補助，學校端的自發力量

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分析方法

（一）空間分析
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常用在政策擴散的研究之中，表現政策擴散的地

理特性（Gilardi, 2012; Stark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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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鄰近空間計算
在空間相鄰的定義上，參考Anselin、Syabri與Kho（2006）的看法，可分為

Rook、Bishop與Queen三種，Rook的空間相鄰單位界定為共邊，Bishop的空間相
鄰單位界定為共角，Queen的空間相鄰單位為所有相鄰的單位，本研究以Geoda
軟體內建的Queen模式進行計算。
2. 空間相關指數計算
研究上最為知名也最常用的有Moran提出的空間相關指數 Moran’s I（MI

值），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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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的計算是以所有觀察指標之平均值為基礎，介於1至-1之間，周圍
值與平均值差距愈大，Moran’s I愈大。I值為正值，代表相似的高屬性與低屬性
變數值之空間聚集，亦即I值大於0，為正相關，I值愈大，表示空間分布相關性
愈強（周孟嫻、紀玉臨、謝雨生，2010；郭迺鋒、梁益誠、賴和成，2009）。
在MI值的顯著性上，為利用反覆抽樣的方式對MI值所形成的分配進行統計考
驗，在本研究中，預計利用Geoda中的Randomization指令計算出模擬的顯著水準
（pseudo significance），具體考驗縣市學習共同體的研習場次（廖興中、呂佩
安，2013）。

（二）事件歷史分析法
事件（event）指隨時間改變的狀態，事件歷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 

EHA）法關心事件發生的「風險率」（hazard rate）（Allison, 2014; Yamaguchi, 
1991），亦即在一段時間內可能發生某事件的機率，這段時間便被稱為風險期。

以本研究而言，風險期的開端為2012年4月《親子天下》發行學習共同體特
刊，風險群為22個縣市，觀察的時間間隔以學期作為單位。每年2∼7月為一學
期，8月開始到隔年1月為另一學期。本研究的主要考量以及採用的模式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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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EHA法的主要考量
使用EHA法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解決傳統迴歸上的「限控」（censor）及「隨

時間變化的解釋變項」（time varied explanatory variable）的問題，以下說明之。
「限控」指在研究中所觀察的個體在觀察時期內並沒有發生變化，但因其他

原因而退出觀察（例如就診病人因故轉院），或直到觀察結束時仍未發生變化，

因研究停止而被中斷的個體狀態（Allison, 2014; Yamaguchi, 1991）。以本研究為
例，前者並不會發生影響，但後者以及發生事件的統計效應仍需要考量。幾乎所

有縣市都投入學習共同體的推動，但臺北市與新北市於早期即投入，其影響若持

續計算至結束，會產生相當大的偏誤。而沒有推動的縣市，如嘉義縣，若捨棄其

資料，則無法解釋為何沒有產生推動的現象。因此，在本研究中，臺北市及新北

市等早期採行的縣市，在事件發生後，即將其排除在模型之外。而嘉義縣等縣

市，則持續觀察至最後一個時間點。

其次，受到時間影響的變項若僅用一個獨立時間的資料，則無法分析時間所

帶來的影響（Yamaguchi, 1991），例如本研究中關心各縣市採用學習共同體政策
的時間，就必須將縱貫性的資料納入考量。

2. 本研究中的估計模式
隨著事件史分析的發展，不同類型的估計模式（estimate model）逐漸出現。

大體而言，可依照「關心事件數量」、「事件重複性」及「觀察時間連續性」

加以區分（Allison, 2014）。首先，就數量而言，本研究屬於單一事件模式。其
次，在資料分析上，屬於單向轉換模式（one way transition）「非重複性事件」
（non-repeated event）（Yamaguchi, 1991）。最後，就觀察時間是否連續而言，
本研究採用「間斷時間模式」（discrete-time method）或稱離散時間模式。原因
在於連續時間的係數估計模式（parametric model）需要條件為同一個觀察時間
發生事件的觀察個數比例，占該時間階段總觀察個數比例不應超過15%；最重
要的是，在間斷時間模式估計中，所獲得的「趨近值的適當性」值（adequacy 
of the approximation），其代表事件發生在間斷時間的可能比例，建議小於0.1
（Allison, 2014; Yamaguchi, 1991）。

本研究觀察的時間以六個月為單位，且因政策網絡密集出現，等值事件（在

同一個月份採用學習共同體的縣市）相當多，因此採用間斷時間模式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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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斷時間的估計模型如下所示（Allis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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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t)代表發生事件的風險率介於1∼0之間；b0為常數項；x1代表不受時間影

響的共變數；x2代表隨時間改變的共變項。在本研究中，不隨時間改變的變項僅

有103學年度小型學校比率（%），其餘皆依不同年度而有變化。t代表發生的時
間，在本研究中為間斷者共計有七個學期，故可能介於1∼7之間。透過邏輯迴歸
可運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對參數進行估計。需要注意的是，實
際上分析的資料結構為每一個受訪者的多筆觀察資料，和傳統迴歸不同。

二、資料來源

（一）EHA法
首先，本研究之依變項為「縣市採用學習共同體」，其中採取縣市在「自有

計畫」、「加入專案」、「納入精進計畫」三者中，有一項發生即為採用。依

據各縣市採用個別方案或是納入精進教學實施的學期，作為判斷的依據，採用為

1，未採用為0。EHA法與一般邏輯迴歸不同之處在於，將個體分為數個時間點
的狀況，將其變項的狀態以及轉變共同計算進模式。本研究為了完整呈現所有縣

市變化的樣態，從100學年度下學期（2012年2月）開始計算，每六個月為一個學
期，至104學年度上學期結束（2016年1月）為止，劃分為八個學期，進行間斷時
間模式的模式建構。

其次，在自變項上，相關的變項描述如下。所蒐集的時間範圍亦為2012年2
月至2016年1月。資料來源方面，除103學年度小型學校比率（%）、前學期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學校比率（%）、與已採用縣市相鄰、前學期研習次數（場）由特
定網站蒐集而來之外，餘皆由「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

統（網址為https://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中查詢蒐集。
1. 人口數占全國比率（%）
其計算方式為「縣市人口數」除以「全國總人口」得到該縣市占全國總人口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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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百萬元）、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歲出比（%）
採用「歲出政事別結構比—教育科學文化支出」以及「歲出政事別—教育科

學文化支出」兩項作為指標，後者計算公式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歲出）

×100。
3. 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數（千人）
採用教育統計項下各縣市「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數」作為指標。

4.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採用「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作為指標，其公式為：（補助及協助收入／

歲出）×100，依存度愈高代表愈依賴財政、愈依賴中央政府。
5. 103學年度小型學校比率（%）
採用教育部發布的103學年度「小規模國中小縣市別分布」（教育部統計

處，2014），取其中六班以下國民中學以及國民小學數量，除以國中以及國小總
校數，得到小型學校比率。

6. 國中小數量（所）
以「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校數」作為代表。

7. 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人）
採用各學期國民中小學學生數加總後除以國民中小學教師數，得到的比例代

表國中小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的教師數量不一定全部

任職於學校，也包含了縣市借調教師在內。

8. 前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比率（%）
採用教育部「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網址為https://atepd.moe.gov.tw/

handle）中「辦理現狀」所統計的各縣市各學年度參加學校數量，配合縣市重要
統計指標中「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校數」，將各學期參加學校數除以該學期公私立

國中小數，作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程度的指標。

9. 大專以上人口比率（%）
採用「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上」，作為代表戶籍人

口平均教育水準。

10 .與已採用縣市相鄰
依據各縣市採用時間，作為判斷依據，如果該縣市周圍已有縣市採用，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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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為1，若無，則編碼為0。
11. 前學期研習場次（場）
藉由教育部建置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1以「學習共同體」為關鍵字，

去除重複登錄之次數後，以調查時間內之各縣市辦理數量作為變項。若該縣市已

進入採用事件則不計算，以避免模型干擾。

本研究的變項名稱及參考文獻整理如表1，描述統計則如表2所示，相關變項
之內容尚稱合理，能夠反映研究中所探究的各縣市基本特質。

表1
事件歷史分析法變項名稱

變項名稱 變項分類 參考文獻

人口數占全國比率 教育資源 李仲彬（2013）；Haelermans（2010）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歲出比

教育資源 李仲彬（2013）；Berry & Berry（1990）

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數 教育資源 Haelermans（2010）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相對自主性 江大樹、孫同文與趙永茂（2001）；Berry & 
Berry（1990）

103學年度小型學校比率 學校類型 Haelermans（2010）

國中小數量 學校數量 Haelermans（2010）

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 教師負擔 Karmeshu, Raman, & Nedungadi（2012）；
Zhang & Yang（2008）

前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

校比率

其他方案 Haelermans（2010）

大專以上人口比率 家長背景 李仲彬（2013）

與已採用縣市相鄰 地理因素 Berry & Berry（1990）

前學期研習場次 教師訓練 孫培真與周志宏（2011）；Karmeshu et 
al.（2012）

1  教育部2008年委託高雄師範大學建置，一般訪客功能中，「進階搜尋」功能可以依照辦
理單位、主題、日期等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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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採用變項描述統計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口數占全國比率（%） 3.86 4.03 0.05 16.90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百萬元） 128.99 141.87 6.68 625.79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歲出比（%） 31.62 5.20 20.69 40.49
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數（千人） 1.88 2.31 0.00 11.00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31.62 5.20 20.69 40.49
103學年度小型學校比率（%） 39.69 22.69 0.00 92.31
國中小數量（所） 147.70 93.22 13.00 322.00
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人） 12.64 2.92 4.76 16.51
前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比率（%） 21.46 15.75 0.00 69.06
大專以上人口比率（%） 32.80 8.84 20.34 66.00
與已採用縣市相鄰 0.18 0.39 0.00 1.00
前學期研習次數（場） 3.34 6.89 0.00 41.00

（二）空間分析
本研究空間相關分析將透過101、102、103學年度中，以「學習共同體」為

關鍵字搜尋「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各縣市在各學期所辦理的學習共同體研習次

數，進行MI值的檢定。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經相關分析，主要發現為學習共同體在臺灣各縣市採用時間以及方式

不同，但其研習次數具有鄰近效應。在影響採用的因素方面，補助及協助收入依

存度、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大專以上人口比率以及前一年度各校辦理的研習對

學習共同體採用具有影響。因此，學習共同體之擴散歷程實為多種因素影響下的

複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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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縣市學習共同體的採用

經搜尋各縣市的教學精進計畫，從其公告的總計畫綱要及各細項方案，獲得

和學習共同體有關的文本，整理如表3所示。在觀察時間內，共計有21縣市採用
學習共同體，以下分別說明其具體採用的方式。

表3
各縣市學習共同體採用情形

縣市別 採用方式 採用時間 採用文本（取得來源）

新北市 自有計畫 101-1 新北市推動學習共同體大事紀（http://www.rges.ntpc.
edu.tw/mediafile/690/news/898/2013-11/32013-11-20-14-
51-42-nf1.pdf）

臺北市 自有計畫

參加專案

101-1 臺北市立國高中101∼103學年度「學習共同體及授業
研究試辦計畫」（http://12basic.tp.edu.tw/download/01-
國高中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試辦計畫.doc）

桃園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1-1 桃園縣「提升國民中學教學品質」重點策略與行動方

案（http://www.ptjh.tyc.edu.tw/1020204-2.doc）
臺中市 納入精進

教學

102-1 會議手冊—102輔導精進教學推動與成效評估期中檢
核會議0621-2013-final（www.tc.edu.tw/docs/download/
id/7421）

澎湖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2-1 澎湖縣102學年度國教輔導團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
課堂教學觀課實施成果研習計畫（www.phc.edu.tw/
boardsign/files/2013120311340.doc）

苗栗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2-1 苗栗縣10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縣
市層級）方案9國民中小學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
研習實施計畫（https://www1.inservice.edu.tw/script/
CourseDownload.aspx?cid=1315872&fid=220477）

彰化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2-1 彰化縣102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
品質計畫（163.23.64.23/eweb/module/download/update/
soci/file5844_44.doc）
彰化縣102學年度推動閱讀領航計畫日本閱讀教育參
訪出國報告（http://open.chcg.gov.tw/OpenFront/report/
report_detail.jsp?sysId=C102AH03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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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採用方式 採用時間 採用文本（取得來源）

南投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2-1 南投縣102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
教學品質計畫國中小教務行政人員課程領導知能

研習暨各領域及社群召集人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

（http://163.22.168.146/Bulletin/upload/2013/11830_國中
小教務行政人員課程領導知能研習暨各領域及社群召

集人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docx）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南投縣104年度教學夥
伴實施計畫（http://www.ngjh.ntct.edu.tw/ezfiles/22/1022/
attach/43/pta_52845_9973644_15934.docx）

花蓮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2-1 花蓮縣 1 0 2學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精進國中
小教學品質計畫國民中小學校長課程與教學領

導研習實施計畫（http://public.hlc.edu.tw/apfiles/
A201305061148494249-1.doc）

新竹市 納入精進

教學

102-1 新竹市「 1 0 2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
中小教學品質計畫」【整體計畫摘要】（h t t p : / /
www.mfps.hc.edu.tw/sfs3/modules/board/download.
php?filename=/14925/1372171313_1-0307739A00_
ATTCH2.docx）

嘉義市 納入精進

教學

102-1 嘉義市辦理「學習共同體在中小學之實踐策略說明」

計畫書（http://school.haes.cy.edu.tw/mediafile/983/
news/104/2012-11/2012-11-20-11-40-1-nf1.docx）

新竹縣 參加專案 102-2 新竹縣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國民中小學教學優游

輔導支持計畫（dyna.hcc.edu.tw/campus/data/web/848/
files/201405021643182.docx）

臺東縣 參加專案 102-2 臺東縣102學年度學習共同體推廣計畫（http://portal.
ttct.edu.tw/bulletin/attachment.php?b_sn=B102001724&a_
sn=10233）

基隆市 參加專案 102-2 基隆市10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
體」實踐分享會議實施計畫（http://www.ccjh.kl.edu.tw/
data/pub/201406170855330.docx）

臺南市 納入精進

教學（自

有計畫）

103-1 臺南市103∼104學年度學習共同體學校試辦計畫
（163.26.102.2/www/xoops/uploads/tadnews/file/nsn_ 
1515_1.doc）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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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採用方式 採用時間 採用文本（取得來源）

高雄市 納入精進

教學

103-1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 0 4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163.32. 118.209/docs/104/104年度輔導工作計畫.pdf）

雲林縣 納入精進

教學（自

有計畫）

103-1 雲林縣103學年度學習共同體學校試辦計畫（草案） 
（ceag.ylc.edu.tw/v2/file/downfile/files/28180）
雲林縣 1 0 3學年度國教輔導團運作整體工作計畫
（http://www.klps.tc.edu.tw/newspost/upload/2109-雲林
縣103年度國教輔導團運作整體工作計畫—學習共同體
專題講座.doc）

宜蘭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3-1 宜蘭縣104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
學品質計畫教師專業成長申請補助及審查作業規定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17286/resource/148373/ 
2684139）

金門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3-1 金門縣103學年度辦理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學
習共同體典範縣市與學校參訪實施計畫（http://teacher.
hlc.edu.tw/file_dw.asp?id=767&did=84266）

連江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3-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連江縣103學年度精進國中小教學
品質計畫推動方案（http://teacher.hlc.edu.tw/file_upload/ 
20140221-084213f1-6572.docx）

屏東縣 納入精進

教學

103-1 屏東縣104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
教學品質計畫【提升教學品質】方案 -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計畫（163.24.56.12/ezfiles/0/1000/attach/66/
pta_1246_6696775_73458.doc）

嘉義縣 　 無 　

（一）臺北市及新北市的自有方案
學習共同體在臺灣的倡議，許多學者皆指出《親子天下》在2012年4月所發

行的《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是重要的推動力量。從縣市端而言，

「新北市推動學習共同體大事紀」指出，學習共同體的採用從2011年新北市由歐
用生教授導入學習共同體概念開始，新北市國教輔導團也實地考察日本濱之鄉

等三校，並經課程諮詢小組評估，決定推動。臺北市的試辦計畫指出，在馮清皇

副局長帶領下，於2012年6月至日本進行參訪。其後，臺北市及新北市便在2012
年末之前，分別推出了自有的試辦計畫。此外，臺北市、新北市除「自有計畫」

外，亦有部分學校參加「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專案」，實為最為活躍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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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年納入精進計畫實施的縣市
從精進計畫中亦可發現桃園縣早在102學年度的精進計畫中，就把學習共同

體列為教學正常化行動方案之一，成為配合教育部課程政策推動重點成長活動中

「學校課程領導專業知能培訓」的子計畫之一。

臺中市最早的文件紀錄為2012年11月29日依據中市教中字第1010084606號
函，在新民高級中學辦理的「學習共同體在中小學之實踐策略研討會」，會中邀

請北田佳子教授與韓國教授孫于正進行講座；其後，臺中市將學習共同體納入精

進計畫輔導團推動方案中實施。苗栗縣在102學年度的精進計畫中，加入了以校
長社群為主的學習共同體專案，即依據府教務字第1020049166號辦理的輔導知能
計畫。彰化縣在102學年度的「102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
質計畫」中，擬訂了相關計畫，同時融入「彰化縣政府102年度推動閱讀領航計
畫」中。

南投縣在102學年度精進計畫中，制定了「國中小教務主任課程領導知能研
習暨各領域及社群召集人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邀請臺北市育成高中社群召集

人進行演講，同時辦理「教室教學的春天—分組合作學習教師工作坊」。花蓮縣

於102學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中，制定了「國
民中小學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研習實施計畫」，主題定為學習團隊力（學習共同

體）。新竹市在102學年度的精進計畫中，將獨立撰寫的「新竹市102學年度學習
共同體試辦學校實施計畫」納入其中，預計有八所學校參與試辦，並且以校長社

群推動。

嘉義市在101學年度的精進計畫中並沒有將學習共同體納入實施做法中。最
早的文件資料為嘉義市辦理「學習共同體在中小學之實踐策略說明」計畫書，於

2012年11月28日利用嘉義國中辦理講座。其後，於102學年度的精進計畫實施方
案中納入「學校卓越創新領導－營造學習共同體」這一項，正式開展計畫。

（三）參與「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專案之縣市
學習共同體的推動，在臺灣除了地方政府獨立推動之外，學者的帶領扮演了

連結網絡的創新方式。潘慧玲所帶領的團隊自2013年開始推動，合作的縣市包括
臺北市、基隆市、新竹縣、臺東縣，而自2014年11月起，結合淡江大學成立「淡
海區學習共同體發展中心」，亦擴展與新北市合作，以淡海區域的學校作為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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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域（潘慧玲等，2015）。在本研究中，除了臺北市及新北市兩個縣市率先自
行投入計畫外，臺東縣雖地處偏遠，亦參與了潘慧玲所主持的計畫，在臺東大學

汪履維教授及陳嘉彌教授的帶領下，規劃以「試辦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為出發

點，帶領臺東縣中小學的校長們，在2013年的5月開展了學習共同體學校的試行
方案。基隆市的狀況亦相當類似，在計畫辦公室的協助之下，制定了推動學習共

同體的計畫。新竹縣也在專案輔導下，開始了相關支持計畫。

（四）2014年納入精進計畫實施的縣市
就臺南市的情形而言，教師產業工會成員於102、103學年度已透過個人網

絡，在少數國中及國小推動學習共同體，然而並未能普及至全市（姜宏尚，

2013）。2014年開始，教育局與教育產業工會結合市政府經費及精進計畫費用，
擬訂「臺南市103-104學年度學習共同體學校試辦計畫」，開始推動學習共同體
的研習以及試辦。高雄市雖為直轄市，但在學習共同體的推動上相對較慢，直到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在103學年度第一次團務會議審議通過「高雄市國民教育
輔導團104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納入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小組運作計畫中。雲
林縣的狀況則是在精進計畫中明確加入「雲林縣103學年度學習共同體學校試辦
計畫」，計畫選取20所國小，並從2014年7月開始推動校長讀書會，邀請學者專
家到校輔導，逐步實施。

宜蘭縣位處北部，資訊較為發達，因此早在2013年就於精進教學計畫中編列
學習共同體的參訪費用。然而，仔細比對103學年度的精進計畫，發現縣府並沒
有把學習共同體列入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推薦組成方式，反而為教育部分組合作

學習計畫制定了較為完整的推動方案。到了2014年擬訂新年度的「宜蘭縣104學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教師專業成長申請補助及審查

作業規定」時，才特別訂出計畫。

離島方面，金門縣在精進計畫的「提升教學品質」一項中，擬訂了「金門縣

103學年度辦理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學習共同體典範縣市與學校參訪實施
計畫」。連江縣在2014年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連江縣103年精進國中小教學
品質計畫推動方案」中，將學習共同體作為「反思」的工具，並且在提升教學品

質的「各行動方案」中，列出具體推動做法，鼓勵教師以領域方式成立「學習共

同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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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雄一溪之隔的屏東縣，在學習共同體的風氣上相似，一直未見學習共同

體的元素，且接觸學習共同體的學校很少。在103學年度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
畫中，「提升教學品質」方案-7社群及教學研究會的實施內容上，屏東縣將學校
社群類型分為10類，其中第五類為「教學研究共同體（共同備課、試題分析、觀
課技巧、診斷學習成就等）」。

嘉義縣在精進教學的推動上，僅僅在102學年度「各學習領域（議題）小組
團務基本運作及輔導工作年度計畫」中，健體學習領域曾提出類似於學習共同體

的研習活動「健體百樂客」，搜尋相關的計畫文本，皆維持既有的發展模式。因

此，在本研究中將其列為不擴散的例子。

若從整體範圍進行探討，依照國外政策擴散學者的討論（Berry & Berry, 
1990; Simmons et al., 2008; Sugiyama, 2008），可以使用累積次數圖對擴散的歷
程進行描繪。將縣市採用的數量進行累積，可繪製如圖1所示。從圖1可發現大多
數的縣市多少皆採用了學習共同體作為精進教學或是教師專業發展以及社群營

造的方式。在累加次數比及百分比上，可以看到在101學年度上學期，採用縣市
的比率就已接近創新者（innovator）及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的16%。而在
媒體持續宣傳以及如潘慧玲等人投入推動之後，便得以突破擴散的關鍵決斷點

（chasm），在102學年結束時，已吸引早期追隨群眾（early majority）的加入，
而達到50%。103學年的發展也如同擴散理論學者的描繪，吸引了晚期追隨群眾
加入，但仍存在少數排斥未採用的縣市。

二、學習共同體研習擴散的鄰近效應

本研究透過理論假設：由於網絡作用或資訊流通，學習共同體研習可能呈現

空間自相關，亦即某一個地區之鄰近地區的研習舉辦次數愈多，則該地區學習共

同體相關研習次數也會愈高，反之亦然。

首先，本研究以全域空間主題圖進行觀察，探討全國教師進修網所獲取三

個學年度區域演變的發展。在全區域的分析上，研究者參考自然分級（nature 
break）的資料分級級距，將研習次數畫分為六個等級，大約每10次研習區分為
一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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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累計採用縣市數量

從圖2可看出，在所有學年度，臺北市與新北市顯著高於其他縣市，因此獨
立成為一個等級。其他縣市各校辦理學習共同體研習的次數隨著時間增加，呈現

全國擴散的趨勢。在區域的集中上，在開始的第一個學期多數集中於北部縣市。

從101至102學年度，多於10次研習的縣市明顯增加。從102到103學年度，有些縣
市如南投縣、新竹縣、彰化縣呈現衰退，但北部的縣市整體呈現增加的樣態。然

而，部分縣市研習次數衰退的現象（如新竹縣與臺東縣），或許是因未能納入縣

市參加專案所辦理研習之資料，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其次，利用全域式空間自相關係數（Moran’s I）測量學習共同體研習在整體
研究區域內的群聚情形，如表4所示，學習共同體研習次數在101、102、103學年
度皆拒絕無空間自我相關現象之虛無假設，且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由圖3∼
圖5，101、102、103學年度空間散布圖中可以看出，研習辦理上確有空間上的正
相關。再藉由蒙地卡羅模擬估算空間分布的隨機性，可以發現皆達.05的顯著水
準，且圖形走勢皆呈現高狹的現象，表示相當集中。仔細檢視MI值的變化可以
發現，隨著時間過去，空間相關性逐漸減弱，亦即學習共同體在臺灣逐漸產生擴

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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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圖2　101-103學年度學習共同體研習次數分布
註：三張圖在分級上採用固定分級，研習次數在分界點上的縣市以向下歸類為原則。

表4
101-103學年度學習共同體研習次數Moran’s I指標

學年度 Moran’s I Z(I) p-value
101學年度 0.582 3.81 .020*
102學年度 0.501 2.93 .034*
103學年度 0.298 2.49 .039*
註：空間隨機排列（permutation）檢定，疊代次數 999。
*p < .05.

圖3　101學年度各縣市學習共同體研習次數空間相關散布圖與蒙地卡羅係數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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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102學年度各縣市學習共同體研習次數空間相關散布圖與蒙地卡羅係數
分布圖

圖5　103學年度各縣市學習共同體研習次數空間相關散布圖與蒙地卡羅係數
分布圖

空間分析的結果可從兩部分加以理解。首先是從在政策擴散早期，北部縣市

以及部分南部縣市所舉辦的相關研習，和後續縣市政策採用現象的產生具有明顯

的關聯。較多資訊以及訓練活動，有助於推動縣市層級的政策制定。其次，政策

採用之後，多數縣市相關的研習數量顯著地增加，反映了政策領導的效果。

在部分政策擴散的研究中，會運用其他相類似的因素進行地理分析，試圖找

出影響空間聚集效應的相關因素。然而，本研究將研習次數視為整體模式的自變

項，因此不將其他因素納入迴歸分析，本研究將再運用事件歷史分析法進行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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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探討。此處研習次數的集中現象，僅能說明在整體趨勢上，的確有集中在

北部地區的現象。

三、縣市內部資源對學習共同體之影響

本研究在模型建構上，依變項為「學習共同體採用」與否。首先，將各縣市

資源條件及接受財政補助等變項納入，為模型1。其次，將鄰近縣市是否實施的
變項以及不同時間點辦理的研習次數納入分析，是為模型2。分析結果如表5所
示。

表5
事件歷史分析結果摘要

Model 1 B(p) odds R Model 2 B(p) odds R

人口數占全國比率 2.26*(0.024) 1.96 1.86 (0.062) 1.8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2.32*(0.02) 0.97 -1.51 (0.130) 0.98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歲出比 1.16 (0.245) 1.11 0.38 (0.708) 1.04

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數 -1.23 (0.22) 0.57 -1.5 (0.135) 0.45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2.4* (0.016) 0.91 -2.14*(0.032) 0.91

103學年度小型學校比率 -1.15 (0.252) 0.008 -1.07 (0.286) 0.006

國中小數量 1.32 (0.186) 1.01 1.05 (0.296) 1.01

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 -2.9**(0.004) 0.27 -2.38*(0.017) 0.31

前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比率 1.99*(0.047) 65.06 1.9 (0.058) 98.31

大專以上人口比率 2.41*(0.016) 1.24 2.13*(0.033) 1.22

與已採用縣市相鄰 0.2 (0.841) 1.18

前學期研習次數 2.38*(0.017) 1.11

常數 1.19 (0.233) 3274.16 1.13 (0.257) 6039.174

自由度 11 13

LR chi2 21.11 28.83

Pseudo R2 .20 .27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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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方值的比較上，由模型1的21.11上升至模型2的28.83，具有顯著增加的
現象，代表模型2較能解釋各縣市採用學習共同體的因素。而虛擬R2亦從.20上升
至.27，說明模型2較能有效解釋各縣市推動學習共同體的時間差異。
在模型比較上，首先在模型1，人口數占全國比率、教育科學文化支出、補

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前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比率、大專以上人口比率達

到.05的顯著水準；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達到.01的顯著水準，但其odds ratio僅為
0.27。在達到顯著的係數方向上，人口數占全國比率、前學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學校比率及大專以上人口比率具有正向影響，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每位教師

指導學生數、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具有負向影響。

在模型2中，雖然所有係數的方向性相同，但顯著程度則不同。研究所探討
的地理因素雖為正向，但並未達顯著水準。前學期縣市內學習共同體研習次數則

對學習共同體採用具有影響，其odds ratio為1.11，代表增加次數能使採用機率增
加0.11倍。
其他係數方面，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大專以上人

口比率仍然達到.05的顯著水準。其中，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每位教師指導
學生數為負向影響，大專以上人口比率具有正向影響。

在結果的討論方面，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歲出比最終未達顯著影響，但補助

及協助收入依存度達到顯著，呼應教育財政學者的研究，也表示縣市的相對自主

性如同許多研究（江大樹等，2001；Berry & Berry, 1990）所指，可以說是主要
影響縣市創新的因素。

學校的類型、數量與教師負擔方面，則呈現較為分歧的結果。總體而言，教

師負擔不利於發展創新，和Karmeshu等人（2012）、Zhang與Yang（2008）的研
究結果相同。然而，小型學校數量以及國中小規模卻未必形成負向的影響，可能

的解釋為小型學校的精進教學方案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發展，不一定呈現資源落後

的現象（許添明，2003）。而學校規模在現有的財政劃分下，代表擁有較多額外
的資源可資運用，也連帶影響創新能力。

此外，家長的教育背景對於創新的教育政策而言亦具有影響，家長教育程度

愈高者，採用機率也愈正向。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作為最具規模和系統的教師精

進政策，其發展的程度也顯然影響了後續方案以及學習共同體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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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從縣市內部教育資源條件討論學習共同體的政策採用，透過既有

資訊網絡所辦理的研習活動或相關訓練，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理論上，許多

統整政策擴散研究成果的相關論文（Gilardi, 2012; Shipan & Volden, 2012）皆指
出，政策擴散研究常只看重地理上的趨同現象（converge），而不關心政策實質
在學習以及仿效機制作用下形成的影響。因此，研習次數的多寡固然不能被認定

作為一個縣市政策採用的標準，但可以代表透過人際網絡或學術網絡所形成的跨

縣市學習現象所造成的脈絡性的影響。換言之，政策擴散的理論認為，除地理上

接近的因素之外，透過其他管道傳遞知識也會對距離較遠的其他地區造成某種程

度的影響（Gilardi, 2012）。本研究中，臺南市在正式採用之前，透過非官方單
位所辦理的研習，某種程度反映了這樣的現象。因此，在政策文本出現採用現象

之前，個別學校所辦理的研習次數多寡，可以反映該縣市採用的機率。固然，縣

市採用學習共同體作為精進教學的策略後，學校的研習次數會顯著增加，不過，

這並不在本研究的資料取用範圍之內。

綜合空間分析以及事件史分析的結果，可以從空間的分布及時間的改變，

發現教育政策擴散的複雜樣貌。從制度論的角度而言，這反映了除了政府強制

動力、指標競爭動力之外，規範性的專業自主力量也相當重要。此一結果和

Karmeshu等人（2012），以及孫培真與周志宏（2011）針對教師訓練的研究結果
相同。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學習共同體具有不同採用時間以及方式
我國各縣市透過自籌財源試辦、參加專案、納入精進計畫採用學習共同體政

策，然而，多數縣市並未擬訂獨立的計畫，將學習共同體作為強力的政策執行。

研究中發現，鑑於達成精進教學推動目的及行政效率，統合在地政策是各縣市面

對學習共同體的主要方式。除了臺北市及新北市自籌財源試辦計畫之外，新竹

縣、新北市部分學校、臺東縣以及基隆市也參加教育部補助之「學習領導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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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專案」，其採用較為深入，在觀課、備課、議課的做法上也較為全面。其

餘縣市則納入精進計畫實施，配合中央政策，提供學校選項，比較偏向部分學習

共同體元素的採用。

（二）學習共同體研習具有鄰近效應
從地理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臺灣學習共同體研習之擴散以北部較為顯

著。經過考驗的結果，發現地理因素影響學習共同體的擴散，但隨著時間的演

進，全國的擴散現象趨於普遍的趨勢。

（三）�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大專以上

人口比率及前學期各校辦理的研習對學習共同體採用具有

影響
從EHA法的結果發現，影響臺灣學習共同體擴散的內部資源因素，包含補助

及協助收入依存度、每位教師指導學生數、大專以上人口比率以及前學期研習次

數。配合外部的地理環境，顯示個別縣市的資源投入仍有其影響。

（四）學習共同體政策擴散過程呈現複雜樣貌
本研究在學習共同體擴散過程的描繪上，從空間及時間兩個面向加以分析。

從空間分析可以發現，群聚效應使學習共同體辦理研習的次數於短時間內在臺灣

北部展開擴散。然而，隨著時間過去，事件史分析的結果顯示，不同資源的影響

對縣市政府的採用形成影響。因此學習共同體之擴散歷程誠為多種因素影響下的

複雜現象。

二、建議

（一）教育資源分配納入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改進需求考量
空間分析的結果顯示，北部地區較具有教育革新的群聚效應。然而，透過事

件史分析卻發現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攸關學生學習以及教師教學的相關教育資源

分配，的確會對縣市層級的教學改進作為產生影響。同時，教師訓練等活動的辦

理，以及後續的教師改進作為與網絡形成，也會受到資源的影響。因此，建議中

央主管機關在推動相關政策時，考量縣市需求的差異，弭平縣市的落差。

此外，近來對於教育資源「適足性」的探討，相關研究也建議在教育資源

「量」的需求滿足之外，更應重視「質」的均等。質言之，也就是增強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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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使用轉化的效率，將資源有效地運用在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改進上。故建議

中央與地方政府，將教學與學習需求納入資源分配時的考量。

（二）建構府際合作之教學精進管道
為促進有效教育資源之應用，並建構鄰近縣市的協作機制，建議完善建構府

際合作之教學精進管道。事實上，以往我國在歷次教育改革過程中，進行了相

當多的嘗試，包含中央輔導團與地方輔導團的建置，目的都在協助從中央到地方

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然而，從研究的結果看來，這樣的機制顯然可再加強。中

央政府除應盡可能串聯地方的網絡外，也需要解除不同政策方案間網絡的限制。

特別是從課程推動邁向課程理解，需要透過更多元、有意義的專業參與，才能達

成。

地方政府方面，應發揮教育專業網絡功能，避免不必要的阻礙以及形式化工

作，從輔導增能的角度思考學校與教師的需要，當然，這需要中央協助地方建構

支持系統，特別是在縣市之間資源不均的情況下。同時，地方也需要避免在地社

群間互相排斥的現象，否則資源對學校來說就會成為負擔。

（三）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量化資源進行分析，對於人際資源形成的相關連結，在解釋上

有所限制，僅能根據結果推論鄰近縣市間可能會形成某種人際網絡，有助於擴散

的產生。相關理論中指出，政策方案本身的特徵可能會影響政策擴散，然本研究

並未比較不同的類似方案，因此也無法解釋學習共同體本身特質造成的影響。另

外，本研究在探討學習共同體擴散的鄰近效應時，僅以研習辦理作為學習共同體

政策分析的代表，因資料取得不易，無法完整分析，是為研究的限制。因此，後

續研究可從不同的政策方案實施進一步的比較研究，並可由質性資料的分析，進

行影響政策擴散微觀因素的研究。

DOI: 10.3966/1028870820170363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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