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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學習社群的發展與挑戰

實踐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由高博銓由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學校學習社群是近年學校教育改革過程中，逐漸受到重視的一項議題。其目的

在提供一個學習的環境和機制，促進個人的成長和組織的發展。為探討學校學習社

群的發展，本文首先分析學習社群的意義;其次，說明學習社群的建立與發展;再

者，指出學習社群的運作策略，其內容包括:一、透過團隊工作的方式;二、採取

分享的領導作法:三、運用岡儕視導的模式:四、利用合作學習的方法:五、製作

專業的檔案夾;六、擬定相關的配套措施。最後，闡釋學習社群建立與發展的過程

中，其所可能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學校領導者所給予的奧援、教師專業成

長需求的滿足、教與學為核心的目標定位、以及社群與學校文化的相容性。

關鍵詢:學習社群、專業發展、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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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school becomes an increasingly valued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 reforms. The goal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is to provide 

a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mechanism promoting personal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the paper firstly aims to analyze the essence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Secondly, 
to explain the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Furthermore, 
to point out the strategies for running a learning community.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l)adopting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taking measures with shared leadership; (3)exercising peer 

coaching model; (4)taking good advantage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5)developing 

a professional portfolio; (6)mapping out matched plans. Finally, to interpret some 

possible challenges about the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These challenges are related to the support from schools' leaders, the satisfaction 

of need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setting of central goal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compatibility of culture between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Keywords: learning communiti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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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知識的創新與應用已經愈來愈受到重視。基於此，

組織的發展必須不斷地提升其知識管理與運用的能力，才能確保組織的永續發展。

值此知識社會中，學校作為一教育性的組織，自然無法置外於此一趨勢的發展，而

更應洞悉社會的變遷，採取積極有效的策略，以因應未來可能的挑戰。事實上，有

關知識社會的形成， Drucker ( 1994 )在其《後資本主義社會) ( Post-Capitalist 

Society) 一書中曾加以闡釋，他認為，現在靠傳統資源，也就是勞力、土地、資

本，愈來愈賺不了什麼錢。唯一的「金主」是資訊與知識，知識是經濟資源、是創

造財富活動的核心。其對於知識社會發展與特徵的明確論述，頗具前瞻性，也獲得

了印證。

鑑於此發展趨勢，組織必須正視其對於知識的管理與運用。就此而言， Senge 

( 1990; 2000) 於其著作《第五項修鍊)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ming Organization) <學習型學校) (Schools That Leam : 

A Fifth Discipline Fieldbook for Educators, Parents, and Everyone Who Cares 

About Education) 等書中，積極倡導以五項修鍊來建立學習型組織的主張，可說

是組織對於知識管理與應用的先驅性作法，甚至成為標竿。而其所提出的五項修

鍊主要包括:一、自我超越;二、心智模式;三、國隊學習:四、建立共同願

景:五、系統思考。

根據Senge的看法，組織若能力行五項基本修練，則能幫助組織從操控蛻變成

創新的有機體，且當五項修練逐漸聚合時，組織更能釋放出潛藏的巨大能量。準此

而論，學習型組織的發展可以為組織帶來價值文化的轉移，能夠做迪個人和組織

的潛能，為組織創造生產性的動能，從而促進組織的永續發展。有鑑於此，諸多

學校教育改革的推動都以此為利器，希冀以此發展學校為學習型的組織。值得關

注的是，在此目標架構下，組織有許多推動的策略，其中有關學習社群 (leaming

cOlJlmunity) 的概念，應該是其中較受青睞的一種作法。

Sergiovanni (2005) 指出，學校應該建立學習社群以促進教育的發展，其所

莫基的理由有五:一、學習社群可以強化教師、家長以及學生之間的連結，建

立緊密的關係;二、學習社群促使學校中的成員將其關注的焦點集中於共岡的

利益和發展土;三、學習社群可以作為成員庇護的場所，讓成員獲得安全的保

障，為團體成員無條件地接受:四、學習社群以學習為核心，增進成員的專業

成長:五、學習社群可以建立關係和責任。是以，無論是從個人或組織的角度來

看，學習社群的建立和發展絕對有助於教師和學校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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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綜觀國內有關學習社群發展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多數研究的焦點主

要集中在網路學習社群的建構、支援系統，以及學習社群在部份課程上的應用(陳

協志. 2006; 潘建光. 2001 ;劉莉君. 2003) 。至於將其實際應用於學校方面的

研究，則為數不多(呂淑屏. 2002 ;劉鎮寧. 2003) 。易言之，目前國內對於學

校學習社群方面的運作、挑戰、策略等層面探討的文獻，仍有許多值得努力的空

間。當然，這也凸顯了對於學校學習社群方面研究的迫切性。基於此，本文擬針對

學校的學習社群進行概略性的探討，俾供學校學習社群方面研究，進一步的參酌。

貳、學習社群的意義

就字源的意涵而言，社群( community )是兩個印歐語系的字根. kom的意

思是指「每一個人 J 而mom的意思則是「交換 J 有「共同分享」的意義。換

言之，社群這個字的字源意義，並不侷限於一個明確的地理界限來加以界定，而

是一種分享式的生活世界 (Senge ， Camb伽ro∞n

Klei旭ne吭r， 2000) 。事實上，若從字面上來看，學習社群是一群具有學習意向，尋

求共同目標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體。換言之，學習社群提供一個學習的環境和機制，

其運作係奠基在組織成員之間的學習成長，從而增進個人和組織的發展。 Speck

(1 999 )指出，學校的學習社群係透過教師、學生、職員、校長、家長、以及社

區之間的動態對話，並利用其持續性的合作機制來改善學校組織的學習和生活品

質。尤其學校中的校長和教師的角色，更攸關其運作的成敗。

此外. Sergiovanni (2005) 強調，校長的領導權和學習社群的建立緊密

相關。而其領導權的發揮應植基於實務的反思和道德的威信，在此基礎上，校

長應關注於教學領導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同時運用共享領導( shared 

leadership) 的方式來提升學習社群的影響力，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綜言

之，學習社群是由學校的利害關係人所組成，透過動態性與持續性的合作機制，凝

聚成員的意志和行動，同時以學習為導向，尋求社群的發展與成長。另一方面，社

群運作的過程中若能取得學校領導者的參與和協助，輔以配套的措施，則更能確保

社群的永續發展。

參、學習社群的建立與發展

學習社群並非學校的正式組織，也無強制性的權力規範學校教師必須參與，

因而欲在學校中建立學習社群或尋求學習社群的進一步發展，若無續密的規劃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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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實施策略，常常會遭遇到阻力和挫折。尤有甚者，部份學校可能面臨教師的杯

葛，最後功虧一簣，殊為可惰。事實上，任何組織的存在與發展，都必須要有明確

的、有挑戰性且可達成的目標指引，同時組織目標也要能獲得內部成員的認同，願

意傾全心，努力去達成。質言之，學習社群若無法取得成員的信任與支持，未有清

楚的目標定位，恐難凝聚共識，於學校組織中繼續生存與發展。

誠如上述，學習社群在學校組織中，是一種非正式的團體，是成員主動自發

所成立的團體，其建立與發展端賴社群中成員的努力。事實上，根據Kruse ， Louis 

和Bryk (1 995) 的研究，專業社群具有五項主要的特徵:一、反省的對話:二、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運作思維;三、教師同儕的專業互動;四、合作的組織文

化:五、共享的價值和規範。準此以觀，上述這些特徵提供學校學習社群在建立

與發展的過程中，可以進行自我的檢視，調整作法與策略，指引其進一步的發展

方向。值得關注的是，專業社群所具有的五項特徵除了作為學習社群發展的敵示

外，理應洞悉其間相關核心要素交互作用的事實，以窺其全貌。質言之，學習社

群的發展除了莫基於成員的因零外，尚包含其他的因素，如組織、環境等。 Hoy和

Miskel(2007)指出，影響組織成員表現的要素有四:一、結構;二、個體;三、

文化;四、政治學。這些因素猶如社群發展的「槓桿點 J (leverage points) , 

左右社群運作的效能與方向。進而言之，社群成員的需求和信念、目標的明確性與

挑戰性、結構的分工和專門化、社群文化的價值和規範、學校和社群的權力運作和

關係，都會對於社群帶來壓力和影響，因而必須加以正視。

舉其整整大者，部份學校學習社群於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可能缺乏明確具挑

戰性的目標、強化行動的激勵系統、智性成長的需求滿足、具體清晰的運作規範、

自由開放的溝通管道、自律尊重的社群文化、支援輔助的配套措施、參與分辜的領

導方式等條件配合，因而阻礙了學習社群的發展。事實上，綜觀影響社群發展的諸

項因素，可以發現，學習社群自成立開始，初步運作，步入常軌，穩定進展，以至

於尋求永續發展的過程中，不免遭遇困境與挑戰。但其關鍵的因素乃在學習社群的

成員及學校的領導者。

尤其學習社群在建立之初，學校的領導者若能善用方法，擬定具體的作法，提

供社群發展所需的協助和支援，將有助於學習社群的穩定成長。而學校領導者在開

始建立學習社群時，可以採取下列的作法:一、採取分享參與的領導方式來取得教

師的信任;二、建立學習所需的基本架構(女叫\組會議、年級會議、讀書會等)

同時安排以教學和學習為核心的機會，讓教師有共同合作的經驗;三、以身作則，

鼓勵教師持續關注教學的結果和學生的學習成效;四、具備學習社群特徵的知識及

其運作策略;五、洞悉學校的歷史知識和力量，並且掌握會影響改變過程的機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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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六、提供學校成員認識學習社群特徵的機會;七、耐心傾聽教師的心聲，並

追蹤其所承諾之事;八、爭取外部的支持和資源，促進學校的革新 (Hord， 1997 ; 

Roberts & Pruitt, 2003 ; Speck, 1999) 。

準此以觀，學校領導者對於學習社群的發展扮演關鍵的角色，其在學習社群建

立與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發揮引導、激勵、催化、監控、支援的功能，運用其所擁

有學習社群相關的知能，勾勒社群發展的藍圖，壁畫學習社群發展的步驟，同時凝

聚社群成員的心力，強化彼此參與合作的平台，並且整合內外部的資源，以促進學

習社群的穩定發展。

肆、學習社群的運作策略

根據上述的分析與討論，影響學校學習社群發展的因素頗多，其中有關結構、

文化、人員、權力政治等基本層面的因素，最具關鍵，也最受注意。有鑑於此，在

探討學習社群的運作策略，以此作為思考的基礎，自屬合理且適當。事實上，綜觀

現今各校推動學習社群及其實際運行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學習社群的運作若能採

取多元化的策略，兼顧個人和機構層面的需求和目標，較能獲致成功。就此而言，

除了前述所提學校領導者於學習社群建立之初，可採取的具體作法外，部份教育學

者也歸納學習社群相關的研究文獻，指出成功的學習社群所能採行的策略，這些策

略分述如下:

一、漣漣國隊工作的方式

學習社群係一團體性質的組織，所以其工作的模式也以團隊的工作方式為主，

過程中講求團隊的協調與合作，藉以提升社群的生產力。尤其當前有關學校教育所

推動的諸多教育改革，如學校本位課程、協同教學、服務學習、同儕視導、行動研

究、自我評鑑等，都必須要學校教育人員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謀求因應的對策，

解決其所面臨的瓶頸或困境。 Johnson和Johnson (2008) 指出，團體成員所具有

的多元性，反映在其成員豐富的經驗及其多樣化的觀點，因而彼此能夠激盪出更多

的想法和創意，同時形成更好的決定。當然，欲達成此目標，團體理應先致力於團

體建立的方式、團體互動技巧的訓練、團體發展的過程要領以及團體效能提升的作

法等，才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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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取分享的領導作法

有關學校領導權的討論，存在諸多不同的分類方式。其中近年來廣受重視的建

構式領導權，由於強調學校整體的融入，同時主張強化學校與社區的關係。依此，

可以促進學校教育目的達成，因而備受關注。 Lambert ( 1998 )指出，所謂的建構

式領導就是學校成員一起學習，彼此共同合作建構意義和知識。尤其在當前講究績

效，倡導教師評鑑的教育氛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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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提升學校效能的重要機制( Krovetz & Arriaza, 2006) 。是以，

在學習社群的發展過程中，採取分享的領導作法，乃是符應時代的需求並能兼顧到

其組織的效能。

三、運用時儕楓導的模式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學校的變革常常會使教師產生壓力。其中因為變革所產生

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被認為是阻礙學校革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以，如何消葫

變革所引發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協助教師體認教育變革的精神與內涵，乃成為

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Kise (2006) 認為，透過同儕視導的方式可以促

進學校的各項變革，其運用近年有關人格類型、多元智慧、經驗學習模式、心智模

式等方面的研究，提出符合個人特質的差異性視導 (differentiated coaching) 模

式，強調此視導模式植基於六項核心要素一)增進教育反思的一致性結構:

(二)教師本身對於教與學的優勢和信念(三)足以影響其信念的資訊和證

據(四)變革過程中的教師需求(五)教師所學與課堂問題解決的關聯

性(六)營造促進教師深層反思的合作性環境。而以此為基礎的視導模式將有

助於強化教師的專業知能，落實學校教育改革的理念。

閥、利用合作學習的方法

合作學習係學校教育活動中，廣受教師採用的一種教學方法。而將其應用於

學校社群的學習活動中，亦能發揮同樣的功效。 Jacobs 、 Power和Loh (2002) 指

出，合作學習可以催化團體管理的思維，增進成員之間的互動，彼此切磋王軍磨，相

互激勵，從而有效提升值人和組織的學習成效，同時亦能強化團體成員間的連結，

發展出統體的意識 (sense of community )。事實上，最近有關學習社群的研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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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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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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整體績效的提升，功不可沒( Hord & Sommers, 2008 )。

五、製作專業的檔案夾

專業檔案夾 (Professional portfolio) 可以讓教師在其專業的能力、努力以

及成就的表現上，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展現其專業成長的歷程和成果。就其內

容而言，以歷程為取向的專業檔案夾蒐集教師專業成長和目標擬定有關的教材和

文件資料;以成果為取向的專業檔案夾則是展現教師專業能力的代表性物件或作

品，兩者都能反映教師專業的表現。而近來電子化檔案夾 (electronic portfolio) 

的使用，更提升了專業檔案夾的應用及其效率 (Campbell ， Ciqnetti, Melenyzer, 

& Wyman , 2006) 。據此，學習社群中的成員若能就檔案內容的選擇、組織、

評鑑、展示等部份，事先建立共識性的概念架構，並輔以明確的組織結構，將能

協助教師藉由專業的檔案夾來改善其教學，促進學生的學習( J ohnson , Mims & 

Doyle-Nichols, 2006) 。

71 、擬定相關的配套措施

誠如上述，影響學習社群成員表現的因素，除了個體本身的因素之外，尚涉

及社群的結構、文化、權力政治等因素。有鑑於此，欲探討促進學習社群有效運作

的策略，應該避免落入管窺之見，失於一隅，而必須從整體的角度，考量各因素之

間複雜的交互關係，從而研擬相關的配套措施，以收倍龍之效 (Roberts & Pruitt, 

2003) 。舉例而言，學習社群對於其活動的規劃應該輔以相關的運作規則、任務

分工、功績酬賞制度;符合信任、合作、平等或品質的學校文化特徵;考量關懷、

尊重、參與、分享的權力模式或領導作法。值得關注的是，有關學習社群運作的配

套措施往往必須仰賴學校行政處室的配合，尤其是學校領導者的支持與協助，方能

突破過程中所可能面對的困境和問題，克竟其功。

根據上述有關學習社群運作策略方面的探討，可以發現，這些策略的作法，其

目的旨在強化社群成員之間的關係，增進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同時鼓勵社群成員

以開放、合作的方式來進行學習，並透過領導權的分享來促進學校領導者與社群成

員之間的溝通和對話，凝聚教育的共識，確保學校教育的革新。至於專業檔案夾的

製作則有助於教師本身詳細檢視其教學的歷程，反思其教學的實施，進而調整其教

學的策略，並改善其教學的成效，從而有效提升教師本身的成就感和教育專業的認

同度。此外，學習社群的運作也需要相關配套措施的支持，使其運作能融入學校的

系統，於軌範的架構下，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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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習社群發展的挑戰

學校學習社群的穩定發展有助於教師本身專業知能的增進，同時也有利於學校

各項革新工作的推動。是以，因應當前講求教學績效，重視教師評鑑，倡導學校改

革的時代，有愈來愈多的學校領導者鼓勵教師成立學習社群，以其所發揮的功能，

作為學校革新的動力。值得關注的是，學習社群在各校推動的過程中，其實施的成

效卻各有不同。根據上述的討論，學習社群發展的問題與挑戰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

層面:

→、學校領導者所給予的奧援

影響學習社群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學校領導者所給予的奧援。就現況來看，

學習社群無論在成立初期或是處於運作階段，都可能會面臨到瓶頸或遭遇阻礙，此

時往往需要來自社群外部的協助或支持，才能順利突破困境，持續發展。進而言

之，學習社群所企求的協助或支持，可能包括:提供配套的行政措施、把j主所需的

經費、安排過當的環境空間、協調課程教學的規劃、爭取校外的社會資源等。值得

關注的是，領導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影響的歷程，在此歷程中領導者會影響他人，以

便於在團體或組織中，安排各種活動與人際關係 (Hoy & Miskel , 2007) 。基於

此，如果學校領導者願意主動參與學習社群的運作，隨時瞭解其運作的情形，並掌

握其發展過程所面對的困難，提供適時的協助或支援，則學習社群的發展將更形順

利。

二、教師專業成長需求的滿足

誠如前述，學習社群旨在提供一個學習的環境和機制，其運作係奠基在組

織成員之間的學習成長，從而增進個人和組織的發展。是以，教師個人專業成

長需求的滿足是學習社群運作的重要目標之一。 Shulman (2004) 的研究指

出，一位稱職的教師必須擁有的教師專業知識包括:學科知識 (subject matter 

content knowledge) 、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課程知識

(curriculum knowledge) 、對教育環境的瞭解、對學生心理和人格特質的掌握，

以及對教育目的和價值及其史哲基礎的認識。而學習社群活動的規劃則應以此為基

礎。畢竟，社群成員的成長需求是否獲得滿足直接影響其對於社群的參與和承諾。

值得一提的是，專業成長需求的滿足除了仰賴社群成員合作學習，共同探究專業領

域的發展與革新外，也可以爭取外部官方、學術或民間機構的專業資源，強化社群

成員的成長活動。當然，若成員在社群運作過程中，其所獲得的經驗與期望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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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差，則成員對於社群的凝聚力將下降，甚至退出社群的運作。有鑑於此，教師

專業成長的需求是否獲得滿足，攸關社群未來的發展，不得不加以正視。

三‘我與學為核心的目標定位

學習社群對於教師專業知能的增進必須奠基在教與學的目標下來推動，才能確

保其對於學校教育的貢獻和發展。就學校教育的本質來看，教學與學習是學校的技

術核心，而學校教育的目標冒在透過教學與學習，來達到個人潛能的開展，並增進

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有鑑於此，在學校中，任何的團體運作或活動規劃，都必須

以此為基礎，重視教學與學習技術的發展與提升，從而促進學校教育目標的達成。

然而，撰諸現況，部份學校學習社群的運作，雖然都是以教師專業知能的增進為目

標，但往往忽略其在學生學習成效上的意義。易言之，學校教育雖然以教學與學習

的活動為核心，但教學知能的成長仍必須回饋至學生的學習，如此才具教育義。

Tucker干日Stronge (2005) 指出，晚近學校教育的改革將焦點置於教師評鑑與學生

學習之間的連結，強調教學最終的目的冒在改善學生的學習，所以高效能的教師必

須植基於高品質的學習。此發展趨勢印證了學習社群以教學和學習為核心的目標定

位，同時也指出兩者的主從關係。

四、社辭典學校文化的相容性

學習社群發展的男一項挑戰是學習社群的文化與學校文化之間的相容性。

進而言之，學校的學習社群是以教師的專業成長為核心，強調積極、學習、成

長、合作、開放、探究等精神，必須投注相當的精力與時間。 Beaudoin和Taylor

(2004) 指出，學校領導者與教師常因其不同的觀點、壓力、作法，而帶來勃

路、隔離、批評、指責。所以必須花費許多的心思來謀求共識。事實證明，支持、

尊重、關懷、正向的學校文化有助於達成此目標。準此以觀，學校文化是否與學習

社群的文化相契合，攸關學習社群未來的發展。然而，不可否認地，部份學校文化

可能顯現消極、孤立、僵化、封閉、保守等負面精神，兩者因此種文化的悍離，

恐嚴重影響學習社群在學校中的生存與發展。尤有甚者，此文化的相斥性，可能

帶來其他同仁的冷漠、抵制或抗衡，實在很難繼續推動社群的相關活動。 Walker

(2007) 指出，學校變革的成功植基於成員間的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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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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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總結前述的討論，學校學習社群的發展是近年學校教育改革中，頗受重視的一

項議題。無論是學校的領導者或是教師都瞭解，學習社群的建立與穩定發展對於學

校教育品質的提升，是一股重要的助力，因而有愈來愈多的學校努力推動其校內學

習社群的成立。不過，就實務層面來看，建構與發展學習社群的過程中，仍不免遭

過難題，因而如何有效地來推動學習社群的發展工作，自然成為學校領導者關注的

焦點。

本文對於學習社群的運作，提出六項有效的策略供學校參酌，這些策略包括:

一、透過國隊工作的方式，凝更長成員的心力與智慧，提升社群的生產力:二、

採取分享的嶺導作法，讓學校教師在領導權運作的過程中，有機會貢獻智慧，

參與嶺導，進一步落實學校的政策:三、運用岡儕視導的模式，促進教師深層

反思的學校文化，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四、利用合作學習的方法，增進成

員之間的互動，從而強化團體成員間的連結，發展統體的意識:五、製作專業

的檔案夾，藉以改善教師的教學，同時促進學生的學習:六、擬定相關的配套

措施，從整體的角度來謀求學習社群的永闡發展。

整體而言，這些策略的運用旨在強化社群的組織結構，提供成員自我反思和精

進教學的技巧，同時透過增進成員之間彼此的溝通和對話，凝聚追求專業成長的統

體意識，以確保學習社群的永續發展。至於學習社群建立與發展的過程中，其所可

能面臨的挑戰則包括:一、學校領導者所給予的奧援;二、教師專業成長需求

的滿足:三、教與學為核心的目標定位;四、社群與學校文化的相容性。而因

應這些來自於社群結構、個體、文化、以及政治權力的挑戰，學校可以努力的方向

包括:一、學校領導者廳主動提供協助與資源，激勵社群成員，維繫學習社群

的發展動力;二、社群成員應選過持續的溝通與對話，凝眾共識，糾合成員的

意志，滿足社群教師的成長需求:三、建構以教與學為核心目標的評鑑機制，

確認學習社群的發展主軸:四、學習社群的文化若與學校文化契合，兩者相得

益彰;但學校文化若僵化封閉，則社群應扮演觸媒的角色，促進學校文化的正向發

展。總之，學習社群建立與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挑戰與難題，其展望端賴學校成

員，尤其是學校的領導者能否發揮其智慧，與學校教師共同合作，齊心一力，共謀

因應的策略，確保學習社群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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