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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行動研究的問題與展望

實踐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高博銓@助理教授

摘要

教師行動研究是近年學校革新運動中，頗受倡導的專業發展活動，其運用已

普遍受到各級學校教師的重視。為了瞭解當前教師行動研究所存在的問題，本文採

取個案研究的方式，選擇一所質施行動研究，已有多年經驗的國民小學作為對象，

運用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和探究。研究結果指出，行

動研究於宣導與推動、規劃與實施、挑戰與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包括:一、行動研

究的理念和精神未受認岡;二、行動研究的問題偏向工具性;三、反省對話的機制

不盡完善;四、教師行動研究的基本能力略顯不足;五、合作信任的夥伴關係仍待

強化。至於學校用來增進行動研究成效的策略則包括:一、強化行動研究理念的宣

導;二、建立行動研究運作的機制;三、鼓勵行動研究成員的合作和交流;四、導

入外部學者專家的諮詢:五、超越行動研究工其性的研究旨趣;六、善用多元方式

增進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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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 teacher action research is one of the most-promot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mong school reform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xisted problems in school teacher action research, the paper uses case study 

method selecting one elementary school with much experience of school teacher 

action research. The methods appli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include ,observation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Research shows that school teacher 

action research faces various problems on three stages (promotion and initi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 and development) . The problems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Concepts and spirits of action research are 

not identified. (2) Topics of action research are instrumental-oriented. (3) 

Mechanism of reflection and discourse are not sound. (4) Teachers have 

difficulties doing action research. (5)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and confidence 

should be solidified. Furthermore, schools can take som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on research. Those strategies include (1) Enforce the 

propagation of action research. (2) Building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research. 

( 3) Encourage the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members in the team. (4) 

Incorporate suggestions and consultations of outer professors. (5) Surpass the 

instrumental interests óf research. (6) Exercise multiple methods to improve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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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與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促使學校積極展開各

項的教育改革，其所涵蓋的內容廣及學校教育的許多層面，包括:制度法令、課程

設計、教學科技、教學策略、評量方法以及教師專業等。其中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

能力的行動研究，是諸多教育改革活動中較受關注的一項。究其原委，行動研究強

調「教師即研究者 J 鼓勵教師連結理論與實務，透過各種探究方法並結合相關的

資源，瞭解其工作場域中的問題，進而改善教育現況或解決實務問題。就其意義而

言，行動研究的過程係以教育現場的教師為核心，主張教師應親自參與研究，因此

對於教師本身專業能力的提升，的確具有實質的助雄，所以其受到重視，自不令人

意外。

值得關注的是，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中小學課程有關學習節數、課程實

施、教材編輯、審查及選用、課程評鑑與教學評量等方面的理念和作法，都有相當

幅度的調整和改變(教育部. 2003) 。平心而論，這些變革對於學校領導者或是

教師而言，帶來相當大的挑戰。尤其過去學校常常給人保守、僵化的印象，其與現

今改革所揭藥的自主、參與、交流、互動與合作的開放作風，顯然有相當大的不

同。是以，改革的過程中必須要輔以配套的機制，讓教育工作者認同改革的理念和

作法，才能順利因應此項挑戰。此外，社會快速發展所帶來多元變化的環境，也讓

學生的問題更趨複雜，教師必須不斷地精進其專業知能，洞悉影響學生學習的各項

因素，方能提升其教學的品質。

值此內外環境的挑戰，讓教師行動研究的發展有了更好的契機。事實上，由於

教育當局的積極倡導和現實的需求，有愈來愈多的學校主動推行，使得行動研究於

中小學蔚然成風，相關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不過，審視學校所推動的行動研究，

可以發現，部份參與研究的教師在其實施的過程中，仍然會遭遇到困難或挑戰，影

響其研究的進行，甚至在可能面臨困境或在缺乏奧援的情況下，選擇放棄，而使其

研究嘎然而止，殊為可惰。是以，透過學校實地現場的觀察和訪談，深入瞭解教師

在行動研究過程中所實際面臨的困境和難題，謀求可能的改善途徑和策略，將更有

助於學校行動研究工作的推動，進而提升學校教育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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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是指由個人或團體，基於解決問題或獲得資訊

以熟悉當地的實務情境為目的所進行的研究。一般而言，行動研究者冒在解決其

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立即性問題，搏益其生活的適應和發展 (Fraenkel & Wallen, 

2008) 。就教育研究而言，近年來，世界各國以行動研究來進行學校教育方面

的教育探究或碩博士論文，逐年增長，已成為學校教育研究的重要趨勢 (Herr & 
Anderson, 2005) 。而國內以行動研究來實施的教育研究，亦呈現類似的發展趨

勢。從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就可以搜輩出千筆以上，利用行動

研究進行的相關論文，足見行動研究已普遍應用於學校教育研究之中。 McNiff 、

Lomax和Whitehead ( 1996 )更指出，在學校教育研究中，行動研究的普及性，

已使其成為教育人員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之一。

事實上，就行動研究的性質來看，行動研究需要經過系統性的規劃與慎思熟慮

的精心設計，其運作乃是一種持續不斷的行動與研究之間的互動循環，過程中強調

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對話回饋，從而引導實務工作者的問題意識，逐漸理解問題的現

象並進行反省批判，進而付諸行動，解決實際的教育問題(黃政傑， 2005 ;蔡清

田， 2007 ; Carr & Kemmis, 1986 ; McNiff, .2002 )。

易言之，行動研究者必須於行動研究的過程中，進行反思實踐。 Schon

( 1995) 在其《反思實踐者>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一書中，指出兩種類

型的反思實踐一其一是發生在行為之前或之後，稱為「對行動反思 J (reflection

on-action) 。就教師而言，對行動反思會發生在其規劃與思考課程之前，以及

發生在教學之後;其二是發生在行為之中，稱為「行動中反思 J (reflection-in

action) 。就教師而言，行動中反思是在當教師教學時，會試著去調整其教學，並

處理教學過程中，無法預期的學生反應或看法。而無論是「對行動反思 J 抑或是

「行動中反思 J 兩者都可以作為反思機制，持續不斷地經由經驗中發展以及學

習。是以，行動研究可以協助學校教育的實務工作者成為具有反思能力的專業人

員，可以扮演研究者的角色，透過學校情境中進行研究，尋求答案和解決之道。準

此以觀，在學校教育中，行動研究強調「教師即研究者」的角色。而在當前強調專

業自主、分享參與、問題解決、獨立思考的教育改革趨勢下，行動研究的推動更具

前瞻性(歐用生， 2000 ; Schon, 1995) 。

綜觀國內的行動研究，可以發現，其研究的焦點主要是以學校或班級環境中，

現場實務的暸解或相關問題的解決為目的。其研究的範疇主要包括五個層面，這

些層面與所列舉近年有關的研究文獻，驢列如下:課程的發展與實施(張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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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郭至和， 2005 ;許瑞文， 2004 ;楊志能， 2002) 教學的設計與革新(林

虹眉， 2007 ;黃介仁， 2007 ;蔡本慧， 2007 ;謝振銘， 2007) 教育政策的實

施與落實(林宜儒， 2007 ;洪中明， 2007 ;羅烈琪， 2007 ;蘇珮淳， 2007) 

學生行為的適應與輔導(李佳宜 '2007 ;孫藝萍2007 ;陳蓉蓉， 2007 ;鄧書華，

2007) 教育問題的探究與解決策略(林秀錦， 2005 ;楊淑玲， 2007 ;鄭寬亮，

2007 ;蘇意凌， 2007) 

至於在行動研究運作方面的研究結果指出( 1 )爭取學校行政的支持，有

助於教師行動研究的實施 (2 )學校的鼓勵措施及誘因若不足，將難以吸引其

他教師加入行動研究的行列，而學校教師行動研究的風氣也更難提升 (3 )由

其有研究經驗的教師帶領，透過知識分享、對話討論及定期聚會等方式，有助

於教師行動研究的成效 (4) 教師對於行動研究的背景妞識及研究能力不足，

再加上沒有諮詢的單位，將影響教師參與行動研究的意願和信心 (5 )時間不

足、工作繁忙及同儕的壓力，是教師參與行動研究所面臨的主要困境 (6 )運

用國隊學習進行教師行動研究，教師可以經驗資源分享、擴大對話與省思、加

寬視野並創造商於個人智慧的國隊智慧 (7 )行動研究成員彼此間的扶持可以

促進其內在的激勵，並能增進教師行動研究的動力 (8) 行動研究合作伙伴難

覓，學術理想及實務工作間落差大 (9 )行動研究者的反思可以讓研究者對於

問題有新的體認，增進其專業成長 (10) 文獻探討與行動效果的檢討評鑑'

是教師進行行動研究較大的挑戰(王令行 '2002 ;自雅蔥 '2004 ;陳俊延，

2003 ;劉仲文 '2004 ;鍾慧萍， 2004) 

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屬於哪個層面的行動研究，其研究的目的不外乎是在探

究教育現場的問題、教育新思維或理念的試驗、政策方案的落實與成效、教育問題

解決策略的評估等。這些都有助於教育人員對於實務問題的認識與瞭解，並進一步

構思解決方案，研擬可能的策略，梅益教育品質的改善。然而，上述以行動研究進

行探究的文獻中，基於其研究的目的，多數對於有關行動研究實施過程中所遭遇的

問題或困境，著墨有限且未能深入探討。有鑑於此，本研究以行動研究在學校教育

中的應用為主題，探討行動研究在設計、運用、執行、推廣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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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學校教師實施行動研究時，其所面臨的問題及發展進行探究

和分析。為了達到此一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選擇一所實施行動研究

已有多年經驗的國民小學作為個案，運用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資

料蒐集。研究期間自九十七年二月至九十七年七月，為期半年。而為了增加研究資

料的周延性，提高對研究問題的解釋，所以在研究的過程中，廣泛地蒐集個案學校

教師進行行動研究的各項相關資料，其內容包括:實地的觀察記錄、行動研究開會

討論的記錄、教師行動研究的省思日誌、學生學習的成果等文件資料，以深入地了

解行動研究的實施過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和難題，俾供其他學校推動行動研究之參

酌。

一、研究據本的選取

本研究選擇一所推動教師行動研究已有多年經驗的國民小學作為樣本，該樣本

學校自民國八十九年起，開始推動教師行動研究，其發展自第一年僅有三位教師進

行行動研究，至九十七年止，全校已有五十餘位教師，近三分之一的教師參與行動

研究，而該校教師所提出的行動研究，也多次獲得教育局獎勵，成效頗佳。至於該

樣本的選取係透過研究者過去在學校服務的同仁所介紹，在說明研究的目的和實施

方式，並允諾將研究的成果與行動研究的成員分享後，一一徵詢參與行動研究的六

位成員(四位教師、二位兼行政職的教師)。研究者獲得成員的同意後，展開相關

的研究工作。

二、資科蒐集的方法

誠如上述，本研究採取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蒐集。

首先，就觀察的實施來看，研究者運用參與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的

方法，而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研究者選擇採取觀察式參與者( participant-as

observer) 的角色，參與個案學校被觀察的行動研究小組。觀察項目主要是行動研

究小組每週的會議討論，其內容則包括行動研究小組運作的結構和程序、小組成員

的角色和任務、行動研究實施的議題(如研究題目的確立、研究目的的訂定、研究

方法的選擇、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結果與分析、行動研究的檢討與改進、行政的

配合與相關資源的協助)。其進行係利用行動研究每週一次定期聚會的討論活動，

研究者與會觀察，為期半年。

其次，就訪談的實施而言，研究者採取回溯式訪談( ret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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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的方式，讓受訪者回憶並重建過去行動研究過程中所發生的一些事

情，蒐集受訪者個人的親身經驗。訪談的時間是自九十七年二月起至九十七年六月

止，利用每週三行動研究小組聚會後的時間，安排一位教師接受訪談，訪談地點則

是在學校的會議室。此外，研究者於深度訪談實施前，會事先擬定訪談的大綱作為

輔助工具，而其內容則是依據研究的問題及相關文獻的分析。透過一連串結構式的

問題來引導，以順利蒐集所需的資料。

最後，除了觀察與訪談所獲得的資料外，有關行動研究運作的其他資料亦予以

納入。由於個案學校的行動研究小組人數為六人，同時於研究前也取得行動研究成

員的同意，所以有關教師教學的省思日誌及學生學習成果資料的取得部份，並不困

難。 Tucker和Stronge (2005) 指出，學校革新的兩個焦點是師資標準的提升及學

生學習績效的改善。教師專業能力的增進若無法實際反映於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則

失去意義。是以，教師若能透過行動研究的參與，有效提升個人的專業能力，同時

改善學生的學習績效，將使行動研究的推動，更具意義。

三、相關資斜的分析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所蒐集到的資料，研究者必須要進一步地加以整理和分析，

理解其可能隱含的意合，樽益於行動研究的發展。整體而言，研究資料大致可以區

分為行動研究的推動、實施、發展三個階段。基於此，上述這些資料的分析主要可

以從三個面向來著手，包括( 1 )行動研究的宣導與推動( 2 )行動研究的

規劃與實施 (3 )行動研究的挑戰與發展。而依據這些層面的分析架構，可以

獲致不少的經驗和歐示，足供借鏡。

肆、研究結果

誠如上述，教師行動研究從推動、實施到發展階段，各個時期都會遭過不同的

問題與困境。尤其組織或學校在推動各項變革或革新的過程中，原本的穩定狀態可

能受到衝擊，不復存在，且未來可能面臨更多的壓力和不確定性，成員不免產生疑

慮，這些挑戰都考驗領導者和組織成員的智慧。

一、何動研究的宣導與撥動

行動研究的宣導與推動階段是進行行動研究最具關鍵性的時期。所謂「萬事起

頭難 J 任何新的政策或措施都可能威脅成員的現狀，帶來不安。這些典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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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下述訪談中看出端倪。

「現在學校又要我們做行動研究，有沒有搞清楚。學生這麼難教，工作負

擔又這麼重，老師哪字里還有時間來做研究呢?況且研究應該是大學老師的

責任，怎麼會叫我們小學老師來做研究呢 P 真不曉得教育局那些人腦子在

想什麼? J (9702訪談B老師)

「教育當局經常在推動新的政策，讓人目不暇給。教師行動研究應該是這

一波要推動的新政策吧。其實，也不用太緊張啦!反正這麼多年來，看了

不少的新政策 O 只要配合學校，盡力去辦理就好了。至於成效好不好，就

不用太在意了。畢竟，這又不會影響考績。 J (9702訪談C老師)

「如果學校要我們做行動研究，那得要給我們相對的資源或協助才可以。

例如，可以讓我們利用教學研究會的時間進行行動研究的討論，可以請相

闊的學者專家來做為我們的諮詢，學校應極力爭取可能的經費把注或補

助;最好有行政主管參加或與我們保持聯繫以隨時提供協助 o J (9703 

會議記錄)

「一開始學校要我們做行動研究時，我們就馬上想到原先己運作許久的請

書會。因為在請書會中，我們這些成員早已建立良好的默契，彼此的主動

關係和諧，且透過讀書會，我們經常性地進行專業性的對話和探討，此種

學習團隊來進行行動研究，應該可以獲得較佳的成效 o J (9703訪談E老

師)

「綜觀教師所提行動研究的主題，主要包括了班級經營的策略、學生行為

的獎懲方式、合作學習方法的運用、統整課程的設計、同儕小老師制度、

資訊融入單元教學等，這些問題多數集中在課程教學及學生輔導方面，比

較偏重在教師本身每天的教學活動上。 J (9703觀察記錄)

準此以觀，學校於推動行動研究時，必須先做好宣導的工作，消5耳學校成員

的疑慮或顧忌、，不宜貿然躁進。尤其相關理念的背景和精神，最好能善用各種機

會，利用多樣化的方式和成員溝通。讓他們瞭解其意義和內涵，避免對理念產生誤

解，進而取得成員的支持和認同。當然，組織變革的過程中，多少會有一些疏離或

拒斥者，但透過積極的參與者，可以營造組織正向發展的氛圍，帶動組織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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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校革新的作為必須莫基在成員的支持下，方能竟其功。而學校現有的讀書

會組織或專業成長圖體就是最好的基礎。是以，學校理應給予成員所需的資源和協

助，滿足成員的需求，才能凝聚共識，促進組織的發展。

二、行動研究的規詞與實施

行動研究的規劃與實施攸關行動研究實施成效的高低，因而在此時期必須投注

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以確保成效。事實上，缺乏續密的行動研究規劃與實施，常導

致行動研究參與者的氣餒，影響行動研究最後的成效。此過程中所可能碰到的問題

可以自下述訪談中略窺一二。

「學校要我們做行動研究，但是學校的活動卻這麼多，真的很難找到共同

的時間來討論，總不能要我們刑用下班時間來做吧。所以多數的時間乾脆

自己來做。或許下一次再有機會做行動研究時，就由我自己一個人做就好

了，應該可以省下不少時間。 J (9704訪談A老師)

「坦白說，有時候我會覺得我行動研究的設計，如此進行，不曉得會木會

有問題 O 雖然我也請教了學校其他的老師，但他們也無法給于我肯定的作

法。因此，我就根據自己的發現和解讀，繼續做下去。說真的，內心還蠻

心虛的。 J (9703F老師省思日誌)

「要選擇行動研究的題目，我一開始就想到班級中教學或學生輔導的問

題，因為這些問題與我每天的工作情緒息息相關。若能夠透過行動研究的

進行，幫助我找到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將可以提升我的教學成效，

也能讓我在工作中找到樂趣，真是一舉兩得。 J (9703訪談D老師)

「行動研究實施的過程中，最令人感到困擾的問題之一是有關文獻資料的

蒐集。就我個人來說，利用相闊的圖書網路資源來蒐集文獻資料並沒太大

的問題，但是有些屬於自己班級或學生的個別性資料，往往必須自己去創

造，自己去挖掘，這對我來說，是相當大的挑戰。 J (9705訪談F老師)

「我一直認為，行動研究的實施應該要有慎思鎮密的步驟，來完成研究的

工作。但實際的作法卻是選定主題後，就緊鑼密鼓地展開。但有時候卻發

現先前的作法思慮木周，常有疏漏之處，甚至作法有誤。雖然最後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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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結果，但誠心而諭'仍有許多地方值得改進。 J (9704D老師省思日

誌)

由是觀之，行動研究的規劃與實施可能面臨時間不足，導致協同對話和交互反

省機會減少的情形;未能提供資源給予老師，而形成單打獨鬥的現象;行動研究題

目的選擇限於個人本身的需求和興趣，未能跳脫課程和教學的思維，朝向更精緻或

宏觀的視野來選擇議題;蒐集文獻資料常侷限在外部的研究報告或資料，卻忽略或

無法取得問題本身情境內的相關資料。再者，行動研究的實施步驟未能深入地分析

並顧及周延性，因而導致部份資料蒐集遺漏或不符研究所需。

三‘ f才動研究的挑戰與發展

行動研究在歷經宣導與推動、規劃與實施的階段之後，將會進入挑戰與發展的

時期。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對於整個行動研究工作的檢討與回顧，藉以策劃未來，精

進日後行動研究的實施。當然，此階段若缺乏慎思續密的分析和檢視，則諸多問題

仍然可能於日後再現，進而打擊教師參與行動研究的意願和士氣，其對教師行動研

究的推動恐形成阻力，影響甚鉅。至於此階段所面臨的挑戰和發展問題，可以從下

述的訪談中略知模概。

「好不容易終於完成了行動研究，真是一項難得的經驗。從一開始毫無概

念、沒有頭緒，到最後居然完成了行動研究報告，的確讓人經歷了一趟奇

妙之旅。雖然期間遭遇了許多的問題和瓶頸，但靠著成員彼此的協助和鼓

勵，始終能克服萬難，繼續前行。如果說今天的結果有任何的貢獻，應該

歸功於團體成員的信任、專注及努力。 J (9706會議記錄)

「結束行動研究之後，我認為有些問題常困擾著我，這些問題包括:研究

過程中所技注的時間總覺得不夠，英文文獻及學術性高的文獻閱讀方面存

在困難，成員彼此之間交流立動的機會並不足，學校行政所給于的支持和

資源仍有改善的空間;觀察反省及工具使用的技巧仍待加強等。有鑑於

此，若有機會再進行行動研究，一定要先克服上述的問題。 J (9706訪

談D老師)

「過去在教育改革中，常常聽到對於教師專業自主性的強調，當時並不以

為意。然而，透過參與這次的行動研究工作，讓我深刻體驗其精神。因為

June, 2009 Sec耐的 E恥ation ~41建



在行動研究的過程中，無論是行動研究題目的確定、研究設計的規劃、研

究資料的蒐集、研究夥伴的選擇、研究報告的撰寫等，都賦于研究者相當

大的自主性，殊少有來自外界的干涉或主導，讓我享有充份的自主權，也

使我體認到專業自主性的內涵。 J (9706B老師省思日誌)

「行動研究的結果可能讓我們找到一種有效解決實務問題的方法，但我一

直有個疑問，如何能誰明我所找到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是我直覺的觀察或

是學生評量成績的進步就可以證明呢?也許還有其他更佳的方法。所以我

認為，行動研究的結果應受到嚴格的檢視或其他途徑的驗誰，以確認其所

獲得的結果，可以受到信賴 o J (9705會議記錄)

根據上述的看法，可以發現，行動研究的挑戰與發展階段係對於行動研究工作

的整體檢視。意在檢討過程中所遭過的問題，尋求更佳的解決策略。同時透過此經

驗的累積，促進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改善未來行動研究的品質。值得關注的是，

在此階段所重視的是行動研究者的反思。尤其對於其研究結果的檢視和反思，往往

能增進教師行動研究的視野，乃是值得重視的作法。

伍、分析與討論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樣本學校在推動與實施行動研究過程中所面臨

的問題與挑戰。而由於本研究係屬於質性的個案研究，所以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

並無法作廣泛的推論，有其限制。但從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中，仍能獲致若干發現，

值得借鏡。首先，行動研究的推動首應讓學校教師瞭解行動研究的理念和精神，才

能凝聚共識，攜手合作。學校尤應加強宣導和溝通，避免教師的誤解，致使行動研

究窒礙難行。其次，在未能獲得同儕或學校支援的情形下，可能使行動研究的過程

形成教師單打獨鬥，自立更生的現象，所以必須強化行動研究成員間協同對話、交

互反省的機會。復次，部份教師可能園於其能力和時間的限制，而無法做好文獻分

析、研究設計、效度驗證等工作，影響行動研究的品質。就此而言，學校可以鼓勵

並規劃教師在職進修活動，有效提升教師此方面的專業能力。同時，基於前述的原

因，可能使行動研究的報告流於教師個人經驗的說明和闡述，有關行動研究本身的

問題背景、研究設計、方法論、工具編製等方面的討論和反省相對較少，透過專業

能力的提升亦能突破此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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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行動研究問題的選擇大多集中在教師個人本身的關注度，因而多數問題

係屬於課程和教學問題的改善及班級學生行為問題的處理。直言之，行動研究的問

題以教師個人教學直接相關的教育實踐為主，偏向工具性和實踐性的行動研究。而

對於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教育實驗、學校範疇等層面上的思考和探究較少。最後，

誠如前述，教師行動研究往往缺乏個人反省思考，協同合作夥伴專業對話的機制。

就前者而言，教師若能透過反省札記、同儕視導、教學檔案、案例探討以及自傳分

析等多元方式，將能增進其反省思考的能力;就後者來說，協同合作夥伴可以包括

行動研究小組內的核心夥伴，也應該將小組外的學校教師以及其他學校的教師列入

重要夥伴，尋求協同合作的機會。當然，無論是反省思考或協同合作，學校若能正

視其重要性，建立其運作的機制，則將有助於行動研究的推動。

值得一提的是，從實際的觀察研究中，可以發現，行動研究是否能發揮其預期

的功效，成員之間彼此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教學所潛藏的問題和研究過

程中所遭過的難題和困境，都必須奠基在信任的條件下，彼此方能開誠佈公，悉數

托出，藉以尋求解決的策略。誠如Walker (2007) 所指出，學校變革的成功植基

於成員之間的信任、勇氣、精力等特性所營造的學校文化，而依此所呈現的合作文

化模式，除了有助於教師成員外，更能將被動的學習者轉化為主動積極的學習者。

Beaudoin和Taylor (2004) 也指出，學校成員常因其不同的觀點和思維而帶來勃

路、隔離、批評、指責。所以彼此必須花費許多的心恩來謀求共識，建立信任。有

鑑於此，行動研究的實施若能植基於誠摯關懷的信任關係'則上述所提的相關問題

和挑戰，將能獲得改善的契機。

陸、結論

在當前講究績效，倡導教師評鑑的改革趨勢下，讓學校教師在領導權運作的

過程中，參與領導，分享領導權，齊心合作，彼此尊重，致力於教育專業知能的

發展，使其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業已成為提升學校效能的重要機制 (Krovetz & 

Arriaza, 2006) 。就此而言，行動研究的推動符合當前教育改革的精神，亦能發

揮此教育功效，尤其最近有關的研究顯示，以合作學習方式來增進教師專業成長的

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可以孕育積極正向的

學校文化，緩和學校領導權所可能帶來的衝突或嫌隙，其運行除了增進教師的學

習外，亦有助於改善學生的學習，對於學校整體續效的提升，功不可沒 (Hord & 

Sommers,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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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Hoy和Miskel (2007) 指出，影響組織成員表現的要素有四(1)

結構 (2 )個體 (3 )文化 (4) 政治學。這些因素猶如學校發展的「槓桿

點 J (leverage points) ，左右學校運作的效能與方向。準此而論，行動研究成員

的表現亦受上述因素所影響。換言之，依據上述研究的發現，影響行動研究成員表

現的因素包括:行動研究成員的需求和信念、目標的明確性與挑戰性、結構的分工

和專門化、行動研究團體的文化價值和規範、學校和教師次團體的權力運作和關係

等。這些因素都是行動研究運作過程中，必須加以關注的要項。

而上述有關行動研究的探討也彰顯了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基於此，展望教師行

動研究的實施，學校可以朝向以下幾個方面來努力( 1 )強化行動研究理念的

宣導，凝聽教師實施行動研究的共識 (2 )建立行動研究運作的機制，完備相

闋的配套措施 (3) 鼓勵行動研究成員的合作和交流，發展以促進教師專業知

能的學習社群 (4 )導入外部學者專家的話詢，提高教師行動研究的品質:

(5 )超越行動研究工具性的研究旨趣，邁向更具前瞻性的研究話題 (6 )善

用多元方式增進反思能力，有效提升行動研究的實施。

綜言之，行動研究無論是在宣導與推動、規劃與實施、挑戰與發展階段，其進

行都應該奠基在個體的需求下，從教育現場問題解決的過程中，讓學校教師體認到

行動研究的重要性並據以形塑正向積極的價值信念。當然，行動研究的推動與實施

若能輔以完善的組織結構，如行動研究團隊的組成方式、行政支援和資源系統的建

置、小組成員互動討論的機制、成員的角色和任務定位等，將能有效提升其研究團

隊的運作效能。此外，行動研究在運作的過程中，其小組內部和外部學校文化的衝

擊和交融，同時兩者的權力關係和互動情形可能創造獨特的文化特性，這些都可能

對於學校行動研究的工作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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