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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透過研究者和教師過去十年的合作經驗，揭示結構縫隙和政策空間對

於激發教師變革意願和持續投入的重要性。結構縫隙拈的是在制度限制中找到

行動的機會，而改革政策除了資源、把注之外，尚有透過其實驗性質的教育理

念、教學方法、評量模式等改變，給予行動者空間，以利學校成員尋找組織內

的結構縫隙，在做中學和在實踐中探究與反思，或開創新的課程與嘗試新的教

學方法，甚至可以構築關懷與信任的同儕關條。面對政策和社會的期待衝突、

工作負荷和創新的改革要求，教師過去習以為常的工作棋式與關條必須轉化為

可以滋養互忌和互賴的支持系統，校本專業學習社群和跨校社群的出現，是回

應工作需求的變革路徑。然而，只有方法是不足以產生有機的連帶關餘，教育

學想像是行動意義的視框，是連帶關峰、的黏著力和變革行動的正當性基礎，透

過持續接觸與交流中，形成共同的新理解、新語言和共享實踐的未來想像。

「想像」具有穿透力和轉化的潛力，個體在縫隙中經由行動和對話的連結，逐

漸演化成新的結構。政策空間的九諾，是讓那由下而上的自然匯流，找到問起去

解決的出口，讓教師可以持續學習、創新、和找出實踐教育學想像的可行路

關鍵詞:結構縫隙、專業學習社群、網絡學習社群、教育學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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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eachers in the past decade, displays

how teachers can motivate themselves to engage in education change through the

structural chasm and policy space. The structural chasm refers to the third space

where change agents can fllld opportunity from constraints; whereas policy space

is defined by the input of resources , changes of experimental ideals , methods ,
and assessments, or even by trust building among practitioners. In face with the

conflicts between policy and social expectation, workload, and innovation demands,
supportive system of mutual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 is needed. The presence

of school-based and school-crossing PLC reflects the seeking of change patheay

in response to such needs. However, only instnunental techniques cannot generate

orgynic ties ofrelationsbip; rather pedagogical imaginary is the framework for sense

making of action, glue of ties, and legitimacy of initiatives. Through constant contact,
practitioners can develop new understanding, common languages and shared practice

of future imaginary. “Imaginary" has the potential of pene仕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ction and dialogue via chasm may evolve the new

structure. The promise of policy space may nurture the flow of bottom-up action, the

outlet of solution, which may motivate teachers continue to leam, innovate, and seek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pedagogical imaginary.

keywords:structural chasm , professional leaming community, network leaming

community, pedagogical imag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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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進入學習的田野

筆者自 2006年開始進人學校現場，

協助高中老師開發新課程; 2007年起負

頁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的規劃與執行至

今，學校現場變成了研究者的專業成長

和教育現象探究與省思的園地。隨著社

會媒體和即時通訊的發展和散佈，不限時

空的溝通模式越來越普遍，終究影響到學

校教育。 2012年，日本佐藤學教授的《學

習的革命〉一書上市之後，受邀到各地演

講，掀起了學習共同體的熱潮。全國不少

教師受到鼓舞，願意和其他教師形成夥伴

學習社群，一些縣市政府趁勢支持這一波

由下而上的教學變革行動。

時下最流行的網路通訊軟體一一

「臉書」順勢成為各地教師互通訊息和

交換學習心得的有利媒介。筆者和臺北

市一位校長率先於2012年8月成立臺北

市學習共同體的臉書社群，吸引有興趣

的夥伴開歐跨界對話。新的溝通工具一

旦和教師成長的內在需求結合，可以促

成教師的跨界學習、創造和教育學想像

之實踐。在新的關係網絡中，個體的連

帶關條透過各式各樣的社群活動在各處

匯流。 2012年至2014年，虛擬網絡的討

論延展至實體的五次「網聚」交流、分

享和研討，加廣也加深了探究的範疇與

幅度。大的網絡社群逐步擴散成跨校的

小型網絡社群，教育工作者藉由網路搭

橋，自發性地進行橫向交流與互動，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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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形構了持續更新的群集行動，以學教

翻轉的問題探究引發深刻的專業對話，

帶動了互動的學習循環，繼而開拓7知

識創新的新路徑;新的路徑又帶出7新

的問題探究，促使原有的教師的專業對

話與實踐又被翻新。教師們在不斷地開

探究新問題與尋找新路徑的循環過程

中，藉由群體摸索，為教育學想像打開

7典範轉移的可能空間。

本文建基在過去的參與經驗和研

究發現(也是限制) ，包括:田野的觀

察心得、已發表的論文、目前未發表的

研究資料、和獲得發表者同意的臉書記

錄，並以第一人稱敘事兼顧論述分析，

試圖呈顯結構與行動的相互生成關像。

亦即，教師因政策空間而發起的專業學

習社群、經由結構縫隙開拓新的課程與

教學、和透過由下而上的網絡社群，打

開的橫向連結力量，逐漸構無教育學的

想像。文中使用的理論，基本上是選用

來詮釋觀察的現象以及行動經驗，比較

傾向A紅rgy戶I汀ns

用的理論 J (t由heωor句y于戶.刊i凹n-u閻se叫〉 。

貳、教育地景的改變

Q
世界各國面對全球他知識經濟和

人口老化等之結構衝擊，提出終身學習

和能力本位的教育變革政策。自 80年代

起，學校和教師被要求擔負起社會改革

的推動力，以提升國家競爭力，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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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論述透過國際組織的相互學習與借

用，主導了全球教育變革的修辭。新自

由主義和新管理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市場

運作邏輯，改裝成政策問責和校務與教

師評鑑工真，進行學校本位管理的改造

(Ball , 2008) 。教師在教改浪潮中，

到底會成為變革的主體還是被宰制的客

體，這是教育改革能否竟其功的關鍵問

題。

臺灣社會自於九零年代經歷自由

化與民主化的同時，民間於1994年發動

四-0教育改革，在改革浪潮推助下，

教育法規陸續修訂，新的教育政策逐漸

改變了學校的行政、校長的領導和教師

的工作職責和教學角色。 1994年政府修

訂〈師資培育法) ， 1995年公布〈教師

法> ， 1999年通過並實施《教育基本

法) ， 2003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正

式實施， 2006年試辦並於5年後正式實施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育修法和課程改

革政策，直接影響到教師的職前培訓和

在職專業成長。

。 1990年起中小學校長改由遴選產

生; 1995年學校的教師會成立， 2000年

前後家長會可以參與校務，學生的學習

和身體加了「權利 J '親師之間的關條

變得比以前複雜;學校相關事務的委員

會增加，新興議題變成課程內容的一部

分，課程標準改成綱要，從95暫綱到99

課綱，因著2015年實施的 12年國民基本

教育，又必須為107年新課綱而做大幅度

調整。學校面對新的規定、行政運作、

和政策變革，必須發展出回應和調整的

能力。

教改之後，學校教師被鼓勵一起做

行動研究與協同教學，參加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學習填表、紀錄、製作檔案

一起參加競爭型計畫，學會知識管理、

儲存、轉用、分享，和參與學校總體課

程發展，或被徵求加人縣、市和中央教學

輔導國，協助其他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

的轉化。為推動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又

新增了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和加

強補救教學等措施。臺北市即將推展的

「酷課雲」線上學習平臺與校務決策系

統，更是大規模整合教學現場各項資源

與系統。因而，站在第一線的教師不得

不追趕層出不窮的新政策，學習使用新

工具、新方法，包括:網際網路、翻轉

教與學、知道如何運用學生小組合作和

協力互助，促使學生互動學習等。教師

也不再是獨立行動者，而需要與同儕夥

伴合作對話，產生新的學習關條，一起

面對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臺灣自九0年代教育

改革以來，教師的工作不再僅限於教室

內，或僅聚焦於課程與教學，而是延

伸到行政事務，包括:擔任教師評議

委員、教師會代表、課程發展委員會、

領域或年級召集人、或縣市級的深耕輔

導團的種子教師等，從這些新的任務可

以看出，教師的職能明顯擴大，多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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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教師即是行動者也是研究者。行

政回應新政策的任務持續累增，然而，

學校的組織分工、人員配置、經費規範

卻長年不變。學校行政的安排和運作，

無法跟上變革需求，行政的快速運轉和

教學變得日益複雜的實踐，使得單打獨

門的教學專業自主和各自為政的行政處

室，和改革的現實脫節，衍生的便是行

政工作找不到經驗教師或資深教師，必

須要求新手教師或代理教師兼任行政

職務，特別是教學組長和生教組長的工

作，眾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教育部因

此於2012年遭到監察院的糾正 l 。

2011 年，政府宣布2014年起實施

12年國民基本教育，繼而推進 107年新

課綱，教育工作者預期結構巨變將會發

生，不得不面對課堂教與學的真實挑

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於2011年轉成正

式實施，臺北市以領先計畫、新北市則

提旗艦計畫，提供兩市的高中高職有機

會改善硬體設備和研發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課程與教學;而教育部也於2014年將

2007年起實施的兩期程的高中優質化，

增加了第三期程的特色領航，讓所有高

中職學校皆有機會進行校本變革。這些

競爭型計畫尤其著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發展和課程與教學的活化，以提升

l 監察院於民國 101 年 10月 12 日糾正教育部應重

祝國民中小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意願低落情

形，以反代理教師擔任國民中小學行政職務的

現象(監察院糾正案字號 102教正0010糾正崇

文)。

學生素養和能力為核心目標。

2012年至2013年，可以說是教師的

變革行動年。為了因應12年國教，除了

教育界和學界，文教組織和媒體也關注

此議題。 2012年，親子天下出版了日本

佐藤學教授的《學習的革命〉一書後，

於9月和臺北市共同舉辦了「教出學習

力國際教育論壇 J '加上各地相關演講

不斷，因而在短短一年內掀起了學習共

同體的熱潮。除了學習共同體， 2013年

10月臺北市立中山女高張輝誠國文老師

將15年教學生涯結晶整合為「學恩達」

教學法，培養學生自發學習、閱讀、思

考、和表達之能力。同年，均一學習平

臺建置線上學習資源網，不少教師願意

參與並提供學習材料，幫助學生線上學

習和診斷。臺大葉丙成教授提倡翻轉教

學，於2013年受到中小學教師的重視，

紛紛於臉書上相互傳閱。葉教授於2014

年一月翻轉教室工作坊舉辦之後，更常

受邀至各地學校演講，學教翻轉的漣漪

效應迅速擴大。

除了個人的影響，大學和教育主管

機關也扮演了支持教育工作者、接觸、

交流和傳播新知、理念和方法的重要角

色。淡江大學潘慧玲教授於2013年接5乏

教育部委託，執行「學習領導和學習共

同體」計畫，當年共有27所學校參與，

約50位由學者、校長、教師組成的研究

國隊，包括:模式建置和研究、課程增

能、行政支援和媒體製作等，協助臺

。2 中等教育第 66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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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新竹、基隆、臺北共 27校發展系統 課程與嘗試新的教學方法。也就是說，

性的校本學習共同體之變革。 行動者從政策空間中找到實踐的可能

性，並持續思索和尋找結構縫隙或「第

賽、行動與結構的相互生

成闢係

一、政策空間與結構縫隙的行動

制度的變遷是由具持續性和目的性

的個體行動所共同發動而來的結果，而

此個體行動的價值與意義，也只有在歷

史與社會相互生成的脈絡稟去掌撞和了

解 (Abrams ， 1983) 。採取變革行動的教

育工作者，在改革政策的空間中運用不

同的行動策略，在原本結構的層層制約

中尋找可以行動的隙縫，嘗試突破、轉

化與開展(陳佩琪， 2004) ，繼而形塑

社會「想像J '而社會想像又為集體行

動描繪願景、 j主人方向和意義，持續的

行動因而可以逐漸演化結構，開創新的

範式或制度 (Taylor， 2003 )。

不論是2006年起，由科技部(原

心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高中創新科學

教育課程的高瞻計畫，或2007年推動的

教育部高中優質他輔助方案等，都可視

為是政策空間的例子。所謂的變革政策

在此除了把注資源之外，尚有透過具實

驗性質的教育理念、教學方法、評量模

式等改變，給予行動者空間，以利學校

成員尋找組織內的結構縫隙，在做中

學和在實踐中探究與反思，或開創新的

三空間 J (the third space) (Kris D.

Gutierrez, Patricia Baquedano-L6pez, Carlos

Teje血， 1999) ，以滾動修正方式開闢變

革路徑。在此縫隙或萌生的空間，異質

與差異被視為是開拓新空問的元素，讓

另類論述或價值，在激盪中將張力、衝

突、與矛盾轉化為學習和協作的豐富場

域 (p.286， 287) 。

結構縫隙指的是行動者在限制中找

到生機，而政策空間釋放的結構縫隙，

使實踐者在既存的學校場域中， r 看

見」組織慣習和運作邏輯，從現實中尋

求有意義的變革課題、契機與方法，並

結合資源帶動組織學習，甚至進一步擴

大為網絡連結，形成參與式或互動式的

學習和交流，並在此過程中建立新的理

解和語盲，形塑新的視框，逐步演化為

新的教育範式，或稱為新的教育學想像

(imaginary)。

二、教育學想像

「想像 J (imaginary) 一詞出自

Taylor (2003) 。他以社會想像說明與

分析新時代的形成過程，想像概念可以

貼近常民經驗的表達，包括:意象、故

事與傳說，而且為大眾所共享，因而可

以演化出共同的理解，而使新的實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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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享並具有正當性。嶄新的想法通常

在菁英的圈子或少數人開始，這些想法

背後的假設或價值慢慢具體化為規範，

再以集體認可的道德秩序出現，例如:

從封建制度過度到近代化社會，新的規

範須要獲得大眾的接受並付諸於日常行

動。

Talyor認為要讓新事物的認知變成一

種常識和慣習，需要發展出蘊含整體意

義或全貌的視框，個體才能明白事理並

做為行動的依據，進而建立起新的行為

規範和道德意識。因此，社會想像會帶

出公共議題，人們在不同的時間與場合

經由接觸、言談或不同的媒介傳遞新的

想法，逐漸演化成主流的常識。新思維

和實踐的演化需要過程，使得觀念和價

值穿透和轉化既存的文化思想、態度與

行為。

當行動者在參與的過程中，透過分

享、交流、傳播、形成共同的理解和使

用共同語吉、再展開行動、對話反思、

擴大連結並深人研討，逐漸轉他認知、

態度與行動，再進步共同演他新的教育

範式。在此過程，行動者從既存的結構

中，尋找機會進行教學或學校經營的創

新，而變革政策之內涵，可以提供第一

線行動者變革的引導和創新的正當性。

理想上，變革過程透過教育工作者的增

能或核心抉術的提升，可以帶來改變。

然而，經由結構縫隙所撐開的第三空

間，差異和異質可以是創新的元素，但

也有可能變成衝突與矛盾的催化劑。因

此，教育工作者的視框與認知的改變，

以及專業成長支持系統的經營，便成為

關鍵。

另一方面，在實際運作上，由於

學校分工、行政人事與關條的快速變

化，隨之而來的是學校場域舊規範的解

離。當累積到一定程度，可能引發個體

與環境的疏離，教師對工作戚到困惑、

茫然、不確定廠增加，甚至保持距離、

冷漠，或衍生異化和「脫序」現象(涂

爾幹，黃丘隆譯， 1990) ，教育工作意

義廠的喪失，不能歸諸於老師不願離開

「舒適圈」來解釋，而對於改革政策持

觀望態度或選擇退休的人數增加2 ，反而

指陳了教師工作處境的「社會現實」。

當面對工作負荷越來越大，且要求改變

的力量只增不滅，甚麼才是教育工作者

有希望的出路和值得投人的變革?變革

行動所需要的增能又如何進行?一直懸

在筆者心中的變革路徑問題，是教育學

實踐的重要課題。

以下透過筆者在高瞻計畫、高中優

質化和臺北市學教翻轉場域中所觀察到

的教師社群發展歷程，試圖理解和詮釋

教師社群如何在不同的政策空間和結構

縫隙中，尋找可以集結與改變的機會

以及在此歷程中如何賦予個體與社群行

動意義並構築教育學新的想像。

2 2012年高中職退休教師有 1054名，圈中 1250

名，國小2265名，共計4569名老師退休，約占

教師總數的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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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指於闢係和行動網

緒的變革行動

一、教師學習社諧的專業支持

(一)分散式領導之應用

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lmmmity, PLC) 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一

種形式或路徑，依據前行研究，定義為

教師、行政人員、校長、學生、家長與

社區人士，為提升教學效能和學生學習

效果，成員之間保持對話、合作、與分

享彼此的學習經驗，持續提升自我專業

知能(陳佩英， 2009a)

筆者開始接觸專業學習社群是於

2007年參加科技部高中職的第一期高牆

計畫，有機會深人北部的X高中現場，和

教師一起工作。高瞻計畫讓有意願的教

師透過課程開發的機會，形成社群，開

歐專業對話和發展新的教學方法。觀察

教師從單打獨鬥到學習合作的過程，發

研師的專業學習社群可以成為變革行

動中的動能機制。筆者應用了分散式領

導架構 (Spillane et 此， 200的，來探討

專業學習團隊之形塑及其教學創新計畫

之間展歷程，從中呈現結構與行動的相

互生成的創生系統。

根據Grono (2002a , 2002b) 和

Spillane等 (2004 )之界定， r分散式領

導」將學校領導視為散布於日常生活中

可以引發創新之活動與互動，在此實踐

中，領導界線較為開放，領導權限在組

織內部亦為分散。這也是一種互惠、協

調與合作之行動( concertive action) ，成

員的專業觀點是多元的，可以發揮超越

每一個小單位的綜合效果;而領導與跟

隨者的角色分配，取決於任務與問題情

境，而非角色職位。因此，領導實踐的

參與者不再限定於行政主管，而是跨越

了職掌、角色和環境之身分界定。

X高中高瞻計畫專業學習社群在時

間軸上明顯經歷了摸索、磨合和開展時

期。在執行上，則透過「溝通約定」的

共識與決議，組成聯合行動髓，使團隊

合作、專業發展與協同研究的教學創新

得以推展 (Copland， 2003 )。高中教師

社群為了研發課程，形構了「實踐系

統 J '包括三個相互扣連的子系統:在

原來教師分工的系統中尋找結構縫隙，

形成合作團隊、提升專業能力並創新教

案與教學方式。在此過程中，教師扮演

領頭羊角色，建立計畫目標共識、促使

參與式的行動產生意義。實踐各子系統

既簡明又整體的變動，扮演了轉動專業

學習社群成長的齒輪。此架構亦指出行

動者透過團隊的合作和學習，提升各子

系統以及團體整體的溝通能力和實踐成

效(陳佩英， 2009b) 。

高瞻計畫的政策空間，提供教師

嘗試發展探究教學的教案和關鍵性問題

的正當性基礎，形成知識跨界連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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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行動的重要工具。教師在原來的

課程結構縫隙當中，找出可以開拓的新

主題，或在跨領域的知識結構中進行探

索、了解、消化之後，有效掌握課程基

礎知識，才能進行課程模組之設計和嘗

試新的教學方法。教師的學習社群的建

構作為協商式行動的基礎，除7提供跨

界合作的對話平臺'亦為計畫團隊不可

或缺的支持和動力系統，使高瞻計畫任

務可以從抽象概念具體轉化為可執行的

行動目標;而從各種會議中產生的溝通

約定，促成成員間協商式的共識，和促

進團隊的對話與合作。此外，大學的支

援則形成「鄰近發展區 J '專家諮詢為

計畫團隊搭起專業知能發展的鷹架，將

困難、挑戰、張力、衝突等不一致的矛

盾狀態，轉為社群學習的驅力機制，並

以此動力系統為教師增能，完成計畫目

標。在此探究與反思的循環過程當中，

群集的教師行動逐漸產生新的課程與教

學的想像，將探究型的課程目標、教學

方法和學生的學習模式進行新的整合，

並賦予新的教育意義。

(二)培力工作坊的應用

教育部自 2009年起，和科技部的第

二期高瞻計畫，都將專業學習社群列為

重要的計畫項目，鼓勵學校推動PLC 。我

將高瞻計畫的研究結果，發展了PLC問卷

工具，協助學校7解PLC敢動的組織條

件，而PLC的關鍵因素也被應用於設計和

舉辦PLC培力工作坊。在兩位校長協助

下，透過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持續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增能工作

坊，提供教師轉變視框和工作模式的可

能。高中優質忱的增能平臺，結合優質

他方案政策，賦予行動的方向與意義，

當然也有可能帶來個人和組織間的張力

與衝突。

自 2009年起至2013年，初階研習舉

辦了 19場，有766所學校和1291位教師參

與;進階PLC工作坊則有17場， 175所學

校和878位教師參與;而以學校為基地的

校本工作坊，則有39場， 38校和 1575位

教師參與 3 。工作坊以團隊合作、發展願

景和策略、並以任務和成果導向的活動

為主要研習內容和方式，讓教師經由合

作學習來體會專業學習社群的原則和運

作。

為了使教師PLC經驗能夠推廣，筆

者邀請九所高中職的10個團隊撰寫自己

PLC的故事(陳佩英， 2013) ，這些故事

記錄著不同教師的聲音、專業對話和學

習，反思和突破傳統之行動，也描繪了

成員的情戚支持，在互信與互惠的交流

3 初階研習活動以引介PLC概念為主，透過國內 4

教育實務工作者或已運作之教師團隊進行經驗

分享，鼓勵教師組織社群，進行專業成長。進

階研習活動要求學校採團隊參與，活動it程多

透過體驗活動與討論，促成教師間的理解與建

立共識，將學校優質化目標與策略運用連結於

社群的專業行動。校本PLC研習活動由學校主

動申請，並以單一學校教師為對象，透過教師

互動與對話，共同探討學校共同願景、目標、

教學或課程等面向之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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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漸漸凝聚社群意識，也增強7教師

的專業認同;教師的專業對話和教學研

討，轉為教師的增能，用於改善學生學

習。

由實際參與和研究之對話，筆者發

現專業學習社群在變革政策支持下，提

供空間讓教師可以重新學習和再現專業

認同;而社群作為連結關條和資源流動

的工作模式，可以激發教師於結構空隙

中尋找行動的機會，願意承接新的問題

和面對組織的衝突，也會願意發展解決

策略或展開新的互動模式。相較而吉，

專業學習社群於結構縫隙中尋求的行動

機會，似乎比個人或大型組織更具效率

和效能，並能提供必要的情戚支持，以

他解教改攪動出來的工作情緒與壓力。

雖然社群運作的成效與成就仍零星散見

於個人敘事或單一社群的賞踐之中，但

從已知的個案經驗所獲得的正向回饋來

看，社群對於置身當今社會劇烈變化的

教師，仍不失為重建教學專業與身分認

同的可能路徑或關鍵策略。換吉之，教

師在群在變革政策釋放的空間之中，在

組織內較有機會發起課程與教學的改

變，漸漸構築以學習為本的教育學想像

(作者)。

然而，單獨依賴教師個別的專業

發展或社群模式的專業學習社群，亦難

使學校變革持續進行，系統永續發展成

為教育改革的新課題。學校系統變革需

從社會文他脈絡和組織系統角度切人，

使影響教與學的因素納人變革行動之範

疇，包括:蘊含價值選擇的政策設計、

具決策權的主管機關和支持知識創新的

研究單位、學校運作、利害關係人的持

續性學習和和系統學習等，同時也需建

構以知識學習為基礎的組織變革系統，

使行動可以轉變為知識，以之改善教與

學，並逐漸轉他原有的系統、結構與制

度 (Fullan， 2007; McKinsey, 2010) 。因

此，臺北市的教師網絡社群發展，提供

了系統連結的可能性。

二、臺北市跨界網絡社群經驗

臺北市於2012年6月送出第一批校

長和主任到日本取經，隔年又送出了75

位高中職教師去韓國和日本參訪學習，

筆者亦參加了其中一個梯次，共有三所

高中和一所國中的 12位教師及一位校長

一同參訪韓國，了解韓國學習共同體的

實踐情形。臺北市於2012年9月開始學習

共同體的試辦計畫，參與試辦學校建立

夥伴學校社群，支持教師由下而上的教

學變革行動。參與計畫教師聚焦於學生

學習、共同觀課、公開授課、和教學探

究。截至2014年，共有的所國高中和高

職志願參與試辦計畫。

臺北市教育局2012年起提供經費

給的所學習共同體的試辦學校，以利教

師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半年之內，

教師公開觀課共有62場次，高中有57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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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其中皆以國文和數學教師的人數較

多(臺北市教育局文件)

2013年暑假，筆者受到臺北市教

育局委託，和本系一位同仁及臺北市高

中校長，一起規劃和執行未來領導人才

工作坊課程 4 ，提供兩梯次各30位教師

領頭羊和主任共學機會， 2014年 1 月又

舉辦了第三梯次，這些領頭羊有不少參

與了日本與韓國學習共同體的訪學，且

多數也加入了試辦計畫，並在自己的班

上嘗試改變教學。未來領導人才之增能

則是變革行動的「加熱」機制，透過共

享理念和願景的聚合，各科教師跨界對

話， r 融合」 5經驗與新知，加上2012年

至2014年五次的網緊活動，讓已經採取

行動的教師，除了臉書之訊息外，藉由

面對面的交流和連結可以深人對話和研

討。

以下為韓國團學習之旅的反思以及

參訪後在臉書上的分享:

4 未來領導人才培育的設計團隊包括兩位大學教

授和8位金北市校長，除了提升教師領頭羊的

組織和領導能力，校長也因參與設計過程而對

諜程與教學領導有更深的質量會。課程內容以體

驗學習、問題解決、小組合作、探究研討、趨

勢想像、系統思考、策略思考、組織記憶、團

體動能、和自覺反思等，並以任務和成果產出

為導向。

5 三位參與未來領導人才的成員，在校內帶起工

作坊，把所學轉化成不同的學習活動與分享

會，讓校內教師也可以形成社群和嘗試學教翻

轉。其中一位成員稱未來領導人才工作坊為

「大熔爐 J 打破學科這籬，讓各科教師可以

對話和合作，跨斜合作的經驗影響到學員在校

內的分工與跨科合作的想法，甚至發起了跨校

的f故法。

臉書: 2013年 10月 19 日

研究者......最後一個晚上的會

議......討論更熱烈了， ······M老師提出

了他心里的疑問......學生「積極」學習

才是對的呀? ! P老師附議之後，大家開
始討論「積極」的意思，不積極有何不

好?告一段落之後， y老師進一步提到她

對「協議會」反饋意見不夠深入或流於

表面的成受，我們就進一步討論成受和

事實詮釋落差的可能性，這時的話題似

乎進入了 JUMP的議題，這個掘深是老師

們自我對話、與他人對話、以及與參觀

的現象對話之後引發出來的。 X老師聽完

後有成而發的說， r 這讓我想起十年前

我們學校自主學校每週五下午這麼深入

討論教學的情景，很懷念和享受這樣的

言才言侖」

W老師:最後一天晚上的檢討會

議，我擔任記錄工作， ......也成受到年

輕老師們的強烈動能，在這眾人皆疲憊

的最後一晚，依然閃耀著光芒。也許我

已相對的不年輕，但是藏在體內的一股

赤子之心是蓄勢符發的。回國後，要做

的事千頭萬緒，內心卻躊躇滿志。

P老師......我們這一群人比我們 H﹒

學生提早一步體驗學習共同體......提早

一步體驗韓國學校一再分享的「幸福的

成覺」更早一步體驗「自主學習」這一

切可是沒人逼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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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人參訪學習話語交流之中，教

師比較能夠進入深層教育信念的反思，

以及為了捕捉動態關條與情境交互之下

的行為與現象而進行的探索，流動的話

語中映襯了個體和集體的共享理解，並

構築了共同學習的同儕關像。參訪學習

的實地觀察、研討與反思，幫助教師清

過去的教學經驗，進而確認新的想法。

充電效果反映在回國之後的網聚分享材

料之準備。當中，教育理念和價值的重

整為重要的第一步。

臉書: 2013年10月 23 日

MJ老師......其實在看過韓國學

校的教學現場之後，才真正領悟到，所

謂的共同學習，並非一種操作棋式，而

是一種學習習慣的長期垮養。老師將學

習的主導權交回給學生，學生們也願意

接受自己才是學習的主導者這件事實，

調整原本強勢主導的老師位置，以及相

對消極被動的學生角色之後， r 教學相

長」變成一種教室中的進行式。......

但是經過漫長的學習道路，身為過

來汰的我們都曉得:經過自己真正思考的

東西，才能真正內化成自身的知識資產，

也才能成為人生當中受用的學習經驗。

..回顧從前，剛從高中升上大學

時，心裡戚到非常的不安，因為所有

的教授都告訴我們:申論題沒有標準

答案。後來出社會，也更確定:人生

沒有標準答素，剛開始的時候戚到徬

結構縫隙、社群連結與教育學想像的實踐

Structl叮al Chasm, Networked Community, and Pedagogical Imaginary

徨不安，難以面對沒有單一答案的世

界， ......。出社會之後，才發現主動積

極、勇於創新是社會公認的優秀表現，

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型態，和我們後來面

對的現實世界，是相互矛盾的兩種觀

點，難以接軌。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眼看著新生代

的人重蹈覆轍?繼續面對這樣的矛盾和

街擊呢?

研究者:記得(在韓國)最後一個

晚上， MJ老師在沉吟一陣子之後，說:

這三天我好像看到了學習共同體的學習如

何改變同學之間的不溝通、不對話或同儕

中的疏離...... ，學習共同體能色容不同的

個體和差異，讓每個學生的特質在團體裡

面可以得到發揮。雖然短短的幾句心得，

確實映照了 MJ老師的深刻反思。和這一

長段的分享一樣，鈕鏘有力。

MJ老師:謝謝老師的補充，也許，

只要一個畫面跟成動，就可以是一種決

定改變的契機。

Y老師: MJ' 我很喜歡你這段分

享， ......有趣的是原來我們想的都一樣

呦，我的ppt簡報第一張最後一句話也

是 r 其實人生似乎也沒有真正的標準

答案。」﹒

韓國參訪過程的心得持續在臉書上

發酵， MJ老師分享說，學生學習權和

真實能力的學習成為她反思和試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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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教學的理念。然而，學校現場的挑

戰比老師預期的還要大很多。幾位老師

嘗試學習共同體的教學之初，仍必須獲

得學生、同儕、行政和家長的贊成，才

有可能順利嘗試。尤其剛開始公開觀課

時，必須找到其備共同理解的老師來觀

察記錄，並予以實質的支持，才有可能

減少衝突，在結構縫隙中找到可以行動

的機會與正當性。

臉書: 2013年10月 25 日

YD老師:韓國參訪之行後，中正

的三位老師決定要從觀課開始，於是MJ

老師開放了她的 107班教室，邀請了我

去觀諜。我踏進教室時，分組活動已經

在進行了，每個人手中都拿著學習單，

一面聆聽上臺發表的同學對學習單中問

題的回答，一面振筆疾書，努力地填滿

學習單裡的空白。我努力地試著不干擾

上諜，並且觀察各組同學的情形，每個

人的學習單上寫的內容有的豐富有的簡

潔，顯示了同學們不是只在等待別人的

答案，時而見到同組的同學中因為不理

解內容，甚至一時之間忘了某個字該怎

麼寫，低聲的詢問對面或旁邊的同學，

而且每個同學的學習都在進行中，協同

學習也在進行中。教室裡最不進入狀況

的，是我這位在學習如何觀課的老師。

原來觀察學生是否在學習，是那麼的不

容易。但是我知道我見證了學習共同體

發生在這一堂國文課之中......。

YL老師:今天因為補課，無法參

與，實在可惜。成謝YD老師第一時間和

我分享。我們談到如果開放觀諜的老師

可在課前說明希望協助觀察的重點或組

別，是否會讓剛開始學習觀諜的老師，

比較有焦點。

以韓國參訪老師的學習、反思、

和回國後的分享、採取行動，這一連串

的改變，從認知到行動，透過老師間的

連結，逐漸形成教育的想像，並試圖在

原來學校結構之中，尋找可以嘗試的機

會，甚至藉由臺北市教育改革政策所釋

放的空間，透過網緊確立教學翻轉的正

當性和尋求校內的支持。

從參訪到網索、到實際課堂的教學

嘗試，是老師從外在認知到內在轉化的

歷程，也是學習共同體探究學習和教育

想像形塑的過程。

回國後的臉書社群建立，使得共同

的理解可以持續。臉書平臺上的語盲流

動是關條與行動的「保溫」工具，讓剛

習得的想法和觸動可以持續轉化教學行

動，或者激發新的決志。 2013年5月，兩

位高中國文教師找筆者成立「履行者」跨

校社群，陪伴5所7位教師一起共同備課、

觀課和議課。筆者獲得五校校長同意芝

後，於周一下午和履行者教師共同研討教

學。參與的七位老師中有三位是韓國參訪

的夥伴，另三位是日本參訪圈，僅有一位

沒有出國參訪。 2014年 1月，臺北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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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以課程工作圈為名，仿履行者模式，支

持17個志願組合的跨校社群之成立，最小

的社群成員有6位教師，最大的社群則由

16位教師組成，總共有150位教師參與，

約古臺北市高中教師的23% 。跨校社群基

本上朝向以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諜的專業

對話，探究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轉化，

只是各個社群的運作方式不同。

一位具有影響力的領頭羊教師在學

習共同體的臉書上發文，說起她的觀察

和期許:

臉書: 2104年2月

從去年底開始，北市自然科有許多

老師白發性組成共同備諜的社群，也

嘗試試行共同備謀與觀課議課(授業

研究)。這學期我們成立了正式的社

群， ......多了一些新夥伴，大家雖然來

自不同學校，並不熟識，但為了學生學

習的心是一致的，雖然......學共的熱潮

好像不如去年，實際上我們是將這股熱

情轉化為更深刻的行動，沉靜後的深度

參與以及向下扎根，轉化為查灣經驗，

這是更具有意義的。......很多人並沒有

讀過佐藤教授的書，但卻有著相同的精

神，或想由暸解的老師那裡知道更多翻

轉教室的細緻教學歷程，相信在全國各

個角落都有這樣的夥伴，希望在你遇到

瓶頸或心情沮喪，想想身邊還有許多默

默努力的夥伴，大家也正經歷相似的歷

程，願這能讓你我都有更強大的力量與

堅持。我很開心，雖然很辛苦，但改變

開始了。

2012年8月的大網絡建立，到2014年

1月散播成17個跨校社群的小網路，由政

策空間拓展各校的結構縫隙與機會，引

發7聚集形式的改變， I 改變開始了」

代表教師從言談和想法的交流，轉向以

行動扎根課堂改變的教學實踐。

自 2014年8月到年底，臺北市17個

跨校社群中，有5個社群每月聚會一次，

12個社群超過每月一次。 2014年9月和 11

月，臺北市課程督學找筆者一起設計增

能課程，提供跨校社群集體學習活動，

分享實踐經驗和發展共同語吉，延續

來領導人才之模式，強他社群運作策略

以及引進知識地圖新知，為教師墊高視

野，在原來結構限制中，思索突破與創

新教學的路徑;而新開闊的路徑即為由

下而上的社會網絡行動。

(一)社會網絡之應用

臺北市跨校社群經驗可以應用社

會網絡來詮釋。社群網絡概念應用於

教育領域中，可由Jackson和Temperley

(2007)和de Lima (2008) 的研究為代

表。社群網絡研究概念主要有:網絡是

由關條所決定;形構分析可以呈現社會

結構或組織網絡 (network) ;網絡是由

一連串的節點(nodes) 和連帶( ties)

呈現出其關連性;社會連結可以是人和

人、團體、公司、家庭、甚至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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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連結，這些單位都被視為節點

(nodes) ;關係連帶可以用來分析社會

網絡的資源流動、對稱關條或是結構轉

變的過程(Church et ai., 2002)

在學習社群當中，共享的集體目標

將成員的溝通和分享等行為與關條連接

起來，社群網絡若沒有經由訊息的流通

和分享關係之建立，就不會發展出穩定

的交換關條，跨校社群也就很難建立和

發展。社群從事的集體活動或聯合行動

是連結成員關{擎的結點(knots) ，因

此當成員發展課程、合作教學或進行專

業學習時，便是創造結點。這些集結行

動在打破結構層層限制的同時，促使專

業學習社群更加緊焦於共享的願景和目

標。而結點是使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學習

的關鍵，最真效能的結點是那些能夠促

使成員共同和保持熱忱與投人的集體活

動，包括:持續進行研討和創新、或以

問題解決為導向的研討活動，和形成持

續互惠的社會資本(林南，2005) 。此

外，社群同僚關像的建立形成情戚支持

與信賴，他為個體變革的行動驅力，因

而可以承受改變所帶來的冒險和不確定

的壓力。上述社會網絡理論的應用，可

以看出結點作為學習社群中成員共同學

習與成長的集體活動，對於整個網絡結

構的重要性。

(二)教育學想像的實踐

借用Taylor的想像概念，可以說明

臺北市2012年至今教師網絡社群利用政

策空間與結構縫隙，進行學教翻轉的

嘗試。教師的教育學是教育實踐的整

體觀，包括:教育理念、課程與教學

目標、教學方法、和學習評量和學習結

果的評價。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哲學與

實踐，剛好提供臺灣教師重新省思教育

目的、價值與教學實踐之關條。佐藤學

教育的核心理念為公共哲學、民主和卓

越，學校具有公共性特性，課堂教學應

對社區、家長開放。佐藤學重視傾聽教

學法 (Listeningpedagogy) ，以「傾聽他

者」促進同儕之間的對話與互惠合作，

透過建立教師的同僚性，以授業研究

( lesson study) 研討學科本質、開發登山

型的主題教學、和發展鷹架來引導學生

學習(黃郁倫、鍾歐泉， 2012) 。佐藤

恩將學生學習放在公開觀課的核心，議

課的目的是加深對學生學習的理解和支

持教師教學的改進。

再者，新的思維之孕育需要「第

三空間 J '而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提

供了另類論述，使教師思考如何將可

見的板書教學 (visible teaching) ，車

為多學少教的看不見的教學(invisible

teaching) 。在臺北市政府之支持下，

出國參訪政策提供7新的學習機會，參

與日本與韓國訪學之教師，之後在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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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網緊等虛擬和實體平臺上的接觸與交

流，編織了吉說和故事，以各種媒介與

方式傳遞與戚染，這些流動的話語，漸

漸形成學習共同體實踐的共同理解。共

同的語言可以穿透學校城牆與教室，在

課堂的學與教之間形成具備公共議題的

敘事文本，在集體活動中進行研討和反

思，並持續發酵。臺北市於2012年至

2014年 1 月的許多個體和集體的行動、

經驗分享、訊息流通、關條連結等皆是

教育學想像形成的過程(詳見附件衰

1)。參與者有教師、校長、學生、非揮

學者、非營利組織、媒體等，而活動形

式以研討和增能型的活動為主。其中，

2013年於中正高中體育館所舉辦的300人

公開觀課和議課，是教師、學者、教育

主管、家長集體共學和教學探究的罕見

範例。

北市 17個跨校社群創造7有別

於學校場域的空間，在此虛擬與實體交

織的空間，因為不受限於學校組織分工

或工作關條之牽絆，反而可以讓另類和

新資的想法脫逸而出!個體在原學校的

實踐經驗中引發的問題與矛盾，會在此

空間變成課題來討論，在集體腦力激盪

下，企圖找出可以解決或創新的路徑。

不論成功或感受無力氣餒的教學，也都

可以作為社群共同研討的素材，進行下

一回和備課、觀課和議課改善之依據。

因此，跨校共備社群在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設定下，理念與目標形成課程與教學

的議題，通過集體學習找出實踐路徑，

而實踐過程又會發現新的問題，問題的

研討鑿深成員對理念的共同理解、並產

生共同的語言和思維，進而轉化教學認

知、行動甚至信念。

雖然舊有的學校結構和運作可能使

教師的學教翻轉產生衝突，但因臺北市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政策，加上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讓那些願意嘗

試的教師，仍可以在教育政策提供的正

當性基礎和資源的支持下，找到結構縫

隙和機會，進行課程學教翻轉的嘗試與

串聯。除了跨校社群，成員各自在校內

外也參與原校的教師社群，和協助他校

發展社群，和邀請自己本校教師，加入

跨校社群一起備課，或到其他高中、高

職、國中等校分享參與社群之經驗。經

驗的旅行製造了話題，讓學習者為中心

的理念透過言說在各處播種，以實踐的

延展和擴散，漸漸演他出新的組織條件

或結構，並有可能擴大政策空間，爭取

到更多學教翻轉的資源和支持，展現由

下而上的影響力。

教育學想像便是學習者為中心的視

框，使參與者重新看待教育價值、課程

目標和教學實踐的歷程與成果，並賦予

新的理解和意義。新的意義可以驅動持

續投入的行動，強化社群有機連帶的信

賴與互惠關餘，和堅定學習者為中心的

信念。教育學想像實踐也是教師重新肯

認專業的精神與價值，以再確立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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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我」來成就個體我的存在價值。

恆、旅程軌跡的表來延展

回首和教師一起工作的十年經驗，

讓筆者看到結構縫隙和政策空間對於激

發教師變革意願和持續投人的重要。結

構縫隙指的是在限制中找到行動的可能

性，而政策空間所釋放的活化與創新機

會，讓教育工作者可以嘗試新的作法並

建立信任與關懷的關條。學校場域既

存的慣習、思維和運作邏輯，需要在

現實中尋求有意義的變革課題、契機與

方法。因此，改變幾乎等同於互動式的

組織學習。學校的持續變革潛力建立在

組織學習的能力，而組織學習的單位便

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倘若學校變革需

求和組織人力分工、規範和酬賞落差太

大，組織必須依賴道德目的喚起教師額

外的投人，這種「補償性回饋」是無法

形成新的平衡系統(聖吉， 2005) 。所

謂的補償性回饋指的是善意的平涉引發

了系統反應，但該反應可能抵消了干預

所創造的利益。換言之，當教師額外投

入，愈用力推行，系統反推回來的力量

也愈大，於是教師更賣力的投人，花更

大的力氣改善現況，但不見得有效果。

再者，培養21世紀帶得走的能力和

以應試為主的教學之間存在的衝突，使

學校現場受困於政策與社會期待拔河的

張力之中。面對期待衝突、工作負荷和

創新的改革要求，教師過去習以為常的

工作模式與關條必須轉化為可以滋養互

惠和互賴的支持系統，校本專業學習社

群和跨校社群的出現，是回應工作需求

的變革路徑。然而，只有方法是不足以

產生有機的連帶關條，教育學想像是行

動意義的視框，是連帶關係的黏著力和

變革行動的正當性基礎;行動者透過持

續接觸與交流中，形成共同的新理解、

新語言和共享實踐的未來想像。「想

像」具有穿透力和轉化的潛力，個體經

由行動和對話的連結，在縫隙中逐漸演

化成新的結構。政策空間的允諾，是讓

那由下而上的自然匯流，找到問題解決

的出口，讓教師可以持續學習、創新和

找出實踐教育學想像的可行路徑。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興起與發展彰

顯了教師在政策支持下，嘗試在結構限

制之中，尋求增能與改變教學的機會，

從「點」的行動逐漸累積成「線」的連

結力量;而臺北市的跨校社群經驗，則

揭示了教育學想像的實踐路徑。臺北市

教師社群經驗從團體的出訪學習開始，

引發7一連串的網絡連結。教育政策的

支持，使得由下而上的變革行動可以在

既有結構中找到機會敢動和發展。而t

知識為中心轉向以學習為中心的教賣

學實踐需要新的教育想像，也需要教育

政策的明確支持，釋放活化和創新課程

與教學的機會與資源，促使教師個別於

學校或跨校的連結當中，發展共享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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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縫隙、社群連結與教育學想像的實踐

Structural Chasm, Networked Community, and Pedagogical Imaginary

解與語吉，透過集體活動結點的創造性

行動，構築教育的未來圖像，和建立新

的專業認同。臺北市教師社群的連結力

量，使得個別教師在面對個別處境的衝

突和組織矛盾時，仍然可以持續由下而

上的串聯與行動，並在過程中賦予個體

行動意義和從結構縫隙中開闢系統橫向

連結的路徑，並期望有機會逐漸轉化既

有的教育結構、規範、與文忙，和建立

新的教育範式。

綜而言之，教育改革是行動與結

構辯證的過程與結果，行動需要動機、

意義和關條支持，而結構則是構想、資

源、關條、與行動結點持續積累和演化

的真現。教育改革欲從知識轉向學習中

附件

心，牽涉的不只是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的

提升，而是對教育學的重新界定與想

像，並經由實踐反饋，進行集體的互動

學習，逐步轉化而成。教師社群的連結

力量的延長與擴充，不官為教育學想像

實踐的社會資本和結構演他必要的行動

慕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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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更真分享價值。

表 l 臺北市2012-2014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之重要集體活動事件

日期 事件或活動 行動者

2012.04 親子雜誌出版{學習革命〉 出版社

2012 均一教育平臺推動以學習為中心和翻轉教室非營利組織

勻。12.06
赴日本交流:大學教授、校長、教師，共18

師大

人
2012.07 校長培力工作坊

臺北市教育局、教師研習中心

校長、教授、非營利組織

2012.08 臺北市學習共同體臉書社群成立 教師、校長、教授

2012.09 臉書社群第一次網蔥會 教師、校長、教授 ?

2012.09
8所國中、 13所高中申請學習共同體試辦計

臺北市教育局、校長、教授、教師
畫

2012.10
赴南韓交流(教師、校長、大學教授，共的

臺北市教育局、校長、教擾、教師

人)

2012.11 臉書社群第二次網蔥 教師、校長、教授、教育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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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或活動 行動者

2012.11 兩個團隊赴日學習學習共同體 臺北市教育局、校長、教授、教師

2012.11 國北教大執行分組合作學習計董 大學、教育部、教師

2013.01 臉書社群第三次聚會(週末〉 教師、校長、教授、家長、教育局長

2013.03 「教育鋪導與學習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淡江大學

校長、教授、教師、研究生

2013.05 臉書社群第四次網里在 教師、校長、教授、學生、教育局長

2013.05 履行者(國文教師跨校社群) 教師、師大

2013.06
學習共同體試辦學校

臺北市教育局、教師、校長、學生、教授
(44所國小， 19所國中， 22所高中， 5所高職)

淡江大學、蓋北市、基隆市、新竹縣、臺東

2013.06 學習領導和學習共同體計畫 縣市

教授、校長、教師

2013.08 第一屆未來人才培育工作坊
師大、臺北市教育局、教師研習中心

教授、非營利組織、校長、教師

2013.09
畫大葉丙成教授在大學推動翻轉教室和

大學、教授Mooes

2013.10 赴日本學習學習共同體(高職學校) 臺北市教育局、校長、教師

2013.10
中山女中張輝誠教師打開教室公開觀課、提

教師、中國時報
倡學恩達教學法

2013.11
2020教育願景國際學術研討會(佐藤學教授

師大、教授、校長、教師、大學生
演講)

2013.11
中正高中公開觀課(高中體育館、三百名教 高中、臺北市教育局、大學、教授、教師、

師參與) 國外學者、家長、學生

2014.01 臉害于士群第五次網緊 教師、校長、教授、學生

2014.01 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剖諮詢增能工作坊 教授、大學、教師、校長

2014.01 第二屆未來人才培育工作坊
師大、蓋jt市教育局、教師研習中心

教授、非營利組織、校長、教師

2014.01 小型跨校社群臉書增加 教師

2014.01
臺北市主科老師跨校共學社群( 17個團隊，

噩北市教育局、教師、教授
100名教師，佔23%)

的

2014.01 臺大與均一教育平蓋舉辦「翻轉教室」研討 大學、非營利組織、教師

(續)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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