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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網絡學習社群之教學探究活動及其專業資本積累之實踐路徑與意義。履

行者個案由七位臺北市立六所公立高中的國文教師組成。本研究為期 2 年，資料蒐集包含深

度訪談與焦點訪談、觀察紀錄、問卷與文件分析等。本研究結合網絡學習社群、專業資本與

對話即實踐之概念，以之深描與詮釋該社群之發展歷程與專業資本累積之關聯。研究結果除

了說明國內網絡學習社群的發展脈絡，也討論了履行者成員投入跨校社群的理由、在實踐中

形塑社群主體、善用社群媒體平台打破時空限制、透過教學探究的文本生成循環而使得專業

資本得以積累，以及跨校社群的網絡擴散和未來發展。社群成員因理念相通而集結，當成員

參與備課－觀課－議課之時，便是創造第三空間的集體探究活動。跨校社群經由集體活動中

的言談與文本的生成循環，漸漸形成跨文本的理解，共享的優勢言談可以穿越學校城牆與教

室，形成具備公共議題的敘事文本，並於教學文本的生成循環中進行探討和反思，繼而共創

教育價值並賦予課程與教學新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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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確立實施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程綱要（簡稱 107 課綱）

亦預定於 107 學年度正式推行，基礎教育的改變似乎反映了全球未來人才培育的轉向，不但

牽動了課程理念和教學方式的變革，加上資訊科技的加入，讓過去以固定教室的學習環境因

虛擬和實體學習空間的連結，打破了學習的時空限制，也打開了學習的「想像」（imaginaries）。 

107課綱的調整涉及教師專業和學校組織文化之轉變，對教師影響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第

一，課程理念以學習者為中心，在學分數調整下，教師在課程設計與發展、教學方法需要有

所突破與創新。第二、107課綱之總綱規範教師公開授課，過去以單兵作戰的教學模式漸漸轉

向群體協作。然而，課綱改革雖為第一線教師提供實驗與創新的空間，不過，若未獲得地方

政府或教師同儕的支持，或平衡額外人力成本，包括降低因專業增能帶來教師的壓力和負荷

等，改革將難以持續（林智中、張爽，2013）。 

如何促使教師有意願持續性地學習和參與課程轉化仍是教育改革的關鍵問題（Fullan, 

2007; Hargreaves & Shirley, 2009）。為回應此波的課程改革，自 2012年起，全國掀起了由下而

上的跨界學習熱潮，教育部高中優質化方案自 2011年起鼓勵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並與他校

教師社群一起研討課程方案，部分縣市以計畫鼓勵教師參與共同備課與公開授課，例如，臺

北市於 2013年起支持高中教師成立跨校社群以活化和創新課程與教學。憑藉政策支持，不少

教師主動發起跨校合作，應用社群媒體的方便性，進行跨界的交流與分享，進而帶動橫向連

結的網絡學習社群之發展（陳佩英，2015）。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新課綱如何影響各地方的教師專業成長與增能模式？跨校性的網絡學

習社群如何發展起來？這些自組跨校社群的教師為何願意跨出學校，以何種新的組合與形式

來持續提升專業？本研究就臺灣近年來教師為回應課程改革之跨校教師協作經驗，採用網絡

學習社群的個案研究，探討參與社群的教師為何及如何進行跨校的集體教學探究，並累積專

業資本。 

貳、文獻探討 

面對後工業時代的知識應用和創新，1990年代採取由外而內（outside-in change）或由上

而下的教改措施和專業發展模式，成效有限（Hargreaves, 2003; Jackson, Cordingley, & Hannon, 

2004）。透過同儕持續性互動與專業對話，並在情境中學習與分享實務經驗，或許更能促使教

師支持並加入改革行列，而新模式似乎在鬆散和彈性的網絡比較有空間發展。因此，在這 20

年來，以網絡社群學習方式帶動個體和組織學習益受到重視和鼓勵（Earl & Katz, 2005）。不

過，教師網絡為何願意自組社群和形成社會資本？又如何有效更新專業知能和有效發展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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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以及專業對話如何共創新知並用於教學實踐？以下就網絡學習社群、教師專業資本和

對話即實踐進行說明與討論三者之關係。 

一、網絡的內涵與意義 

網絡（network）為相互關聯的人或事所組成的群絡或系統，或是一群行動主體（人、組

織、系統）以不同的連繫形成連帶關係。網絡研究的主要概念包括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鑲嵌關係（embeddedness）、網絡組織（organizational network）、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

人際互動過程（group processes）、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等。綜而言之，社會網

絡探討的核心為「關係」連結，並將關係視為資源（Lin, 2001）。鑲嵌於網絡結構中的個體，

其態度與行為，受到所處的網絡結構所影響，而個體的行為也會影響結構，形成動態辯證關

係（Borgatti & Foster, 2003）。 

網絡關係的結構分析可呈現整體結構或組織的網絡構造；網絡是由一群節點（nodes）和

連帶（ties）呈現行動者（actors）互動和關聯，連帶分析則可描繪社會網絡的資源流動（flow）、

對稱關係或是結構轉變的過程。Church 等（2003）以「漁夫的魚網」（fisherman’s net）的

隱喻來描述網絡結構關係。社會網絡結構由「連結線」（threads）和「結點」（knots）所構成。

在社會網絡中，行動者透過溝通和互信關係牽起「連結」線，為網絡的「軟性」（soft）結構，

而「結點」則為網絡的「硬性」結構，主要為網絡所舉辦的活動，像是各類型會議與研討活

動，使網絡成員能進行互動。「結點」可以說是行動者創造的集體活動，作為連結和強化社會

網絡的結構因素。 

 此外，網絡有「傳染」效用，主要透過社會接觸和人與人的互聯，一旦聯繫交流頻繁，

則網絡成員會因這些連結而互相模仿或學習，而使其信念、假設、態度、偏好和行為將愈來

愈相近，形成趨同的集體現象（Jordan, Rand, Arbesman, Fowler, & Christakis, 2013）。晚近的網

絡研究也關注行動主體（McCormick, Fox, Carmichael, & Procter, 2011），由主體意義建構和連

帶關係引起的社會行動，不見得是透過悉心規劃而得以發展，有時經由不同節點之間的志願

性連結而發生，志願性行動泰半源自是有意識或目的性的導引，或受到共享願景或價值偏好

的激發。帶有群體約束的信念與價值一旦形成磁吸效應，則網絡成員將志願甚至是遵循著默

認的規範，形成明確的行動傾向和增強成員的連帶關係（Surman & Surman, 2008）。 

二、網絡學習社群的發展與教育研究 

1990 年代晚期，隨著網際網路的大眾化，資訊科技逐漸應用於教育發展。2 年一次國際

網絡學習研討會於 1998年發端於英國，線上學習的理論與實際和教師的資訊素養與教學的發

展受到系統性的關注。而社群媒體於 2004年以降，先從大學再擴展到高中的教與學，網絡學

習和實踐社群研究於是應用於教育領域領日益明顯（Network Learning Conference, 2017）。 



 

162 陳佩英對話即實踐 

（一）網絡學習社群對於教育改革的功能與意涵 

網絡學習和實踐社群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和學校變革與知識創新相關。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2003年起鼓勵

歐洲國家以網絡學習社群促進教育革新和知識躍進。網絡利於傳播和擴大連結，可用於加強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學校動能發展，連通中央和在地教育組織，且益於系統重建和文化再造

（OECD, 2003, p. 54）。 

Little（2005）提出三項網絡學習社群的特性，分別是：學校為了發展而利用網絡資源；

網絡可以交換構想、物質、工具，提供學校發展所需要的資源；網絡能夠藉由交流或活動而

連結學校，或由學校間的合作而形成網絡。網絡使學校可以是相互依存並共同發展與創新。 

（二）作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強化與延展 

Stoll（2004）認為網絡學習社群（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ies, NLCs）其實是學校專

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的擴大。專業學習社群作為教師專業發展

的一種形式或路徑，可界定為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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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與 PLC一樣，Stoll認為 NLCs亦可提升教師工作動機，讓教師產生

歸屬感。 

然而，校本 PLC 由於著重教學方法之改進、或太注重學生考試成績之改善，反而忽略了

教學持續改進的目的。Fullan（2007）指出，美國教師學習社群的推廣往往與專案計畫結合，

忽略教師社群的發展是為了構築一個協力、嶄新、持續革新的校園文化；或者多半侷限於一

校的改革，未能產生跨校和跨區之學習與合作。校與校之間的橫向連結（lateral capacity 

building），才有可能落實學區甚至全國的教育體系文化之改變。以下說明 NLCs定義、結構和

推動策略。 

Jackson 與 Temperley（2006）也認同 NLCs 實際上是校本 PLC 形式的強化與延展：具備

強學習文化的學校可以透過網絡活動，向他校分享經驗；學校透過校際間的合作與學習，反

而可以增強校內專業學習與協作文化，校內與校際之間的互惠是可以促進探究學習的循環，

累積實踐經驗與新知。 

（三）作為教師專業成長和學校改進的系統性支持 

英格蘭的學校領導國家學院於 2002 年成立網絡學習小組（Network Learning Group, 

NLG），隔年提出 NLCs專案，組合一群想要增強專業學習品質和持續改進動能的學校。2002

至 2006 年間，在 NLG 的努力下，有 137 個網絡社群成立，約莫 1,500 所學校參與其中

（Jackson & Temperley, 2006）。除了英國，美國的「國家寫作方案」（National Writing Project）

也是透過網絡協助學校改善教學（Lieberman & Woo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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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Cs對學校改進也有幫助。荷蘭自 1988年鼓勵大學與中學合作，到了 1990年代中期，

全國約有 30個中學教育網絡，提相互學習與研討，進行專業發展和創新，並透過網絡影響教

育政策研擬和制定（Veugelers & Zijlstra, 2005）。Wohlstetter、Malloy、Chau和 Polhemus

（2003）針對洛杉磯的學校網絡改革方案進行探究，研究發現當學校建立網絡結構將權力和

資源分散於網絡時，學校的改革能力得到增強。Kahne、O’Brien、Brown 與 Quinn（2001）

應用 Coleman 的社會資本中的信任關係，探討芝加哥地區學校網絡和社區改善行動方案之效

果。研究發現，在面對學校變革的挑戰，學校和社區之間的網絡連結和協作，可以提供教育

人員補強性的支持，透過釐清不同社會資本的因素找出改革的有效策略。Lieberman 和 Wood

（2002）則主張網絡可以支持教師專業成長，打破教育科層與官僚之惰性，和回應新技術與

體制的改變。網絡的組織屬性是靈活、無國界與創新的，透過網絡可經營協作的工作環境，

使教師可以從被動轉為主動，聚焦重要議題，和同儕一起成長。 

香港自 2000年後進行一連串課程改革和質素保證措施，大學與中小學夥伴協作關係也是

應用了 NLCs進行系統學習和教師專業成長，以落實課程改革政策之要求（趙志成、何碧愉、

張佳偉、李文浩，2013）。在臺灣，中央和地方之課程與教學精進輔導團和高中學科中心之組

織和運作，也可以算是一種 NLCs型態，以協助學校進行課程改革和教師有效教學（李文富，

2012；張素貞、吳俊傑，2011）。 

而 NLCs應用於教師專業發展和協作之研究則與近年來的學習共同體、學思達教學和教學

翻轉等新的教學模式發展相關，主要探究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的課堂上的教學探究經驗，

教師的教學精進、專業增能與認同（陳佩英、鄭美瑜、黃琪、鄭毓瓊、林雅婷，2016；陳麗

華，2011；潘慧玲、陳佩英、張素貞、鄭淑惠、陳文彥，2014；薛雅慈（曉華），2014）。其中，

和本研究較為相關的一篇研討會經驗分享文，為國文、英文和化學的跨校社群教師自述的參

與經驗與心得（楊佩文、卯靜儒，2015），這三科的跨校共備社群教師皆描繪了社群的共學、

支持及成長的感動與喜悅，因而可以產生持續參與的動力。另一篇則是博士論文，從政策借

用和擴散理論分析了學習共同體的影響路徑，其中以跨校社群及其行動者所形成的擴散影響

被視為是一種學習機制（阮孝齊，2016），和本文的跨校社群研究有些許關聯，不過研究旨趣

和規模大相逕庭。本研究企圖透過個案社群進行深描，揭露 NLCs的主體行動與教師專業成長

的專業資本積累之關聯，因此是從社群的組成、網絡關係、學習路徑與方式，以及其對話性

質對於個別成員和社群所帶來的積累效果。 

然而，NLCs是否如歐美研究一般對學校變革、教師持續專業成長和知識創新有其成效仍

需進一步的探究。NLCs基本上組織相對鬆散，在欠缺組織約束或成員可自由進出情形下，可

能僅是形成訊息交換的社交圈而與教師專業增能無關，或者扮演便利政府政令宣導之媒介。

究竟教師 NLCs的連帶何以發生，是否具有潛在的實踐意義？基於教師持續專業學習和知能積

累的研究旨趣，本研究將 NLCs的活動型態和意義與 Hargreaves和 Fullan（2012）所提出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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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資本（professional capital）概念結合，探究聚焦於專業知能提升的 NLCs如何發展和積

累專業資本。 

三、教師專業資本 

Hargreaves和 Fullan（2012）認為所謂的「專業」是「具備專業」（being professional）和

「成為專家」（being a professional）。「具備專業」指涉從事的工作和遵守專業倫理與規範的表

現，展現教師被期待的專業品質和專業特性；而「成為專家」則是關乎教師工作的社會觀點，

和社會觀點加諸在教師身分的專業期待，內涵包括職前培訓、專業標準、專業知識技能、專

業倫理、專業自主判斷和持續專業發展等。 

Hargreaves和 Fullan（2012）主張教師不僅被培訓為教育專家，也可期待自己成為教學達

人（teaching like a pro），為教師這一行負起集體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實踐社會共好。為達到此

目的，兩位作者提出鍛鍊教師行家的專業資本，並以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和專業判斷（professional decision）三要素定義之。人力資本關注專業知能與

技術的持續更新與發展。社會資本則強調可資利用的訊息、資源藉由人際互動與連結而得以

共享；社會互動、群體關係的質和量會影響成員訊息與知識管道的獲取和專業學習發生的機

會。「專業判斷資本」（decisional capital）指涉專業自主判斷的鍛鍊，經由教學經驗的積累而逐

漸變成有效教學的行家。其中，反身性實踐是個體和群體專業知能和專業判斷發展的重要途

徑。兩位作者認為群體的反身性實踐比個體單獨學習更能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基本上，集體

的專業學習與反思，可透過平等互惠的對話探究歷程，蓄積共享的實踐經驗（a shared repertoire 

of practice）或專業資本，因而可增強個體持續學習的意願和效果。Hargreaves 和 Fullan 認為

不論是人力資本或自主判斷的資本，於互信互賴的社會關係中比較得以發展與強化。臺灣的

教師 PLC 研究也有相同發現，即緊密的社群信任關係中介於共享理念、支持性領導和教師的

共享實踐，促使教師專業知能得以提升（Chen, Lee, Lin, & Chang, 2016）。 

然而，Hargreaves和 Fullan（2012）所談的專業資本，即使納入社會資本的意涵，仍不免

侷限於個人化專業增能之關注，與本研究的教師自組社群的集體行動傾向有些差異。由於多

數 NLCs屬於正式組織，通常以短期的特定任務臨時編組，社群活動和成員的研討與對話，自

然構築了社群組織存在和發展的要素（Chen, 2017）。因此除了網絡化與社群化的專業增能模

式，社群成員間的經常性對話亦是跨界社群重要的組成要素和增能學習的主要來源。圖 1 說

明 NLCs與專業資本關聯的一種方式，社會資本可經由網絡的資訊與資源交換，並因固定參與

社群的教學研討活動而增強關係連帶，同時因為專業對話中的教學探究與反思，而能刺激成

員的專業判斷和專業知能的發展。 

四、對話即實踐：教學探究路徑 

教師的教學知能與自主判斷之提升如同 Hargreaves和 Fullan（2012）所述，需於開放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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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網絡學習社群和專業資本概念關係 

的對話場域中操練，因此，社群成員間經常性對話成為教師專業增能的路徑。晚近的組織學

關注對話（dialogue）對於組織重塑與發展所扮演的要角。溝通不僅作為訊息傳輸的交換功能，

還是形塑社會生活的組織化過程。組織因此不只被視為是自外於溝通的既存實體，而是在溝

通歷程中不斷的自我形塑與被形塑（Taylor & Van Every, 1999）。在此取徑下，行動與結構被視

為相互依存（Fairhurst & Putnam, 2004），而話語交談及其所產生的文本之遞迴，即為行動與結

構持續互為作用之過程與結果（Robichaud, Giroux, & Taylor, 2004）。 

特定的文本（例如校務發展或課程計畫）會引導參與者的關注範圍和規範參與者的活動

（Kuhn, 2008），在交談過程中，言談的組織化（organizing）發生在共同導向的活動

（co-orientation），參與者會聚焦於共同的目標內容而使交談可以持續延展，每個當下的談話

都會針對過去的談話進行研討與反思，也會延續到未來相關的談話。因此，語言交流和實際

談話的具體時空皆可帶給情境脈絡細微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影響到社會互動發生的過程，也

會構築成員的社會互動自身（Taylor & Robichaud, 2004）。 

教學計畫或教師共備文本可以在言談過程中被形塑，而教學文本也同時形塑了言談過

程，兩者交互作用形成一個持續遞迴相互影響的過程。這便是 Ricoeur（1981/1981）的再情境

化（re-contextualization）與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概念。所謂的言談（talk）是指

在當下直接發生在情境脈絡的口語言說（discourse）：而言說一旦書寫成文字，即變成為文本

（text）。書寫文本可能是言說的結果，也可能包含個人未說出來的想法。言談是在特定情境

脈絡中產出，而文本則可在不同情境脈絡之間移動。若類型相似的文本持續發展與疊加，除

了可以作為約束群體的「溝通約定」（陳佩英、焦傳金，2009），或可被納入共享文本的組織

記憶之外，特定的言談會逐漸增強其影響力，形成優先概念，而漸漸成為群體行動的指引（Spee 

& Jarzabkowski, 2011），例如學校所發展的共享願景或校務發展的關鍵策略。本研究將以 NLCs

的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界定為社群的言談，而言談之前與之後所發展的教案即為社群共享

人力資本 專業判斷資本

（對話） 

社會資本

網絡 社群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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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文本。由言談與文本的相互遞迴作用，可一探社群成員素養導向的教學探究專業知能

之積累過程與結果。 

參、研究方法 

一、個案的選擇與背景資料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組織跨校社群進行教學探究與專業資本積累之經驗，深描與詮釋教

師參與社群活動與專業增能之意義，且在學科知識與教學專業範疇的脈絡下進行討論，因此

選擇個案研究方法。個案研究允許透過多種資料蒐集途徑探究現象，以觀察、描繪、分析與

詮釋「網絡」特性、「學習」意涵、「社群」形貌與「專業資本」積累過程的實踐經驗，以「為

何」與「如何」問題，架構本研究的取徑。 

履行者為立意選擇的個案。此團體為大臺北地區最早成立的 NLCs之一，參與教師積極主

動成立社群，並願意與大學研究團隊合作，進行經驗研究。研究者的科技部研究計畫正好探

討 NLCs經驗與課程發展之關係，履行者的教學研討聚會具系統性規劃與探索，符合本研究計

畫旨趣。 

履行者的網絡學習社群自 2013 年 6 月成立，參與的七位國文教師（匿名），來自六所臺

北市的公立高中，其中兩位是男教師，分別於參與履行者的第 1年和第 2年接任了主任職務。

在七人當中，令弧光、黃容具有實際參與教師社群，而七位皆無應用社群媒體組織跨校社群

的經驗。 

七位成員當中，有三位是 2012 年韓國參訪的夥伴（璞石、希聲、皇甫無忌），另三位則

是日本參訪團（江城子、黃容、令狐光），僅儀琳未出國參訪。出國參訪之後，教師們興起自

組社群的構想。發起者的令狐光和璞石兩位教師於 2013年 5月徵詢研究者擔任外部專家。研

究者也提出以此作為個案研究的邀請，雙方達成協議之後，研究者也徵得六所高中校長之同

意，得以進入學校觀察公開觀課。在第一次會議中，五位成員1決定以促進臺北市國文教學精

進為主要的目標。2013年 8月的聚會，六位成員決定以重理解的課程設計作為教案設計方式，

黃容教師建議用易經卜卦，得「履」卦：「履，之行者」，故以之命名「履行者」，意謂履冰行

遠，採審慎發展的策略。2013 年 9 月，另外一位課程專家的研究者加入，提供教學與課程發

展的回饋和進行學生學習的觀察研究。兩位大學教授以研究者的身分參與備課，適時提供問

題或專業意見，但不指導社群發展。履行者除了使用 Google 線上儲存空間，也於 2013年 11

月開設不公開社群臉書，作為教案分享、資訊交流和互通訊息之平台，社群成員也利用臉書

即時通，相互聯繫甚至延續共同備課話題。 

                                                        
1
 儀琳於 2013 年 8 月加入，而皇甫無忌則於 2013 年 9 月加入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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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方式 

研究資料主要來自在履行者的每月兩次的教學探究活動。原則上社群每月固定聚會兩

次，一次共同備課，一次觀課和議課，每次聚會至少 3小時。第 1年進行了 15次和第 2年 11

次的教學研討會議。此外，履行者尚到他校參訪與分享，以及每學期的期初活動規劃和期末

的檢討會議。2年下來共聚會 42次。 

資料蒐集主要包括訪談、田野觀察、問卷、焦點團體訪談和相關文件。成員於第 1 年結

束後接受訪談；第 2 年結束後則有四位教師的焦點訪談（表 1）。個別訪談的題目主要包括加

入履行者的理由、在社群中的角色、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的經驗，以及對社群未來的期待。

焦點團體主要回顧 2 年的參與經驗，並敘述成員在各自學校帶領或參與社群的情形。田野觀

察於第 2 年進行，主要觀察成員的互動頻率與對話方式。研究者也發展了社群成員參與情形

之問卷，成員於每年的學期末填寫。文件資料包含共同備課、公開授課和議課的會議紀錄、

期初規劃會議與期末檢討會議紀錄。其餘文件包括教案文件、對外分享和參與研討會的簡報

與共同發表的論文，和臉書社群的留言與上傳共享的檔案文件等。 

表 1 

訪談資料 

受訪者 

（匿名／代號） 
性別 年資a 職位 時間 

訪談長度 

（分鐘） 
地點b 

皇甫無忌／HF 男 17 主任 103/05/23  99 Skype線上 

江城子／JC 女 23 教師 103/06/16 116 Skype線上 

希聲／HS 男  9 教師 103/06/16 112 Skype線上 

儀琳／YL 女  9 教師 103/06/17 93 Skype線上 

璞石／PS 

 

女 

 

11 

 

教師 

 

103/07/12 

103/07/28 

111 

 90 

赫爾辛基住處c 

 

黃容／HR 女 20 教師 103/08/12  69 研究室 

令狐光／LH 男 21 主任 103/08/16 103 研究室 

儀琳、璞石、 

黃容、江城子 

  
 

104/08/01 

 

104 

 

大學教室 

 
a 年資以 2015年為標準計算；b 2014年研究者進行境外研究，故以 Skype線上訪談；c 研究者與璞

石於赫爾辛基旅行，便約於住處訪談。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探討履行者的社群關係變化、教學探究經驗和專業知能與自主判斷的發展與積

累，因此聚焦於網絡社群發展與學習兩個面向來分析。分析資料主要為訪談逐字稿、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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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表、臉書社群的交流次數和兩次共備的對話語料。訪談逐字稿以 Nvivo 10的軟體進行編

碼，再依據研究問題以主軸編碼和主題編碼形成分析架構。研究資料編類與代碼如表 2所示。 

表 2 

資料整理與代碼 

文件類型／代碼 文件名單 

訪談稿／訪 LH訪、HF訪、JC訪、HS訪、YL訪、HR訪、PS訪 

焦點訪談／焦 JC焦、YL焦、HR焦、PS焦 

備課逐字稿／備 JC-備1、JC-備2 

會議文件／文 文－日期 

 

為了深入瞭解備課的探究性對話所彰顯的集體學習，研究者進一步採用語料分析，選擇

了江城子教師的第 1 年與第 2 年之教案，選擇條件為研究者皆有參與、成員出席最多且由同

一位教師公開觀課的兩個教案文本，以比較上下兩個學年社群教學探究的經驗變化。2013 年

10月共備的「遇見哲學」為跨班級的特色選修課程，當天九位參與者的談話，共有 1,158句；

而 2014年 10月共備的「左忠毅公軼事」單元，則有 12位參與者，兩位研究者和四位旁聽教

師，共發言 1,342句（表 3）。旁聽教師（共 42句）的發言不納入分析。兩次備課會議中，僅

令狐光未參與第二次的共備，為本研究資料分析時的限制。 

表 3 

江城子教師兩次備課資料 

備課課程 「遇見哲學：88號房」（JC-備1） 「左忠毅公軼事」（JC-備2） 

備課時間 2013年10月28日 2014年10月6日 

備課 

參與成員 
共九位（含兩位教授） 

共12位（兩位教授、社群成員六位與 

另四位旁聽教師） 

逐字稿句數 1,158句（個人發言為一單位） 1,342句（個人發言為一單位） 

 

研究者應用 Dudley（2013）課例研究（lesson study）的語言型態之分析架構，歸納選定

的共備文本的言談類型。Dudley以五大面向和 31種語言類型探討教師於課例研究中所使用的

語類變化與其教師知能發展之關係，和研究者欲理解備課的探究過程相近，研究者以之為參

照，再依據履行者備課言談內容進行調整。研究者編碼之後再邀請一位外部專家給予編碼回

饋，以符合「互斥」與「周延」之基本類型，最後的分析架構為五大面向和一個特殊分類以

及 33個子細目劃分（編碼詳見附錄），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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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累積性談話（cumulative talk）：屬於簡短的正向回應，包括描述事件、簡單呼應及

支持等。 

（二）不一致性談話（disputational）：帶有些微質疑語的短暫回應，未深入提出批判性想

法。 

（三）探索性研討（exploratory talk）：為發展新想法、交談內容具嘗試、探索、延伸等探

索意涵、或辯論具價值意義、或挑戰說話者的背後假設等，屬創意發想和反思經驗的對話；

也包括教學流程的腦力激盪。 

（四）組織交談（structuring conversation）：主要為釐清討論範圍、界定概念主題、收斂

話題等，確認架構與方向，並不涉及內容之討論。 

（五）管理理解（managing understanding）：簡單的詢問與概念釐清，或對客觀事實的解

惑等。 

（六）特殊分類「下交流道」：下交流道為社群成員之用語，即在共同備課過程中，社群

成員岔開研討的資訊分享與情感交流，有助於增進成員間彼此之熟悉感和對其他學校背景之

理解。然同時因各自說話、眾聲紛紜下即使有錄音也難以辨別，故雖有分類但無法進行編碼

與分析。這也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 

經編碼與分類整理之後，將用於描繪社群發展的變化和比較共備文本的對話類型。為確

保資料分析的信實度，研究者藉由多種資料的交叉比對，包括觀察影音紀錄、訪談、問卷、

會議文件、外部專家的回饋，以及研究團隊成員之研討。履行者亦協助修正訪談與文件資料

之勘誤。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依據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履行者 NLCs實踐經驗與專業資本積累可分為三大部分說明與

詮釋：國內 NLCs的發展背景與脈絡，履行者社群的形塑與專業資本積累之關聯，履行者的網

絡擴散與未來發展。為了深描與分析研究主題，研究者使用 Hargreaves和 Fullan（2012）的專

業資本架構，連結 NLCs概念，試圖說明人力資本和專業判斷資本與社會資本的關聯（圖 2）。

履行者的經驗可以說是滿足三種資本相互增強的一個實例。履行者因跨界組成社群，成員的

關係不限於面對面的交往，社群媒體和資訊平台也提供了社會資本發展之重要媒介。社群經

由專業對話建立互信互惠關係，而教師的專業學習也是持續發生在教學探究與實踐的循環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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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網絡學習社群與專業資本發展之關聯 

一、國內網絡學習社群發展的背景與脈絡 

（一）臺北市跨校社群的共學想像 

繼 2012年掀起的學習共同體學習風潮，各縣市陸續以計畫鼓勵教師嘗試新的教法（阮孝

齊，2016），以學習為名的領導和課堂教學帶動了新教育的「想像」（imaginaries），而 2014年

政府宣布的 107 課綱政策，明確奠定了從教師為中心轉為以學生素養導向的發展方向。臺北

市高中於 2013 和 2014 年舉辦了六次的網聚，分享教師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與課程發展的經

驗。2013年，臺北市以領先計畫鼓勵高中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2014年 1月，臺北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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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則增至 28

個跨校社群。臺北市教育局亦於 2012 年起提供經費給 45 所學習共同體試辦學校，以利教師

共備、觀課和議課。2012年半年之內，公開觀課計有 62場次，高中有 57場次，其中皆以國

文和數學教師的人數較多（Chen, 2017）。 

Taylor（2003）以社會的「想像」一詞說明與分析新時代的形成過程，想像概念貼近常民

經驗的表達且為大眾所共享，包括意象、故事與傳說等，因而可以共創理解，而使新的實踐

具社會的正當性。嶄新的想法通常先由菁英小圈子開始，而假設或價值慢慢具體化為行為規

範，形成集體認可的新秩序，例如從農業社會到現代化社會，新的規範需經由傳播與教育變

成例常行為。臺北市跨校共備社群或 NLCs的興起，可以說是新教育想像的實踐，而跨校社群

的網絡連結使得教育想像以多種樣式與方向產生擴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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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跨校社群共享的集體目標便是以學習者為中心進行教學探究，成員經由固定聚會

發展課程與研討教學，加上臺北市高中工作圈定時辦理跨校社群之間的研習活動，例如學習

共同體的教案分享、多元評量與閱讀的增能、學生學習圖像與知識地圖之研討、特色課程博

覽會等，皆持續提供了 NLCs發展的推力（陳佩英等，2016）。 

（二）志同道合「做」社群 

履行者於參訪日本、韓國的學習共同體之後，兩位成員興起自組小型的跨校社群。2013

年成立之初，社群成員便能清楚定位，透過兩次的討論達成願景共識，包括為社群的命名、

擬訂階段性策略目標、輪流擔任值日生的運作方式、使用網路社群媒體、雲端硬碟、即時通

等線上溝通工具，以及對外開放的程度。 

其屬性為相對封閉式的社群，暫時不要成為大家討論或觀課的對象……主軸有二：(1)

以（A）觀課、議課為核心，發展至（B）共同備課，(2)從實際操練中，深化學習共

同體的理念。……。若以發展至（B），則以共同備課的教材進行公開觀課。若其他

科別的老師有興趣，……可邀請該班其他科目的任課老師參與觀課及議課。教材與

教案的部分目前暫時不放在網路上分享，避免造成其他夥伴使用上的誤差。（文

-201306） 

可見履行者從一開始便懂得如何找到對的人一起「做」社群，並確立社群的主體意識和共學

之目的。發起者之一的中生代教師璞石，表達了與夥伴築夢的想望。她說： 

從下而上，意味著我們能有自主權，投注心力從事自己想做的事，而非由長官規定，

因而我們成立了跨校社群。……原因在於，高中同校社群已十分興盛，但跨學校模

式能夠提供更多異質與多元的可能性。……我們從各校找有意願的老師一起造夢，

在此無法單打獨鬥的時代，集思廣益，集結群體的力量一同努力。（PS焦） 

履行者認為被吸引加入社群的原因有三：1.對教改現狀不滿意和尋求在地實踐路徑；2.關

注學生能力的培養；3.遇到瓶頸或想突破教學慣性卻在校內找不到共學夥伴。有 21 年教學資

歷的發起人令狐光，提到過去對教改大環境的失望，他說： 

我們的教改是，……不管你推什麼東西都一直都是失敗的，或者熱潮過去就沒了。

我是第一次，真的……很用心去參與教改，就是跟教學有關的一些改革的東西，這

是第一次，以前我都是……不相信。…….那所以我希望它長久。因為我認為它對學

生真的有利，就是它符合我的理念……要以學生為中心，角色要改變，然後教法要

改變，然後架構要改變。（LH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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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策與制度的不滿意和不信任常見於教師的看法，教了 23年的江城子亦是如此，因

而「想找到一個個團啊！……就跟革命一樣，有非常破壞才有非常建設」（JC訪-23）。團體行

動的力量是著眼於建設與創新，而非複製外來的教育政策，和令狐光一樣，教書 20年的黃容

也會擔心教改趕流行的現象，「臺灣的政策下來都是選哪一個就是一窩蜂……，然後一段時間

又會冷下來」（HR訪-13），她加入履行者，無非是想為臺灣找到可以「接地氣」的一條路： 

但是學共〔學習共同體〕變成我們是跟其他的橋樑，學共是個方向，……是往著學

生協作問問題那個方向去做……，……慢慢應該是模糊到……非常具體，……模糊

其實是提供一種空間，這個空間讓我們可以嘗試……包含我們要改變工具方

法……、內容其實都可以。（HR-訪-14） 

從「模模糊糊」的摸索到「具體」工具方法與內容的改變，即為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教育學想像，這也是履行者社群成立的初衷。基於理念結合的網絡學習社群，因方向明確，

相較可以集結個體的行動。履行者教育理念的澄清與研討經常穿梭於 2年 26次的共同備課的

對話之中。令狐光說： 

如果我們可以打開老師的經驗，透過他的實踐課程，雖然是從學科切入，但是如果

他的實踐過程當中，慢慢打開他對於學生的關懷，不只是停留在學科知識的這樣一

個傳遞，傳授，而是他真的是關心到像生命教育他可以關心到一個孩子他的一個成

長。……履行者一直嘗試做的是，就是生命情境意境是這種情懷關懷這一塊。這一

塊是很困難。（LH訪-1） 

「打開教師的經驗」意謂投入改革的教師願意先將自己變成一位學習者，並與同儕進行

教學探究和反思。成為「學習者」的教師相較容易「看見」自己專業的不足，或興起持續改

進教學或實踐教育願景的企圖。履行者成員都表達了類似的增能渴望，形成發展社群人力資

本的啟動點。 

多數履行者提及校園內部存在著兩個推力促使成員向外尋求夥伴，一是校內利害關係糾

葛的小圈圈文化，另一個是科內找不到可真誠對話的夥伴。璞石認為她經常遷就「有輩分的

姐姐」，必須依照「姐姐」的方式解決問題。同樣教書 9年的希聲和儀琳在科內遇到為反對而

反對的同事之後，便清楚科內的討論常流於形式，難以深入探究。科內分工與資源分配的利

害關係與形式文化，尤其讓年輕教師感到綁手綁腳，即使能為新進教師著想又可以忽視山頭

文化的江城子，也常因攬事而被批評為「想出頭」。同樣資深且經歷 17 年教學的皇甫無忌，

觀察到校內教師共備時常常不敢發言或表現，因為擔心與資深教師意見相左或最後被分派到

任務。教師的「螃蟹文化」和防衛心態常讓教師寧願選擇單打獨鬥或形成小圈圈文化，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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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教學理念而形成群體行動，主動改變學校的生態與文化（Hargreaves & Fullan, 2012）。 

黃容表示自己很幸運能和一群情感融洽的同仁共事，不過，在她日本訪學之後，卻因找

不到對話的同事而感到缺憾。其餘六位也有類似狀況，表示共學夥伴難尋。而儀琳、希聲與

皇甫無忌當時剛好遇到教學上的瓶頸，對於多元專業組合的履行者，不但覺得有趣而且也相

信這個團隊可以帶來持續的學習與成長，因此不假思索的加入社群。 

面對由上而下過於強制性的改革、和提供過多選擇的市場機制，Thaler和 Sunstein（2008）

提出了「輕推」（Nudge）的行動概念，輕推意指審慎設計有利於合作和合乎公共利益行動的

組織架構與規範，即履行者社群的理念與運作方式，以之引導個體和集體的行動，形成有意

義的社群連結以累積社會資本。履行者在不直接抵禦「官方」改革政策，或消極的從校內小

圈圈文化退縮至獨善其身的居所，而是選擇了「共好」，將自身節點相互連結，搭建又可探究

教學又能充電的「驛站」，以輕推力量滿足個人專業知能提升與累積社群人力資本的同時，開

創有利於學生未來能力培養的實踐「架構」或路徑。 

二、網絡學習社群的形塑與專業資本積累之關聯 

（一）善用網路平台打破時空限制 

履行者選擇「輕推」力量為成員架構了游於虛實邊境的共學想像，藉由教學探究的集體

活動強化成員行動選擇。社群運作方式包含每月固定至少兩次的教學探究活動，主要是共備、

觀課和議課的研討、課程學習地圖的發展、期初規劃和期末檢討，以及不定時與其他教師社

群或他校分享經驗，或者參與大學舉辦的工作坊與研討會，導引社群活動或發表論文。除了

面對面的專業對話，網路平台與臉書社群媒體有助於實體空間的延展，讓成員可以持續交流

和即時交換訊息與聯繫，降低了因學校不同而產生的溝通障礙與隔閡。 

網絡將社群的人與物進行有意義的連結，社群成員不只於 42次的實體空間會面研討，也

善用社群媒體和即時通工具進行無障礙的溝通。例如 2014年 3月，皇甫無忌的作文課因結合

翻轉教學，共同備課除了三次會面的研討之外，也於回家後在臉書的即時通接續 2 小時的來

回討論，以釐清教學單元的目標和推敲學生學習的流程。 

臉書上留下了成員對話的文本紀錄，形成社群的組織記憶，有助於跨校組織型態的運作

與分隔各地成員的情感維繫。履行者臉書社群於 2013年 11月開設，每次備課、觀課之後，會

議紀錄和觀察敘事會於短時間內上傳，加上活動照片，又一次讓成員重溫了共備－觀課－議

課的活動歷程，報導文本再現了現場景象和成員的感受，而成員在社群平台上的言談與支持

性的回饋，賦予或反思了自身行動的意義，因而可以同時傳遞了理解、包容與激勵鼓舞，讓

情感聯繫自然發生，漸漸產生社群關係的信任感與強連帶。 

以皇甫無忌的作文翻轉為例，2014年 4月 14觀課和議課之後，當天晚上便有三篇 PO文，

以其中一篇為例來說明（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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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履行者臉書分享節錄 

研究者A 2014.04.14  讚15人 

今天靜靜觀看皇甫老師的後半段上課和議課，好似流過寧靜小村的溪水，清涼舒適，又能品味恬

淡中的欣喜。這個過程變成了一幅畫，大家把畫上的小景象細細描繪，又豐富了色彩的感受和「心

靈的知覺」，分享的夥伴不自覺也變成那幅畫的一部份。皇甫老師和高三同學一起翻轉作文，履行

者也一起翻轉了。 

今日的每一餐嚐起來都特別美味！ 

表單的頂端 

X老師：○○老師是用視訊觀看嗎？ 

HR老師的回饋文字真詩意，很適合當作文範本  

PS：X學姊，我們幾乎每次都和芬蘭連線喔～（另，非常同意HR老師的說法。） 

X老師：恩恩～～很棒啊～～～  

HF：履行者的暖流，流過Y校荒蕪的山丘。溫柔的對待是履行者共同發展出來的議課模式，這些

特質也將對Y校教師產生激盪的作用。 

HF：其實今天有點緊張的原因是擔心行政方面的硬體支援出了毛病，還好沒出什麼大錯，是我多

慮了。  

HR：可見HF老師的用心和謹慎 

LH：給HF老師鼓掌 相信這是質變的開始 Y校會因為你而開始變得不一樣的 由我們開始付出開

始相信改變就會由老師們發生 

註：引自履行者臉書社群。 

發文者以意喻詮釋觀課歷程，皇甫無忌於臉書上表達了公開觀課前的擔憂和對共備社群

的感謝，黃容與令狐光則立即給予肯定與激勵，可以看見社群成員間的支持是以事件發生後

的情感話語流動與具體回饋，將活動結點的意義擴散為與成員節點的情感連帶，亦即在操練

專業知能與判斷的同時，厚實社會資本。 

從 2 年社群成員的參與度來看，第 1 年以璞石、令狐光、江城子和皇甫無忌的線上發文

與回饋較多，第 2 年則以璞石、儀琳、江城子和黃容為主（見表 5），令狐光和皇甫兩位教師

皆因擔任教務主任，因此不只在臉書社群，在實體的參與上也受到影響。但不管如何，不受

時空限制的線上平台，讓成員的關係可以自由連結，讓原本彼此不認識的成員，在短時間內

可以建立同理與互信關係、因而在忙碌教學工作中相互補位，並以持續的對話與回饋增強關

係的連帶。 

（二）在實踐中形塑社群主體 

社群成員起初加入時感受到政策強制性壓力與學校推力的影響，卻選擇「輕推」力量讓

自己可以前進。然而，真正讓社群產生自轉動且具吸磁效力，是源自教學探究循環以及其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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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履行者臉書的成員發言次數與百分比 

成員 

年／月 
LH PS HR JC YL HF HS 

2013/11-2014/07 
240 

（22.7）

300 

（28.3）

77 

（7.2） 

175 

（16.5）

95 

（9.0） 

127 

（12.0）

45 

（4.3） 

2014/08-2015/06 
128 

（7.2） 

481 

（26.9）

203 

（11.4） 

358 

（20.0）

443 

（24.8） 

143 

（8.0） 

32 

（1.8） 

註：整理自履行者臉書社群。 

生的強連帶關係，使得每個個體不需要太費力就進入社群自轉的軌道。從訪談得知，真正促

使成員持續投入社群，是共備探究所帶來的刺激和挑戰，成員也在此過程中從教師轉為學習

者，新的角色反而讓成員可以跳脫學科本位的慣性思維和輩分文化，釋放出新的空間，讓夥

伴可以嘗試、摸索、實驗和創新。 

履行者成員擅長的國文次領域不同，令狐光與黃容是哲學、江城子文學、璞石戲曲、希

聲小說、皇甫為作文教學，成員因為多元專業背景而產生相互的吸引和欣賞，對於教學探究

與研討有了加分的效用。 

從七人對社群的感受來看，大致可理出四樣特性：1.理念相通的共享願景；2.創意靈活的

多元專業；3.增強連帶的正向氛圍；4.當責無畏的開拓動能。在第 1年的冬天期末檢討會，成

員以七樣旅行用品描繪社群樣貌。「毛帽」代表社群的思維理念、「圍巾」代表成員的關懷信

任、「手套」代表陪伴分享、「保溫瓶」代表溫暖鼓舞、「厚襪」代表因社群支持而邁步拓路、

「旅行背包」代表背負行囊、而「茶葉」則代表了道地品味。這些意喻除了反映國文學科的

語彙使用，還呼應履行者想要「游中學、學中游」的履冰行遠之期待，也與七人在受訪中各

自描繪履行者的特性相合（文-20140121）。 

對於履行者的拉力，希聲不假思索地指出： 

共同的信念，……就是因為我們這一群人共同……對教學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樣

的，我們都覺得是要從心這個部分去處理，而不是資源。（HS訪-8） 

共同願景的核心便是學生學習。黃容念茲在茲在於把合作的學習氛圍帶到班上，刺激學

生發展不同的學習策略。江城子期望學生除會考試，還需懂得體會人生。璞石盼望學生能養

成一生持續學習的能力。關注學生的成長並改變教學是履行者的教育初衷。然而，如何實踐

則需要找到真實的問題、琢磨技能與打開視野。令狐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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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未來的教學上……我們要去嘗試出一個架構，然後去找到更大的動力去做改

變。其實我們會……做學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教學是到了一個瓶頸是需要去改

變，不管內在或外在。（LH訪-8） 

多元專業背景的異質組合本身即是第三空間（Gutiérrez, Baquedano-López, & Tejeda, 

1999），讓想法與經驗可以自由碰撞。社群於是提供了利於成員腦力激盪與教學探究的跨界場

域。希聲、儀琳、皇甫無忌都提到了專業對話的濃度與密度所帶給他們在教學探究上的豐富

刺激。連教書 23 年的江城子也承認共備時「心臟要夠強」，才能面對言談「激流」的震撼。

皇甫坦白的說： 

雖然我對我的作文教學是有一點點的自負啦……其實說歸零倒不如我是願意把我的

心胸打開，然後讓大家來檢視我的教材……教法也好……。……那個〔共備〕翻了

好幾轉，好像被扒光衣服了，然後再重新換上一套，覺得這一套不好又扒掉，可是

那種被扒光的感覺是很舒服的，……他們其實都好有想法，……我們產生好多的碰

撞，……不是只有我自己得到好處，……其實他們也得到了成長，我感覺這種碰撞

還蠻正面的，而且真的有一個蠻重要的是我們彼此都很信任彼此。（HF訪-6, 7） 

信任的社會資本可中介於共通理念和共享實踐（Chen et al., 2016），皇甫對作文教學的自

負讓他有餘裕面對新的挑戰，然而「好像被扒光衣服」的個人內在衝突與群體分歧的專業判

斷需在安全無虞的關係空間裡才能得到琢磨。當教學探究活動進入深度對話時，構思相撞的

速度之快有如刀光劍影，讓人無暇接招，卻讓那碰撞的火花，即使在結束會議之後也還餘音

繞樑。儀琳與希聲賦歸同行時總是接續未完成的話題。儀琳說： 

然後我們兩個會唧唧喳喳，然後希聲就說好累，我也好累，然後剛剛〔備課時〕講

這麼快，怎麼這麼快，我才剛剛想上一個話題，怎麼又換下一個了，……我想在裡

面插入什麼話，但是覺得好像也都沒有用。（YL訪-6） 

對於快速接招，璞石在第一學期之後有了她細膩的觀察，她希望自己扮演學得慢的學生，

讓重要的探究可以挖深，為此她總是花時間預習並找出可深入討論的教學問題。她說： 

在這個團體裡面需要有人出來扮演「笨」學生的角色，因為大家都很厲害，很多事

情就稀裡糊塗就過去了，……可是有笨學生在，討論會很慢，差別就是「牽制」。就

是你牽制讓他那邊停留的目的是要讓他在這個地方討論更清楚。（PS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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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者的集體活動（結點）包含備課、觀課與兩次的議課。第一階段議課，觀課教師們

針對分組的學生學習進行討論，第二階段則保留給履行者進行後設討論，檢視課程設計與學

生學習的落差和教學目標之達成。而共備基本上循著教案研討的流程進行：建立目標共識、

確立教學概念、提問設計和教學流程（圖 2）。在教學探究循環中，共備的探究言談最為豐富，

因而可以增進對話內涵與頻率，從聚焦的學科知識到教學設計、學生學習樣態與策略的理解，

到「下交流道」的班級經營、家長溝通、與校內行政或同事的合作與相處，或對外分享的心

得等等，都發生在共備時段，形成訊息交換、專業言談與文本生成的循環模式。當共備文本

完成時，如同蓋上履行者的印信一般，履行者進行合體，共同承擔觀課和議課之結果。而公

開觀課與議課則是以實踐的言談再現早先的共備文本，履行者經由現場共學、練習當一位學

習者，和從觀察學生學習與回饋當中，鍛鍊個別與集體的專業判斷。 

然而，自由碰撞需在安全無礙的心理空間裡才有機會產生火花。成員在開放、坦誠、包

容、支持的正向氛圍下，讓意義協商的摩擦可以轉為教學視框的打開，並於流暢的互動中產

生集體思維的共鳴。因此，社群成員在教學探究循環的同時也會衍生突破自我愉悅的流動，

因而升起相惜之感（圖 3）。 

 

圖3. 教學探究文本的生成與遞迴。修改自“Strategic Planning as Communicative Process,” by A. 

P. Spee and P. Jarzabkowski, 2011, Organization Studies, 32(9), p. 1237. doi:10.1177/0170840611 

411387 

七位成員皆感受到夥伴們的「親切」、「熱情」、「可以說實話」、「溫度的交流」、「不會有

負面的言語」、「信任彼此」、「心胸開闊有肩膀」等傾向，讓成員比較能受到激勵與鼓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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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願意嘗試打開經驗與邁開步伐，形成支持教學探究的強連帶並積累社會資本。 

皇甫在公開授課後，特別感謝璞石的協助，他說： 

璞石不僅幫我做筆錄，而且還私下給我訊息說我們是不是應該還要再開一次會，那

再把事情確定下來……，〔璞石〕把它當做是自己的事情在處理，讓我覺得還蠻感動

的。（HF訪-9） 

皇甫經歷共備的洗禮之後，在第 1 年結束時評價履行者為「獨立、溫馨的團體，是微妙

感情的凝聚之所」，並認為「平等與互信是社群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璞石因感受到成長的

喜悅而表示她「很在意這個團體所以就是比較小心一點點，就是要考慮對方感受。」儀琳從

一開始想逃離到第 2年全心投入，因獲得滋養而有感而發： 

我覺得大家又可以個別是自己，然後當變成履行者的時候，又是一個超過 7 個人的

能量……，所以這個能量真的是很大，很神奇哦。（YL訪-18） 

「微妙」與「神奇」是夥伴對履行者整體的感受，儀琳參與態度的轉變讓她更確認履行

者「對我生命歷程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一群人」；江城子則說：「我很珍惜，它非常不同於我

身邊其他的團體」。悅趣、相互欣賞和珍惜的情感流露，展現了社群高度的凝聚力，奠定了以

社會資本足以形塑社群專業知能與自主判斷發展與積累的「輕推」路徑。 

然而，究竟「共享願景，多元專業，正向氛圍，與開拓動能」之社群特性在成員教學探

究上發揮多少效果，我們以江城子第 1 年與第 2 年的共備文本與教案研討之對話紀錄，並應

用與修改自 Dudley（2013）的語言類型之分析架構，說明與分析成員的對話類型及其反映的

集體探究性質。 

（三）教學探究之專業資本積累：言談與文本的遞迴 

履行者每次備課先從確認共識開始，面對不同學校與背景的學生，課程與教材設計因而

有異。履行者共備目的是為了促成學生理解的學習，共備的教學核心問題包括探討學生是如

何學習？課堂的學習發生了嗎？學生學習出現了什麼變化？有何具體改變或影響？社群採用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撰寫表格，該工具規範了共同語言，幫助成員聚焦於提問和學習活動的探

究與發展。 

研究者應用五種語言類型分析江城子的兩個共備文本，包含：1.累積性談話；2.不一致性

談話；3.探索性語言；4.組織交談和管理理解。文本經分類編碼後加以分析。雖然授課教師相

同，但兩次課程主題不同，參與成員、情境亦有些微差異，這些因素可能造成語料類型分布

之差異而成為本文的研究限制。因篇幅有限，研究者僅能針對語言類型分布結果加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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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充個別成員參與社群經驗的理解。 

第 1年共備文本共有 1,158條語句，其中的 456條語句內容，包括了上一次的觀課和議課

方式的檢討，對於學生學習的理解與回饋，討論共同備課公開分享的模式等等，約占了文本

的 39%。其餘的 61%才進入內容的共備和教學目標與設計的討論。第 2 年教案的內容全為教

學研討，呈現了 2年備課的差異，也就是第 1年的共備仍有許多目標與方法的共識需要建立，

例如教案撰寫的格式、共備的研討方式、觀課和議課的步驟、觀察方式與記錄模式等，都需

於共備時段集體研討而得以確立。第 2年因為架構與模式大抵完成，經過 15次的教學探究循

環變得熟悉起來，因此成員於第 2年較能集中於備課內容與教學的探究。 

從表 6 兩個課例語言類型分布來看，第 1 年比例最高的累積性談話占 38%，顯示支持性

的回應穿梭於整個備課過程，接著是探索性語言（36%）、管理理解 14%，不一致性談話為

10%。第 2年的探索性語言占了 49%，較第 1年高出許多，顯示探究性的言談占最多，而累積

性談話雖降至 27%，卻仍是第二高的語類，表示成員之間仍是以理解、包容和支持的傾向進

行互動，不一致性談話甚至降至 5%，管理理解與組織交談則約略提高，顯示研討變得更為聚

焦和要求結構與效率。 

 

表 6 

兩個課例語言類型統計 

第1年 第2年 
語言類型 

句數 比例（%） 句數 比例（%） 

累積性談話  444  38.3  357  26.6 

不一致性談話  103   8.9   68   5.1 

探索性語言  420  36.3  654  48.7 

組織交談   22   1.9   47   3.5 

管理理解  169  14.6  216  16.1 

總計 1,158 100.6 1,342, 100.6 

 

進一步觀察社群成員的發言比率，由表 7 得知，令狐光的發言占了五分之一強，黃容、

儀琳、璞石與江城子發言比率接近（11%至 16%），希聲與皇甫是社群中發言最少者，約 5%；

不過，第 1 年是領頭羊的令狐光，第 2 年因主任職務而增加缺席次數或無法參與全程，也未

出席本研究分析的第 2 年共備，因此多少影響到 2 年共備發言比率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

第 2 年由璞石、江城子、黃容與儀琳平均分擔教學研討之責，其中璞石與黃容的發言比率提

高許多（約 8%），呈顯了影響力的增加。第 1年表示有參與壓力的儀琳，於第 2年投入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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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履行者兩次共備的發言次數與比率 

 成員 

年 
LH PS HR JC YL HF HS 研究者A 研究者B

2013 
248 

（21.4） 

148 

（12.8）

133 

（11.5）

192 

（16.6） 

137 

（11.8）

58 

（5.0） 

62 

（5.4） 

291 

（12.0） 

59 

（3.5） 

2014  
302 

（22.5）

280 

（20.9）

293 

（21.8） 

211 

（15.7）

70 

（5.2） 

31 

（2.3） 

76 

（5.7） 

37 

（2.8） 

註：整理自履行者臉書社群。 

似乎對社群產生了責任和認同。而陪伴社群共同備課的兩位研究者，於第 2 年的發言次數明

顯減少許多，呈顯社群漸漸獨立，自主判斷和信心增強，相對降低了對外部專家的依賴。 

履行者的教學探究言談與文本的遞迴與循環，有助於社群特定文本之形塑與專業資本之

積累。探究言談不只發生在當下，備課的教案文本在去情境化之後，先於臉書平台上「逗留」

數日，待成員互相確認之後，再情境化於觀課現場和具體化為教學活動，並於議課中再度脈

絡化而被討論，最後經由去情境化的修訂後儲存於社群教學實踐經驗的知識庫裡（Ricoeur, 

1981）。成員過程中的對話即為教學實踐的一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共享理念，漸漸成為優勢

言談，引導對話方向進而形成主軸，並於共同經歷的教學實踐與議課的回饋和反思之際，形

成特定文本。在 26次的共備－觀課－議課循環之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想像經由教案文本去

情境化與再情境化的生成循環，具體化為新教育學的實踐路徑，並於循環之中逐漸積累了社

群的社會資本、判斷資本和人力資本（圖 3）。這是履行者所構建的「輕推」動力架構，再經

由對外的分享交流再現履行者版本的言談與實踐文本，向內與向外遞迴與擴散。 

三、履行者的網絡擴散與未來發展 

履行者的發跡是在臺北市的課程改革政策脈絡下取得組合跨校社群的正當性，並隨著臺

北市新教育想像的氛圍擴散，深耕跨校社群的發展。履行者於 2年內因教學研討共聚會 42次，

且參與了 35場的個人或團隊的分享會和發表會，在短時間內展現了教育「想像」的擴散力量，

讓更多的校內與校外教師因感動而願意加入專業對話的行列（見圖 4）。 

此外，成員於第 2年回到學校深入耕耘專業學習社群的則有江城子、黃容、璞石與儀琳。

四人在履行者累積人力資本之後，皆有意識的在校內發起和推動同科與跨科社群，前三位成

員有效地協助了二至三個校內社群教師教學之研討，僅儀琳因科內文化而未能如期開展校內

社群。璞石在校內找到夥伴之後成立了造夢者工作坊，在短短 1 年內成功形塑教師的學習與

合作文化。璞石於社群第 2年接受焦點訪談時，有感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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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履行者、讀書會或是先行團，就像是一道大型成長學習旋轉門，許多教育理

念、專業知能、實務經驗、情感連結透過旋轉門得以匯聚於此，經由對話討論的「旋

轉攪動」，把原有知識理解透過「不斷＋1」，撞擊出許多能量而產生無比光亮，透射

傳播出去，……在不斷延伸連結的過程中，構築出無形卻又能有機生長的網絡。每

個節點都是能夠延續發展的新起點，我作為這個網絡中的一個小節點，兩期的「造

夢者」工作坊應該只是一個開端，如何將這個微微發亮的經驗繼續延續、深化，形

成一股光的力量，則是我在下一階段需要思考的課題。（焦-訪） 

履行者成員於第 2 年多半學會使用分析語言（節點、網絡）和譬喻（旋轉門、造夢者）

於經驗描述，這些從經驗淬鍊的言談，可以賦予主體行動意義和利於言傳。 

不過 NLCs一方面因為志願參與可以形成自轉動力，但另一方面可能因缺乏組織約束，容

易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左右成員的參與。令弧光與皇甫無忌因第 2 年皆擔任行政職務而影響

到出席。與第 1 年相較，第 2 年共備研討雖然更為聚焦，但節奏顯得輕緩，漸漸露出跨校社

群的不穩定性與容易離散的性質。璞石道：「人沒到齊，會感覺很失落，好像人到齊戰力才完

整」（PS 訪 1）。第 3 年增添了生力軍，異質性增加雖會帶來新的碰撞而刺激成長，但也可能

帶來摩擦與衝突，因此，履行者倘若想要保持專業資本發展與積累特性，仍需社會資本的豐

厚奠基，才有可能持續輕推前進，深化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想像。 

伍、結論與建議 

履行者個案研究深描了 NLCs的形塑與專業資本積累的歷程與意義。在課程改革脈絡下，

教師自組校內或跨校社群共同學習，習得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發展與教學改變。本研究以

履行者跨校社群為研究對象，除了說明國內 NLCs的發展脈絡，也討論了履行者成員投入跨校

社群的理由、在實踐中形塑社群主體、利用網絡與社群媒體平台打破時空限制、透過教學探

究的文本生成循環而使得專業資本得以積累，並促成跨校社群的網絡擴散和未來發展。 

專業資本中以社會資本為關鍵，社群需經由訊息交換、分享關係之建立，以發展出穩定

的交換關係，社群成員利用社群媒體打破了履行者參與時空的侷限。跨校社群成員在實體與

臉書上接觸、交流，形成言談和故事，以各種媒介與方式傳遞、感染與模仿學習。再者社群

同僚關係所搭建的情感支持與信賴，構築正向氛圍的社會資本，而使成員可以受到激勵，願

意承受冒險和面對不確定的壓力。履行者的當責共享實踐及其衍生的愉悅經驗，滋養了主體

行動的「存在」感，形成個體行動的輕推力量與社群連帶，繼而可以激發社群自轉。履行者

的自轉動力可能形成了教育實驗的場域，向外擴散之際可以和其他 NLCs連結而增強吸磁效

應。 

履行者和其他跨校社群一樣，是經由科技部高瞻計畫、教育部的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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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縣市 107 課綱推動計畫而獲得政府的支持，進行課程改革與教學活化的實踐。履行者的動

能積累有助於教師有目的的持續專業增能和教學知識與方法的創新，和歐美研究發現相符。

不過，和其他相關 NLCs研究不同之處，在於本研究的分析架構結合社群組織形式與主體行動

概念，以微觀方式捕捉跨校社群的社會資本開展，並透過專業資本和集體言談的文本循環概

念，深描社群主體專業成長的學習路徑與互惠型態。社群關係建立的過程與集體活動的探究

循環，其自身即為社群認同與成長的「輕推」力量，因而可以形塑內在價值與外在行動相互

增益的良性循環。 

接續的研究可針對網絡社群之動能與協作特性進一步探究，以瞭解教育系統如何利用

NLCs進行有效的系統創新與變革。在網絡型態與運作上，或許可從社會資本的建立及其對成

員行為的影響上進行探討，例如，與英國和美國的教學改進大型計畫、或香港的大學與中小

學夥伴協作關係之組織學習進行比較，探討水平式的系統連結和夥伴關係對於專業資本積累

的形式與效果；也可以和國內輔導團的跨校性質的運作進行專業發展內涵與成效的探究。 

最後，考慮到跨校社群的時空與資源的限制，且即使發展成熟的社群，也會因人員的更

迭或工作職務變動而停滯或離散，建議相關主管單位接續鼓勵和支持有發展性的跨校社群，

從成功經驗中萃取有效實踐模式加以推廣，尤其可從水平連結的動能潛力上加以設計，讓教

師因互賴關係而能形塑主體行動，持續專業對話與教學探究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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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累積性談話 編碼 (17) 提供證據支持論點，但未提評估 3Evi 

(1) 同意、接受等正向回應，但未提出

更進一步的意見 

1Agr (18) 表明支持可行性高構想之理由 3Just 

(2) 重述、附和 1Echo (19) 對於已知事物提出猜測 3Hyp 

(3) 疊加，其包含：A.同時說出相同的

話；B.把話接完 

1Add (20) 對於未來事物做出預測 3Reas 

(4) 表示驚奇和情感支持，如「好棒」 1Supp (21) 和預期學生行為做比較，涉及「以

學習者為中心」之理念 

3Comp 

(5) 詳述事件，帶有些許主觀回憶 1Reco (22) 挑戰點子，亦加入評價、條件與證

據之評估 

3Chal 

(6) 情感流露，如：示弱或打趣 1Expr (23) 個人反思、自我質疑 3Refl 

不一致性談話 編碼 (24) 綜合與總結討論的結果 3Summ 

(7) 僅簡短表示不同意 2Dsgr (25) 形成未來行動方案 3Prop 

(8) 以嘲諷、幽默方式反對 2Joki 組織交談 編碼 

(9) 阻擋點子，但未提出建議或說明原

因 

2Bloc (26) 開始一個主題 4Open 

(10) 修飾某人言論或表達質疑 2Qual (27) 再重新聚焦或加速討論 4Mov 

(11) 確實糾正但有建設性，如：與事

實進行比較 

2Corr (28) 打斷或重新界定討論重點 4Pnct 

(12) 否定且提出新想法或替代選項 2Alt (29) 延伸到主題討論 4Chng 

探索性語言 編碼 (30) 回到先前談論的主題 4Rtn 

(13) 教學排演，如：模擬教與學流程 3Rehe (31) 結束話題 4End 

(14) 發想與提出討論主題 3Init 管理理解 編碼 

(15) 提出新點子與帶出討論 3Sugg (32) 提問與請求釐清概念 5Que 

(16) 形成構想並促使點子的發展與精

緻化 

3Deve (33) 背景介紹、說明事實與提供客觀資

訊 

5Ex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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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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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pedagogical inquiry activities of the 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ies (NLCs), and the path and meaning of its professional empowerment. The case study 

focused on a group of teachers named the “Navigators,” comprised of seven Chinese Literacy 

teachers from six public high schools in Taipei. This study lasted 2 years and data collection 

included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 group interviews, field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concepts of NLCs,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dialogue as practice were employed to provide thick 

description and a tho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cesses and changes involved in the NLCs. The 

results explai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NLCs originated, the drivers of participation, how agency 

was developed through collaboration,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constraint-free communication, the 

use of professional enquiry and reconstructed lesson texts for accumulation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the network expansion that led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w NLCs. When participants 

gathered for meetings and held discussions regarding lesson plans and instructional observation, they 

created a “third space” for collective inquiry. Through cycles of professional dialogue and the 

recurrent production of lesson texts, a shared pedagogy was strengthened that guided professional 

discourse and enabled common understanding. This discourse was then continued within the 

teachers’ respective schools to form a public narrative on educational practices. Along the process of 

recurrent production of talks and texts then practiced collaborative inquiry and reflection. Th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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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shaped educational values and empowered the Navigators to be innovative with thei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Keywords: dialogue as practice, 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ies, profession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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