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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所高中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研究：專業學習社群為變革動者 

摘要 

    教育環境改革趨勢下，學校校長必須勇敢面對改革的影響，並帶領學校成員進

行學校變革。而在教改聲浪中，教師專業學習逐漸備受重視，建立專業學習社群為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方式之一。故校長的領導角色須加以轉變，培力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發展專業知能，並運用以學生學習為核心之新領導模式，引領學校突破傳

統框架。 

    本研究選擇兩所個案學校（藍天高中與碧海高中）為研究場域，探討高中校長

學習導向領導帶領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與作為，包括校長之領導思維、領導策

略、領導實踐以及領導挑戰等四面向。採取參與觀察、文件分析，以及訪談兩所個

案學校校長與教師 25 位（藍天高中 12 位，碧海高中 13 位），進一步蒐集與分析

資料。  

    透過研究發現，學習導向領導係以學生學習為核心思維進行學校改革，領導者

之領導思維、領導策略以及領導實踐彼此相互環扣。領導者善用計畫專案之引進，

促進學校教師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課程及教師教學的改變和創新，並激勵

全體教師，凝聚共同願景目標。但同時亦面臨外部制度限制以及教師負擔過重之挑

戰。依此，學習導向領導之運作型式會因外在環境及學校內部情境脈絡衍生適合學

校發展之領導路徑，本研究兩所個案學校呈現之學習導向領導模式為校長核心領

導以及教師領導之運作模式。 

    基於以上研究發現與結果，進一步提出有關高中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之相關建議，提供教育主管機關、高中學校，以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校長領導、學習導向領導、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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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Two Senior-high Principals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s Change Agents 

Abstract 

In the era of education reform, it is imperative for principals to bravely face 

challenges and sail through school transformation. Recently, professional learning for 

teachers has been getting more attention.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i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PLCs）. Principal 

leadership has also seen as a key strategy to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by 

developing PLCs in order to redirect educational framework toward student-oriented 

pedagogy. 

Two schools（Blue Sky School and Green Ocean School）were chosen as research 

sit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and effects of principal leadership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Cs. The study focused on principal leadership, strategies,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The data was collected by observations,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with principals 

and 25 teachers（12 in Blue Sky Schools and 13 in Ocean Green Schools respectively）

from two school cas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that both schools’ did their reformations in student 

learning oriented way. Leaderships,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were crucial to school 

changes and inter-related to each other. Moreover, leaders, who can be either teachers or 

 



v 
 

principals to engende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curriculum reformations through 

funding projects. However, leaders also have t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imitations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extra workload and pressure of members in the communities. As 

a result, leaders would have to take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 into accounts 

to build up the best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model in varied contexts.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two different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models in these two schools: principle centered 

model and teachers-organized model,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we addressed suggestions on role models 

of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and PLCs development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gh 

schoo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 words：Principal leadership,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vi 
 

目次 
致謝詞 ............................................................... i 

中文摘要 ............................................................ iii 

英文摘要 ............................................................ iv 

目次 ................................................................ vi 

表次 ............................................................... viii 

圖次 ................................................................ ix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6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9 

第一節 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探究 ....................................... 9 

  第二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探究 ..................................... 22 

  第三節 相關研究 ................................................... 36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47 

第一節 研究方法 .................................................... 47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48 

第三節 資料整理與處理 .............................................. 51 

第四節 研究限制 .................................................... 57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 58 

第六節 研究倫理 .................................................... 59 

 



vii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 61 

第一節 藍天高中的故事 .............................................. 61 

第二節 碧海高中的故事 .............................................. 86 

第五章 綜合討論與分析 ............................................. 109 

第一節 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領導成效 ................................. 110 

第二節 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運作模式 ................................. 121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129 

第一節 結論 ....................................................... 129 

第二節 建議 ....................................................... 132 

後記 .............................................................. 137 

參考文獻 .......................................................... 139 

中文部分 .......................................................... 139 

英文部分 .......................................................... 143 

附錄 .............................................................. 149 

附錄一 個案學校訪談同意書 ......................................... 149 

附錄二 訪談大鋼 ................................................... 150 

      壹、校長版（藍天高中） ....................................... 150 

      貳、校長版（碧海高中） ....................................... 151 

      參、教師版 ................................................... 152 

 

 

 

 



viii 
 

表次 

表 2-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類型意涵說明表 ............................ 31 

表 2-2 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方式表 ............................ 32 

表 2-3 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方式分類表 ........................ 34 

表 2-4 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國外相關研究 ............ 39 

表 2-5 校長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國內相關研究 .................... 44 

表 3-1 藍天高中訪談時間與編碼表 .................................... 54 

表 3-2 碧海高中訪談時間與編碼表 .................................... 54 

表 3-3 個案學校之各類資料編號說明 .................................. 56 

表 4-1 藍天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表 ............................ 76 

表 4-2 碧海高中專家追蹤輔導訪視表 .................................. 96 

表 4-3 碧海高中校本特色課程表 ...................................... 97 

表 4-4 碧海高中會議時間記錄表 ...................................... 98 

表 5-1 個案學校領導思維之形塑 ..................................... 113 

表 5-2 藍天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數量表 ............................. 116 

表 5-3 碧海高中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人數表 ......................... 117 

表 5-4 個案學校領導挑戰與問題 ..................................... 121 

 

 

 

 

 

 

 

 

 



ix 
 

圖次 

圖 2-1 學生、專業與系統學習圖 ...................................... 20 

圖 2-2 學習之連結階層 .............................................. 20 

圖 2-3 學習導向領導綜合模式 ........................................ 21 

圖 4-1 藍天高中故事歷程圖 ......................................... 107 

圖 4-2 碧海高中故事歷程圖 ......................................... 108 

圖 5-1 藍天高中預測未來課程走向圖 ................................. 112 

圖 5-2 個案學校參與計畫時間 ....................................... 115 

圖 5-3 藍天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數量 ............................... 116 

圖 5-4 碧海高中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人數 ........................... 117 

圖 5-5 藍天高中學習導向領導模式-校長核心領導模式 .................. 124 

圖 5-6 碧海高中學習導向領導模式-教師領導模式 ...................... 127 

 

 

 

 

 

 

 

 

 

 

 

 

 

 

 

 



1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探討在教育改革下，學校組織不斷地變動的同時，身為學校的校長必須

面對此衝擊，帶領行政或是教學中的每位成員。且在教改的聲浪中，教師專業學習

的地位也逐漸備受重視，建立專業學習社群是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方式之一，

校長的角色必須加以轉變，運用新模式之領導概念，培力更專業的領導知能，並以

增進學生學習為核心，引領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本研究旨在探究校長在運用

學習導向領導上的面臨的挑戰，以及其發揮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影響，進而根據

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及建議。本章首先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動機，其次根據研究

背景與動機提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臺北市校長培力工作坊的參與 

    101 年暑假裡，偶然機會下參與臺北市校長培力工作坊，也就此與校長們結下

了緣分。在工作坊裡，拉近了我對「校長」遙不可及的印象，也打破了以往對「培

訓」的聽講印象。高中時期總覺得校長對學生來說似乎是個陌生的名詞，在學校很

少看見校長的出現，也鮮少能聽見校長的話語，但這次的機會我發現，校長們親切

及積極的態度，心中充滿著一股熱情和衝勁，想要帶領學校往前進，想要把學校變

得不一樣，縱使學校事務繁忙、臺北市 1999 申訴的電話不斷、教育計畫方案一個

接著一個，校長們仍然抽空參與工作坊的課程會議，透過會議閱讀更廣泛的書籍，

分享彼此的經驗。校長培力工作坊的模式更是讓我學習許多，以往常聽見的培訓總

是一群人到場簽到後，講臺上的講師大談他自己的大道理，而下面的聽者則各做各

的事，似乎覺得來這場演講只為了得到研習時數，而臺北市的校長培力工作坊給我

帶來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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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力工作坊的課程皆由校長們親自設計，在彼此釐清工作坊的目標和目的之

後，大家一同設計、發想課程內容：在「美麗新世界」的課程裡，透過過去、現在

與未來的探索，進行了鉅觀趨勢分析，藉由不斷練習放大或縮小視野的觀點，提升

了思考的廣度與深度，也從中檢視原有的概念，嘗試去捕捉和打破個人和集體的固

有心智模式，刺激對未來的想像力；而「系統思考」能使我們能對事件的前因後果

及其影響做全面性考量，擴大了個人的思考空間與時間，能夠把事件放在它所處的

系統脈絡中進行思考，其關注的是系統中的動態行為，以及產生動態行為背後的結

構和彼此間的互動關係，跳脫個人的慣性思維，見微知著；「設計思考」是門令我

更驚奇的課程，要用同理心來看待事情，從多方面來看問題，以獲得全面性的解決

方案，從 whyhow what 的觀點，「由內而外」或「由外而內」，探討訊息背後的

原因、理念以及價值；以及「社群組織動力的推手」與「深度匯談的思與行」課程，

深入介紹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與運作，也進一步學習如何帶領團隊對話，以進行深

度匯談，肯定式探尋法讓我更學會傾聽和分享。這些學習活動是我之前從未經驗過

或深入思考過的，除了覺得新鮮，也佩服校長對於專業增能的投入與執著，更增添

了一份敬意（臺北市教育局，2014）。 

    每門課程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體驗，在每次的校長會議裡，腦筋都必須跟著不

停的轉動和思考，這一年跟著師長們一同學習的過程中，拓展我許多面向的知識，

也培養的心靈方面的內涵，同時也使我對校長這個複雜角色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

學校的校長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改變？校長的角色和領導在學校發生了什麼轉變？

校長要如何帶領教師們面對未曾停止變動的環境？因為種種的疑惑，激起我對想

要更深入探討校長在學校的角色和其領導的作為，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貳、 各國校長領導的專業能力發展與培育 

面對現今教育充滿挑戰的新時代，各國皆體認到學校教育的改善需要有新興

的領導人才帶領學校前進，校長的領導角色、能力和面向也需要重新再定義，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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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整體的改變。為提升校長掌握教育脈動與學校領導的專業能力，各國皆發展出校

長專業能力培育的課程及其領導的內涵。在美國，訂定出校長應具備有九項核心能

力，包括領導力（leadership）、願景（vision）、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學習者與學習（learners and learning）、教學（instruction）、型塑學習文化（culture）、

倫理（ethics）、公平（equity）以及倡導（advocate）；而英國培養校長的主要六個

重要能力為：塑造學校願景、強化社群、學習與教學領導、專業發展與團隊合作、

組織經營、及績效責任；在新加坡則是以建構行動學習與社會建構為主，認為學校

領導者得領導歷程是一個連續的「行動-反思」的螺旋行動，在日趨複雜、動態的

環境中找尋，並反思不同的解決路徑，且引用 Sergiovanni 的五種領導校色產生的

力量以及 Gardner 的五想法建構出 5R5M，5R 為教育性、技術性、人性、象徵性以

及文化性；5M 為倫理、尊重、創意、統整和修練（陳佩英、潘慧玲，2013）。 

目前國內培育校長專業發展的單位有：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培育中心、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現為臺北市立大學）中小學校長培育及專業發展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中小學校長培育與專業發展中心，以及國家教育研究院。在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培

育中心裡，陳木金（2001）參考國外的校長培訓模式，以混沌理論為基礎，發展出

三大領域的課程設計：專業培訓課程、現場實習課程以及師傅制度課程，系統性的

加強校長領導的知識以及實務上的訓練，以提升校長的校務發展、教學領導、行政

管理、公共關係以及專業責任等經營能力；而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以及國家教育研究院之校長培育課程，則可將其主要歸納為教育領導與專業、校

務發展、學校行政倫理與實務、教育趨勢與政策，以及課程與教學等五面向（陳木

金，2001；陳佩英、潘慧玲，2013）。         

綜觀各國及我國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與培育，發現身為學校校長需具備多元專

業能力，須隨時累積各項能力以應付外在環境改變，校長領導的專業能力發展及培

育不容小覷。校長在帶領學校會遇到的困境與挑戰為何，使其不斷的提升自我專業

能力以帶領學校改進，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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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育政策改變，校長領導的培力是關鍵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提倡以提昇國民品質、腦力、創意、競爭力做

為教育的目標，我國近年來實施許多教育改革措施，使學校教育產生激烈轉變。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即是項重大教育改革，教育部成立工作規畫小組及辦公室，負責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規劃及推動，更為回應全球化人才培育需求，以競爭型資源挹注，

透過政策設計，引導學校組織學習，發展學校本位管理，促進學校團隊動能，於

2006 年起連續推動三年「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教育部，2013a；陳佩英、高嘉

徽、應尹甄，2012），其中優質化發展面向包括校長領導，強調了校長的領導角色。 

校長是學校教育的重要推手，也是學校發展的領航者，在學校發展扮演重要元

素，除了行政領導外，十二年國教更強調校長在課程與教學的領導。臺北市教育局

為為提高校長辦學績效，增加課程教學與評量領導能力，有效帶領學校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於 100 年至 102 年間陸續辦理國高中職校長課程領導工作坊、高國中校

長培力工作坊以及高國中校長培力回流工作坊，以團隊方式參與研習與課程研發

及分享課程領導，且安排校長到海外學習，透過跨國的學習使校長的專業能力更向

上提升（臺北市教育局，2013）。 

    然而，又為提高校長專業領導能力，落實課程教學領導功能，與教師建立夥伴

關係，聚焦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臺北市教育局的精進教學更推動了「教室走察」

與「校長觀課」的計畫。這是全球新課程教學領導的趨勢，應用「走動式」管理的

非正式教學「觀察」方式，由校長及教務主任進入教室，以短暫快速（short）、經

常性（frequent）、結構化（structured）、有焦點（focused）的走察，觀察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並向教師提出具體回饋與建議，幫助師生得到更有效的教學與學習

（臺北市教育局，2013）。綜觀之，校長除了忙校務行政外，也必須不時跟進學習，

培養新視野、新思維，面對現今教育政策的改變，校長專業領導能力培養為重要關

鍵。校長對於教學和課程的觀念和領導模式應如何做調整，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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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師是改變教育的推手 

    民國 84 年教師法公布，讓教師可以組織教師會，成為全國最大的民間團體，

藉以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參與教育問題、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等

重大任務（全國教師會，2013）。行政院又於 100 年正式宣布工會法修正案在勞動

節開始實施，讓臺灣的教師可以組織工會，是全民教育的體現與民主人權的實踐。

面對當前教師組織轉型和教師的角色與定位之調整（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2013），政府與學校領導者對基層教師的聲音不容忽視，尤其涉及到教師的權利和

專業發展之職責部分。 

    近來，我國教育政策改革許多內容也鼓勵教師專業發展、組織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期望對教師專業的注重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像是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中擴大

教師參與並以社群形式改善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果和整體教育品質。鼓勵學校有

計畫和系統性的鼓勵教師專業成長，更主張團隊方式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打破以往科層體制的孤島型教室文化，透過

專業對話與社會性的行動連結，提供更開闊的刺激與想像，以協助教師突破傳統教

學窠臼，開創更有效能的教學方法（陳佩英、高嘉徽、應尹甄，2012）。 

    學校教師會也以「教學研究會」的模式，將「輔導與管教」專業成長知能納入

規劃，使校內教師可透過同儕合作學習，獲得專業上的支援與成長，是教師專業成

長的推手（鄭燿男、鄭國政，2013）。加上「學習共同體」新浪潮，不只是「教師

教學方式的改變」，而是「教師對教育、學校及學習的重新認識」。在面對種種改

變，校長更要負起學習領導責任，與教師對話澄清，增進與教師信任關係；營造有

利教師公開授課的組織文化，聚焦於學生學習；並與教育局、學術單位及學校人員

團隊組合，建立夥伴關係，定期對話推展經驗與協同合作，以整合學校外的社會支

持與資源（高松景，2012）。在面對教師組織轉型、強調教師專業自主發展下，校

長必須調整與教師之間的關係，以帶領教師，促進學生學習，此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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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從參與臺北市校長培力工作坊的機緣下，到瞭解各國校長領導的

專業能力發展與培育，明白身為一位校長的不易，又我國一波波的教育改革與教育

政策之提出，學校教育必須得重整出發，校長們的各項能力需要積極努力提升，以

因應這巨大的轉變，身兼多職、責任重大的校長究竟該如何扮演好這複雜的角色？

如何與教師合作以促進學校革新？如何改進校本課程發揮學校特色？如何將政策

轉為學校計畫以取得更多的資源？在這樣的時局下，究竟該如何成為一位「專業校

長」有求必應呢？期能藉由本研究來深入探討，增進對校長角色和領導的理解，瞭

解校長和教師之間的關係建立，更期待於研究中看見教育改變的契機和學校改革

輪轉的動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茲將本研究的目的分述如下： 探討在因應課程、教學

改進、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政策改革脈絡下，高中校長學習導向領導帶領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之實踐與挑戰。 

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問題如下：  

一、 瞭解個案學校校長學習導向領導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角色為何？ 

二、 瞭解個案學校校長與教師之間在教學改進上的互動關係為何？ 

三、 探究個案學校校長學習導向領導如何帶領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四、 瞭解個案學校校長在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中所遇到的挑戰與因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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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何？ 

五、 瞭解個案學校校長學習導向領導的反思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特定名詞之意義能清晰且明確，本節將究研究中之名詞給予一致

性的界定，以便於研究進行時的探討與分析。茲將本研究涉及之重要名詞加以詮釋

之。 

壹、 學習導向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 

    本研究將學習導向領導定義為，學校領導者是為「學習者」而領導，並經由參

與各式的領導活動，如教師專業成長、學校組織活動等，全力支持促進學習，帶領

學校追求進步，不僅是教師專業學習，也確保學生學習成效達到最佳化，更進一步

達到系統學習之整合式領導作為。 

貳、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本研究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定義為，一群教師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彼此擁有

共同願景和價值，安排固定時間定期聚會討論與實踐，並樂於分享教學經驗和提升

自我專業能力的發展，透過學校領導的支持，為一種整合型之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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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瞭解學校領導者學習導向領導發揮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挑戰和影響力，

本章蒐集與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以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發展整體研究架構。

首先，第一節探討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內涵及實踐策略，藉由瞭解國外領導理論之

發展，進而探討臺灣教育改革脈絡下所借用之領導理論及應用，再對學習導向領導

中所具有之相關理論及內涵作探究，並歸納出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實踐策略；其次，

第二節則探討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內涵，透過各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

歸納整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共同特徵，再藉由我國個案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發展實踐情形；最後依據前述為基礎，探討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關

係。 

第一節 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探究 

    本節主要藉由現有文獻探究學校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意涵。首先，瞭解臺灣教

育改革之演變，並闡述校長領導角色於其中之轉換；接著，探究國內外學習導向領

導之意涵；最後，彙整學習導向領導的實踐與作為，以藉此釐清本研究學習導向領

導之定位。 

壹、 校長領導角色之演變 

    12 年國教於 2014 年正式上路，但回顧過去 20 年臺灣之教育改革（簡稱臺灣

教改），似乎是波折不斷。1987 年臺灣戒嚴令解除後，依循民主開放及社會風氣改

變，各界紛紛提出改革訴求。教育方面，民間教改團體陸續成立，並為當時教育問

題提出建言，引發一連串教育改革措施。於 1994 年 4 月，臺灣民間團體走上街頭，

提出推動《教育基本法》、廣設高中大學、實施小班教學以及提升家長參與權等訴

求，被視作臺灣教改之起點。由此可知，教育改革並非循漸進模式而行，而是大範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search.asp?p=1&T1=%B1%D0%A7%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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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與激進之變革，由集權管理走向分權經營，強調夥伴關係及共同決定。在美國、

英國、紐西蘭等地如此，在我國亦然（王麗雲、潘慧玲，2001）。據此，面對大環

境的瞬息萬變，校長領導於當中的角色如何受到衝擊與挑戰？教改前後有何變化？

鑒於 1994 年臺灣教改之起點，本段以該年為分界，探討校長領導變革前後之角色

演進。 

一、變革前（1994 年以前）：行為塑造的領導者 

    在臺灣 1994 年教改前，國外校長領導理論早已開始發展。國內學者將其引進

臺灣，且多分為四個時期探討：（一）盛行於 1940 年前的領導理論為特質論，藉由

分析領導者的個性，瞭解一位成功領導者需具備之特質，如同生理、人格、情意與

智慧等方面（黃昆輝，2002）。認為領導者應具有：機智、堅忍、親和力、誠信、

有壯志以及主動等特質，較容易成為一位優秀的領導者（謝文全，2009）。（二）

1940 年代到 1960 年代開始探究領導者外顯行為的行為論，認為領導效能取決於領

導人如何執行，亦即行為表現，優異領導者可經學習而培養，使其表現出領導者之

有效作為（黃宗顯、陳麗玉、徐吉春、劉財坤、鄭明宗、劉峰銘、郭維哲、黃建皓、

商永齡，2008）。典型的領導行為代表有為達成組織目標所表現出的「倡導」

（initiating structure）行為，以及為協助成員滿足其需求所表現出的領導行為「關

懷」（consideration）行為（謝文全，2009）。（三）1970 年代之領導情境論又可

稱為領導權變論時期，認為領導者應包括領導者、被領導者以及情境三方面（謝文

全，2009）。以 Fiedler 提出權變領導理論最為代表，此理論為特質論及情境論之

結合，主張成功的領導須依照情境採取適切方式（秦夢群，2011），因此使領導兼

重情境因素受到重視（蔡培村，武文瑛，2004）。（四）1980 年代後之新興領導理

論，受後現代主義影響，使領導出現百家爭鳴的情況（蕭舜文，2013）。 

    由上述，可發現變革前之領導模式多將焦點關注於領導者自身，如領導特質與

領導行為方面，至 70 年代後將情境因素納入領導之考量，隨後則因應後現代思潮，

以致新興領導理論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開啟領導領域更廣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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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革後（1994 年後）：學習改變的領導者 

    面對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組織生態系統日趨複雜，以及全球化、多元並存之

影響，國外領導文獻於 1980 年代開始強調權變領導、轉型領導（Leithwood, 1992）、

策略領導、課程與教學領導（Hallinger & Murphy, 1987）、分佈型領導與晚近的學

習導向領導(Hallinger, 2011)等。我國亦針對外部競爭環境現象實施一系列政策改革，

如：九年一貫課程與學校本位課程改革、協同教學、教學視導、同儕視導等教學創

新，以及推動校園民主、校長遴選、組織再造等行政改造（湯志民，2009）。 

    國內學者借用國外多元豐富的新興領導，並加以思索我國文化脈絡發展應用

之適切性，使我國校長領導角色也隨之擴大。如：願景目標方面，國外學者 J. Collins

所提倡的「第五級領導」，認為領導者要結合謙沖的個性與對專業的堅持，將個人

自我需求轉移到組織卓越績效的遠大目標（吳清山、林天佑，2002）。而源自於

James M. Burns 的「轉型領導」，則由領導者提供組織成員內在誘因，並於實際運

作時提升組織成員動機，有效解決組織問題，進而促進組織轉型與革新（Leithwood, 

1992）。加上建立於未來方向的洞察力、集結組織成員力量的親和力以及維繫眾人

追求成功的持續力三個基礎之上，轉化成員的觀念態度，使組織全體成員願意為組

織付出最大心力（吳清山、林天佑，2011）。「分佈型領導」則強調校長與成員共

享領導之影響力，共同參與決策，以增權益能方式形成領導群，使辦學績效不再全

由校長一人承擔（秦夢群，2011）。 

    在課程與教學發展過程中，「課程領導」針對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與實施、評

量等提供支持與引導，強化教師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課程改革添增一股助

力（吳清山、林天佑，2001）。另外，「策略領導」則主要以策略作為領導核心的

行政作為，透過計畫性與組織學習的領導方式，建立組織願景，發展組織核心價值，

激勵與整合組織運作，並帶領組織成員往目標願景邁進（徐明和，2004；蕭英勵，

2007）。 

    國外新興領導理論進一步強調領導者自我成長、道德、服務及專業等精神，更

 



12 
 

重視彰權益能之領導行為與價值衝突下的整合，以及危機應變之領導力，以為組織

效能與價值願景上的創新追求（黃宗顯、陳麗玉、徐吉春、劉財坤、鄭明宗、劉峰

銘、郭維哲、黃建皓、商永齡，2008）。由國外領導理論之發展而論台灣教改變革

後之情景，不難發現學校領導者亦轉變其領導風格與角色，擴大對教育議題改革之

責任，並賦予組織成員充分自主成長與發展空間，適時予以協助，引領教育革新，

邁向教育新興里程碑發展。 

貳、 學習導向領導之意涵與實踐 

    從上述變革前與變革後的領導理論發展，現今新興領導的時代，學校領導者必

須轉換傳統的領導舊觀念，面對全球化的變遷、充滿動態、動亂的場景，學校的校

長如何思維是相當重要的。身為學校領導者必須時常吸取各方面的新知，處處學習，

了解教育的轉變情形。如此看來，學校校長除了身為領導者之外，同時也是個學習

者；然而，將「學習」與「領導」這兩者合而為一，共同做為一個新興領導名詞卻

微乎其微。但因時代環境的需要，使得領導必須與學習有更密切的連結，因而將這

兩個名詞組合起來成為「學習導向領導」或「學習領導」，亦為近年來領導研究的

焦點（陳品華，2014）。面臨社會變遷的挑戰和衝擊，學校領導的觀念勢必要加以

轉換才是，努力突破衝突點，將情況加以分析後，並實際行動之。 

一、 學習導向領導之意涵  

    Law（1999）表示由於新私有化（new privatized）及市場化（marketised）的因

素，使得學校領導者需擴大重視創造學校裡專業發展的環境，建立一個持續專業發

展的文化，以支持學生和團隊的學習，因此出現了為「學習」而推展學校專業發展

文化的領導方式。領導要如何協助教師專業發展，Glickman（2002）提出學校領導

者與教師教學的合作，包含有對教學的觀察、影響學生的學習方法和內容等做討論。

而有關這些以促進學習及促進學校為目的之領導，則被統稱為學習導向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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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for learning）（Murphy, Elliott, Goldring, & Porter, 2007）。 

    學校是一個提供學生學習的場所，而學生學習需要由學校的教師或其他人，透

過教與學的歷程引導學生，並誘發出學習的歷程與結果。學習導向領導是以學生學

習為中心，學校領導者能夠設計出一套有效的制度來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並確保

學生的學習成效。就學習導向領導而言，其強調每位成員都是學習領導者，不僅是

校長自身的學習，也包含教師、行政團隊及學生的角度，去創造與維持學習。在領

導實踐上，經常涉及到聚焦於學習的對話以及有利於學習的組織條件，若學校校長

採用學習導向領導的方式則能夠發揮其專業力，運用其影響力，以增進教師有效教

學和學生有效學習的過程，是一種擴大式的領導與行動（Sergiovanni, 2005；

Swaffield & MacBeath, 2009；Hallinger, 2011；林文律，2012）。 

    學習導向領導的概念中強化了領導和學習的連結與影響，領導和學習的連結

即是為學習而領導，將所有的領導行為皆持續聚焦於學習的活動上，塑造有利於學

習活動的條件，持續改善教室及學校其他場域的教與學（MacBeath & Dempster, 

2009；陳佩英、潘慧玲，2013；林明地，2013）。此種領導是由學校成員所共享並

負起成就學生的共同責任，而促成學校成員參與不同層級且相互關聯的領導活動

是校長領導的任務，包含了學生學習、教師專業學習、學校組織學習以及系統學習

（陳佩英、潘慧玲，2013）。 

    從各學者為學習導向領導所下的定義中可了解，主要領導核心是為「學習」而

領導。在此概念下，學校領導者為達學生學習成效，需要採取各種方法。校長進入

一間學校領導時，首先需花時間了解每所學校本身存有價值，順勢於其中納入新價

值，以價值信念作為支撐的力量，藉此型塑領導者的思維和行動，強化學校學習文

化。學校願景與目標、教學結構與過程（如教師教學改變等），以及人員能力的建

立則是領導重點，將會間接影響學習。其次校長亦需針對學校脈絡來決定其領導風

格，不同的學校會有不同的背景脈絡，領導行為和影響也因此而有所不同。最後則

是分享領導，隨著時代趨勢發展，領導範疇逐漸擴大，領導責任不再由校長一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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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學校成員亦需參與決策、發揮影響力（Hallinger, 2011）。有關學習導向領導之

核心內涵，詳細闡述如下： 

（一）聚焦於學習之學校願景目標（vision and goal） 

    學習導向領導首先要建立領導者自身對於學校價值的瞭解，並將領導焦點聚

焦於影響學習之因素上，其中，學校願景和目標為首要之務（Hallinger, 2011）。由

Hallinger 與 Heck（2010）所進行的學校領導效果綜合研究中，學校願景和目標的

建立為學校領導者影響學習的重要途徑，透過集體努力，達到充滿挑戰又有意義的

目標。學校成員會受時間因素影響，對新的抱負有更好的表現，有效的學習導向領

導必須要適應及回應多變的學校環境與條件（Hallinger, 2011）。 

  而有關願景鼓舞的力量也在轉型領導中被強調，領導者透過各種激勵策略，藉

以提升學校成員內在動機，激發全體專業能力，帶動學校組織革新，有效地完成目

標，進而促進學校願景之實現（吳清山、林天佑，2011；蔡進雄，2001）。聚焦於

學習之學校願景亦能協助訂定促進學生學習成就及培育學習社群之具體行動，以

全面改善學校風氣（Hallinger & Heck, 2010）。 

（二）增進教師能力之教學技能與活動（instructional skills and activities） 

    環境變遷迅速的時代背景下，光倚靠單向之有效領導並無法保證能夠成功，學

習導向領導者須具備更廣泛的領導資源領域概念，加上學校課程的改革更使得校

長亦需成為教學領導者。研究顯示，要促進學校進步，校長與教師的教學領導能力

及活動有很大的相關聯性，教學領導更能掌握學校領導對於學習的影響（Hallinger, 

2011；Hallinger & Murphy, 2013）。但一般情況下，很難將學校領導和促進教學聯

想在一起，教學領導概念對學校成員而言仍有一段距離，又或者是校長自身還無法

面對這種新期待和新角色，因此限制了新實踐與新能力的發展。然而，學校革新是

必然的趨勢，學校領導者則是關鍵角色，促進學校及學生學習成就是領導者必須努

力的（Fullan, 2007；Lev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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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可嘗試針對全校教師在教學上的需求，為教師提供有利於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的心靈與物質環境，促進教師教學順利進行，擴大教學之成效，校長扮演為

學校教師提供專業、適切、有助益、且具說服力的指導與協助角色（林文律，2012）。

研究顯示，校長能夠支持及參與教師專業學習時，教學領導的成效最大（Robinson, 

Lloyd, & Rowe, 2008）。Murphy（1990）亦將研究歸納進行分類以作為統整教學領

導的完整架構。包括：發展並建構學校目標與任務；確保教學品質，加以視導及評

鑑之，適度分配並保障教學時間，也需關心課程安排及學生進步情形；在學習氣氛

上，則確立積極正面的期望與標準，並且保持高度出現率，激勵師生，促進教職員

專業成長；進而創造安全且井然有序的學習環境，提供學生參與的機會，發展全校

教職員夥伴合作關係，凝聚彼此向心力，最後確保校外資源能適時支持學校目標，

使家庭社區與學校緊密連結。 

    由此可知，校長於促進教師教學活動與能力時，首先要能清楚確立學校任務與

目標，管理教學計畫和教學的品質，激勵教師專業成長，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創

造學校學習的氣氛，更擴大校外資源的支持。學習導向領導相較於傳統領導模式具

備更廣泛的領域，領導者需努力，擴大教學技能及活動之實踐。 

（三）激勵成員之協作與分享領導（collaborative and shared leadership） 

    學習導向領導的領導領域廣泛擴大，校長需要形塑學校改變的能力，學校以團

隊、協作與分享之方法，發展校內成員的領導能力是學校改變的關鍵。賦予團隊權

力，激勵校內成員參與校內活動，透過能力建立的協作領導、分享領導更能影響學

生學習，使學生有所成長。   

領導和學習的關連並不是依靠科層命令、指標和一些決策上的參與就足夠了，

而是擁有討論和對話的機會，學校相關人員透過不斷地討論、對話，並採取行動，

共同做決定。權力並不限定在某個特定人身上，而是可轉移的，尤其是學校領導者

的權力，校長的分享領導在帶動組織學習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校長要能夠積極

面對學校成員，激勵組織成員的動機，提升組織成員的能力，並賦權給學校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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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即在學校改變的過程中，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在領導學校進行改革的同時，也必

須認知到「放權（disarm）」的重要性，以形塑出學校協作及參與的領導（Hallinger 

& Heck, 2010；Chen, 2008；林明地，2013；陳佩英、潘慧玲，2013）。 

    綜合上述學者之述說，學習導向領導者與過往的領導模式最大的不同是，以學

習者為中心，是為學習來建立學校願景價值，並經由參與各式活動，如教師專業成

長、學校組織活動等，以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發展課程與教學，全力支持及促進

學生學習。而在將計畫轉化成行動所採取的實踐方法裡，領導者將行動焦點放在支

持教師改進教學，聚焦在卓越和專業的課程上，以教與學為主要核心，進行資源的

分配，發展與塑造學校整體學習氛圍（陳品華，2014）。領導過程中又以教學領導、

協作領導及分享領導等發揮重要影響力，校長、行政團隊與教師之間協作與分享的

關係塑造，不僅提升教師教學成效，也確保學生學習達到最佳成效，使學校於變革

過程中積極向上發展。 

二、 學習導向領導之實踐 

    受到全球化、知識經濟脈絡下的影響，臺灣教改後一連串的政策亦開始產生變

化，如：以學校為本位的管理模式、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活化教學等，皆以

促進學生學習為核心概念，使得學校領導者趨向學習導向式的領導日顯重要。學校

領導者更應以身作則、主動學習，鼓勵學校教師提升自我專業能力，營造學校可處

處學習的氛圍，為學校注入一股學習新活力，藉以提高整體教育競爭力。依此，學

校校長一方面要能夠做到權力分享，建立學校社群，發展具體的行動，帶領學校改

變；另一方面，似乎仍需承擔學校效能之重責大任。看見外部環境變化之快速，身

為學校領導者究竟要領導成員還是等待成員？要給予指引還是給與空間？要在何

種時機下巧妙地著手進行改變？校長又將如何帶領教師發展專業能力，以培養學

生因應未來的學習能力呢？以下藉由國內外學者之研究觀點，進一步論析學習導

向領導實踐過程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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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校長與教師信任關係，連結支持學習 

    學習導向領導的過程要能實踐彼此信任和尊重的價值，而校長和教師以及教

師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支持著學習，也印證領導和學習之間的連結性。Bird、Wang、 

Watson 以及 Murray（2009）的研究指出，工作者對領導者的信任和其對於工作的

投入具有正相關，即當校長值得信任時，教師對於教學的投入也會相對提升；同時

由於教師信任校長，使校長更能聽見教師內心的真實感受，使其在做決定前，能聽

見更多不同的意見，以降低決策的失誤。因此，校長與教師可藉由對話，澄清彼此

觀念，達到有效溝通，增進教師的信任關係，對學校願景目標也更清楚。（Wahlatrom 

& Loius, 2008；Swaffield & MacBeath, 2009；Bird, Wang, Watson, & Murray, 2009；

高松景，2012）。 

（二）促進專業學習社群，提升課程與教學專業學習 

    領導者必須理解教師需要精進那些能力，以及如何提供教師學習的機會和環

境，包含有培養知識、技能和洞察力，進而實踐之，為「專業學習」（Copland & Knapp，

2006）。透過強烈的溝通信息，讓教師彼此瞭解各自在教室做了哪些事情，如何拿

捏自己在學校的角色，這種促進教與學的專業互動會在學校的教師社群中發生。以

小組為單位進行、同儕間相互觀摩學習、分享經驗、給予彼此回饋和建議等，就如

同一個學習社群，能夠激勵教師在實踐或課程教學上的創新。課程與教學是影響學

生學習的關鍵因素，持續提升教師課程與教學素養是學校領導的重要課題。藉由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在教學法、課程發展上的學習是多元且無價的，校長應積極鼓勵提

供教師領導與專業學習社群的機會，促進彼此專業學習。使教師們之間產生互動和

連結，亦是學習領導的一種實踐，學校領導在此所發揮的影響力，更能擴大學校效

能。（Lingard, Hayes, Mills, & Christie, 2003；Copland & Knapp, 2006；Wahlatrom & 

Loius, 2008；吳清山、王令宜，2012）。 

 

 



18 
 

（三）發展組織系統學習，強化學校成員持續學習的能力 

    學習導向領導在整個組織體系和社群文化一同組成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

中實踐領導（Hallinger, 2011）。對整體系統資訊理解，並藉此發展新的教育政策、

實施和替代結構等，提升教育績效。這是來自於組織學習的概念，認為系統學習比

起把各自的專業想法和努力加總更有組織性。透過提升專業團體的互動以及促進

教師引導學生，形塑系統學習成效（Copland & Knapp, 2006）。校長實踐學習領導，

需建立在學校文化基礎上，發展學習型組織，促進成員共同分享，提升與時俱進能

力，教師願意改變與突破，更能關注學生多元與適性學習（吳清山、王令宜，2012）。 

（四）透過學生學習資料，促進學校與教師改進 

    學校領導並非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但中介條件卻皆是支持學生成就的關鍵

因素。為確保學生學習成長，透過教師與各式題材內容，使學生深入發展，製造機

會使其發生學習。由來自不同背景的教師和學習者們一起創造學習過程與成就，規

劃不同的任務，引導想法，給予學生在操作上的指引，擴大課程題材，引發學生新

的想法，促進同儕間的溝通學習。並藉由學生學習資料來幫助教師瞭解其教學成效

以及學生學習效果，除提供教師教學改進參考，也運用學生學習資料來引導學校改

進的策略（Copland & Knapp, 2006；Hallinger, 2011；吳清山、王令宜，2012）。 

    針對國內外學習導向領導之實踐，亦有學者勾勒出學習導向領導模式加以說

明。Copland & Knapp（2006）指出學校校長在領導時必須面臨三大學習議題，學

生學習（student learning）、專業學習（professional learning）以及系統學習（system 

learning），領導者須建立持續關注學習的環境，包含學校環境、學區環境，甚至是

國家、聯邦整體的環境。從學校角度來看，即代表學校校長要促進學生及教師學習，

與教師分享教學實踐，引導教師組成高層次團隊，學習彼此的教學策略，開發符合

學生需求的課程，並營造教學與學習相互連結之環境（如圖 2-1）。 

而 Swaffield & MacBeath（2009）提及之婚宴蛋糕（wedding cake）模型，亦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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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學習與學生、專業學習、學校和系統學習之間是彼此連動的關係，即學習不只是

學生，也包含教師、其他專業人員、學校，甚至是整體系統的學習。領導是其中連

結的關鍵（connecting tissue），領導者找尋影響各階層學習的串聯點，予以實踐之，

此為學習導向領導相當重要，且與其他領導不同之處（如圖 2-2）。 

Hallinger（2011）則在學習導向領導綜合模式中強調領導與組織情境脈絡的重

要假設，包括社會文化、學校組織、教學系統以及成員社群特質等。而領導者的價

值信念和經驗會造成領導實踐差異，領導對學校願景目標（vision and goals）、教學

的結構與過程（academic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以及成員能力（people capacity）

產生正向影響，透過這些中介條件相互影響學生學習（如圖 2-3）。 

   總上述，學習導向領導並非與其他領導做比較或競爭，而是本質上與其他領導

模式不同，相較於領導行為、功能或是責任，其更注重的是領導實踐活動（Swaffield 

& MacBeath, 2009）。學習導向領導者要在多元複雜的教師、學生以及更廣泛之系

統中看見相互連結的關鍵點，找尋及設定具有高潛力影響學生、教師的路徑，創造

機會使學校教師們形成共同合作的結構，建立重視學習的專業社群，互相觀察、學

習和實踐多元教學策略，進而增進教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更藉由策略行動

(strategically action)與分享領導(sharing leadership)，給予不同職務的成員適當的權

力去領導他人。領導是一種權力（right）和責任（responsibility），而不是贈與的禮

物或負擔，這亦是學習導向領導中所重視的，校長要能信任教師，讓教師們去嘗試。

此外，校長除掌握學校發展脈絡之差異，亦需明白環境是形塑政策和學校發展實踐

的重要因素，因此學校地方與國家應建構完善系統，以培育學生和教師學習。有效

的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能使學生、教師和整體系統間彼此的學習產生連結和共鳴，且

朝向共同訂定的目標方向前進（Lingard, Hayes, Mills, & Christie, 2003；Copland & 

Knapp, 2006；Swaffield & MacBeath, 2009；高松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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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學生、專業與系統學習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Connecting leadership with learning: A framework for reflection, planning, 

and action, by M. A. Copland, & M. S. Knapp, 2006, p.79.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圖 2-2 學習之連結階層 

資料來源：Connecting Leadership and Learning: Principles for practice, by S. Swaffield, & J. 

MacBeath, 2009, p. 43.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In J. MacBeath & N. Dempster (eds.), London, 

U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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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學習導向領導綜合模式 

資料來源：“Leadership for learning: Lessons from 40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by P. Hallinger, 2011,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49(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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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探究 

    本節首先闡述各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各國

的發展情況後，將其加以整理後歸納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與特性，接著再

藉由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個案，以探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成型態與發展

歷程。  

壹、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意涵 

    1990 年代以來，世界主要國家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皆著重於教學實務

的改善與精進，最終目標則在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下將針對美國、新加坡、

日本、中國大陸及我國形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致力於共同學習之發展情況進行探

討，並彙整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意涵。 

一、各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 

（一）教改之倡導與實踐：美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簡稱 PLC）的概念於美

國源自 1980、1990年代教育改革的實踐，當時美國學生中輟率高、缺乏自我紀律、

家長與社區人士無法成為學校運作的支持、教師與行政人員被動消極、教室管理問

題層出不窮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及檢討學校改革（school reform）政策，強調學

校必須重視組織與團體的專業學習動力、學校成員積極參與決策與內省，專業學習

社群的概念開始受到倡導，並被視為促使學校進步的有效模式（Hipp & Huffman, 

2003）。於 1997 年美國西南教育發展實驗室首次發表了有關專業學習社群的實務

運作，並說明了專業學習社群是具有共同理念的學校行政人員和教師構成的團體，

致力於促進學生的學習，進行協同合作、持續發展的學習（孫志麟，2010）。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最大的意義，在於持續改善教學和促進學生的學習，一群教師具有共

 



23 
 

同目標、價值與願景，藉由協作活動在團體中分享，彼此合作學習回饋實踐，過程

中透過專業的對話持續回應，加上學校給予支持性領導，社群內與外的相互支持是

種組織學習團隊的表現（Dufour & Eaker, 1998；Schmoker, 2006；Stoll & Louis, 2007；

Hord & Sommers, 2008；Lomos, Hoffman, & Bosker, 2011）。 

    在 2000 年美國學校績效指標報告《Monitoring school quality: An indicators 

report》中的第十一項指標為：專業社群，報告中表示學校教師們若能彼此共享願

景、價值、共同協作，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對學生學習及學校效能的影響力遠遠超

越各自單打獨鬥的情況（Mayer, Mullens, & Moore, 2000）。且於 2008年美國「跨

州校長證照協會」（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 ISLLC）也發展

出六個教育領導者的標準，其中亦包含校長要具有發展教學計劃與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的專業能力（ISLLC, 2008）。目前美國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情況，根據 Huffman

與 Fink （2003 : 4）的研究指出，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階段可分為起始(initiating)、

執行(implementing) 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等三個階段。若學校的專業學習

社群發展至第三階段，則表示該校文化之中的價值是由成員所共享，並展現源源不

絕的學習動力。但在其經驗中，美國進入第三階段的專業學習社群學校少之又少，

學校從第二階段發展至第三階段的關鍵要素目前也尚未得到足夠的實證支持（引

自林宏達，2010）。 

（二）專業學習社群國家：新加坡 

    新加坡從 1997 年提出新一波教育改革願景：「會思考的學校、學習型的國家

（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 TSLN）」，教育部與國立教育學院便開始為培

育 21世紀的師資進行研究。1998年成立「教師網絡(Teachers Network, TN)」，目

標為制定教師專業發展及透過網絡建立一個友善、支持、專業交流和學習卓越的實

踐反思型教師，使教師們透過共享、協作、反思的發展，被視為是教師專業發展的

重要里程碑。而後於 2005年 TSLN 提出「少教多學（Teach Less, Learn More, TLLM）」，

讓教師在課程設計、教學法技巧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迅速發展，對工作和責任的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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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感也比以前更強了，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單純為了考試，而是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給予學生更大的發揮空間，增強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是由

量到質的轉變，為 TSLN 願景在課程教學上之實踐（于紅霞、何志波，2010；林子

斌，2011）。 

    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更於 2009 年出版一份名為《21 世紀的師資培育：21 世

紀的師資培育模式》（TE21: A teacher education model for the 21 century）的報告，

其中提出教師應具備的三項核心價值為：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ing-centred values）、

教師認同（Teacher identity）以及服務教師專業與社群（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 and 

community）。此報告讓教師更專注於未來目標，改善學生之學習，建構教師協同合

作之文化以及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果之共同責任。而在校長的教育領導課程中更實

施以建構行動學習與社會建構，包含了團體學習、對話管理、學習日誌等，以發展

一套能激勵同仁的行動模式，校長和教師共同為教育努力。目前新加坡教育部在 51

所中小學試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雖然各校作法不一，但迄今，專業學習社群已成

為每所學校必須推動之政策，且致力於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所有學校變成專業學

習社群的國家（Hairon, & Dimmock, 2012；于紅霞、何志波，2010；林子斌，2011；

陳佩英、潘慧玲，2013；潘慧玲，2013）。 

（三）學習共同體：日本 

    至於日本，其具有歷史傳統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教師專業發展取徑－授業研

究（lesson study），以及佐藤學教授所推動的「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

授業研究在日本深植教師心中，教師認為自我研究與自我訓練是應盡的義務，每週

約 2 至 5 小時參與授業研究，且由於學校校長在培育的過程，是由教師角色逐漸

向上發展的，故其教學經驗及能力是高於一般教師，更必須擔起課程領導及教學領

導的責任。而「學習共同體」的概念付諸實踐的教育改革為 1993年的新瀉縣小千

古小學的教改案，1998 年則是關鍵年，茅崎市教育委員會設立學習共同體的前導

學校，採用學習共同體的理念，開始學校改革的挑戰，以學習共同體為運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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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而授業研究為實踐的具體策略與結構（黃郁倫、鐘啓泉，2012）。 

    聚焦於學生學習的教師專業成長，針對學生學習較困難的單元，每年至少一次

公開自己的教學觀摩會，觀摩後全校教師進行教學研討會。在教學觀摩時，聚焦放

在孩子身上，而非教師的教學行為。透過教師與學生一起學習，彼此傾聽的學習；

同學們也是彼此學習、彼此傾聽。日本濱之鄉小學是全國最早實踐「學習共同體」

的學校，第一所中學則是靜岡縣的岳陽中學，岳陽中學在半年內，學生四人一組，

在教室裡桌椅排列成ㄇ字型，每科都討論的方式上課，每個年級一個月開放兩次教

室，讓其他老師觀摩，並互相討論、研究，50 位老師每年輪流兩次，就累積了 100

次的授業研究，家長也會到教室當助手，地方教育委員會提供資金，給予資源上的

支持。過去總認為「應該」要是年幼者向年長者學習，但「學習共同體」的哲學思

維顛覆了原先對「學習發生」的基本假定。強調互為「學習主體」，學習存在於「相

互性」，是雙向而非單行。目前全日本目前這樣的學校有 3000所以上，約佔公立學

校的 10％（黃郁倫、鐘啓泉譯，2012）。 

（四）教育改革前陣線：中國‧上海 

    而在中國大陸，以上海地區作為中國教育改革的前陣線，於 1988~1997年進行

幼兒園到中小學的「一期課改」，主要以學科為中心，強調知識的建構；但到了 1998

年展開的「二期課改」，為順應國際的潮流，二期課改走向改以學生為中心，強調

學生要有綜合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也開始宣導建立像

是「學習型組織」、「校本教研制度」等，其中加入了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的色彩，

尤其在「賦權增能」方面，強調對教師專業自主的訴求（宋萑，2011；許芳菊，2012）。 

    二期課改後，教師們不再只是去教教材，而是用教材來教學。除了把這本語文

教材教好以外，還會進一步思考：「還能為學生做什麼？」因此形成了教師的「學

習共同體」，並協助老師專業發展。上海二次課改帶來的最大改變，除了學生能力

的轉變之外，還有教師能力與角色的轉變。透過各種教師研習，把教師推往教改方

向，以此轉變他們的教學方式。但光靠幾個好老師是不夠的，要學校裡的整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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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好，因此學校的備課組全盤規劃每學期的集體備課活動，每位老師都必須定期

公開上課，讓其他老師觀課，此外，還有特級老師開設的教學工作坊，透過課堂演

練、交流討論，以精進教學能力。這樣的改變，使得上海在 2009年的 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評比中，在閱讀素養、數

學素養、科學素養都拿到第一（宋萑，2011；許芳菊，2012）。 

（五）突破舊有框架：臺灣  

    二十年來臺灣教改的聲浪也一直未曾斷過，教育部從師資培育法、多元入學方

案、規劃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家長參與、校本

位課程自主發展等教育議題，皆為政府近年來推行教育改革的重點政策。 

    依循各國強調共享教學實務的多元專業領導和跨界行動的「專業學習社群」為

當今學校教育改革途徑之一的發展趨勢下，我國也自 2010年起，教育部開始積極

推動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雖然各中小學組織內多設有學習領域或學科教學

研究會，已具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雛形，但其運作方式如僅止於學期初、學

期中、學期末三次的工作事項報告與討論，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仍有實質上的

差異。故教育部提出以學校為本位的專業發展以及建構學校教師為核心的專業學

習社群，修訂教師專業發展軌道或教師進修制度，且因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及

高中優質化的方案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正陸續於臺灣各區域學校開展。從國小、

國中至高中各級學校皆積極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的重

要平台。透過長期且持續性地學習，而專業對話、合作與成長的研討活動，以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教育部，2009；陳佩英，2009；張新仁、王瓊珠、馮莉雅，2010)。 

    由上述各國及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起背景來看，皆是因為意識到國家學

生開始逃離學習、世界競爭壓力影響的現象，若政府單位再不去思考原因、制定相

關政策，校長對學校的組織再不進行改革，教室裡的教師再不改變教學，學生們將

開始對「學習」不再感興趣，進而跟不上世界的腳步，無法擁有立足未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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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文中所呈現的西方的專業學習社群，新加坡致力於成為專業學習社群國家

的積極，日本的授業研究與學習共同體的協同學習，找回孩子的學習樂趣，以及中

國大陸上海課改的實踐等諸多概念，可發現由上而下的政府主導而使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迅速發展的國家（如：新加坡、中國大陸），或是由下而上教師自發性發起

之學習共同體寧靜的革命（如日本）等，皆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彼此共同分享和提

升自我專業能力的發展，藉由教室內課堂上的改變，進而走向學校整體文化、組織

的改革。 

    臺灣的學校教育若想要有效的回應世界教育環境的變遷，必須對教育重建概

念，教師們要想辦法去除以教室為本位的傳統，願意打開教室，打破原先猶如平行

線般、永遠沒有交會點的情況，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形塑出信任、分享、

學習與專業認同的培力組織文化，讓學校再次活絡起來。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意涵 

    諸將上述美國、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以及我國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資

料加以彙整後，可發現各國的專業學習社群雖然推動做法不一，但仍有幾項共通的

內涵： 

（一）共享價值和願景 

教師們分享及建立共同的價值和學校願景，能讓教師們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和

為什麼要這樣做，以價值作為後續努力的支撐，以學校願景作為未來前進的方向

（DuFour & Eaker, 1998；Mayer, Mullens, & Moore, 2000；Stoll & Louis, 2007；

Hipp & Huffman, 2010；陳佩英，2009）。 

（二）以學生學習為核心 

教師在課堂中以對話、提問的方式教學，讓學生參與課堂，教師們的關注焦點

皆以促進學生學習為核心，思考如何提升學生學習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的

能力等，重新拉回學生對學習的興趣，改變學生學習的世界（Mayer, Mul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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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e, 2000；Stoll & Louis，2007；Hipp & Huffman, 2010；黃郁倫、鐘啓泉譯，

2012；許以平，2012）。 

（三）安排共同時間的實踐與分享 

社群裡的教師們擬定共同進行備課、公開觀課及課後的議課時間，固定時間舉

行會議，針對實踐後教學上的問題、共同分享彼此的經驗，並給予建設性的建議，

會讓教師們發現自己並不孤單，透過相互激盪的創意、加油打氣的學習，更建立起

教師的教學信念（Hord & Sommers, 2008；Hipp & Huffman, 2010；蔡進雄，2003；

宋萑，2011；許芳菊，2012；陳佩英，2013）。 

（四）學校領導支援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需要相當多的資源才能走得下去，此時若缺少學校領導者

的支援和幫忙，除非該群教師非常的堅強且有毅力，否則難以順利地持續進行。當

校長願意將權力下放，讓教師們有一定的自主空間去發揮，建立彼此信任的學校環

境，且積極整合學校外的社會支持與資源時，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學生學

習，帶動起學校整體氛圍（Hord & Sommers, 2008；Hipp & Huffman, 2010；陳佩

英、焦傳金，2009）。 

（五）整合型的組織學習 

在這種權力不再是由上而下操控的結構，而是能夠提供成員自由揮灑想像力

和相互學習的場域裡，全體成員能夠不斷地共同學習，促進個人的心智模式、專業

知能及系統化思考的成長，彼此間也願意分享不同觀點，逐漸改變組織的整體行為，

以增進組織適應外在變化，這是 Senge 在 1990 年推出《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中提出的學習型組織概念。學校藉由校長學習領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學生學習能夠共同創建出整合型的組織學習模式（郭進隆、齊若蘭，2010；宋萑，

2011；陳佩英、潘慧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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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 

If you have an apple and I have an apple, and we exchange apples, we both still only 

have one apple. But if you have an idea and I have an idea, and we exchange ideas, 

we each now have two ideas. 

和別人交換一個蘋果，你還是只有一個蘋果； 

和別人交換一個點子，你就有兩個點子。  ──蕭伯納（Shaw, G. B.）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就像個人的發展，很少是一路平順的。它通常包含

痛苦的探索困難的轉型，還有得來不易的經驗中學習（黃維譯，2003）。要建立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首先要尋找志同道合的成員，組成社群，不論是透過行政人員牽

線，抑或是教師們自發性的發起社群，一開始成立時，社群釐清共同的目標為何，

擬定未來社群的運作時間、運作方式和經費概算等，使得社群得以成立。可藉由演

講、教學觀摩、共同備課、共同議課、相互討論等方式，精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發展。更藉此形塑學校及區域的文化，從做中學去實踐（DuFour, DuFour & Eaker, 

2008）。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之間能夠彼此信賴，不吝於分享彼此的經驗，透過專業

對話和密集的討論，相互給予回饋，將教與學進行整合，同時也將社群的成果予以

分享給其他老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得以維持其延續力，學校的領導者扮演了重要

角色，校長能引領整個團隊進行協作上的實務，以及行政單位的支持，彼此建立共

通語言，領導者用故事的力量更容易凝聚力量，以發展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DuFour, DuFour & Eaker, 2008）。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除了找尋到志同道合、有共同願景目標、懂得團隊合

作的一群人之外，要使這社群真正地運作起來，足夠的資源是其中的關鍵要素，學

校領導者適時地參與，給予相對的支持及資源的引進，推展該社群的未來發展，進

而提升學校整體的文化氣氛，改變學校組織，從內變革。然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型態、過程以及其複雜性難以用簡單隻字片語就能解釋清楚，它可以由教師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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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的組成，抑或是透過學校領導者來凝聚力量，又或者是因為教育部的計畫而不

得不形塑出學習社群。且常聽見專業學習社群究竟是以專業學習為重心？還是學

習社群為重呢？說法似乎眾說紛紜。 

    以下透過《從心學習：聽專業學習社群老師說故事》（陳佩英總編輯，2013）

以及《攜手同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故事集》（張德銳、高紅瑛主編，2012），加以

彙整我國目前學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個案，進而探究不同形式、樣貌組成的學

習社群模式，透過彼此的互動和發展後，學校產生變革的關鍵。本研究首先將各所

學校的分享個案分門別類，分為：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任務型／非任務型、同

學科／跨學科等三種類型，以深入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型態。先就三種類

型給予意涵說明，如下表 2-1。 

    接著，將書中提及之 23所學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加以分門別類（如表 2-2），

可瞭解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遍及我國中小學，不論是在國小、國中抑或是高

中，學校已經意識到外在變動的速度，校長和教師們也因此動了起來。另外，為了

更清楚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踐方式的分布情形，研究者將其彙整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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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類型意涵說明表 

類型 意涵說明 

正式組織／非正式組織 

◆正式組織：因政策計畫、教學研究會、教師輔導 

  團及校長或主任等行政人員召集而成立，且有固 

  定之經費來源者。 

◆非正式組織：由教師們自發性組成之社群。 

任務型／非任務型 

◆任務型：為因應教育政策計畫或方案的目標而組 

  成，以結果導向，需定期繳交成果報告者。 

◆非任務型：單純為改變教學或對某個議題感興趣 

  而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形成之社群，不需繳交特 

  定報告者。 

同學科／跨學科 

◆同學科：教師專業社群為同一門學科的教師們所 

組成之社群，如：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等。 

◆跨學科：由不同學科領域的教師們所組成，如： 

  語文科與數學科的結合、資訊科與藝術科的結合 

  等，各科教師們跨越單一學科界線所組成的跨學 

  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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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方式表 

    個案 

類型 

三玉 

國小 

文化 

國小 

文昌 

國小 

健康 

國小 

國語 

實小 

市北教大

附小 

國北教大

實小 

濱江 

國小 

永吉 

國中 

麗山 

國中 

正式／ 

非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非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非正式 正式 正式 

任務／ 

非任務 
任務 任務 非任務 非任務 非任務 任務 非任務 非任務 任務 任務 

同科／ 

跨科 

跨科 

(語文＆

數學) 

同科 
跨科 

(班群) 
同科 

跨科 

(資訊＆ 

藝術) 

同科 同科 同科 同科 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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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 

    個案 

類型 

成功 

高中 

南湖 

高中 

建國 

中學 

中和 

英魁 

宜蘭 

高中 

中正 

環科 

中山 

女高 

新竹 

中學 

麗山 

高中 

苗栗 

農工 

中正 

軟橋 

聖心 

女中 

海星 

高中 

正式／ 

非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非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非正式 正式 正式 

任務／ 

非任務 
任務 非任務 任務 非任務 任務 任務 非任務 任務 任務 任務 非任務 任務 任務 

同科／ 

跨科 
同科 同科 同科 同科 同科 同科 同科 

跨科 

(生物、

物理、

化學、

數學) 

跨科 

(數理&

公民) 

跨科 

(植物&

動物&工

業) 

跨科 

(地理&

歷史&生

物&國

文) 

跨科 

(藝能

科) 

跨科 

(國中、

高中普

通、綜

合科、

專任)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兩本書自行整理之。 

張德銳、高紅瑛主編，2012。攜手同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故事集。臺北市：五南圖書。 

陳佩英總編輯，2013。從心學習：聽專業學習社群老師說故事。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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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方式分類表 

 正式 非正式 

同學科 

任務 

◆國中小：文化國小、永吉國中、麗山國中、 

          北市教大附小＊ 

◆高中：宜蘭高中、中正環科＊、建國中學＊、 

        成功高中＊、中和英魁＊ 

 

非任務 
◆國中小：國北教大實小＊ 

◆高中：中山女高、南湖高中 

◆國中小：健康國小＊、濱江國小 

◆高中：（中和英魁） 

跨學科 

任務 

◆國中小：三玉國小 

◆高中：新竹中學＊、麗山高中＊、苗栗農工＊、 

        聖心女中、海星高中 

 

非任務 ◆國中小：文昌國小＊、國語實小＊ ◆高中：中正軟橋＊ 

＊表示有提及學生學習成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兩本書自行整理之。 

張德銳、高紅瑛主編（2012）。攜手同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故事集。臺北市：五南圖書。 

陳佩英總編輯（2013）。從心學習：聽專業學習社群老師說故事。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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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表 2-3得知，最多的類型為「正式、同學科且任務型」，共有 9所學校（文

化國小、永吉國中、麗山國中、北市教大附小、宜蘭高中、中正環科、建國中學、

成功高中、中和英魁等），這類型主要是以教育單位的計畫或政府政策、方案等任

務，在同學科的教師裡成立的正式組織，由此可知，政策式能夠有效引導學校組成

專業學習社群，並給予學校彈性的空間發揮。學校接下各項計畫後，教師們開始發

生了意想不到的改變，在現實的壓力下努力調整，計畫方案是苦差事，會使學校夥

伴們經常遭受打擊，但相對來說，何嘗不是另一種收穫和成長？除了自身的專業知

識提升之外，教師突破了過去以往傳統的教學模式，使學生找回學習的樂趣，進而

使學校的教師與行政形塑出一個好的團隊，看見學校改變後的嶄新樣貌。 

    第二多的類型為「正式、跨學科且任務型」，在這類的學校共有 6所，其中僅

有一所三玉國小，其餘 5所皆為高中（新竹中學、麗山高中、苗栗農工、聖心女中、

海星高中等），藉由資料而知，打破跨越學科界線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高中運作

的可能性較國小高，透過跨學科的交流，各科教師們能放下成見，與其他學科夥伴

共同分享。 

    資料中最為特別的是「非正式、跨科且非任務型」（中正軟橋），教師在政策、

社群名詞出現前已開始進行，不因計畫或方案而自發性的組成社群，且此社群是由

不同學科的教師所組成。在繁忙的課務下協調彼此共同的時間，透過課程發展及教

學上的創新，師生們一同為了保存城市的記憶而努力，無私的付出和分享因此可以

深根課程、教學和社群關係。然而，在資料中也有同科的教師們，原先單純因為教

學而聚在一起的非正式、非任務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因為社群成效佳而影響其他

教師加入，使其逐漸轉變為正式且任務型的社群（中和英魁），有了成功的經驗與

成果後，便參加教育單位的計畫，以獲取經費補助與支持，完成社群更多的目標。 

    最後，透過表中資料亦發現，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促進學生學習，學生發

問次數增加、變得喜歡思考、懂得團隊合作學習等。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輪轉，

帶動教學上的創新和團體學習的動力，危機就是轉機，只要有心，相信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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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研究 

    本節針對國內外與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關之研究為主要

分析資料，探究兩者之間的相關實證研究，更進一步瞭解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之實際研究情況，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壹、 國外研究 

    搜尋 EBSCO 資料庫，先限定以「Title」查詢校長領導（principal leadership）

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查無檢索資料。再嘗試

限定以「Title」分別查詢：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分享領導（shared leadership）與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課程領導（curriculum leadership）與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以及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兩個關鍵詞

交集的檢索資料闕如。最後限定以「Title」查詢「 leadership for learning」和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則獲得 10筆資料，其中有 6篇為學術期刊，

3篇為報告，1篇則為評鑑資料。研究者選取研究內容包含「校長領導」以及「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兩者之 5篇文獻依照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果，以及實踐

與挑戰等面向進行探討（如表 2-4）。 

一、研究主題 

    在研究主題上，Thompson、Gregg 以及 Niska（2004）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校長領導和學生學習之三者關係，而 Mullen 與 Schunk（2010）則透過領導、組織、

學校文化三面向為架構探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Hairon 和 Dimmock（2012）甚至

從更廣的面向分析亞洲科層體制系統下，新加坡國家的教師專業發展及學校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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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多以觀察、訪談及文件資料分析為主，從領導者和教師兩方面的觀點探討對校

長領導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和作為（Thompson, Gregg & Niska, 2004），以

及教師對學校領導和學校改革的感知及看法（Harris, 2010）。運用文件資料，加以

瞭解公立學校發展社群的情況（Mullen & Schunk, 2010），以及政策對學校組織、

社群的影響（Hairon & Dimmock, 2012）。透過觀察、半結構式訪談、個別訪談或是

焦點團體訪談及文件分析，更深入瞭解研究對象心裡真實的感受、學校發生改變的

歷程，以及校長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和環境、政策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三、研究結果 

    就研究結果而言，Liebman、Maldonado、Lacey 與 Thompson（2005）發現校

長領導對學校的發展和成功有極大影響，學校願景和任務緊扣學生學習，且身為學

校領導者要能夠賦權於教師，給予教師適合其專業發展的工作，並信任教師，給予

領導的機會（Harris, 2010）。Thompson、Gregg 與 Niska（2004）在對 6 所都市和

郊區的中學校長與教師進行研究的顯示中，校長們認為學校是學習型組織，要關注

在每個人的學習上，各項活動皆具有學習的意義，領導者注重教師專業發展，使教

師團隊更投入工作和堅持。教師則認為學習型組織並無法很快做出決定，但卻是能

量 來 源 。 透 過 整 體 組 織 學 習 ， 學 校 更 能 全 面 性 學 習 與 成 長

(Liebman, Maldonado, Lacey & Thompson, 2005)。 

四、實踐與挑戰 

    學習社群組成需要領導、組織和學校文化給予更多的關心並實踐之（Mullen 

& Schunk, 2010）。依此，校長首先要理解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性，它能使學

生全方位的發展其潛能，學校中培育專業學習社群能促進學校擴大專業學習團隊

以提升學生成長，同時也給予學校更明確的關注點和方向。在北美公立學校發展專

業學習社群者，更藉由專業學習社群提供全系統性的改革和協作視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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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len & Schunk, 2010）。 

    由研究瞭解校長在學校促進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性，但也須認知其

潛在的挑戰，Hairon 與 Dimmock（2012）藉由新加坡這 13 年來的政策，發現教師

的教學和專業開始改變，然時間為一項挑戰。且如何藉由西方的專業學習社群進行

調整，包括高階教師的工作量、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過程和成效、以及舊有之科層

制度等，是必須克服之因素。 

    綜觀國外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相關研究，瞭解校長領導

態度和作為對教師專業成長具正向影響力，校長認知到學校改革需整體性的組織

改變，以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為目標，支持與信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教師

也相對地相信領導者，在教學方法上精進與努力改變，彼此相互溝通和協作，得以

促進學生學習。然而過程中必定面臨許多挑戰，包括教師工作量壓力、社群運作成

效、學校領導支持程度、政策計畫等。透過文化結構的力量，培育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促進學校擴大專業團隊，以提升學生成長，也給予學校更明確的關注點和方向，

實踐整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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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國外相關研究 

 

作者(年代) 篇名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摘要 

Thompson, S. C. ; 

Gregg, L. ; 

Niska, J. M. 

(2004)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Leadership, 

and student learning. 

6所中學校

長與教師 

(都市、郊

區各 3所) 

混合法 

（資料調查

／焦點團體

訪談／觀

察） 

1. 校長認為學校是學習型組織，關注每人的學習。 

2. 校長認為每個特定的活動著蘊含學習於其中。 

3. 校長理解組織學習能使學生全方位發展潛能。 

4. 教師團隊相信學校是個學習型的組織。 

5. 教師認為強烈關注教師的專業發展，使教師團

隊能夠更融入工作和堅持。 

6. 教師認為學習型組織無法很快做出決定，但能

使他們感到有能量。 

7. 領導者要能夠善用這些資料訊息來做決定、彼

此的關係以及冒險來創造組織學習。 

 Liebman, 

H.; Maldonado, 

N.; Lacey, C.  

H.; Thompson, S. 

(2005) 

An investigation of 

leadership in a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 case 

student of a large, 

suburban, public middle 

school. 

郊區大型

公立中學

的校長、行

政團隊以

及關鍵能

力人物 

半結構訪談 

1. 校長擁有將學校願景和任務與學生學習緊扣的

領導能力。 

2. 領導支持且維持專業學習社群。 

3. 溝通和協作為專業學習社群的要點。 

4. 訓練和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且賦權於其他的領

導角色。 

5. 組織學習 讓學校成長、學習及機會。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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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代) 篇名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摘要 

Mullen, C. A. 

& Schunk, D. H. 

(2010) 

A view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through three frames: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北美公立

學校社群

發展的教

師和領導

者 

文件分析 

1. 在公立學校中，PLC提供全系統性改革和協作視

導的工具。 

2. 培育 PLC 促進學校擴大專業學習團隊以提升學

生成長，也給予學校更明確的關注點和方向。 

3. 學習組成的要素需要領導、組織和學校文化給

予更多的關心和實踐。 

Harris, A. T. 

(2010) 

Using Professional Learn

ing Communities to 

Build 

Teacher Leadership Capa

city: Creating Sustainable 

Change in Education. 

在美國San 

Francisco 

Bay地區實

行 PLC 的

學校校長

及教師 

個別訪談／ 

文件分析 

1. 教師認為 PLC 中不只是價值，更有相互支持的

影響。 

2. 學校進行改革時，教師對學校決定的參與度以

及教學領導很重要。 

3. 教師的專業成長，需要給予領導的機會。 

4. 學校給予教師適和專業發展的工具，使其成為

教師和領導者。 

Hairon, S. 

& Dimmock, C. 

(2012) 

Singapore Schools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

g Communitie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

elopment and 

School Leadership in an 

Asian Hierarchical 

System. 

新加坡 

學校 
文件分析 

1. 政策 13 年來發展影響 PLC，教師教學要開始逐

漸改變。 

2. 新加坡文化和教學內容如何藉由西方的 PLC 進

行調整 

3. 潛在的挑戰和定義：高階教師的工作量、PLC 運

作過程和成效、科層體制。 

4. 學校領導對 PLC實踐的重要影響力。 

5. PLC所具有的文化和基本的結構形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年代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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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內研究 

    研究者於 2013 年 11 月中在全國碩博士論文網進行搜尋，近年來對於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研究相當多，以「專業學習社群」之「論文名稱」查詢，共有 92篇；

再以「校長學習導向領導」進行搜尋，並限定以「論文名稱」查詢時，發現目前國

內並沒有此種校長領導方式的研究。因此，研究者以「校長」＆「領導」＆「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為關鍵詞，並限定「論文名稱」進行檢索，則有 18 筆資料，包括

有校長轉型領導、教學領導、分布式領導、知識領導、科技領導、正向領導以及多

元策略領導等校長領導方式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研究，研究者從中找尋本研究

之校長學習導向領導所涉及到的轉型領導、教學領導以及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之研究，將其納入本節以進行探討（如表 2-5）。 

    從中發現研究方法皆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僅有一篇加入深度訪談，而研究對象

則以學校教師為主，僅少數將校長或行政人員納入研究對象，且研究領域以國民小

學居多。在研究主題內容方面，主要提出學習導向領導中所含括的領導模式予以介

紹，以下分別針對校長轉型領導、教學領導、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研

究主題內容說明之： 

一、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研究結果調查不同性別、職務與學校規模的教師對校長轉型領導有知覺上的

差異，校長轉型領導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皆有顯著差異及相關性存在，其中研究

顯示校長轉型領導中「共創願景」、「魅力影響」、「激勵鼓舞」、「個別關懷」及

「合作學習與分享」等層面對整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具有正向預測力（陳

碧惠，2011；李佳蓮，2012；林淑涵，20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Q50Q/search?q=auc=%22%E6%9D%8E%E4%BD%B3%E8%93%A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Q50Q/search?q=auc=%22%E6%9E%97%E6%B7%91%E6%B6%B5%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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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普遍具有高的知覺度，且教師

普遍知覺校長教學領導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為中上程度，但會有性別、年

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學校所在地及校齡之不同而有差異。校長教學領導對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間皆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且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極其互動具

有效預測力（張國強，2010；楊昌明，2011；李麗琦，2012）。 

三、 校長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校長進行分佈領導時，可以建立學校的集體價值和信任、適才適所、培養社

群成長的火車頭來因應所面對的挑戰。在研究中，教師會因學校所屬區域、學校

規模、參與的社群類型、社群成立時間等因素，對於校長分布式領導知覺產生差

異。校長分佈領導則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整體及各向度的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其中以「價值信任」預測力最高；而預測教師對社群認同和投入，最具預測力的

為追隨者層面，其次為領導者層面，領導氛圍層面再次之，此三個層面對於社群

認同及社群投入皆具有正向的影響力（林忠仁，2009；林瑞軒，2011；余秋玉，

2012）。 

    綜合上述國內外對於校長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證研究，在研究主題

方面，目前針對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研究之主題幾乎微乎

其微，且國內研究多藉由量化的問卷調查法進行學校教師對於校長領導的知覺程

度，以及瞭解兩者之間存在相關性及正向預測力。透過這些研究結果發現，學校

領導者的領導方式和作為確實能夠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且當領導者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產生互動關係時，也能更有效的促進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再

將學習導向領導中所涵蓋的轉型領導、教學領導以及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之研究彙整後，可知校長領導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具有正相關性及正

向影響力，但對於校長在領導其中所遇到的困境和挑戰，如何解決？以及在教師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Q50Q/search?q=auc=%22%E5%BC%B5%E5%9C%8B%E5%BC%B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Q50Q/search?q=auc=%22%E6%A5%8A%E6%98%8C%E6%98%8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Q50Q/search?q=auc=%22%E6%9D%8E%E9%BA%97%E7%90%A6%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Q50Q/search?q=auc=%22%E6%9E%97%E7%91%9E%E8%BB%9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Q50Q/search?q=auc=%22%E4%BD%99%E7%A7%8B%E7%8E%8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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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習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複雜度為何？而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又對學校整

體、學生學習有什麼改變呢？等疑問，在國內的研究中並沒有作深入的探究。 

    故本研究試圖深描潛藏於學校各事件背後的意涵及契機所在，選擇以觀察、

訪談與文件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來描繪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之間的關係和影響力。又在研究對象上，國內研究多以國民小學居多，尚未有以

高中作為研究對象。且從國外對於校長學習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研究

中理解到，校長領導的改變、教師教學的力量以及整體組織學習是學校改變的三

項要素，但在國內的研究中，較無法看見校長領導方式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兩者

間對於學校整體改變、促進學生學習之研究。爰此，本研究擇取高中個案學校作

為研究對象，試圖透過質性的個案研究法，去挖掘校長學習導向領導所扮演的角

色、其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影響力，以及兩者間對於學校整體發生改變的情況

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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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校長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國內相關研究 

校長領導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轉 

型 

領 

導 

陳碧惠

（2011）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

長轉型領導與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關係

之研究 

臺北市國

民 小 學

610 位教

師 

問卷 

調查法 

1. 不同性別、職務與學校規模的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

轉型領導」的知覺有顯著差異。 

2. 不同性別、教育程度、職務、學校規模以及學校歷史

的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顯著差異。 

3.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有直接正相關，以「共創願景」、「魅力影響」、「激

勵鼓舞」、及「個別關懷」，四個層面對整體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李佳蓮

（2012） 

桃竹苗地區國民小

學校長轉型領導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相關之研究 

桃竹苗地

區國民小

學參加專

業學習社

群之教師 

問卷 

調查法 

1. 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轉型領導的知覺情形會因性別、

擔任職務、學校地區、學校規模、學校歷史的不同有

顯著差異。 

2. 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顯著正

相關。 

3. 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有效預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林淑涵

（2013） 

臺東縣國民小學校

長轉型領導、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運作與

教學效能關係之研

究 

臺東縣公

立國小教

師為對象 

問卷 

調查法 

1.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校長轉型領導有知覺差異。 

2. 校長轉型領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與教學效能之

間有顯著正相關。 

3. 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對教學效能具

正向預測力，並以「合作學習與分享」的預測力最大。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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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領導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教 

學 

領 

導 

張國強

（2010） 

臺中縣國民小學校

長教學領導與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互動

之相關研究 

臺中縣公

立國民小

學之現職

教師 

問卷 

調查法 

1.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互動為中上程度。 

2. 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的知覺，會因為性別、

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及校齡之不同而有差異。 

3. 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具有典型相

關。 

4. 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具有預測力。 

楊昌明

（2011） 

國中校長教學領導

與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關係之研究－以

高雄地區為例 

高雄地區

公立國中

600 位現

職教師 

問卷 

調查法 

1. 教師兼主任、學校規模 49班以上的教師對校長教學領

導的知覺程度較高。 

2. 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間有顯著正相關。 

3. 校長教學領導能有效預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李麗琦

（2012） 

桃竹苗地區國民小

學校長教學領導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互動之研究 

桃竹苗地

區公立國 

民 小 學

859 位教

師 

問卷 

調查法 

1. 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

動普遍具有高的知覺度。 

2.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校長教學領導會因性別、

學校規模和學校所在地而有顯著差異。 

3. 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兩者

之間具有顯著的典型相關。 

4. 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具有

顯著預測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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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領導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分 

布 

式 

領 

導 

林忠仁

（2009） 

國民小學校長分佈

領導、灰猩猩效應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關係之研究 

臺北市、

臺北縣、

基隆市、

桃園縣四

縣市之校

長、兼行

政教師及

教師 

問卷調查

法／深度

訪談 

1. 校長分佈領導、灰猩猩效應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相

關達到中、高度正相關。 

2. 校長分佈領導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整體及各向度的具

有正向的預測作用，其中以「價值信任」預測力最高。 

3. 校長進行分佈領導時，可以建立學校的集體價值和信

任、適才適所、培養社群成長的火車頭來因應所面對

的挑戰。 

林瑞軒

（2011）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分布式

領導、社群認同與社

群投入之探究 

全國各縣

市國民小

學教師專

業學習社

群 

問卷 

調查法 

1. 會因學校所屬區域、學校規模、參與的社群類型、社

群成立時間等因素，對於分布式領導知覺產生差異。 

2. 以分布式領導的三個層面來預測教師的社群認同和社

群投入，最具預測力的均為追隨者層面，其次為領導

者層面，領導氛圍層面再次之，三個層面對於社群認

同及社群投入都具有正向的影響力。 

余秋玉

（2012）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

長分布式領導與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關

係之研究 

臺北市國

民 小 學

625 位教

師 

問卷 

調查法 

1.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有顯著相關，並且在校長分布式領導五個層面

對整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皆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年代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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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搜索相關文獻後，逐漸形成本研究的研究架

構與實施雛形。本章將針對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方式，分為五小節來探究。第一節

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節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對個案學校做背景

介紹；第三節進一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程序；第四節敘述資料處理與分析部分；最

後，對於在研究中需要注意之研究倫理做一說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 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瞭解高中校長學習導向領導的理念作為與挑戰，進而

瞭解校長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互動關係，及校長學習導向領導如何帶領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成長？又其在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校長

學習導向領導的發揮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影響究竟是什麼？然而，研究者從過

往有關校長領導的研究中發現，大多採用量化的問卷調查方法去說明校長某種領

導與其他變項的關係，對於領導者於領導過過程中人、事、物的交互作用並無多做

探究或深入詮釋。 

然個案研究法具有其探索性、描述性、解釋性及評鑑性，透過此研究法能進行

深入探究與分析，以解釋現狀、描述探索足以影響改變及成長諸多因素的互動情形

（王文科、王智弘，2006）。因此，為了要深入理解與詮釋校長領導的過程及其背

後的意義，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針對特定對象進行深入的探討，以對高中校長

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過程更加悉知，進行深入的詮釋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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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流程 

有系統且嚴謹的觀察，所涵蓋者遠比四處瀏覽為多；有技巧的訪談，也比詢問

問題來的更透析；內容分析也超越只是在那裏閱讀（引自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

由上述，研究者進入學校的真實現場，先藉由觀察學校校長和教師的互動情形，利

用觀察紀錄、反思札記和文件分析，觀察校長學習導向領導的那些作為會對學校教

師產生影響；接著，再以訪談的方式探討校長的學習導向領導，以及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教師對於學校領導者的想法；最後，利用資料與文獻針對學校校長學習導向

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對話和辯證。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的方式進行，將於研究場域進行觀察紀錄及個別訪談

的研討，以下介紹選取個案學校校長之原因，以及簡要介紹個案學校之背景，最後

針對訪談對象的選擇做說明。 

壹、 選取個案學校校長 

    為了能充分瞭解在各情境脈絡中，學校校長透過學習導向領導來促進學校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活絡，以帶動學校整體革新。因此，本研究以兩所個案高中為研

究對象，而選擇兩所個案學校為立意抽樣，原因有：（一）兩所學校教師皆有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組成；（二）又因參與指導教授之研究，觀察發現兩所個案學校校

長具有不同的領導風格，故希望能進一步瞭解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具體運作形式；

（三）經由指導教授引介，使研究者較容易進入現場，並有利於研究之進行。冀望

將此兩所個案學校開展出的故事加以描繪，以獲取更充足且豐富的資料。以下簡介

此兩所個案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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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藍天高中－晴校長 

    本研究對象為目前任職於藍天高中的晴校長，晴校長是一位女性校長，從國

中科任教師到教務處組長、主任、總務處及輔導主任等，其所擔任的職務從行政

與科任教職中不斷的轉換，經歷過許多的磨練。藍天高中為晴校長第一所任校長

的學校，並連任，目前到任此校時間進入第六年。校長注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她期望藍天的學生成為能包容各種想法的學生，而不是計較學校排名。除了不斷

地追求自我進步，更幫助學校教師提升其專業成長。雖從事校長一職仍不斷自我

充實，不定期寫與教育相關、學習創新之文章，目前也正在攻讀博士學位。 

二、 碧海高中－海校長 

    本研究另一所個案學校為碧海高中的海校長，海校長從國中校長來接任碧海

高中校長，迄今就任進入第六年，以建立語文教育中心及國家體育人才培育搖籃為

特色，並且與學校同仁們一起努力合作，確保學生素質，以提昇碧海學生的競爭力，

建構永續的碧海高中。 

貳、 學校背景資料簡介 

    每所學校皆有其文化歷史，在探究個案學校校長的同時，亦須瞭解其所任學校

之背景脈絡，以更完整詮釋學校整體發展情況。然而，因涉及研究倫理的規範，故

本研究將兩所個案學校匿名為「藍天高中」與「碧海高中」。以下分別介紹兩所個

案學校之背景脈絡。 

一、 大而美之藍天高中 

    藍天高中於民國 34年成立，迄今已將近 70年，校園遼闊且綠意盎然，環境

十分優美。目前藍天高中共有 70 個班級，2500 餘位學生，包含有普通班、美術

班、音樂班、舞蹈班、體育班以及環境科學班等，將藝術、人文及科學等皆涵蓋

其中，建構各式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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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政策，以及高中課綱暫行綱要過渡到高中新課綱的階段，

藍天高中在此教育變革浪潮中開始了起動各式計畫。於 2008 年獲選教育部高中

優質化方案輔助方案之學校、臺北市優質高中學生學習學校，又積極參與國科會

高瞻計畫與臺北市領先計畫，更通過教育部 102年度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

畫之申請，開展了一系列以學校為本位的特色課程。 

    藍天高中累積教師與行政團隊的努力，持續把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

習這三大主軸放在校務發展的最核心位置，因此累積了豐富的課程發展與教學成

果，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故本研究選取藍天高中作為研究的個案學校之一。 

二、 小而巧之碧海高中 

    碧海高中創校於民國 51 年，是一所完全中學的學校，位處於交通便捷，校

園景緻優美，充滿山水氣息，資源也相當豐富，全校共有 46班，高中部各年級普

通班 3班、體育班 1 班；國中本部 31班及分部 3班，全校學生約 1300多位。 

    藍天高中於 98 學年度申請通過高中優質化計畫，藉由各項子計畫實施，及

全校教師們齊心協力奮鬥，國中部學生願意選擇留下續讀高中部之比例連年攀升，

是碧海高中努力的成果。然而，為因應十二年國民教育之就近入學方案將於民國 

103 年全面實施，碧海高中在基北區的都會招生學校中將面臨邊緣化的危機，能

否在吸納大臺北地區豐沛的教育資源後，營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讓地區的菁英

學子能擁有都會區的優質學習環境，並強化社區高中特色課程與教學，成為優質

高中為碧海高中現階段的重要目標。碧海高中教師藉由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以研發

統整式特色課程，更透過跨科的對話，以活絡教師精進教學，活化了學習氣氛，

為本研究之個案學校之二。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
http://tpqs.tp.edu.tw/news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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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談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為探討藍天高中與碧海高中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

間的互動情形及影響因素，以勾勒出學校校長的學習導向領導的發揮，促使學校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生，進而使學校經歷輪轉的故事。故在訪談對象上，除選取個

案學校校長本人外，亦針對深入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成員進行訪談。訪談

對象包括有：藍天高中晴校長與 12位教師，以及碧海高中海校長與參與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主要教師 13位，詳細資料分析與編碼情形請見下節說明。 

第三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將原始資料進行濃縮，透過不同的分析方法，將原始資料有條理的整理成一系

統，是謂資料分析（陳向明，2004）。本節就將採取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加以說

明。 

壹、 資料整理 

    本研究要整理的資料有觀察記錄、文件資料以及訪談資料，以下將就此三者資

料之整理方式加以闡述之： 

一、 觀察記錄 

本研究採取的觀察方法為部分參與式觀察，意即個案學校校長及教師知道自 

己是被觀察者，在程度上被觀察者將研究者視為外人，因為研究者並不參與任何有

關學校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過程，而是以一種可以被

相信或容忍存在的外人身份進行觀察。在立場上對於任何事情情境均保持客觀中

立，盡量不允許主觀情感因素的涉入。 

    觀察時程上，研究者配合學校行事，如各科教學研究會、領先計畫分享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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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等活動進行研究觀察，以獲得更充實的分析資料來源。將所觀察到的現象予以

概要敘述，於會議或訪談結束後，再詳細的描繪研究當時所觀察到的景象，並加以

整理成正式的紀錄檔。藍天高中的期初、期末各科教學研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等，

研究者皆有進入研究現場做觀察；而碧海高中則跟隨指導教授的工作坊與優質化

計畫追訪之際，一同進入現場。 

    正式觀察紀錄清楚標明該次會議主題、出席人員以及日期，並將該紀錄轉換為

電子檔，首先將會議所進行的程序做概要式的紀錄，再將研究者的觀察紀錄以插入

註解的方式，將所觀察到的現象、疑惑及省思等加以註記。當觀察記錄引用於研究

結果與討論時，則依該次的觀察時間與種類做上編號，以便於研究分析時能夠加以

比對。舉例來說：「觀察 A-20130910」，即代表於 2013年 9月 10日於藍天高中的

觀察紀錄；「觀察 B-20131005」，則代表於 2013 年 10月 5日於碧海高中的觀察紀

錄。 

二、 文件資料 

    將過去事件寫下或印出記錄，包含存檔的書面資料稱為「文件」。是一種觀察

工具，可補充其他方法如觀察或訪談法的不足，運用演繹、歸納方法，將文件中涉

及到的資訊、論點或事件再加以綜合，更能夠分析出研究現象的關係及影響（歐用

生，1989；王文科、王智弘，2006）。因此，本研究藉由文件分析，協助研究者對

於真實情境脈絡有進一步的理解，並補充及驗證觀察訪談所得來的訊息。 

    研究者根據研究主題蒐集到的相關文件資料，包括個案學校的相關學校發展

計畫、行政會議記錄資料、各科教學研究會資料、成果報告書、學生學習表現與作

品以及學校舉辦之活動資料，做進一步的整理分析以作為檢證和補充其他資料來

源的依據，且也可以和研究者觀察到的訊息和訪談的紀錄相互補足及佐證，更能建

構出詳實的研究結果。 

    將文件資料編號，便於進行研究分析。如：有關藍天高中的第一份相關資料之

文件即為「文件 A-1」，碧海高中的相關之文件則為「文件 B-1」，以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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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資料 

訪談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塑造意義的過程，可以使研究者深入了解受訪 

者的觀點及其情意面，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再現他們的生命經驗，訪談者也更可

以探究過去所發生的事，且訪談過程中，重視受訪者究竟能為了解某一現象，提供

多少意義（潘慧玲，2003；Merriam, 1988）。因此，本研究為瞭解學校校長學習導

向領導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影響過程，需深入地進行訪談，並從訪談中瞭解成員

的背景資料，建立關係，以利分析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訪談校長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教師蒐集資訊，研究者先根據觀

察到的資料和會議文件，擬成訪談問題後，將訪談大綱編製成「校長版」及「教師

版」（如附錄二）。其中，校長版部分有兩種版本（藍天高中版與碧海高中版），由

於先前參與指導教授之研究案已訪談過藍天高中校長，故有關基本問題，例如：到

任學校年資和學校參與的競爭型計畫等問題，於之後的訪談便不再重複訪問，並與

指導教授討論後，修改藍天高中校長之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二），而教師部分兩所

個案學校皆為同個版本。接著，再將訪談大綱內容寄給受訪者參閱，使其瞭解訪談

之內容，並做好預先的準備，避免訪談當天無法與記憶做連結或語塞的情況發生。

依照訪談大綱，分別與個案學校校長和教師進行訪談，並訪談逐字轉錄分析資料之

後，針對欲釐清的相關疑點，向受訪者再次求證，以了解其實際的想法。 

受訪者獲得藍天高中以及碧海高中校長之訪談應允，兩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之核心教師共 25位願意接受訪談(藍天高中 12位，碧海高中 13位)。為遵守研究

倫理的保密匿名原則，將以代號取代其真實姓名和身分。如：藍天高中校長以「P1」

表示，碧海高中校長則以「P2」代表，行文時則以晴校長與海校長稱呼之；教師以

「T」表示，依據受訪時間先後順序，藍天高中第一位受訪教師以「T-A1」代表，

碧海高中第一位受訪教師則以「T-B1」表示。將受訪者的個別資料及訪談時間彙整

於表 3-1 及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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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藍天高中訪談時間與編碼表 

編碼 職稱 訪談時間 受訪者編號 職稱 訪談時間 

P1 校長 
2014/01/06 

2014/07/03 
T-A7 秘書 2013/09/27 

T-A1 國文教師 2013/09/27 T-A8 英文教師 2013/10/21 

T-A2 數學教師 2014/06/13 T-A9 圖書館主任 2013/11/28 

T-A3 地理教師 2014/06/13 T-A10 英文教師 2013/09/27 

T-A4 資訊教師 2013/11/23 T-A11 歷史教師 2014/06/13 

T-A5 地理教師 2013/11/24 T-A12 教務主任 2014/04/30 

T-A6 英文教師 2013/11/1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3-2 

碧海高中訪談時間與編碼表 

編碼 職稱 訪談時間 受訪者編號 職稱 訪談時間 

P2 校長 2014/04/03 T-B7 生物教師 
2014/01/02 

2014/04/30 

T-B1 國文教師 
2014/01/02 

2014/04/30 
T-B8 健教護理 

2014/01/02 

2014/04/30 

T-B2 英文教師 
2014/01/02 

2014/04/30 
T-B9 地理教師 

2014/01/02 

2014/04/30 

T-B3 
公民與社會 

教師 

2014/01/02 

2014/04/30 
T-B10 健教護理 

2014/01/02 

2014/04/30 

T-B4 
資訊與生活 

科技 

2014/01/02 

2014/04/30 
T-B11 國文教師 

2014/01/02 

2014/04/30 

T-B5 圖書館主任 
2014/01/02 

2014/04/30 
T-B12 英文教師 

2014/01/02 

2014/04/30 

T-B6 國文教師 
2014/01/02 

2014/04/30 
T-B13 教務主任 

2014/01/02 

2014/04/3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過程中為避免漏失部分訪談內容，於訪談時，研究者事先徵求受訪者同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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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的動作，並視情況於訪談過程中調整問題的順序或採較彈性的方式進行，以使

受訪者呈現出最真實的樣貌。並於每次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訪談錄音檔歸檔，反

覆聆聽比對，打成逐字稿以進行分析。每一份逐字稿上方皆標註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時間與地點等，標題下方以三欄式的表格為記錄，最左邊欄為編號欄，

中間為訪談內容，最右欄則為研究者當時之感受與省思。於編輯完成後，寄給受訪

者，請其確認是否有誤解之處，予以修正，確定無誤後，研究者將進行編碼工作。 

    而於訪談資料的編號上，則依據受訪者的身分代碼進行訪談逐字稿的編輯。例

如：「訪談 P1」意旨引用藍天高中校長的訪談內容；「訪談 P2」則意旨引用碧海

高中校長的訪談內容。教師則為「訪談 T-A1」表示為藍天高中第一位訪談教師之

訪談內容；「訪談 T-B1」表示為碧海高中第一位訪談教師之訪談內容。 

    最後，為使本研究的資料整理方式更清晰，研究者列出代表事項，將研究中觀

察紀錄、文件資料以及訪談資料等各類資料的編號方法呈現，綜合整理於表 3-3。 

貳、 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對兩所個案學校的校長以及深入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進

行分析，因此訪談資料成為本研究重要的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將資料進

行分類，並根據內容進行簡化、找尋關鍵字編碼等，將各種資料的交集之處予以歸

納後，加以呈現及說明。在研究結果方面，因為研究者經驗的侷限，為避免產生偏

頗或過度詮釋，研究者除了對資料進行交叉比對資料來源外，亦運用多種方法檢視

資料，當資料不足或不明確時，除了持續閱讀相關文獻，也再次進入研究場域進行

觀察、蒐羅多方面的資料，並將檔案進行整理，予以編碼、分類，以及建立各項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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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個案學校之各類資料編號說明 

資料類型 資料編號 代表意義說明 

觀察

記錄 

藍天

高中 

觀察 A-20130910  2013 年 9 月 10 日擴大行政會議觀察紀錄 

觀察 A-20130917  2013 年 9 月 17 日期初教學研究會觀察紀錄 

觀察 A-20140328  2014 年 3 月 28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觀察紀錄 

碧海

高中 

觀察 B-20131005  2013 年 10 月 5 日碧海高中會議觀察紀錄 

觀察 B-20140221  2014 年 2 月 21 日追蹤訪視觀察紀錄 

觀察 B-20140416  2014 年 4 月 16 日第二期程工作坊觀察紀錄 

文件

資料 

藍天

高中 

文件 A-1  校長初到藍天高中之分享稿 

文件 A-2  臺北市領先計畫日本交流參訪成果報告書 

文件 A-3  臺北市領先計畫中國大陸交流參訪成果報告書 

碧海

高中 

文件 B-1  高中優質化第一期程第 4 年成果報告書 

文件 B-2  高中優質化第一期程第 5 年成果報告書 

文件 B-3  高中優質化第二期程第 1 年方案計畫 

訪談

資料 

藍天

高中 

校長 訪談 P1-1  藍天高中校長第一次訪談 

教師 訪談 T-A1  藍天高中第一位教師訪談 

碧海

高中 

校長 訪談 P2-1  碧海高中校長第一次訪談 

教師 訪談 T-B1  碧海高中第一位教師訪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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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研究者雖以嚴謹的態度力求本研究的周延，仍有無法避免的缺失及限制存在，

以下針對資料蒐集以及研究方法，加以說明本研究之受限情況： 

壹、 資料蒐集上之限制 

    研究者從 2013 年 4 月參與研究觀察至 2014 年 7 月約一年多的時間，資料蒐

集主要以研究期間的觀察紀錄、訪談，以及文件資料為主。其中訪談部分，由於藍

天高中晴校長繁忙，為避免造成校長的困擾，故除了進行兩次訪談（資料編碼：訪

談 P1-1、訪談 P1-2）外，亦納入先前參與指導教授研究案的訪談內容（資料編碼：

文件 A-7、文件 A-8），予以豐富資料的蒐集。在碧海高中校長部分，由於與海校

長較少有接觸的機會，加上校長校務繁忙，其多半在會議開場後便先行離席，因此

僅可進行一次的訪談。但研究者盡力克服訪談內容蒐集限制，積極參與兩所個案學

校的各項會議，例如行政會議、課發會、工作坊、專家訪視等，藉由會議的觀察與

紀錄獲取更多對研究主題的瞭解。在教師訪談對象之選取及邀約，均透過指導教授

及個案校長所介紹之特定人員為訪談對象，而非以隨機方式選取，藉此確保受訪人

資料的確實性和厚實性。 

貳、 研究方法上之限制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文件分析、觀察紀錄及訪談為主要資料蒐集方法。受

訪者可依訪談問題充分回答，但訪談過程中，對於回答內容是否與真實情況相符或

防衛等心理因素，皆影響是否得到客觀事實。加上由於研究者本身並非處於研究現

場之成員，是以第三者角色進入收集資料，對於研究場域產生一定程度的干擾。另

外，研究者觀察個案及事物上的敏感度、訪談技巧的純熟度，以及對個案學校校長

的情感偏好部份等皆會影響整體研究，使研究者無法迅速地捕捉到細緻且客觀的

內容。故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地進行反思紀錄，並時常與指導教授討論、釐

清概念，及修正感情態度，藉以增加本研究之可信度、真實與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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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壹、 參與者檢證 

研究者會將每次的訪談和觀察記錄加以整理分析後，為避免研究者有過多的

主觀意識理解之情況發生，會邀集研究對象共同檢視之，以檢證研究者的詮釋，並

給予修正建議，提升資料的信實度。 

貳、 三角檢證法驗證 

研究者藉由三角檢證法以提升研究發現的一致性，三角檢證可區分為四種形

式，包含方法的三角檢證、資料的三角檢證、研究者的三角檢證以及理論觀點的三

角檢證（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本研究透過多元資料，如觀察記錄、文件分

析與個別訪談等資料，檢核同一件事情或問題的內容，經過交叉比對以建立資料的

信實度，再請教授及同僚們協助檢視研究的盲點，並給予內容修改建議。 

參、 研究紀錄反思 

研究者在訪談或觀察記錄中，將進行過程的情境脈絡及個人省思記錄下來，如

現場的情境、訪談的心情起伏、遭遇的障礙和挫折，或是研究者心得、疑問等文字

記錄。但研究者很容易會帶入自己的經驗、心情和背景等去看待研究現場的現象，

因此，研究者會再次思考各資料當中的觀點是否中立，以確保資料能夠更貼近研究

現場的真實性。 

 

 

 

 

 



59 
 

第六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因涉及到人的活動，故研究者事先掌握被研究者的相

關資訊，使得研究倫理議題更敏感。依循研究倫理的準則，保障被研究者的權益。

以下為本研究恪守之研究倫理： 

壹、 尊重意願 

研究者進行研究前，首先徵求個案學校校長同意，並事先詳細說明本研究之主

題、目的、資料處理與應用等，使其充分了解。進行訪談前，先詢問個案學校校長

的意見，並事先徵求學校教師意願，才進行訪談及錄音，尊重被研究者。 

貳、 保密匿名 

兩所個案學校名稱及每位受訪者的姓名皆以匿名方式處理，對所收集到的資

訊保密，且避免出現和被研究者相關的明顯連結線索，以保障研究對象的隱私權。 

參、 誠信原則 

研究者誠實說明研究的目的及自身的身分，不對研究對象有所隱瞞，除非真的

有其他重要且充分的研究理由之下，暫時的隱瞞是可被接受的，但若隱瞞某 

些情況仍應儘速向研究對象說明真實情形，避免造成對方產生受騙之感覺。 

肆、 信實公正 

在蒐集與整理資料後，研究者會盡量以信實且公正地詮釋之，不刻意排除負面

及非預期的研究資料。另外，研究者也會把設計的缺失及限制詳實敘述，將研究結

果忠實地呈現給讀者，使其瞭解本研究的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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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藉由兩所個案學校來對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關係

加以探討，本章主要分為兩節，第一節討論第一所個案學校－藍天高中的故事；第

二節則探討第二所個案學校－碧海高中的故事。為使研究脈絡更加清晰，於各節中

首先簡要說明個案學校的背景與現況，接著將研究者於研究期間所觀察及整理之

研究結果予以呈現與討論。於第五章再將兩所個案學校進行深入分析與討論。 

    兩所個案學校面對環境變化，以及學校文化不同的特性，各自發展出適合的領

導路徑，為深入瞭解領導者的、策略、實踐及未來挑戰，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兩所個

案學校的故事。 

第一節 藍天高中的故事 

    藍天高中屬大型學校，以「作為學生的贏家學校」為願景，如何使每一位學生

成為真正的藍天高中生，晴校長的領導為主要發動角色。首先解決學校問題的根源，

建立一套流程機制，使得教師們爭先恐後的會議畫面不再出現。接著申請各項計畫

專案經費補助，藉以促成學校教師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帶動團體學習的討論模

式，改善原先彼此不信任的氛圍，教師們開始進行專業對話，共同開發創新課程。

並重整行政團隊，成立行政核心工作小組，搭建行政與教學之間的資訊溝通平台，

讓學校改革可以啟動和持續進行。過程中晴校長不斷找機會傳遞外界新資訊給學

校教師，讓教師明白未來教育環境的變化，帶領夥伴看向未來，為未來預作準備。

從旁引領教師「看見」學校可能遇到的未來挑戰，勇敢一起面對找到解決之策略方

針，並付諸於行動。 

    不同學校有不同的文化脈絡，學校領導者必須針對學校的整體脈絡來帶領學

校，領導者應先瞭解學校過去的歷史背景，依循著學校的文化脈絡進行改革、變革

才有可能扎根。本節透過文件整理、訪談資料及觀察省思，首先描繪藍天高中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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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出現，繼而說明藍天高中校長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發

展緣由，再來討論藍天高中晴校長的領導思維，其經營學校所擬定的領導策略，以

及目前帶領藍天高中所實踐情形，最後探討晴校長領導下的藍天高中未來面臨之

挑戰。 

壹、 晴校長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起始 

一、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 

    藍天高中校地遼闊且綠意盎然，共有 70多個班級，其中包含有美術班、音樂

班、舞蹈班、體育班、環境班以及國際化班各 3個班級，學校均衡重視藝術、人文

及科學，並嘗試發展新式校本課程。全校共約 2500多名學生，老師部分則共約有

166位。在如此大型的學校中，領導者想要讓所有的師生對於學校願景和目標達到

共識，更加不易，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比較小型的學校，可以三五個人或是十幾個人，很快就可以有共同的目標去做這件事情，學

校想要怎樣培養學生，一致度非常的高，可是我現在有 166 位老師…，如果藍天高中不要那

麼大的話，我會比較容易做。（訪談 P1-2） 

    由此可知，藍天高中之學校規模屬於大型學校，身為校長要同時管理數量龐大

的老師和學生，其領導思維、策略等考量因素勢必得更全面性，綜觀全局。 

二、 校長更任：從不信任到信任 

    學校校長每四年一任，最長任期為八年，八年時間一到，該所學校則必須更任

校長。而不同的領導者會有其不同的領導風格，藍天高中經歷幾任校長領導，未能

協調好教師間的衝突，長期下來彼此產生對立及不信任感；尤其是在課程發展委員

會（簡稱課發會）開會時，畫面多是相互爭鬥、搶課，甚至需要將會議過程錄音下

來以做為證據，先搶先贏的觀念植入老師們的腦中，彼此間互不相讓，導致會議結

束後仍然無法產生共識和或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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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學校那個時候變化很難過，一直停在那裡，接著就一直往下掉，到 X 校長的時候，完全

等於是陷入萬劫不復。老師變得是完全不信任，老師們跟老師們的對立非常非常強。（訪談 

T-A1） 

課發會裡面砲聲比較大就可以把它搶走，之前那個校長的做法是讓各科去表達意見，後來就

是比較大聲的人就可以搶走，也沒有太多的主張去主導或是去做什麼改變，課發會就很火爆，

搶贏就有，還會動用到錄音。（訪談 T-A2） 

    直到現任校長（晴校長）的出現漸漸開始有了轉變。晴校長到了藍天高中後，

明顯感受到教師之間不信任，且行政和教師之間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晴校長發現

問題之根源為課發會運作不良，因此校長首先想辦法建立開會流程和程序，從根源

上解決問題。 

這學校最大的問題就是課發會，大家沒有信賴感、搶課，所以我一來先解決它。我覺得要建

立一個流程機制，而且這個機制讓我們學校穩建的前進，我就覺得課發會的帶領對藍天來講，

從我進來後是一個關鍵。（訪談 P1-1） 

    為了使教師和行政之間的溝通更暢通，在課發會會議開始之前，晴校長會先和

幾位教師代表進行溝通，請他們將訊息告訴其他教師，讓教師們先去思考，接著再

到會議上進行討論表決等動作。這種作法使教師卸下敵對姿態，慢慢對彼此、對校

長產生信任感。課發會上不再是從前人人鬥爭的畫面，而是校長和教師們針 

對特定事件的共同討論，一同找尋共識的場合。 

後來新校長來就有會前會的溝通，不會直接在會議上就直接把東西丟出來，先告訴我們要做

哪些事情，如果窒礙難行就修正一下，才變成課發會裡面的資料內容進行討論，這樣比較有

效率，不是臨時看到就要表決。（訪談 T-A2） 

校長來了之後就重新去塑造氣氛，又把那個信任的之氣氛帶起來。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很不信

任，一直到了兩年後，重新再把這些建立起來。（訪談 T-A1） 

    由此來看，藍天高中的校長更任對學校教師、學校整體的氛圍造成極大影響，

晴校長首先解決課發會的做法是其中關鍵點。使老師們有足夠的時間先去思考並

提出問題，會議能更有效率地進行；更重要的是，老師們彼此不再是為了搶課而鬥

爭，而是針對學校問題進行對話、討論並尋求較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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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出現：解決問題 

   重視學生學習發展的晴校長，發現藍天高中學生對科展感興趣，但在基礎上需

要教師進一步協助，恰巧聽聞有自然科教師想打破原有的數理資優班升學思維，為

學生成立一個真正做中學的班級。然而學校有其規則制度，並無法隨心所欲開課或

開班，即便認為該提議方案值得嘗試，仍需要考量人事物上的困難，更必須獲得課

發會委員的同意和支持。晴校長找教師討論如何解決多方面的疑難雜症，屢次辯論

後，校長提出其認為較好的解決方法－「社群」。 

我們從發現問題開始，想要去解決問題嘛！解決問題這件事情是勝過於社群，覺得說當有問

題提出來的時候，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在解決問題這件事情上，跟老師來來回回的辯論。

於是我提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裡面，社群是我認為一個最好的方法。（文件 A-7） 

    但何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一開始藍天高中教師並不清楚，也不相信社群能

夠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於是晴校長帶著教師一起學習，共同釐清核心理念，申請計

畫經費補助，解決時間、空間和設備、人員等問題。第一次的親身經歷後，教師們

發現「社群」這個方法可行且有效。校長帶著教師摸索新事物，相互討論、修正教

材、傾聽他人教學想法，加上學校行政的推動，以及教育部計畫經費的補助，讓學

校學習團隊形成，社群開始啟動。 

老師們那時候真的還沒社群的概念，但我們要一起來做一件事情，一起寫計畫來解決這些問

題，之後得到了經費，他們發現這件事情竟然是真的。（文件 A-7） 

我們真的想讓孩子在做中學到東西重視過程，當時大家是這種理念。行政是一個 Push 的動作，

它的 Push 是要實質的，如果有一個會想的人、有一個提供錢的人，再加上一群傻傻跟著走的

人，這團隊就可以形成。(文件 A-8) 

    藉由以上三部分了解藍天高中校長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背景，大型學

校中學校師生人數眾多，彼此相互對立，無法擁有一致的目標方向，而晴校長是藍

天高中開始轉變的關鍵人物。克服學校根源問題，制定會議程序；傾聽教師需求，

建立行政與教師溝通平台；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合作模式，增進課程發展、教學

教法與學生學習上的專業對話，活絡學校整體氛圍，共同尋找學校願景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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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培養未來人才之領導核心思維 

    教育在諸多劇烈變化中受到衝擊，對於未來的預測必然有其不確定性，但學校

領導者要掌握未來趨勢甚至預設理想，以提升競爭優勢，培養學校學生成為未來等

待的人才。試想如果未來熱門行業現在還不存在，要用何種理念、規劃何種課程、

用哪些教學策略、培養學生未來能力？如何告訴學校師生勇敢接受挑戰並向前行？

晴校長冀望帶領藍天高中成為學生學習的贏家學校，「以學生為中心」，找出學生個

人優勢，擴大該優勢跨越更高的個人或群體學習成就門檻。讓學生能在適性發展的

基礎下產生差異化的特質，並在高中階段的學習經驗植入人文素養與美感。以下進

一步討論藍天高中晴校長之領導核心思維： 

一、 學校圖像：藍天大器人  

    過去觀念認為高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考上好大學，教學皆以升學、考試為主。

家長在意成績，學生在意排名，學校也擔憂學生考出來的成績是否亮眼。然而，從

前傳統觀念已無法應付未來世界需求，晴校長覺察未來必須突破此升學主義觀念，

讓藍天高中成為有自己特色的學校。 

我希望可以帶領藍天高中成為一個有特色的高中，使藍天成為一個大氣的學校，藍天的學生

成為能包容各種想法的大器學生。成為一個當別人聽到藍天高中時，會說：「這個學校不錯！」

而不是計較學校排名。（文件 A-1） 

    晴校長運用自身行政與教學經驗，以及個人的治校理念與領導哲學，大膽想像

未來藍天高中的模樣。從地緣上來看，藍天高中校地廣闊，相當大氣；希望就讀藍

天高中的學生，除了學習學科知識外，更能從校園中培養人文素養、接觸藝術之美

的內涵，擁有包容接納他人想法的「大器」。故以「藍天大器人」為特色，作為學

校圖像。 

我希望藍天的孩子，不只在社團中可以接觸到藝術，而是在校園中就可以更靠近藝術，也盼

望藍天的孩子對「美」的接觸，不是只在校園中，而是每一位同學，到了大學，出了社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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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受到感動，也希望這樣可以讓每一個同學認為他在中正的三年是值得的、是開心的。

（文件 A-1） 

    學校圖像非短期足以成形，需藉由經驗的累積及長期參與教育，在心中積累，

並加以系統化整理，當未來派上用場時，再透過邏輯和確定的目標，慢慢架構出圖

像。領導者或許剛開始對學校理想圖像的概念較模糊不清，但秉持信念堅持下去，

相信學校圖像會越發具體化。 

二、 學生圖像：核心品格與心智習性 

    藍天高中以學生為中心出發，希冀由藍天高中畢業的學生能夠具備五大核心

品格以及六大心智習性，晴校長認為這是從一位「素人」變成「藍天人」所需的涵

養。先由全校學生共同票選出藍天學生應具備的五大核心品格，包含有：善良、自

律、正義、尊重以及責任。再將五大核心品格聚焦後，透過校務會議及各科教學研

究會的討論，教師們共同表決出藍天高中的六大心智習性：「堅持」對知識及學科

的學習，養成不斷精進自學特定知識的能力；以了解和同理耐心「傾聽」達成互相

的理解；在學習中「反省思考」個人和他人觀點的不同；「保持好奇探索與讚嘆之

心」解決問題；「共同協力思考」，接受多元資訊，敞開心胸不斷學習（文件 A-6）。

並在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中融入這些元素，讓五大核心品格和六大心智習性於不

自覺情況下深耕學生心中，培養藍天學生成為未來需要的人才。 

學生能認知這個課程地圖，知道學校真正希望他們達成的，比如說，六個心智習性、核心品

格揉進去他的學習裡面，學生慢慢地吸收，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他也可以開口閉口跟你說，

我從哪裡學到觀點，我從哪裡學到串聯…。希望他們是真的都得到了藍天高中的人會變成這

個圖像。（訪談 P1-2） 

三、 教師圖像：學生需求策動教師改變 

    氣宇軒昂的學校，培養學生的核心品格和心智習性，晴校長積極描繪出學校和

學生的樣貌，但在其領導思維裡，卻對教師圖像部分無特別強調。據校長所言，由

於每位高中教師的特質不同，無法定位教師，也無法以同樣的標準制定所謂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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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過去同樣身為教師角色的校長，將心比心表示，領導者制定教師行為的做法

不甚恰當。 

教師圖像我並沒有特別的強調，原因是高中老師的特質，對於被定位及定義可能會非常不以

為然。我比較是從學生的學習需求去策動教師改變，但不會以一個標準的好老師圖像去讓教

師們朝這個方向改變。（訪談 P1-2） 

    相對於訂定教師圖像，晴校長從另一個角度出發，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的學

習需求策動教師在課程及教學上做改變，藉此引發教師當初成為教育者的初衷與

其教學的意義性，唯有教師自己願意改變，教學才真正具有意義。 

參、 佈署未來人才之領導策略 

    領導者架構出經營學校的方向後，必須有效地進行策略性思考，擬定具體實行

方針。晴校長設想藍天高中未來「藍天大器人」的學校圖像，以及「五大核心品格

與六大心智習性」的學生圖像，並從學生學習需求面激勵教師教學改變。如何將抽

象之圖像具體化呈現？晴校長從建立教師的信任著手，引入相關計畫，促發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動力，成立行政核心工作小組，提高行政效率，更不時與教師談論藍

天高中的未來藍圖。以下詳盡探討各項策略方針： 

一、 找尋意義性，建立信任感 

    「帶人先帶心」時常在領導概念中聽聞，學校領導者要讓全校師生跟隨你的方

向和腳步，得先使教師相信領導者。從「心」努力，讓教師願意花時間投入，面對

新挑戰，接受新任務。當校長值得信任時，會提升教師對於教學的投入，校長也更

能聽見教師內心的真實感受（Bird, Wang, Watson, & Murray, 2009）。藉此，晴校長

從旁引領教師找尋教育初衷，重新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打開教師心房，相互激勵

成長。 

跟著這群人去發展這新的挑戰，接受新的任務，我覺得他們必須找到那個意義，當意義找到

時，他們就比較願意投入，而意義是什麼，我覺得是老師發自內心、當初為什麼想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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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些關連。（訪談 P1-2） 

    領導者的態度是建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晴校長不扮演權威角色，而是放低身

段、與教師平起平坐。是適時傾聽教師想法的傾聽者，是解決紛爭誤會的協調者，

是找尋多方資源的協助者，亦是互利互助的學習者。 

她不是那種從上對下，她對你是平等的，不會說要做喔要做喔，不會有數據上的壓力…，

就會覺得是朋友，想要互相幫忙，有事就去挺。（訪談 T-A6） 

我隨時會去問他做什麼，他也知道我做什麼，不是想去監督他做什麼，而是去學習，他現

在有什麼新的發展或是整理，會使得兩邊的資訊流動非常快速。(訪談 T-A4) 

    締造信任感是雙方合作的第一步，卻往往也是最艱辛的步驟。晴校長和教師接

觸、交流二至三年後，才讓教師真正相信自己是為了學校和學生學習著想。 

二、 引進計畫，以專案為基礎 

    學校創意課程的發展、教師的活化教學需要一筆龐大的經費，向外部尋求資源

是較便利且快速的方法，因而晴校長提供多方相關計畫資訊給教師，讓教師得以開

發新式課程。晴校長申請到計畫後，邀請教師撰寫計畫，讓教師參與其中，使每位

教師皆明瞭計畫的目的，並共同研討執行的方法，達到學生學習成效。由教育第一

線的教學者參與計畫編定，更能知悉課程整體的安排與規劃，更符合學生學習的需

求。 

校長跟我們學校很多科老師的態度很 match，默契度很夠，所以在寫計畫各方面，別的學校可

能都是教務主任一個人去寫，然後看誰做，做起來會怪怪的，但在我們學校不是，就是我們

第一線的老師親自去寫。(訪談 T-A4) 

    晴校長深信教師的本質優秀，具備足夠能力，領導者應讓這群教師找到著力點

或是能量出口，讓教師徹底發揮其所長。更透過計畫改善教師與領導者、行政間的

對立抗衡，凝聚向心力，建立共有目標，發展學校，做為其他學校的典範。 

我在想是因為這些老師找到能量的出口，她們發現它的能量應該用再有用的地方，不需要跟

校長作對抗，現在重要是如何讓學校做得更好，甚至是我們應該要做其他學校的典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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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把我們的典範做出來，讓其他學校跟我們一樣好。（訪談 P1-1） 

    藍天高中參與的計畫包含有高瞻計畫、高中優質化計畫、未來人才計畫以及領

先計畫等，由於這些計畫的參與，學校之學習氛圍開始活躍，但同時不免增加了許

多工作壓力。 

（一） 優質化計畫： 

    藍天高中於 99學年度申請高中優質化計畫，優質化計畫的參與，不僅幫助教

師獲得經費實現教學改變的理想，提供教師之間合作機會，也讓藍天高中的課程發

展與教學教法注入一股新能量。 

教學要適當的經費才可以幫助我們去實現夢想跟計畫。優質化本身有經費，可是很難一個人

去做，所以常常是很多人一起做，要執行計畫，反倒是變成有些人會一起討論。（訪談 T-A5） 

搭配優質化計畫裡面的良師增能，有經費的幫助讓教學越來越好，學校行政也很支持。（訪

談 T-A8） 

    學校教師親自著手撰寫計畫，更瞭解計畫的內容及需求，協力開發創新課程；

學校行政則給予支援及支持，以確實執行計畫方案。 

（二） 高瞻計畫： 

    晴校長主動告知教師高瞻計畫相關訊息，促使藍天高中成立第一個跨校資訊

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該社群教師於 99學年度申請到科技部高瞻計畫經費，以學

生為中心，發展學生專題式學習、合作學習等教學策略，並研發新興科技課程與教

學內涵，提升高中生資訊科學及知能，以培養未來科技人才。 

換校長的時候我們做了高瞻計畫，校長丟了一封 Email，叫我去聽說明會，國科會有一個課程

的高瞻計畫，這是國科會唯一有錢進高中的…。校內資訊科本身是三位，校外的話也有三位，

但以往因為沒有這個計畫，其實教學上比較各自行事的。(訪談 T-A4) 

    領導者不時提供想法、資源給教師，激起教師主動參與的心，甚至願意帶動身

邊夥伴一同加入。讓教師改變以往想要監督學校的心態，轉而找校長討論未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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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實等議題，深入討論學校的未來發展。 

我跟學校老師說，要不要參加，我說我帶你、教你怎麼寫，告訴你方向。過去在教師會裡面，

有老師是決不妥協的角色，常常跟行政拍桌子；可是他現在常常來找我討論事情，他的角色

轉變了，也願意出來帶社群，去參加高瞻計畫，變成學校高瞻計畫的主持人。（訪談 P1-1） 

（三） 未來人才計畫 

    晴校長總是預想未來教育的變化，希望藍天高中教師能早一步知道，面對未來

改變，預先做準備，也企盼學校所培養出的未來藍天人擁有足夠的能力應付世界的

快速脈動。101學年度校長提出申請教育部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的想法，

邀請圖書館主任和教師一同加入。 

    未來人才培育計畫聚焦於七大議題：未來家園、未來產業、未來文化、未來科

技、未來社會、未來環境以及未來教育（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14）。但這

些「未來」名詞是教師未曾觸碰過的領域，晴校長帶領教師參加校外相關研習活動，

主動為教師接洽大學專家教授，提供課程與教材研發的新資訊，並撥空參與討論會

議，給予教師諮詢與實際的支持。 

教育部辦的系統思考研習活動，我跟校長就去了兩天，我們兩個去學習，算是我們的外部資

源，因為有這些概念才帶給我們未來的議題。(訪談 T-A9) 

校長也會參與討論，還有像探索卡，她都有一些討論，也幫我們聯繫大學的教授，讓我們可

以去做一些諮詢的動作。（訪談 T-A3） 

未來人才計畫的全新體驗，讓教師們看見自己的不足，充實不同領域的知識，

甚至思考可將其結合自身的專長學科，在未來教學內容中進行更大的發揮。 

一開始搞不清楚什麼叫未來人才，但要推動一些課程，所以有一些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領域，

我覺得很不錯！未來我會把那個東西結合我自己的專長，發揮在我的地理教學上面。（訪談 

T-A3） 

對個人來說，像我本身是特教專長，所以我怎麼想都會是特教的東西，可是我現在必須要吸

收其他未來的東西，新的東西會進到我的專業領域。（訪談 T-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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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領先計畫 

    教師能認知課程教學必須改變是解決學校未來挑戰的重要關鍵因素，因此晴

校長帶領全校教師於 101 學年度下學期申請臺北市教育局的領先計畫，並預計於

102 學年度高一課程開放 27 門探索式選修課程。由於領先計畫中需以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模式搭配課程，進而促使藍天高中各科教師紛紛成立專業學習社群，發揮專

業能力，共同設計研發探索式課程。 

因為領先計畫，所以學校內部很多學科組成社群，變成幾乎每科都有，領先計畫影響挺大的，

一撒下來幾乎全校都動了。（訪談 T-A7） 

公民科老師其實是因為領先計畫在跑的關係，所以這個社群才成立起來的。（訪談 T-A9） 

在領先計畫的帶動下，愈來愈多教師終於願意面對學校未來劇烈的變化，以致

反抗改變教學的聲音逐漸消聲匿跡，多數教師開始調整腳步，跟隨著未來的趨勢前

進。 

未來就是要選修嘛！你不可能說那我不要做，要抗爭，因為對於學生來講，這就是一個趨勢，

既然是趨勢，我們就要想辦法讓自己的課程再更多元化一點，所以好像也沒有什麼反抗的聲

音出現。（訪談 T-A3） 

    晴校長提供多方計畫申請機會，讓教師間產生對話交流，相互激勵，發揮彼此

的能量，促進學校嶄新發展。從晴校長此項領導策略發現，不論是課程內或是相關

活動都需要經費挹注，參與計畫可以成為學校獲取經費的重要來源。透過計畫專案，

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的基礎，讓學校在課程與教學上穩定扎根，往前推進。 

三、 發展社群專業對話 

    若是領導者所重視的事情，他／她自然而然會在各種場合不斷重複強調該事

項之重要性。晴校長建立教師對自己的信賴後，透過高瞻計畫、優質化計畫、未來

人才計畫、領先計畫等各項計畫，讓教師和同儕學習交流，漸漸發現教師之間專業

對話的頻率增加了，在互相互動過程中，激發出更多的火花。過去分散做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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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習慣與彼此討論，分享想法，找出共識的形式，也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

作更具體化。 

我看到比較大的改變是，教師社群這部分變得更具體了。以前比較分散式的做事，只有某幾

個人會討論，那現在因為計畫的關係，所以就變成固定要做的事情，變成是大家都會參與的

活動，而且透過不斷的對話、討論，這個學科的文化是可以被塑造出來的。 (訪談 T-A3) 

    這部分與文獻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相符，教師彼此有共同的目標願景，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擬定共同的時間進行備課、公開觀課以及議課分享。並針對教

學上的問題，分享教學經驗，同時學習他人的優點和專長，給予建設性的回饋與建

議，教師感受到群體團隊的力量大。 

禮拜三早上是共同時間，一個人想東西總是會有盲點，如果有同仁可以討論，我覺得幫助還

滿多的。自己單打獨鬥，跟有人在旁邊支持你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可以被鼓勵，我覺得團體

的力量還是滿大的！（訪談 T-A3） 

我跟著一群人或是很大數的一群人在做，那我也可以跟著做調整。我覺得這是以前在教師組

織的經驗，我不會是獨行俠。比如說男生喜歡穿粉色的衣服，我以前不敢穿，現在多一個人

穿，兩三個老師穿了，那我就跟緊了。（訪談 T-A7）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為藍天高中教師精進專業的習慣方式，是大家分享專業、

進行對話的平臺。從社群中談話的過程，將相關的教學經驗內化吸收，增加自己的

經驗，將所接觸之新事物運用於改善自己的教學上，找到學習新事物的樂趣。 

四、 成立行政核心工作小組 

    藍天高中課發會是學校問題根源，為了使學校行政運作更為有效率，晴校長來

到藍天高中後，成立行政核心工作小組，建立一套會議程序。 

    行政核心工作小組由各處室主任及各科推派一位教師代表組成，於課發會會

議之前進行大方向的「會前會」，晴校長將自己的建議和想法提出來，讓核心工作

小組先行討論是否有問題或無法執行之處，並進行方案之篩選，最後再提案至課發

會上，讓全部的課發會委員進行表決或修正。此作法提升開會效率，委員們也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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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每次會議的重點，彼此釐清學校的願景目標和未來走向。 

開課發會之前有一個會前會議，先告訴我們要做哪些事情，不直接在會議上把東西丟出來。

他先找前面的人告訴大家這些訊息，如果窒礙難行就修正，才變成課發會裡面的資料內容

再進行討論，這樣會比較有效率一點。（訪談 T-A2） 

五、 建立未來藍圖 

    當高中課程綱要更改，升學方式勢必也得跟著改變，洞悉未來的更迭，學校方

面必須提早預先設想因應措施。晴校長的敏銳觀察力和正確判斷力帶領教師逐步

轉動學校航行的方向，運用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課發會等會議時間傳遞最

新的資訊給教師。 

你總是比別人早一步讓老師們發現一些事情，你是領導人，你有敏感度，知道接下來會有什

麼變化、有什麼問題，總是早一步地讓夥伴知道，我們接下來可能會面對什麼事情，可能要

怎麼辦之類的。（訪談 P1-2） 

他常在外面開會吸收外面的做法，把訊息帶回來，看未來可以怎麼改。課發會會講，教學研

究會也會提，抓到機會就跟老師洗腦一下，以後發生什麼事情，你的因應是什麼，做一些心

理準備。（訪談 T-A3） 

晴校長很清楚告訴你可以看後面的幾年，當眼光放的越遠時，發現有什麼變化，可以先來做

一些準備。（訪談 T-A1） 

    對於瞬息萬變的未來教育環境，晴校長讓學校教師提早思考未來要面對的挑

戰，放遠眼光想像之後的世界。T-A3 教師表示，晴校長抓到機會就會不斷提出未

來發展的趨勢和學校應該預備學生未來能力，透過「洗腦」的方式，和主任、教師

反覆談論學校未來藍圖的規劃，課程教學的改變，課程之間的串連，以及相關因應

措施等。晴校長更其將領導作法想像成：「領導者先將成員帶到懸崖邊，讓成員提

早看見這座懸崖的高度和險境，知悉即將面臨的挑戰有多麼險峻，心理先有所準備。

當必須正式面對時，大夥兒早已事先商研好能安全且順利抵達另一山頭的辦法，此

時此刻非但不會顯得慌亂失措，反倒能夠從容不迫地攜手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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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尋覓未來人才之領導實踐 

    卓越的學校領導者總是對學校未來有跳脫慣性思考的想像，從未來的設想中

找到明確之發展方向，並構思要達成未來目標的豐富細節。如何使無形的學校願

景不淪為高高掛在學校牆壁上的標語？使學校願景確切地在校園中實踐，融入於

教師教學內容中，為學校領導者之一大挑戰。本段將進一步討論藍天高中目前實

踐學校願景之情形： 

一、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校長持續提供教師專業學習的機會，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出現更促進彼此

共同學習，亦是新的實踐（Wahlatrom & Loius, 2008）。藍天高中在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的部分，晴校長提供多元的方式來鼓舞教師，激發教師自主專業學習成長的動力。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助力 

    藍天高中以社群方式進行課程設計、專業對話的形式已成為校園中的常態，由

於各科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斷增加，且資訊流通更加頻繁，各社群之間的經驗相

互轉化，讓學習在校園中逐漸擴散。依據文獻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依正式組織／非

正式組織、任務型／非任務型、同學科／跨學科的分類，將藍天高中目前主要在實

踐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予以列出如表 4-1。 

    由表中可知，藍天高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正式／任務／同科」佔最多數，

共計有 6組，大多社群皆是因為教育單位的計畫，如優質化計畫、高瞻計畫、領先

計畫等而紛紛成立，而「正式／任務／跨科」的跨學科社群有 3組，亦是由於計畫

的參與，讓教師們跨越自己熟悉的領域，涉獵不同知識的範圍，由此顯現政策計畫

成為促發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助力。T-A3 認為，透過不同學科的彼此學習，

發現仍有許多自己未知的領域，打開了原先閱讀的範圍和想法思維上的限制，挖掘

其他領域有趣之處，更豐富教學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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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每個學科的觀點會不同，所以聽聽別人的觀點，你就會又有不同的思維，可以激盪出不

同的想法，像是企業私人、管理的，之前接觸不多，但現在因為計畫的社群，所以接觸更多。

（訪談 T-A3） 

    T-A10亦表示不同科目領域的教師，剛開始雖然彼此不熟悉，也會不停的為某

個議題發生爭辯，但卻因為「爭論」，更能夠突破自己原先的認知和想法，課程理

念和目標反而透過激烈的辯論和溝通而更清楚，更明白彼此的需求，讓課程設計愈

加完整，課程也進行更順利。 

很激烈的辯論跟爭吵是很重要的，不停吵的過程中，我們都不斷地去想，對方要的什麼，我

們自己要的是什麼，反而在課程進行的時候很清楚，因為理念經過很長時間的溝通。(訪談 T-

A10) 

    在表中的 11組社群裡，有兩組較為特別，一是「正式／非任務／跨科」的大

稻埕社群，由歷史科召集人 T-A11老師主動詢問地理科教師合作的意願，T-A11表

示：「跟地理科一起製作的大稻埕課程，是我主動表明說希望能夠合作（訪談 T-

A11）。」透過歷史與地理的結合，發展出一門大稻埕之旅課程，讓學生除了瞭解

大稻埕歷史文化外，更融入當地地理人文環境，觸發學生對文化歷史的感動。此社

群並非因某計畫而迫使組成，而是以學生對知識的需求角度出發，歷史與地理兩門

學科教師共同合作互動、共擬課程，期許能藉以找回學生最初的學習動機。 

    另一組則是「非正式／非任務／跨科」的跨領域組合社群，這群教師們同樣不

因計畫而自發性組成學習社群。結合了地理科、歷史科、美術科及舞蹈科等教師，

形成一個跨學科領域的教師團隊。為了讓師生對學校周遭生活的文化保有記憶，努

力安排共同時間，以進行課程內容討論與設計，並帶領學生走進田野，親身體驗農

耕趣味，更深入瞭解社區居民的信仰與文化，喚醒大夥兒對文化保存之意識，共同

為社區文化資料之存續盡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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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藍天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表 

       社群 

類型 

文化保存

社群 

環境 

社群 

資訊 

社群 

國際化

社群 

未來 

社群 

趴趴走

社群 

玩家 

社群 

大稻埕 

社群 

英文 

社群 

國文 

社群 

數學 

社群 

人數 6 12 3 5 10 5 5 10 15 7 5 

正式／非正式 □非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正式 

任務／非任務 ○非任務 ●任務 ●任務 ●任務 ●任務 ●任務 ●任務 ○非任務 ●任務 ●任務 ●任務 

同科／跨科 ☆跨科 ☆跨科 ★同科 ☆跨科 ☆跨科 ★同科 ★同科 ☆跨科 ★同科 ★同科 ★同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符號說明： 

□非正式社群：由教師自發性組成之社群；■正式社群：由領導者或召集人帶領，有專案計畫及固定經費來源而組成之社群。 

○非任務社群：以學生學習、課程教學為目的而組成之社群；●任務性社群：因計畫政策任務而組成，為結果導向，繳交報告。 

☆跨科社群：由 2個以上(包含 2個)學科教師組成之社群；★同科社群：僅由單一學科教師所組成之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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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逆向課程設計教案的撰寫 

  藍天高中為達到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做學生學習的贏家學校，晴校長提出以重視

學生理解的課程設計，打破教師原先的教學設計框架，並積極邀請大學專家教授協

助，讓教師瞭解何謂逆向課程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如何撰寫及其

應用。逆向課程設計為 Wiggins 與 McTighe 於 1998年開始推介，是重視理解的課

程設計，以學習者中心、採用多元評量和問題解決導向來培養學生未來就業能力。

除了微觀的教學設計層次外，更可巨觀地應用逆向課程設計來組成社群，以有效推

動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活動（賴麗珍，2008）。 

因為寫 UbD 出來了，那我們這樣寫到底對不對阿，說實話我也不會改，所以一定要找專家過

來改。把翻譯 UbD 的教授找到，他請老師們 UbD 寫好後，可以直接給他改，他會給紙本的

意見，再來小團體教學。（訪談 P1-1） 

    T-A7 教師更是用心，努力閱讀逆向課程設計相關書籍後，將自己所理解的內

容加以做成 power-point，利用社群討論的時間，無私分享給其他教師，其中還將許

多難懂之字彙、專有名詞等轉換成故事的方式，讓教師們更容易上手。 

利用小組聚會的時候，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 UbD，把我讀完的做好筆記，全部複製給他

們，因為裡面專有名詞太多了，所以我就講這個故事比較好懂。（訪談 T-A7） 

    逆向課程設計教案的撰寫和計畫作結合，搭配藍天高中所申請的領先計畫，晴

校長主動提出領先計畫分享會的活動，邀請校外教師、大學教授來給予支持和鼓勵，

也讓更多人看見藍天高中教師的努力付出，為教師搭起展現能力的舞台。研究者參

與四場領先計畫分享會，看見藍天高中的教師們共發表了 16門創新課程，教師們

在課程研發上努力的結晶，不得不給予莫大掌聲（觀察 A-20131125）。 

（三） 國外訪學的刺激  

    因許多計畫的挹注，晴校長善用各計畫資源，爭取讓教師到國外參加訪學的機

會。藉由到不同國家進行教學觀摩與交流，以刺激教師的思維、拓展教學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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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學年度領先計畫申請到日本進行國際交流參訪，該次之交流成果報告顯示，

教師從參訪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和啟發：老師本身價值觀的轉變，往往是開始改變

的第一步（文件 A-2），在升學主義壓力下，許多教師仍以學生成績為原則，讓學

生以上大學為前提，但時代在改變，教育環境在變化，課堂的價值和進度不能再被

考試所主導才是。 

    本身的求學經驗限制了教學活化的擴展程度（文件 A-2），教育變革多端涉及

到教室內課程設計的翻轉，對傳統教師而言是難以想像的，加上資訊不足的情況，

就算教師想要改變，也會裹足不前。透過參訪激發教師嘗試找尋適合自己的教學方

式，改變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疑惑，也因接觸到不同國家教育的經驗，而對實施

理念和方法更有方向。 

    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多是自己單打獨鬥（文件 A-2），過去教師總是習慣靠

自己獨立完成所有課前的準備、課堂的課程設計、課後的作業與考試等；但現在課

程的改革工作龐大，無法一人獨自完成，而需藉由社群的組成相互交流，增進課程

上設計的能力，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又於 103 年 6 月再次透過領先計畫到大陸杭州及上海進行國際訪學，這次參

加人員領域明顯擴大，包括有國文、英文、數學、社會科、自然科、藝術、生活科

技等 15位教師的參與。據晴校長的訪談得知，其中有位物理教師因為這次的參訪

看見大陸在課程改革和教學的進步，擔憂藍天學生未來的競爭力不足，回國後主動

投入環境班社群，致力改變自己的課程教學模式。在這次大陸觀摩中，教師們進行

了深切的反思：拋開升學框架，減少負擔，增加課程選擇性（文件 A-3），參訪的

三所學校努力尋找適合學生的教育，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相互搭配之下，讓學生成

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這是當今重要的教育課題，也是日後課程發展及教學的重大

挑戰。 

    發展個別化課表，以能力及興趣先行，實踐差異化教學（文件 A-3），由於藍

天高中將於 103 學年度推動英文能力分級授課，因此對於大陸已經開始實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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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教學」感到訝異和驚喜。訝異的是，原先自認為走在前端，卻已在渾然不覺中被

超越；驚喜的是，藉由觀課和座談，更加了解執行上的困境，亦提供學校未來實行

之參考依據。 

    國際交流觀摩和研討中，就教師個人而言，讓教師看見實踐課程與教學的精彩

和動人，明白到教師自身的價值觀是改變的第一步，打開自己的小世界，拓展課程

教學限制，共同討論分享課程實施上的困難和經驗。而就學校整體而言，則吸取其

他國家實施方式的經驗，教師也受到震撼教育，領悟到學校必須開始改變、調整前

進步伐之必要性，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願景。 

二、 規劃課程地圖 

有鑑於教育改革的波動及未來課程綱要之改變，藍天高中預先為 107 年之新

課綱做準備，從 103 學年度起逐步調整（觀察 A-20140328）。行政核心工作小組

針對未來課程地圖開了無數次會議，並進行 SWOTs策略分析後，規劃出 12年國教

的高一新生入學後之三年課程地圖草案，最後再於課發會上討論，進行定案。 

課程地圖設計的三個原則理念，第一，以減法取代加法，減少必修課，增加選

修課程，讓學生自己選擇自己想要的課程；第二，以系統支持學校教育的變革，以

班群為單位，用社群的概念來進行班級經營；最後，以終點來設計起點，以銜接 107

年的高中新課綱為任務，進行設計 103學年度的學生學習課程（文件 A-5）。其中

透過探索、串聯與轉化，讓未來的藍天學生足以面對劇變的世界。 

課程地圖包含品格教育、學習領域以及探索實作潛能等三大部分，由學校教師

開出 27 門多元的探索式選修課程，進行方式為新進高一生於每週五上午或下午，

以全部高一跑班選修的方式，讓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脈絡，讓學習不再是分數

上的斤斤計較。 

藍天高中課程地圖的開創增加學生探索機會，回應不同背景的多元文化，讓每

位學生能擁有適切的發展，也使學生從探索和實踐中，真正以自我實現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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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英文科能力分組 

針對英文科是否要進行能力分組授課之提案，在藍天高中的會議中反覆地進

行溝通和討論。過程中教師提出許多問題，要強制分級還是讓學生自由選擇？如果

讓學生選擇，若程度不一教師該如何授課？若要分級，則英文考試的門檻設定標準

為何？又學生成績計算方式應如何評定？家長是否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被分級？等，

英文科教師提出一連串疑問，希望其他教師和學校行政能幫忙思考種種技術層面

問題的解決辦法。晴校長及各處室主任皆明白學校重大改變的影響及挑戰，因此表

示全面支持和支援，晴校長也告訴教師：「改變本來就是很難的事情，但我們要跨

出第一步。」（觀察 A-20140328）。 

瞭解教師的顧慮和想法後，校長給予充分時間讓英文科教師再次進行商討。連

續 3 次課發會會議上，英文科代表教師傳達並說明科內想法，讓大家瞭解班群設

計與進行方式，而台下的教師們也提出疑問和建議，過程中晴校長則擔任協調和傾

聽者，適時請各行政處室在行政上進行協調和處理。並提出說明手冊的製作方式：

一是對外計畫版，讓家長明白學校的用心和目的；二是校內版本，有詳細的實施說

明與方法（觀察 A-20140502）。一問一答的討論中，展現出教學和行政之間理性溝

通的樣貌，英文科能力分組授課也確定於 103學年度正式實施。 

四、 給予行政資源支援 

晴校長表示：「當學校教師開始動起來，努力往前衝的時候，如果學校行政沒

有給予好的協助，那教師的動力很快就會冷下來了（訪談 P1-2）。」其認為學校領

導者必須隨時掌握教師課程發展之情況與需求，以即時提供行政上的資源協助，避

免出現教師用心研發創新課程，但學校行政卻無法給予支援的情況，若是如此將會

消滅教師的熱情和動力，領導者想要再次啟動必須得花費更多的心力。 

藉此藍天高中行政給予教師教學多方面支助，不論是空間教室之安排，課程時

間之調配，或是其他經費需求等外部資源，竭力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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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時間、空間上的幫忙，帶學生出去實查有租車、保險上的問題，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一

個老師自己做就好了，它關乎到行政上的協助，場地就要跟總務處協調，時間就要請學務處

幫忙。（訪談 T-A3） 

T-A11教師也表示，學校行政若能和教師相互搭配，更能激發教師在課程發展

方面的大膽想像；若無法獲得行政的幫忙，課程則需改變策略，考量較單一的課程

設計模式進行。 

如果沒有行政的支持和幫忙，課程就要設計比較簡單一點，沒辦法讓學生去校外親自體驗，

可能就設計藍天校園走一回這樣。（訪談 T-A11） 

藍天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日益蓬勃發展，課程設計推陳創新的多元性，以及

學校行政給予極大的支援，使教師感到安心，更盡力研發課程教學，讓藍天學生能

藉由全新的課程設計，有機會動手做、或走出校園，習得更多更豐富的知識經驗。 

五、 建立校本自主管理機制 

晴校長為藍天高中成立行政核心工作小組，透過「會前會」的實際操作，確實

顯現核心小組的成效，讓課發會會議進行更有效進行。此種模式亦擴大了參與學校

決策的範圍，讓學校改革的動作循序漸進進行，與因此建立校本自主管理機制模式。 

會議不再是過去非得由校長發聲主持，抑或是教師委員們爭相吵鬥的畫面；而

是以理性的態度面對問題，主動發表意見，給予對方建議，即使是辯論，也是活絡

不斷問與答的過程。教師很自然而然地與晴校長進行溝通或論理，若是校長提出的

想法過於前衛，教師們無法想像時，除了晴校長會轉換自己的表達方式讓教師清楚

之外，行政核心工作小組成員也會加以說明，小組會議中討論出的具體解決辦法，

讓所有教師明瞭，行政會全力給予教師支持和幫助，行政和教師並肩同行（觀察 A-

20140328）。 

又課發會委員多達 30多位，為了推動新學年度的各項改變計畫，核心工作小

組參考了課發會委員的意願，將委員們分成選修課程規劃組、課程計畫審定組、教

師自編教科用書審查組、課程評鑑組、教師進修規劃組、綜合組等六組（文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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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進行計畫的實行。透過自主分工管理的機制，進行學校創新變革。 

    由上述藍天高中的領導實踐作為中看見晴校長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激勵教

師以專業學習社群的模式共同研發課程、分享教學經驗，也引進外部專家進行幫

助教師深化專業能力。校長善加運用計畫經費，讓教師們走出校園，刺激想法，

看見外面世界的進步，領悟自身學校的危機。面對教育環境的巨變，晴校長帶領

教師共同決議改變未來藍天學生的課程地圖及分級授課方式，並成立行政核心工

作小組，負責規劃與執行，全力提供教師支援和資源，使學校循序漸進革新。 

伍、 放眼未來之領導挑戰 

    藍天高中在晴校長的領導下，學校在共享願景目標下，循序發展，不論是在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或在創新課程研發的展現，皆可看見藍天高中在實踐

上之豐碩成果。本段藉由藍天高中的實踐情形與觀察訪談，討論未來面臨之挑

戰。 

一、 調整步伐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力 

藍天高中原先為解決問題而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萌芽，接著藉由計畫專案讓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茁壯成長。晴校長將眼光放遠未來，讓教師習慣以社群互動模式

進行討論和開發課程。校長不斷向前跑，計畫接續著申請，過去教師只要管好自己

教學就好，現在要教書又得寫計畫、研發新的課程，突然間的轉變太大，讓許多教

師們尚未做好心理準備，無法全盤吸收消化，因此在學校不斷改革的過程中感到相

當疲憊、辛苦。 

校長跑得非常非常快，我算是一個不慢的人，都覺得很辛苦，跑這麼快根本都追不上。今天

來了這個案子，下一次又來另一個，可是平常只有教書的我們不一定消耗得了。（訪談 T-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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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領導者跑得速度太快時，會出現教師跟不上領導者不乏的情況，T-A12提到：

「這個東西不是那麼快，也不是用力去推就會有好效果，是需要等待、陪伴。（訪

談 T-A12）」，校長洞察未來的變化，要教師瞭解學校要預做準備，開始改變；但同

時也需要學會放慢腳步、學會等待和陪伴，讓教師喘口氣、休息，也讓教師深信校

長會陪伴大家，共同面對未來。 

晴校長也認知到自己跑太快讓教師有很大的壓力，曾有一段時間試著放慢腳

步、沉澱思考改革的速度，也努力思索出社群持續下去的動力，要讓各社群擁有夢

想和階段性的目標，使之穩健發展。 

身為領導者關心學校各社群之發展情況，適時地激發教師想法或給予不同刺

激，讓社群內保持專業對話、逐漸建立組織的學習文化。然而，如何協助社群確立

夢想和目標，以維持社群的續航力，是學校裡每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能會面臨的

困境。 

（二） 課程規劃 

為因應 12年國教新一屆高中生學習，藍天高中規劃 103學年度高一新生三年

的課程地圖，期望學生能在藍天高中習得未來的能力。首先減少必修課，增加選修

課，落實於 27門探索式選修課程；接著英文科採能力分級授課，課程規劃、教材

統一與教學方式，不同組別採用適合學生發展的教學模式。以學生學習需求為核心，

往後再依 103 學年度課程地圖實施中所遇到的問題做修正，設計調整未來的課程

內涵，使學生學習的課程地圖更具完整性。面對眾多的改變，學校勢必得做好心理

準備，並預想所有將會碰到的困難，擬定相對之因應辦法。 

（三） 相關配套措施 

    學校為迎接未來變化進行多方面改革，選修課程、課程地圖、教學教法、課程

研發與能力分級的調整等，讓藍天高中全校教師皆開始啟動教學改變。多數教師皆

能認知到大環境的改變，也願意選擇面對未知的挑戰，將其化成具體行動，配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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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專案進行課程上的創新發展。 

    當教師熱血沸騰的展現身手時，學校領導者須能承擔重任，確保這些教師努力

向前衝刺後，可以從中獲得成就感，且此時行政應給予全面性的幫助，若行政沒有

表現出好的作為，只剩下教師在努力，會讓教師感到極度灰心喪志。因此，校長勢

必得在行政端準備好所有配套措施，從較簡單的硬體和教室桌椅提供到較複雜的

學生探索式課程選課系統之架設，或英文能力分級的依據，學生對於課程時間安排

之瞭解等，林林總總的相關配套措施，都必須事先做好萬全準備。這一系列相關配

套措施的規劃和籌劃，對藍天高中而言，是一項即將應對的挑戰。 

二、 願景深耕發芽 

    學者 Hallinger 與 Heck（2010）的研究中顯示，學校的願景和目標的建立是學

校領導者影響學習的重要途徑，透過集體努力，達到該目標，促進學生成就，以全

面改善學校。晴校長藉由口頭傳達和行動展現，促發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

優質化計畫、高瞻計畫、領先計畫等各計畫的搭配，逐漸將學校圖像予以具體化。

但這樣就足以表示學校的願景目標達成了嗎？晴校長認為仍需要時間繼續努力，

現階段只是將訊息傳達出去，用一種不斷重複解說和宣傳的方式，包括願景的鋪陳，

在各種展示品如手提袋、紀念品、學校的布置上宣達師生學校的目標，但還未能將

這個圖像種植在教師及學生的心中。 

    就此來看，藍天高中在實踐層面，就好似晴校長選好顏料和圖案，並將顏料和

圖案塗抹在教師和學生身上，如同學校品牌、學校外觀、教材教法、課程規劃等；

但是晴校長冀望這些表面外觀上的塗料、圖案，有一天能夠變成教師和學生真正的

膚色，師生很自然而然地認同學校願景圖像，到達這個程度時，表示學校圖像已在

師生心中深耕萌芽。然而，心中發芽的領導難度相較於領導步伐的調整，需要花費

更長的時間慢慢灌溉和等待，加上現實制度訂定學校校長的任期問題，以及領導者

本身的意志力是否足以長久支撐，亦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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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領導者調任 

    藍天高中自從晴校長到任後，學校整體方向有極大的轉變。過去教師之間、教

師與行政之間互不信任，到現今彼此合作無間的夥伴關係；以往教師單打獨鬥的形

式，轉變成辦公室、校園中群聚討論、分享與專業對話的學習社群風景；從前搶課、

錄音、鬥爭的課發會轉型為有機制流程，針對學校未來議題研商的會議，晴校長皆

在各項改變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然而，校長不可能一輩子都待在同一所學校，晴校長在藍天高中的任期剩下

三年，當任期一到，藍天高中的主任們、教師們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在沒有晴校長

的帶領下面對接下來的變革？對於下一任新校長，又要如何溝通傳達學校想要走

的方向？學校行政核心工作小組是否能夠繼續維持，達到應有的行政效率？這些

問題，皆是藍天高中在未來校長調任後需要面對的。學校領導者之輪調對藍天高

中而言是更長遠之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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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碧海高中的故事 

    碧海高中為小型學校，在改革衝擊下企圖在穩健腳步中尋求發展，讓學生從世

界的中心，迎接未來挑戰。碧海高中教師自覺學校面臨的危機和未來的挑戰，自發

性地加入行政團隊，並組成自我管理工作小組以帶領教師再次出發。學校領導者海

校長偏向學校行政事務上的管理，教學部分則提供空間，和充分授權教師發揮，並

交由教務主任及實研組組長帶領教師團隊，找出變革路徑。教師領導團隊運用高中

優質化計畫成立學科及跨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擴大至各處室參與計畫，並從教學

中心轉為重視學生學習需求，極力研發及設計校本特色課程。教師團隊自發性的積

極辦理教師專業學習工作坊，力邀大學教授及專家委員指導，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並善用專家諮詢委員之建議與回饋，修正實施方式以達執行成效。 

    由上述先初步了解碧海高中教師自發性加入行政團隊帶領其他教師進行學校

改革，校長授予教師充分空間進行課程與教學改變。接著將詳盡描繪碧海高中領導

者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故事，討論碧海高中由下而上之領導思維，並探討教師團

隊為因應教育改革衝擊所擬定之策略，以及目前學校所實踐之情形，最後探究碧海

高中未來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壹、 海校長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起始 

一、 學校規模：小型學校 

    碧海高中為完全中學學校，國中部 31班，高中部 12班，全校共約 1330位學

生。由於國高中制度不同，且本研究中主要探討高中部分，故僅針對碧海高中的高

中部進行討論。碧海高中的高中部班級數有 12 班，普通班各年級 3 班與體育班 1

班，高中部學生共約有 120人，高中老師則共有 29位，且流動率低。就碧海高中

的高中部教師和學生數來看，屬小型學校規模，從教室向外望，可看見一片廣闊大

海，是塊優美靜地，教師之間情感深厚，容易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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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長更任：從施壓到彈性發揮 

    傳統升學為主的觀念，碧海高中歷任校長多注重學生升學率，以升學導向為主

進行領導，認為教師要負責督促學生成績，讓學生能夠順利進入大學。 

那時很重視升學，記得有次開會，他就在會議上跟高中部老師講，所謂的會教，就是 180 分

能上大學，你就要把 100 分的學生帶到 180 分讓他考上大學，這樣就是會教。（訪談 T-B1） 

    此外，規定教師準時進校，時間一到，學校大門便上鎖，遲到的教師和學生同

處分，登記遲到，認為教師要以身作則，才有資格管教學生。領導者過於嚴謹的治

校風格，忽略了管理教師的同時，應適時地關懷教師。對此 T-B12教師表示，當時

教師感到壓力很大，學校是封閉壓迫的，故該任校長調任時，真是相當開心。 

前前前任校長非常的認真，什麼都要管，但是都沒有關心過老師，那個校長把學校整個都帶

垮了...他 7 點不到就到學校，7:30 就鎖門，老師遲到就被記，連颱風天也會，跟著他三年下

來，我們真的是好開心把他送走。（訪談 T-B12） 

    現任校長（海校長）到任後，從他人口中聽聞碧海高中高中部教師不太認真，

但長期的時間相處下來，校長發現教師不僅具教學熱誠，也在課程發展中努力做改

變和突破，因此給予教師肯定，賦予教師彈性發揮空間，鼓勵支持教師。 

一開始可能是刻板印象，有人會在你旁邊說來說去，說老師不認真、會推卸責任，所以一開

始是用高倡導的方式，簡單來說就是「要求」。到後來越來越認識老師們後，我發現碧海的

老師其實很認真，我就開始調整自己、改變自己，開始多多關懷老師。（訪談 P2-1） 

三、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出現：教務主任的更換 

    碧海高中於 98學年度申請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但一路上走得並不順遂，

計畫屢遭專家諮詢輔導委員退件，讓每次辛苦撰寫計畫的教師感到相當納悶，開始

找尋原因，發現行政和教師之間沒有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造成雙方無法將資訊完

整傳達。 

    前任教務主任於會後並沒有告知教師，委員所給予的修改建議，也未與大家進

行溝通討論，便逕自做修改，導致教師所執行的內容和計畫不相符，兩邊各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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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討論，也未能建立共同目標或方向。 

計畫提出去之後，可能有些委員有建議要修改，但修改的時候當下也沒有找老師討論就直接

改了，改了之後也沒有再告知，就會讓我們想說，怎麼跟之前提的不一樣。（訪談 T-B13） 

    學校行政端不告知、不討論，以上對下態度交代教師任務，多數教師不以為意，

也有教師甚至希望能直接與專家教授詢問問題所在，但又擔心越級問題，久而久之

便以消極且被動的心態草草了事。不明白優質化計畫是什麼？又為什麼要做這些

事情增加自己的工作量？這種消沉情景年復一年，導致碧海高中無法進入第二期

程，始終停留在第一期程繼續努力。 

我們覺得又有一個工作要叫我們做，就很隨興的在做，因為也沒有方向啊！就優質化是優質

化，我們是我們這樣。告知的方式是上對下的，召集人去開會，回來就說我們要做什麼，可

是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做，而且最後出去的東西也不是當初所講的。（訪談 T-B10） 

我們該做的都有做，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教授的反應會是這樣子？可是我們也不知道

要怎麼去直接跟教授溝通，因為中間還卡了一個主任，我們也不便擅自作主。（訪談 T-B6） 

    直到 101學年度計畫進行至第四年時，教師不甘學校「日益沉淪」，便鼓起勇

氣，主動向海校長提議替換教務主任。從中暗示校長替換 T-B13教師接任，T-B12

教師則自願當助手，加入行政行列，接下實驗研究組（簡稱實研組）組長的職位，

予以從旁協助。T-B13教師接手教務主任後，其做事風格友善，善用行政的力量支

持教師教學，建立行政和教師間互信合作的夥伴關係，在共同努力下，優質化計畫

於 102下學年度順利進入計畫第二期程。 

    在新任教務主任和行政同任的努力下，教師逐漸理解優質化計畫的內涵，並因

各子計畫讓教師自然而然形成討論社群。以社群為出發點，定期聚會，發展課程，

相互加油打氣，增益教師對教學的自信心，並逐步將計畫內容聚焦於學生學習上。 

     小型學校的碧海高中，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凝聚由下而上的共識，突破舊

有教學思維框架，並共同為碧海高中找到未來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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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要的設計就是以社群出發，當初是先有子計畫，後來推 PLC 之後，對我們這種小學校

來講，發現把子計畫跟 PLC 結合起來是比較有效率的。（訪談 T-B3） 

現在大家慢慢習慣定期討論問題，互相講優質化有沒有困難點，互相打氣加油，透過別的老

師的想法，發現我們其實做的也滿不錯的！（訪談 T-B10） 

    從小型學校碧海高中的學校背景脈絡來看，歷任校長領導模式，行政端權威命

令，讓教師只是一味被動的執行任務，上與下之間沒有建立好溝通管道，也缺乏足

夠的討論，以致無法達到計畫目標。而新任教務主任與實研組組長是碧海高中轉變

的重要關鍵角色，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和學校的學習氛圍逐步發展起來。 

貳、 穩健發展之領導思維 

在教育改革大旗的揮舞下，教師積極加入行政團隊，讓碧海高中徹底革新。過

去由上而下的行政領導轉為由下而上慢慢凝聚共識的教師領導，做到了真正的蛻

變，也讓教師再度尋找到一度失去的活力。學校轉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穩固根基，針

對課程設計和教師教學進行革新，讓碧海高中在穩健的狀態中構築未來的發展方

向。 

一、 學校圖像：立足世界，挑戰未來 

處在升學壓力、相互比較的世代，碧海高中校排名並非名列前茅，學生因排名

之標籤化而顯得自信心不足，學生即使喜歡學校教師，對教師教學有認同感；卻會

因就讀碧海高中而感到自卑。教師期望突破升學比較心態的困境，讓學生培養出自

信、接納自己，並認識到英雄不怕出身低。 

我常看到學生書包反背，會覺得為什麼要反背？雖然不是頂尖的學校，可是至少大家看到會

說，這是不錯的學校！還 OK！這樣就夠了。（訪談 T-B13） 

雖然非頂尖學校，但是教師希望學生從碧海高中畢業後，具備足夠的能力面對

未來世界。碧海高中的願景，便是預備好學生面對未來，教師希望學生從碧海高中

出發，從世界探尋，具備勇氣，迎接未來挑戰，成為未來卓越碧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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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圖像：五項學習能力 

碧海高中以發展語文為特色，透過社群工作坊，高中部教師共同聚焦討論碧海

高中學生的圖像。從語文能力出發，期望學生習得五項能力：學生能重新認識自我，

自我定位，具有探索未來世界的「表達規劃能力」；能對文章加以理解並充分思考

和統整的「閱讀思考能力」；運用多種媒體資源工具以解決問題的「資訊統整能力」；

用心觀察生活周遭，並具欣賞與分析的「鑑賞批判能力」；對人文、社區、社會多

多關懷和回饋的「服務關懷能力」。配合教師課程教學的改變，將這五大能力融入

課程內容中，讓碧海高中的學生積極養成，維持學習動力。 

三、 教師圖像：與眾不同的動力 

    由一群高中教師積極主動尋找學校問題根源，付諸行動，最終找到正確的方向，

改變學校。在碧海高中並不需要特別去描繪教師的圖像，而是教師早已經繪出屬於

自己的圖像。加上碧海高中的教師人員數少，僅29位教師，調任流動少，教師穩定

性高，彼此間有堅定的情感基礎。三不五時的便一起思考、討論課程與教學的發展

和改變，或想像學校未來的發展和走向。多數教師希望學生能夠越來越喜歡碧海高

中，能夠習得碧海的五大能力。教師們也自認為他們的熱情與動力，是碧海高中的

寶物，也是其與眾不同之處。 

參、 自發參與之領導策略 

    即使碧海高中地理位置不甚方便，但極少教師申請調任他校，因而學校教師人

數及素質穩定性高。面對教育環境大改革的影響，學生程度差異性加大，碧海高中

教師團隊積極找尋各式方法策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將學校願景具象化。 

一、 積極主動解決問題  

    碧海高中過去的行政風格一向讓多數教師規避接觸，對於平日埋首於教學的

教師而言，行政指派的工作是項額外負擔。當時的主任或組長鮮少向教師說明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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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計畫方案的目標，僅是發號施令要求教師想辦法執行，教師辛苦實施計畫卻換來

諮詢委員的批評，沒有得到任何掌聲，這讓教師感到相當委屈。百思不解情況下，

教師開始主動了解問題，發覺計畫負責人並沒有將完整計畫精神或實施細則確實

傳達，且在尚未整合討論的情況下，便擅自將計畫修改送出，導致哀鴻遍野的結果

產生。 

一直寫計畫執行計畫，但到最後總是不知為什麼沒有過，到第三年時，覺得好像都是被罵，

不管來審視的是官員或者是教授都很不滿意。私底下就聊 覺得是那個頭頭出了狀況，他跟我

們連繫不是很暢通。（訪談 T-B1） 

他自己說要繼續辦下去，但是不知道他要怎麼繼續辦下去，因為連最後投出去的計畫都是前

一年隨便修一修，也都沒有跟我們通知。（訪談 T-B6） 

    面對學校執行計畫的負面評價，教師於心不忍，深怕學校就此一蹶不振。部分

教師於101學年度主動向海校長說明狀況，期望校長能採取行動，解決問題。起初，

海校長似乎尚未意識到學校所面臨的危機，經由教師一而再，再而三找校長進行溝

通對話後，校長答應重新審思教務主任的替換人選。 

因為這個學校已經快要走向滅亡了 所以...真的再這樣下去一定是死路一條…校長好像一開

始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好像都沒有感覺，之前就有同事去找過校長，可是校長好像聽

聽也沒有什麼動作，所以我們又一堆人再去找他，聽一聽他也覺得這件事情要考慮了。（訪

談 T-B10） 

    碧海高中教師齊心協力、積極主動、尋求溝通，以解決問題，讓後續的優質化

計畫有機會盤整，重新出發。 

二、 自願性形成行政工作小組  

    學校行政被視為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多數教師選擇不擔任行政，想盡辦法婉

拒任何行政職務，更要求新進教師接掌職務或是以抽籤方式輪流分攤工作，導致無

法適才適所。 

    碧海高中前任教務主任的做事風格，造成旗下組長無人願意擔任，而必須以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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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的方式進行。當時教師沒有去考量，若中籤的教師工作能力無法勝任該職位時，

將造成行政作業的效率問題。T-B6教師表示，當時的實研組組長是連電腦都不會使

用，卻得處裡龐大的資料，十分不恰當。 

    教師消極不作為的積累，造成學校行政運作效率日益不彰，學校名聲直直跌落，

讓在碧海高中教書多年的教師感到相當不捨，因此主動提出願意加入行政工作行

列。在教師的支持下，T-B13便接下教務主任一職，盡最大努力改善學校，表示若

當初自己沒有在關鍵點勇敢站出來，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自責。英文科的T-B12教

師也自願承擔實研組組長的責任，重新組織教務行政團隊。 

如果當初我沒有在關鍵點上跳下來做些東西，而讓學校垮了，我會有點自責。但如果說做了

也沒有東西...那...我也認了。（訪談 T-B13） 

    教務主任（T-B13）與實研組組長（T-B12）的誠意和投身，讓參與行政工作的

教師產生凝聚力，形成團隊，以由下而上的方式改善學校。這些自願加入的教師，

因為心中那顆「放不下學校的心」，主動加入行政行列，形成領導的核心人物，自

發性組織行政工作小組，積極尋找學校革新的動向，全力進行學校改革。 

三、 信賴與平等關係 

    碧海高中教師有將近十位於同一期考試就進入碧海高中教書，彼此之間已經

相識十幾年，早已奠定深厚情誼。接下教務主任職位的T-B13教師，也不會擁有主

任頭銜後，自認為比教師高一等，表現高高在上，反倒認為教務主任只是自己接手

行政的職位，與教師的相處模式並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 

我比較喜歡跟老師們攪和在一起，我不希望他們把我當主任看，所以我接手的位置只是個職

務問題。（訪談 T-B13） 

    由於T-B13主任平等對待教師，以及T-B12實研組組長親切又負責任的態度，

時常與教師保持互動，互相討論課程，坦承面對目前教學執行上所遇到的困難，打

破過去行政教師互不往來的情況。長期自然合作下，填補了教師和行政團隊原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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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跨越的鴻溝。教師相信主任、相信組長，只要一句話，便義不容辭的幫忙。 

優質化要怎麼推動，我覺得跟領導人有很大的關係。其實我們也不是很想做，但因為 T-B13 老

師是我們的好朋友，所以就做。（訪談 T-B10）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信任，他在行政的部分會支持，我就真的可以去執行。（訪談 T-B9） 

T-B13 主任和 T-B12，他們整個就帶起高中部，他們加入行政團隊是學校的一個轉變期。（訪

談 T-B5） 

    在信賴關係建立起來之後，教師願意分工合作，漸漸培養出默契，讓碧海高中

的優質化計畫逐步脫胎換骨。教師在相互支持和協作下，帶動碧海高中的轉變。 

四、 擴大教師參與計畫 

    優質化計畫是碧海高中獲得經費的重要來源，自98學年度起申請至今，於102

學年度順利通過第一期程第五年的考核後，終於進入第二期程。但在計畫初期行政

和教師間因缺乏溝通，教師對於計畫不甚了解，採消極態度執行之，各科教師也因

缺乏溝通討論和整合，導致前三年計畫內容以拼拼湊湊方式提出，呈現零碎和混雜。 

以前都是行政在做，我們對優質化計畫只有片面了解沒有全面了解，教務主任也一直換手，

大家對這個計畫怎麼動也不了解。再來高中老師已經很辛苦了，所以很零碎的把一些計畫湊

起來。（訪談 T-B5） 

    至第四年教師積極主動加入行政團隊，才找到新的動力。接任的兩位行政新血，

讓教師重新理解優質化計畫的內涵及目的，並透過數次溝通，清楚表達教師需要參

與之處，讓教師認識優質化，並願意加入計畫。依循計畫要求，碧海高中教師開始

成立專業學習社群，教師理解行政的難處和辛苦，行政也同理教師教書的忙碌。 

T-B13 跟 T-B12 加上其他老師，我覺得真的讓學校的改變很令人驚豔。現在我有更多的機會

能夠跟不同性質不同業務面的老師產生互動，我覺得感覺滿特別的。（訪談 T-B5） 

    T-B13教務主任認為，學校真正動起來，必須讓更多教師參與優質化計畫。因

此將計畫相關之所有資訊和活動皆傳達給學校每位教師，期望一直尚未表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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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畫，或是沒有機會接觸到的教師也得到消息。透過積極宣傳，讓更多教師願

意一起加入，嘗試不同的創新教學，提升學生學習。 

發活動 mail 的時候，想說如果給核心人物和參與的老師，就只有這些人知道，剩下的就是一

直都沒參與的，如果沒有發給他，以後就也都沒機會來，也不會有機會接觸，所以我決定發

全部給老師，我覺得說只要她願意來就好。（訪談 T-B13） 

研究者多次參與教師社群開會，有機會觀察到碧海高中教師領導團隊的改變，

那些願意一起從谷底奮力爬上的教師，顯得鬥志昂揚。從不了解優質化的內容，到

共同研擬並釐清每個子計畫執行過程，自願形成團隊，找共同時間溝通討論，擴大

教師參與，重新檢視和建立碧海高中之核心價值。 

肆、 重新啟動之領導實踐 

學校在穩健中尋求未來發展的領導思維，以積極主動、擴大參與的領導策略，

對碧海高中產生了正面的影響。教師把握學校轉換的契機，組成計畫推動工作小組，

認真對待101學年度第一期程第四年的優質化計畫，讓碧海高中可以重新出發、進

行變革工程。本小節從碧海高中再啟動的關鍵年度開始說明優質化計畫的實踐過

程，探討主教師之具體作為，將願景策略化為詳細目標，付諸行動。計畫推動行政

小組主動辦理相關教師增能活動，善用外部資源，透過溝通協調，與更多教師、處

室合作，並給予教師教學需求全力支援。 

一、 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 

    教務主任（T-B13）與實研組組長（T-B12）於101學年度起改善行政團隊，帶

領教師發展和貫徹專業學習社群的活動內容。透過密集研討與深度對話，將原先只

著重於語文教育的推動中，加入特色內涵，讓教學更富創意多元。並積極辦理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協助老師開放自我，建立互學關係，教師逐漸願意合作，形

成課程與教學發展的專業學習社群。 

    為使教師明白發展高中優質化之精神，鼓勵有創意的教師主動加入計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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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T-B12實研組組長負責邀請大學教授及專家諮輔委員，於101學年度起舉辦提升

教師研習動機與專業成長工作坊。102學年度再度邀請教授專家深入淺出指導，進

行跨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深入對話，協助教師發展跨學科專業學習社群的運

作概念及方向，進而促進教師共同合作成長及創意教學構思。 

    在跨學科的合作方式之下參與計畫教師的產出具體教案，成功發展教師跨領

域對話與學習的專業成長模式，讓教師跳脫學習框架，開創新的學習模式。教師團

隊更於課程設計上引進UbD教學教案寫法，深化教師課程與教學上的精進。在該次

工作坊中，共有16位教師參與撰寫，並完成5份教案。教師犧牲週六假期時間，到

校與同儕們進行激辯思考，共同定調學校未來的發展願景和學生五大能力之培養

（觀察 20131005）。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之學習模式不同於以往制式化的研習方式，吸引更

多教師參與，從98學年度僅有4位教師參加到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增為21位教師，已

達到29位教師中72％的參與比例（文件 B-1）。 

    海校長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給予教師相當大的幫助，故賦予教師空間，使其

足以發揮能力，帶動學校課程發展。縱使海校長與教師的交集頻率較低，但校長眼

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啟動不但活化了學校發展，也活絡教師之間的互動氛圍，感

到高興和給予教師肯定。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這部分幫助很大，而且除了本科之外，我們現在還有跨科了，讓學生分組

發表，我覺得這樣很好。（訪談 P2-1） 

二、 善用專家諮輔委員的專業和回饋 

    海校長充分授權教師，未曾聽聞校長否定教師想法和做法，或限制課程發展的

改變，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亦多持正向支持。然而，海校長主動與教師討論或對

話的機會不多，多半以閱讀文書資料來瞭解計畫進度及課程發展，在無形中拉長與

教師之間的距離感。校長和教師無法產生自然交流對話，多以正式語言或在正式會

議上必恭必敬地交談（觀察 20140416）。研究者參與討論會議中，觀察到校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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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致詞後，多半因其他公務便先行離席，轉交由教務主任帶領教師進行討論。在無

法由學校領導者一方獲得實質指導的情況下，實研組組長便積極找尋外部專家諮

輔委員協助，甚至還與教務主任親自到大學請益教授。 

    教師聽取專業建議，善加運用專家諮輔的建議和回饋，落實計畫執行的自我檢

核。於101學年度至102學年度第一學期止已進行6次專家追蹤輔導訪視（如表4-2），

教師團隊依循每次的討論和回饋予以確實修訂和改善。例如：建議課程設計的表單

等紀錄應有一致性，以利彙整，教師便開始研擬共同備課範本，並請專家諮輔說明

逆向課程設計（UbD）的方法和撰寫方式，初步規格化教案格式（觀察 20131005）。 

    專家諮輔委員協助碧海高中教師團隊了解計畫核心價值，運用腦力激盪與小

組討論，將核心價值重整後再次聚焦，使教師更明白教學與學生學習的目標連結，

並改善執行方式。在定期從旁引導下，教師改善計畫的執行成效，也建立了碧海高

中的願景目標和策略發展方向，教師兩年全心投入下，終於在102學年度第二學期

順利通過審查，進入優質化計畫第二期程。這個結果對於整體教師團隊，無疑是明

確和踏實的肯定。 

表4-2 

碧海高中專家追蹤輔導訪視表 

年度 時間 主題 

101學

年度 

2012年10月12日 
第一次追輔訪視：確認碧海第一期程第四年計畫實施

內容與方針。 

2013年1月28日 
第二次追輔訪視：檢核第四年執行過程與成效，其中

針對特色課程加以討論與修正。 

2012年3月11日 
第三次追輔訪視：檢核第四年成果報告並提供第二期

程實施方針。 

102學

年度

第一

學期 

2013年9月14日 
第一次追輔訪視：共18人參與，確認第一期程第五年

計畫實施內容與方針。 

2013年11月15日 
第二次追輔訪視：共20人參與，檢核第五年執行過程

與成效，針對特色課程加以討論。 

2014年2月21日 
第三次追輔訪視：共20人參與，檢核第五年成果報告

並提供第二期程實施方針。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文件 B-1與文件 B-2加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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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發校本特色課程 

    碧海高中因計畫而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於101學年度重整團隊以社群模式

出發，首先討論社群運作概念和學習方法，進而建立校本特色課程的方向，102學

年度則進行統整式之特色課程，以跨科協同教學模式，關注學生學習。 

    表4-3為教師發展的校本特色課程，以協作方式創新和活化課程與教學，創造

發展。首先，教師共同討論碧海高中學生應具備的能力，再突破認知框架，開發出

五大統整式之校本特色課程。統整性課程包括了認識自我、航向藍海、英語繪本、

閱讀達人以及服務學習。各項課程皆以跨科主題式教學模式進行，並嘗試於教學上

做改變。教師執行過程中透過無數次的課程討論會議，進行檢討與修正教案，並分

享教學上的困難點，找出因應策略及改善措施，以求精進教學。 

表4-3 

碧海高中校本特色課程表 

特色課程 
社群

人數 
學科領域 課程主題 

認識自我 6 

國文、地理、公民、

歷史、美術、健護、

電腦 

讓學生能透過認識自己的名字、外貌、身

體來達自我肯定，以超越自我，擴展生涯

發展信心。 

航向藍海 4 
地理、歷史、公民、

電腦 

透過對學校附近山的歷史人文、地理環境

與社區營造概況的了解，讓學生實地踏

查、製作影片，培養主動認識、探索、關

懷成長的社區。 

英語繪本 4 英文、美術 

英文和美術科的合作教學，提升學生求

知、賞析、表達及創作能力，讓學生看見

世界的多元文化，並應用於繪本創作。 

服務學習 7 
國文、生物、行政

組長 

延伸認識自我主題到社區關懷，讓學生找

到自我成長的空間與價值，並具同理心。 

閱讀達人  圖書館、國文 
從主題式閱讀中探索自我，鼓勵學生思

考，並勇於表達個人想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文件B-2加以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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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效形成自我管理工作小組 

    為求學校優質化成長，教師自願擔任行政主管，故學校行政團隊於101學年度

進行大幅度改組，同時特別辦理自主管理計畫，以進行自主管理與檢核機制，定期

進行各項內、外部的控管，以落實並展現執行成效。   

    為使各子計畫與教學課程更加緊密結合，每學期課發會與教學研究會皆針對

優質化子計畫提出建議回饋，強化子計畫與教學課程聯結。且每兩週的行政會議，

亦針對各工作進度及執行予以了解，並協調各處室的分工與支援（文件 B-1）。 

    自我管理工作小組於執行期間召開多次會議，改進小組會議方式。從教師教學

出發，提供教學執行進程、困難及建議修正方式，實行專業社群對話。具體研擬子

計畫執行方針，逐步修正，以質化檢核據實紀錄會議，呈現成果（如表4-4）。 

表4-4 

碧海高中會議時間記錄表 

 會議類型 時間日期 次數 

101

學

年

度 

校務會議 2012/8/30、2013/1/18 2 

行政會報 

2012/9/14、2012/9/28、2012/10/19、 

2012/11/6、2012/11/16、2012/11/30、 

2012/12/22、2013/1/7、2013/3/8 

9 

專家到校諮詢訪視 2012/10/12、2013/1/28、2013/3/11 3 

PLC 教學團隊研習 2012/12/2 1 

102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校務會議 2014/1/20 1 

行政會報 

2013/10/8、2013/10/29、2013/11/12、 

2013/11/26、2013/12/10、2013/12/31、 

2014/1/14 

7 

專家到校諮詢訪視 2013/9/14、2013/11/5、2014/2/21 3 

拜會大學教授 2014/1/25 1 

PLC教學團隊研習 2013/10/5 1 

PLC教學團隊會議 

2013/8/28、2013/9/6、2013/10/18、 

2013/11/1、2013/11/22、2013/12/23、 

2014/1/10 

7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文件 B-1與文件 B-2加以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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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高中教師主導自我管理檢核的詳細規劃與確實執行，更符合優質化中從

下而上的優質團隊精神，讓碧海高中的理想藍圖具體可行。透過系統化的方式，形

成有效自我管理工作小組，提升執行效益，成為前往第二期程繼續努力的方向與動

力。 

五、 落實行政支援教學 

碧海高中以優質化計畫推動學校行政與教學文化之改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之建立對於行政運作有具體的幫助，行政人員不需和每位教師一一聯絡，只需協助

社群良好運作。同時透過援請課程專業人員指導，開發校本特色課程，使課程設計

更具完整性。此外，在實施計畫和課程教學過程中，行政團隊依據教師需求積極安

排時間、空間、和提供經費和行政支援，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協調與溝通，使得社群

運作不僅順利，也改善行政與教師的溝通管道和互動關係。 

我們提出需求，他會考慮到我們真的在執行部分需要什麼資源，他能做到的 部分就會去支持。

（訪談 T-B9） 

以前我們學校其實沒有太多的資源，主任推動優質化後，在經費上的提供，可以讓教學有些

幫助。（訪談 T-B7） 

    碧海高中行政團隊極力支援教師專業成長，引進外部專業資源，改善教師教學，

強化學生學習，以提高計畫執行成效。行政與教師緊密連結計畫、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T-B13表示，行政團隊對於教師教學上的協助是必須的，如此才足以真正落

實行政支援教學，改變學校學習文化。 

其實我只是落實一句話而已，就是落實行政支援教學啦！就是落實這句話就好了啦！（訪談 

T-B13） 

    結言之，碧海高中教師加入專業學習社群的人數隨年度增加，逐漸知悉學校未

來發展目標和方向，掌握學生學習需求，共同建構校本特色課程。教師團隊接受專

家諮輔委員建議，逐步修正、調整，增益計畫之實踐。行政團隊則全力供給教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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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資源，支持教師教學，並成立行政自我管理工作小組檢核執行效益。實踐過程，

教師不間斷地學習與發展，在社群學習基礎上，勇敢接受新學習挑戰，並內化為社

群的習慣。教師團隊的凝聚力和積極學習所產生的感染力逐漸擴大，社群力量漸漸

增強，且超越了原先的想像，教師堅信能夠一同走出屬於碧海高中的變革路徑。 

伍、 迎向未來之領導挑戰 

    過去碧海高中，因缺乏共識，行政與教師各自行事，彼此敵對互不關心。學校

原本想藉由計畫帶起學校，卻總是遇到瓶頸，屢次遭受挫敗。自教師覺醒後，暢通

行政與教學資訊傳遞管道，成立自我管理小組，積極尋求外部資源協助。以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為基礎，重整學校組織，確立學校整體發展目標，擬定通向未來之戰略

藍圖，蓄勢待發準備飛揚。本小節依碧海高中的發展歷程探究其未來可能面臨之挑

戰： 

一、 擴大參與深化教學 

（一）新血加入，同舟共濟 

    碧海學校高中部教師共有29位，至102學年度第一學期止已有21位教師加入社

群，幾乎全數教師皆加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學生學習長期努力。然而，事實上

社群中仍主要由幾位核心教師擔任計畫總負責人，肩負重責大任，除了安排社群共

同開會時間、提出建議想法、撰寫計畫內容等行政事項之外，還得維持學生課程進

度。雖然夥伴十分願意配合與執行，但長時間的「付出」下，使每次負責的教師承

擔過多工作項目和精神壓力，開始感到疲憊，提出責任輪流替代，讓教師有休息喘

氣的空間，以維持社群之持續力。 

有很多工作都要執行，工作量真的很大。課務加上執行子計畫，都好疲累喔 很疲乏(笑)，到

學期末每個老師都是沒什麼動力。（訪談 T-B3） 

國文科裡面有聲音說太疲憊了、執行很累，因為可能輪到那個老師要當召集人，所以他就先

打預防針，先提說不要再主導了，他就是擔心要扛責任。（訪談 T-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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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願意輪流是好事，表示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進來，透徹了解這一塊，才能夠撐得久啦！

（訪談 T-B13） 

    T-B13教務主任也瞭解且擔憂教師疲勞的狀況，因此主動邀請尚未加入的新血

教師參與活動，積極將mail寄發給全體教師。希望火苗燃起，3位原先沒有表明意

願的教師，主動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其中還包含了國中部教師，皆在活

動中展現出高度的參與度（觀察 B-20140416）。這讓主任和教師感到十分興奮，

縱使無法掌握這幾位教師是否能夠堅持，但仍希冀這股力量延續擴散。 

有點出我意料之外，本來以為來的人就是會說話的那幾個有動作，所以他們能夠坐在那裏就

已經有點突破了。（訪談 T-B13） 

他們是國中部的老師，其中一個中間要去上課，說下課再來，後來他真的再來了！還把整個

會開完結束，他主動性很高覺得很好玩，他沒有預期會是這樣在開會的。（訪談 T-B12） 

    此外，教師也期待平時少有互動的海校長能給予實質協助和支持，認為校長身

為一校之主有實質影響力存在。主任也總是在會議開始前，先向校長說明會議中將

會進行討論的事項，以及需要校長提供協助的部分。教師了解海校長是位知情達理

之人，多贊同且支持。透過校長實質的幫助，使學校其他處室也接連一同加入優質

化計畫行列，各處室團隊的積極參與，形塑了滾動的力量，讓碧海成為真正的優質

學校。 

像這次特別把學務處拉進來，我有先跟校長說，打算做的動作。校長至少願意多多支持。不

要說讓學務處自己決定的話，所以上禮拜五開會，校長有來，也有通知學務主任過來。(T-B13) 

校長還是要有一定的影響力啦！如果你積極或是堅持重要的事，你去跟他講， 他會想一下。

（訪談 T-B10） 

計畫執行的時候，提出來的相關計畫或是想法，他都會 Ok、贊成，不會說這個不好或是怎麼

樣之類的。（訪談 T-B12） 

目前碧海高中教師多半認知優質化計畫突破了教學的僵化，也看見願意嘗試

參與的新血教師，但在執行方面是碧海高中未來可能要面對的問題，未來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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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變化，教師有了認知後，願不願意去面對？願不願意付諸行動？願不願意共

同承擔重任？新血教師真正加入，且同舟共濟，才能提升學校和社群的持續運作力。 

（二）學生能力素養融入課程 

    教師花費時間與精力，認真研發校本特色課程，以五大特色課程為主軸進行教

學上改變。運用創新教法，帶入體驗活動，讓學生產生互動、討論和交流，有別於

過去不斷考試或抄筆記的課堂風景。課程實施一學期後，教師看見學生上課表情的

轉變，感到相當欣慰，發現學生開始產生學習動機，想了解更多外界事物。 

他們會比較活潑，因為有活動，變得跟平常上課不一樣，老師用活動在前面，講些古人、生

命的東西，他們會比較開心，同學跟同學有互動，就會覺得，ㄟ～很不一樣的國文課。（訪

談 T-B1） 

一開始學生會覺得好麻煩，又要弄什麼東西…，到最後在交作業的時候是有成就感的，他也

會想要去看別人的影片，他們有那個動機、想要對這個東西多了解。看到學生表情的轉變，

我覺得很有意思！（訪談 T-B4） 

    然而，執行過程中困難重重，學生程度問題、實際教學時數太少、課程過於緊

湊、初次外地踏查的規劃不理想等，教師利用中午時間齊聚一堂，再三檢核與修正，

找出因應之解決策略。目前為止，執行部分已有一定成效。 

但碧海高中進入計畫第二期程後，需要再度深入思考，如何將碧海學生應習得

知五大能力（表達規劃能力、閱讀思考能力、資訊統整能力、鑑賞批判能力以及服

務關懷能力）確實地融入課程教學中？將教師教學、學生學習、以及教師專業發展

三者進行串聯與轉化，具體落實學校願景及扎根，使學校整體發生實質的改變。 

二、 與校長的溝通協調模式 

    碧海高中教師並不習慣與校長有所互動。依教師所言，研究者於參與會議期間

從旁觀察，教師與校長之間確實存在微妙的距離。教師不習慣與海校長談話，平時

也少有機會接觸校長，長久下來，無法自然流暢地討論，甚至只要有校長出席的會

議皆不太敢發表與校長相左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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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平常跟我們互動不多，他又是一個上位者，一般老師不太習慣這種互動。（訪談 T-B12） 

    海校長參與教師社群的討論會議次數不多，多半在需要進行決策時，出席表示

意見。由於彼此互動次數極少，因此海校長對於教師真正的需求，以及會議之目的

和精神較無深入瞭解；而教師也無從明白校長的治校觀念，無法與校長深入談論學

校的未來。 

    會議上，海校長偏向政令的主持方式，總是能在短時間內做好決定，用派令方

式將工作一一分配給教師，使得會議相當有效率地進行。但教師原先希望能打破過

去傳統的開會模式，運用討論、激辯的互動，以激發更多想法。校長的做法與教師

的理想會議形式大相逕庭，教師因而決定於會後，再自行另開討論會議，重新調配

工作，提出不同建議來改善現行計畫。 

上禮拜我們召集老師在事務上分配的討論會議，校長就「波」的跑出來了，其實他主持也滿

有效率的，可是就像是政令主持，校長突然這樣冒進來當主席，沒有真的完全了解我們整個

會議的主要目的跟精神。（訪談 T-B12） 

現在他突然進來的時候，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因為之前沒有這樣的前置作業。（訪談 T-B13） 

    研究者訪談海校長時，其有意識到溝通問題的存在。校長提及個人正在努力學

習「說話表達的清晰度」，認為自己在表達時，容易讓教師誤會自己的想法意思，

因而提醒自己要在這方面多做改進，避免受到情緒影響表達與邏輯。同時也表示應

多給予教師教學上的支持和關懷，實際關心教師所需。 

我現在有一個很大、很需要改變的地方，就是說話表達的清晰度，這是我一直在學習的，因

為我生氣的時候說話會很沒條理，不知道在講什麼，我現在要學習，就算生氣，也要練習把

話說清楚。（訪談 P2-1） 

我開始調整自己、改變自己，要開始多多關懷老師。（訪談 P2-1） 

    校長與教師以及教師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支持著學習，印證領導和學習之間的

連結性（Wahlatrom & Loius, 2008）。碧海高中教師與教師間的良好互動，支持著

同儕學習，轉化為課程開發與設計的能力，教師教學的改變帶動了學生課堂上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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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的變化，願意投入學習與成長。但在校長與教師間的相處模式，彼此的磨合融

入期，將是碧海高中不可避免的挑戰。 

    海校長開始改變自己，嘗試表達對教師的關心，撥空參與教師會議討論，關懷

教師成長及學生學習。教師也表示誠心歡迎校長，支持學校改革，使之進行更順利，

有更大的推進力，不過，目前有些教師認為校長和教師需要時間培養默契。 

上次大學教授和玲玲校長來時，海校長從頭做到尾，我們佩服了一下，他很少這樣。最近他

有點認真，夜讀的時候也會留下來陪學生到最後。（訪談 T-B6） 

如果他有心要這樣做，我們當然一定是歡迎，因為這就是整個大家庭啦！…但就是說要有長

期的融合關係，進來之後才會比較自然。（訪談 T-B13） 

    碧海高中若要真正再啟動，讓學生從世界中心出發，發展學校願景藍圖，向未

來挑戰，必須打破與學校領導者之間難以跨越的疙瘩，找出雙方溝通協調的模式。

讓校長運用的實質影響力，教師則可發揮專業學習社群的增能力量，一方面激發學

生學習動力，一方面促進碧海高中進行全校性、全面性地變革。 

三、 外部力量消失 

    碧海高中教師加入行政團隊，力邀專家教授增進教師專業能力，激勵教師專業

成長。辦理各式研習、工作坊，讓教師親身體驗活動，感受彼此的心靈溫度，增益

教師情感，更藉由每次活動，慢慢聚焦對學校未來發展的藍圖共識。碧海高中產生

如此大轉變，除了教師鍥而不捨的努力外，專家諮詢委員的介入指導亦產生具體的

實質影響，讓碧海高中的行政和教師團隊找到自我方向，促進碧海高中學習團隊蒸

蒸日上。 

換了 OO 教授和 XX 校長後，給我們很多建議，知道我們困難點在哪裡，…分享上也很實際，

給我們很好的案例，可以 follow 或是學習。常常為我們著想，告訴我們哪邊可以改一下、修

一下，我覺得還滿幸運的。（訪談 T-B10） 

換了諮輔之後校長開始有改變，可能你的學校跟我們學校是一樣的型態，校長他自己也會有

比較心態。（訪談 T-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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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化方案諮輔委員對輔導學校的了解，可提供具體和實質可行的建議，讓教

師對學校願景和目標產生共鳴。T-B10教師表示現任的委員時常給予具體建議和案

例分享，讓碧海高中跟隨學習，總是為碧海高中的教師著想，告訴教師哪些部份可

以作更好的修正，對此感到十分幸運。 

    也因為諮輔委員用心投入，海校長也開始改變其領導行為。以往很少在會議上

看到校長，但現在校長的出席率漸漸提升，甚至完整參與會議討論，從會議開始陪

伴教師到最後，從旁觀察教師課程發展情況，T-B12教師認為與諮輔委員有莫大的

關係。 

    由此看來，無數次的會議、工作坊、諮詢追輔訪視中，碧海高中在專家諮詢輔

導委員的指導下，解決碧海高中在經營計畫及實際執行的疑難雜症，提供學校教師

專業的建議，更在無形中影響學校領導者的行為。 

    搭配符合學校需求的專家諮輔委員具有相當影響力和重要性，但也必須思索

過於倚賴專家諮詢輔導委員可能面臨的挑戰。碧海高中教師依循專家諮輔委員的

建議，進行計畫各部分的改進，藉由外部力量來協助內部推動方案，以達成碧海學

校優質化目標。但計畫有終止的一天，若外部力量不存在，教師是否擁有足夠的能

力持續面對學校的改變呢？學校頓時少了能多向溝通的引導者時，教師內部能量

是否足以持續，以利學校永續變革？如何尋求其他資源？等，倚賴專家諮輔委員的

部分，是碧海高中在未來優質化計畫結束後，需要加以思索與面對之挑戰。 

    綜觀上述兩所個案學校之故事，可瞭解藍天高中與碧海高中兩所個案學校其

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脈絡情形。大學校藍天高中晴校長為發

動角色，以學生需求策動學校整體改變，與教師建立信任感，申請各項計畫，校內

積極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想像學校未來藍圖（如圖4-1）。小學校碧海高

中由教務主任及教師團隊同心協力出發，為建立學生學習的自信而努力，以平等信

賴關係組成行政小組，落實行政支援教學，使學校進行整體性的蛻變（如圖4-2）。  

兩個案學校皆受到環境政策的影響，學校領導者如何在教育政策改革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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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突破重圍，並運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團隊的影響，帶動學校進行變革；而當學

校領導者無法有所作為時，教師們又是如何從低谷中，齊心同力奮發向上。從個案

學校的故事描繪中認知到，學習導向領導者之領導思維、領導策略、領導實踐以及

可能的領導挑戰等議題是相互扣連，彼此相互牽動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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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藍天高中故事歷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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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碧海高中故事歷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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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與分析 

    由第四章之兩所個案學校敘事可瞭解到，處於大環境變化多端時期，12 年國

教上路、教育政策不斷改革，全球化環境的衝擊，兩所個案學校領導者帶領學校順

應趨勢找尋變革路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亦依隨著情境局勢而興起。從個案學校實

踐中發現，領導是動態過程而非靜態呈現，且不時與情境互動併進。不單是領導者

個人特質或行為，許多不可預測的變化、學校歷史文化、教師關係等細微末節因素

皆影響學校整體發展。 

    過去，多以校長為核心思考的領導，轉為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領導模式，學校

願景目標和學習息息相關，以學習者作為領導的重要方向。學校領導者與教師必須

調整舊有思考模式，嘗試關注學生需求，改變課程教學，日益精進。雖然未來仍有

不可預測的挑戰，但預做準備、設想未來，降低衝擊，穩健發展。 

    然而，學習導向領導更需要進一步思考學生學習、專業學習以及系統學習這三

個部分的學習顯現，給予機會將之連結，以影響學生學習成就，而這些皆與學校、

地區或更大的政策環境有關係（Copland & Knapp, 2006）。Hallinger（2011）亦提出

學習導向領導綜合模式，其中強調領導是在組織和環境脈絡中進行及運作的。依學

者之看法，本研究印證了學習導向領導受到不同情境的影響。第一，政策改革脈絡

之大情境，學校領導者必須面對來自外部環境趨勢、政策的挑戰，專案計畫發展與

調整，包括有高中優質化、領先計畫、未來人才計畫等。領導者需洞悉未來教育政

策趨勢，判定政策脈絡走向，漸進式改變領導策略。第二，學校自身變異之小情境，

即學校內部組織文化所衍生之情境，例如學校規模大小、組織文化氛圍、教師關係

等因素。領導者需重視校內原先的價值文化，找尋以學生學習為核心，以教師、課

程教學為主的領導形式，以利學校優質轉化發展。 

    本節將從這兩種情境脈絡進行兩所個案學校之綜合分析，探討個案學校於外

部大情境與校內小情境交織之下，運用學習導向領導之領導成效及其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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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領導成效 

壹、 形塑領導思維 

    在充滿改革挑戰的環境，不論是大型學校的藍天高中，抑或是小型學校的碧海

高中，皆必須有效地回應當前及未來環境蛻變的需求。藍天高中全校師生眾多，領

導者在領導上需要花費更多心思，除了解學校過去的歷史背景以及教師文化，亦要

思索如何讓教師認同且接受所想要帶領學校前進的方向。碧海高中教師齊力一心，

面對未來變化的快速，學校領導者始終沒有下指導棋的情況，教師決定挺身而出，

肩負重任，共同建立與實踐學校願景。兩所個案學校面對外部環境以及校內文化，

衍生出適合各自發展的路徑，當中不僅要因應情境的多變，也同時考驗領導者自身

的領導能力。以下探析兩所個案學校領導者在大小情境條件因素下，所形塑出的領

導思維（如表 5-1）。 

一、 理解外部變化，掌握學校組織文化 

    由於傳統教育觀念的延續，學校多以升學為主要目標，家長期望孩子能就讀好

學校，學生以進入明星學校為讀書的動力，藍天高中與碧海高中皆承受此外部升學

環境的壓力。然而，認知到未來的鉅變，國家推動實施 12年國教，教育部不斷修

正調整高中課程綱要等，學生若仍然不瞭解為了什麼而學習、為了什麼而努力，將

無法適應嶄新的社會。因而，兩所個案學校皆放下升學為主的想法，主張以學生學

習為中心出發。藍天高中晴校長企盼成為一所學生的贏家學校，碧海高中教師團隊

則希望學生能認識自己的不完美，肯定自己與眾不同之處，勇敢向未來挑戰。兩所

個案學校之學校願景遵循國家整體政策脈動而行，並加以調整，甚或是衝破固有既

定型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看向未來。 

    晴校長考量藍天高中學校規模大，顧及校內學生權益以及教師信任關係，讓全

校學生票選出藍天學生應具備的五大核心品格，讓教師表決出六大心智習性，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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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成為未來人才，教師擁有舞台全力施展課程教學，發揮所能。小學校碧海高

中則由教務主任領銜主導，匯集教師團隊向心力，透過社群工作坊聚焦學生學習五

項能力，讓學生找到自信，維持學習的動力。 

    誠如學者 Hallinger（2011）所言，領導者需花時間了解學校自身存有的價值及

背景文化，並順勢將加入新的價值，將其轉換為有利於學校發展之情境。兩所個案

學校主要領導者縱使面臨外部沉重的壓力，仍考量到學校內部情境文化來進行領

導。大規模學校校長需要同時關注到教師及學生的聲音，讓師生共同參與對學校未

來發展願景的想像；小規模學校則因教師人數少，更能夠快速產生共鳴，提出提升

學生學習之動力方針。身為以學生學習為導向之學習領導者，要勇敢面對情境趨勢

的改變，並掌握學校組織的文化價值。 

二、 以學生為中心之信念與價值 

    除了環境外部與學校內部文化情境因素，領導者自身的個人價值、信念、知識

及經驗是造成領導差異的源頭（Hallinger, 2011）。本研究中的兩所個案學校校長之

領導風格大相逕庭，導致帶領學校的模式有所差異。 

    藍天高中晴校長在長期投入教育服務的經驗積累下，慢慢架構出治校理念和

自身領導哲學。具有洞悉未來教育趨勢及勇於冒險的精神特質，帶領藍天高中闖出

一條其他學校尚未經歷之路。晴校長擁有清晰的邏輯思考能力，懂得運用串聯與轉

化將各項生硬的計畫和文件，以說故事的方式傳達給教師理解，學校教師也表示，

校長善用「洗腦」的方式，不斷地在各式場合中宣傳各計畫的的主旨內涵與學生未

來可能的需求，告訴教師學校未來必須改變的方向，如圖 5-1 即為晴校長於期初

教學研究會、課發會等各項重大會議中所繪出之預測未來課程走向圖，認為學校需

要在現行的課綱架構下，逐步朝向為實踐新課綱做轉型與準備（觀察 A-20130911）。

久而久之，教師的確開始意識並認知到學校未來之重大轉變。具備良好表達溝通能

力的晴校長，逐漸讓藍天高中教師認同自己的教育信念和價值，開始走出自己的教

室，參與各項計畫，看見更廣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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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從國中校長調任至碧海高中的海校長，善於處理行政事務，鼓勵教師精進自

我成長與教學，亦支持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立，給予許多精神上的認同，但較少

直接正面給予學校未來發展方向的實質指導，並將這部分交由教務主任全權處理。

教務主任與教師間具有長年的情感基礎，加上認真負責的個人特質與態度，深受教

師們愛戴。主任善加把握教師給予的情感支持，積極找尋外部資源協助，以凝聚教

師團隊力量，穩住學校根基，由下往上扎根。秉持著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在穩健中

求發展的信念，因而順勢帶領碧海高中的優質化計畫往第二階段推進。 

    由上述，兩所個案學校面對同樣的大環境政策的改變，但由於領導者個人能力

與價值信念的不同條件下，因此形塑出不同的領導思維。藍天高中晴校長以自身經

驗與能力的累積，正確解讀未來環境變化，採取以學生需求策動教師教學改變，帶

領藍天高中轉變航行方向；碧海高中則由教師團隊自發性組成任務團隊，由下往上

或平行的領導形式，穩住學校基礎，帶領學校重新出發，讓學生重建自信，找尋自

我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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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藍天高中預測未來課程走向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觀察 A-20130911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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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個案學校領導思維之形塑 

 藍天高中 碧海高中 

政策脈絡之大情境 

 升學壓力 

 12年國教 

 多項計畫 

 升學壓力 

 12年國教 

 高中優質化計畫 

學校內部之小情境 
 大規模學校 

 教師人數眾多 

 小規模學校 

 教師人數少 

領導者之特質與信念 

 校長為領導核心人物 

 良好溝通表達能力 

 洞悉未來教育趨勢 

 勇於冒險，走不一樣的路 

 校長支持但無實質指導， 

由教務主任帶領教師團隊 

 善用情感基礎 

 穩固扎根發展 

學校願景  藍天大器人  立足世界，挑戰未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領導策略與實踐 

    為因應政策改革變遷，進而培養學生學習的能力，研發課程教學、參與教育計

畫，與改變學習模式，是勢在必行的趨勢。學習導向領導者的信念和價值以學生學

習為中心，總是早一步知覺外圍環境變化，將其解讀與轉化後，採取恰當的策略與

實踐，而在擬定策略，行動實踐的同時，仍必須掌握情境動態，領導者、被領導與

情境之間環環相扣，相互影響。 

一、 政策計畫促進學校改革速度 

    環境因素能夠形塑政策和發展教師學習（Copland & Knapp, 2006），透過理解

未來教育環境的改變，教育單位不斷提出新式改革方針，兩所個案學校領導者設法

調整學校方向，關注學生學習，帶領教師起步，整合學校本位系統。 

    藍天高中符應外部趨勢，從 98年度至今，積極爭取國家型或地方型的競爭型

計畫，包括有高中優質化計畫、高瞻計畫、國際教育計畫、未來人才計畫以及領先

計畫等五項補助，成果豐碩，亦成為其他學校爭相前來求經與學習的對象。碧海高

中則因地區因素，僅申請高中優質化計畫，前三年成效不彰，學校遲遲未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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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四年教師志願救援之下，讓碧海高中迅速邁向第二期程，展現碧海高中的優

質，也因優質化計畫促使學校進步（如圖 5-2）。 

二、 校內轉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情境 

    當校長能夠持續地提供專業學習的機會，以及支持參與教師專業學習時，其領

導成效最大（Robinson, Lloyd, & Rowe, 2008）。校長讓教師認知到外部的變遷，挖

掘內部的能量，不再僅是教導學生考試作答的能力，而是培養學生具備未來關鍵能

力，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回饋機制，更能激發學校教師教學與學習的專業互動。 

    藍天高中在政策計畫脈絡之下，促進學校教師以團隊形式運作進行課程設計

與發展，由98學年度僅有1個自發性興起的文化保存社群，到102年因爭取到領先計

畫而使得學校社群數目大幅增加至11個社群（如表5-2），各學科教師皆紛紛開啟

以群體討論方式進行課程研發，從圖5-3中節節攀升之趨勢線亦可明顯看見，藍天

高中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盛況之情景。 

    碧海高中於98學年度申請高中優質化計畫，因計畫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並

長久推廣團體對話模式進行課程發展。從原先只有4位教師參與，到101學年度已增

加到21位教師（如表5-3），尤其在100學年度到101學年度間增加10位教師，有目

共睹新任教務主任之領導成效，使教師願意主動加入社群，形塑出自我增能與強化

專業的團隊文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碧海高中部教師共有29位，但101學年度

至102學年度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人數維持在21位，表仍有8位教師尚未表明

加入之意願，有關此部分需要再深入探討其中原因，是因為沒有接收到這方面的訊

息？還是認為沒有共同設計課程的必要，而不需要在教學上做改變？等等，領導者

應進一步了解其中原因，激勵其他教師嘗試加入社群（如圖5-4）。 

    簡言之，因外部大情境的壓迫，使得兩所個案學校教師必須拋開舊有教學模式，

嘗試轉換嶄新的教學方式。願意打開內心隔閡，轉為共同關注於學生學習的專業對

話討論，相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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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個案學校參與計畫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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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藍天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數量表 

時間 社群 人數 社群數量 

98學年度  文化保存社群 6 1個 

99學年度 
 環境社群 

 資訊社群 

12 

3 
3個 

100學年度 
 國際化社群 

 英文社群 

5 

15 
5個 

101學年度 
 未來社群 

 國文社群 

10 

7 
7個 

102學年度 

 趴趴走社群 

 玩家社群 

 大稻埕社群 

 數學社群 

5 

5 

10 

5 

11個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文件整理 

 

圖 5-3 藍天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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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碧海高中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人數表  

時間 計畫年度 人數＊ 

98學年度 高中優質化第一年 4 

99學年度 高中優質化第二年 10 

100學年度 高中優質化第三年 11 

101學年度 高中優質化第四年 21 

102學年度 高中優質化第五年 21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文件 B-3整理 

＊：高中教師總人數 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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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碧海高中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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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大教師參與行政決策 

    領導和學習的關連並不是依靠科層命令、指標和一些決策上的參與就足夠了，

而是擁有討論和對話的機會，學校相關人員透過不斷地討論、對話，並採取行動，

共同做決定（Hallinger & Heck, 2010）。藍天高中晴校長透過各式會議來與教師進

行互動對話與討論，成立行政核心工作小組擴大教師參與，其中以課發會最為代表。

出席人數包含有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圖書館主任、教官、家長代表以及各學科代

表教師，根據研究者參與課發會的紀錄，出席人數平均每次多達 30 人，會議中晴

校長多次傳達未來的課程發展趨勢，平均每次會議皆表達 3 次以上，而教師發言

回應次數也不勝枚舉，且於會議後仍有教師留下來與校長和主任繼續討論分享想

法。由此可見，藍天高中此種相互對話的模式已形成，更擴大每位教師在學校決策

上的參與。 

    碧海高中教師團隊則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支柱以及學校文化的創造者，

積極透過工作坊建立教師團結心，使更多教師明白行政端實施情況，也同時藉以瞭

解教師教學端的需求。每次工作坊教務主任皆邀請各處室主任及全校高中部教師

參與，出席人數平均達 20人，動員全高中部教師。除了工作坊的研習，教師團隊

為精進教學，更善用中午時間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會議討論，於 102 上半學年

就多達 7 次共同討論。藉由多元方式提升彼此深入對談機會，擴大教師團隊行動

力。 

    綜合言之，上述對於兩所個案學校領導者於領導策略及實踐中，可檢視學習導

向領導的影響，順應外在局勢變化，學校領導者對教育堅持的信念和以學生為中心

的價值，讓學校回歸以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為焦點。其中領導者的思維和策略實踐

相互扣連，不論情境如何變化，以學生學習為出發，來回修正與調整，學校領導者、

教師、其他專業人員等在過程中須挑戰與學習多項新事物，符合學習導向領導中以

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此部分正是學習導向領導相當重要且與其他領導不同之處，

也頗契合學習導向領導中所強調的，學習導向領導者要將學生學習、教師學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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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系統學習做串連和轉化，並在領導中具體實踐（Swaffield & MacBeath, 2009）。 

參、 領導挑戰與問題 

    領導者理解影響教育學習的重要議題，以及對趨勢的觀察剖析，有助於瞭解學

校問題癥結與機會之多元可能性。藍天高中與碧海高中的進步，於故事描繪以及各

實踐圖表中看見向上攀升的趨勢，但凡事皆有隱藏於其中的挑戰和問題。因而本節

進一步將第四章中描繪之個案學校未來挑戰加以歸類分析，探究於大小情境脈絡

下所造成該挑戰與問題之因（如表 5-4）。 

一、 制度性脈絡之挑戰： 

    由本研究之觀察和分析，藍天高中在晴校長的引領下，教師意識到教育環境和

過去的極大差異，抬頭面對轉型的挑戰；碧海高中也在教務主任與教師團隊的合作

下，意識學校危機，突破困境重圍，認真思索課程教學設計，積極請教專家委員，

全力以赴。然而，除了看見兩所學校為因應未來趨勢而做的努力與辛苦，也進一步

為兩校往後的發展提出想法。 

（一）法規制度 

    就現行制度面而言，依全國教育法規之明定，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任期一任

為四年，於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或優先遴選為出缺學校校長（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依此規則脈絡，以晴校長為主要核心人物的藍天高中，校長總是能夠提供

未來教育環境的莫測變化新知、陪伴教師解決問題、提供資源等，但當任期一到離

開學校後，教師們是否同樣能穩住腳步，行政核心小組能否帶領教師持續面對未來

的挑戰。再者，教師亦須清楚瞭解，學校需要一位具備足夠領導能力之領導者，唯

有教師心中知道學校需要怎樣的校長，才不會被法規制度所侷限，選出下一任有共

同目標的領導者，使目前努力成果依然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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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期程時限 

    跟進 12年國教之實施，除教師教學、課程設計要做改變外，硬體設備也需要

汰舊換新，勢必得有大筆經費挹注。為此教育部、市教育局、國科會提出各項銜接

未來的計畫支持學校，例如：高中優質化、高瞻計畫、領先計畫、未來人才培育計

畫等。研究結果中顯現，計畫促使學校教師打破傳統過於制式的教學，以及省思教

學所遇到的瓶頸。相較於極力爭取各項多元計畫的藍天高中，碧海高中僅依賴唯一

的高中優質化計畫，因計畫資金的補助，更新學校教學相關硬軟體的設備，讓學生

接受更好的受教品質。教師也因計畫而興起社群，並肯定計畫所帶來的群體動力。

但計畫皆有終止時程，當缺少了計畫經費的支援，碧海高中下一步該如何進行？外

部環境制度情境所致，碧海高中之領導者須找尋其他資源，讓經歷千辛萬苦形塑出

的教師社群團隊得以支撐下去。 

二、 學校情境之挑戰：教師內部力量 

    領導者努力轉達外界最新資訊給學校教師，希望全校一起邁開步伐，開始轉型，

但若教師依然無動於衷，僅有領導者的催促與要求，學校亦無法快速找到定位，因

此，在學校情境中關鍵的挑戰便是教師的態度。 

    碧海高中以情感為基礎，讓教師願意跟著教務主任共同合作，眼看計畫即將進

入第二期程，卻有教師表示已經身心俱疲，許多教師願意配合但不願意承擔，且有

些觀望的教師持續不動，讓僅依靠情感維繫的團隊，容易隨著工作份量、課程進度

壓力而逐漸消弭。藍天高中也存有同樣問題，校長眼光長遠，積極帶領學校團隊前

進，但並非全校教師皆全心認同改變的作法，全校共有 166位教師，使校長在帶領

上顯得相當吃力。挖掘與強化學校內部力量是必定得面對的問題，扭轉全校教師觀

念，無論外在的制度面與技術面如何調整，學校教育都應該要面向未來作改革，課

程都需要有空間、支持力道與持續精進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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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個案學校領導挑戰與問題 

情境 藍天高中 碧海高中 

外部制度脈絡  法規制度：校長調任  計畫終止，無外部資源 

學校情境脈絡  教師態度與觀念的扭轉  教師重擔過大，身心俱疲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環境變化莫測，但教育必須指向未來，從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出發，無論外在情

況如何變遷，皆以面向未來進行改革，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關注每位孩子的學習，

挖掘內部能量，發展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整合出學校本位系統。 

第二節 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運作模式 

    由研究結果討論中瞭解學習導向領導者必須擔起課程領導及教學領導的責任，

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果為最重要的領導目標。但不同的是，過去的課程領導主要

還是由校長帶動教師做改變，包括願景建構、團隊合作等，校長個人所從事與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有直接關係的行為或活動（楊振昇，2003），基本上仍以校長為

核心的思考方式。而處在新興政策脈絡下，領導的願景、目標皆與「學習」息息相

關，甚至以其作為重要的領導核心，如 Peter M. Senge所言：「領導者的教師角

色教的並不是如何形成願景，而是如何促進每個人都學習，如此能夠幫助組織中的

每個人培養對於整體系統的瞭解能力。」（郭進隆、齊若蘭譯，2010） 

    Hallinger（2011）所勾勒之學習導向領導綜合模型的概念中，強調有關學習導

向領導的重要假設。學校領導者的領導是透過與學校組織系統、社會文化和社群成

員組成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之下，相互回應所形塑的，而領導者個人的價值、

信念、知識與經驗將造成領導實踐上的差異。再藉由許多中介條件，例如願景目標、

教學的結構與過程、成員能力等，領導與所有條件相互影響，最終亦影響著學生學

習與成長。然而，目前文獻較少有關學習導向領導之具體運作形式，究竟在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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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或條件中，可能出現的學習導向領導形式會是如何？藉由本研究之個案發現，若

以學者 Hallinger（2011）所假設之綜合模式概念推論，能夠說明在以學生學習為核

心領導思維願景中，以教師教學、課程學科為主的條件下，領導的形式運作將會受

到情境脈絡的影響，轉為有利於學校發展的模式。基於該綜合模式以及本研究個案

之結論發現，於模式中再予以納入領導挑戰部分探討之，兩所個案學校之校長核心

領導模式，分別述說如下。 

壹、 藍天高中：校長核心領導模式 

    在計畫脈絡的外力情勢下，領導者同時得察覺學校組織文化與教師間關係，種

種因素中又得提出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且讓教師認同、願意接受的帶領策略。 

一、 未雨綢繆信念，多元豐富知識經驗 

  晴校長帶著為未來做準備的信念價值，加上良好溝通能力、勇於冒險，以及能

洞察教育未來趨勢的知識經驗，予以發展策略，以終為始實踐學習導向領導。 

二、 贏家學校願景，教師專業成長增能 

（一）看清與面對，凝聚未來藍圖共識 

    藍天高中晴校長採取讓教師看清與面對未來的策略，當教師願意面對現實情

況的意願愈強，其創造性張力也愈有力量，也體認到不去跟結構纏鬥，而是應對外

在結構做更有創意的變革，「忠於真相」是幫助領導者達成此項責任的不二法門（郭

進隆、齊若蘭譯，2010）。當教師明白真實情況後，領導者與教師之間更能凝聚學

校以「藍天大器人」為贏家學校之願景目標藍圖的共識。 

（二）規劃課程地圖，改善整體授課方式 

  為因應時代需求，晴校長帶領教師進行規劃藍天高中學生三年之學習地圖，使

學生一進入藍天高中能透過課程探索自我，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又為配合學生個

別差異，提出英文能力分組授課方式，使學生能確實學習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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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成員能力，形成社群及行政自主領導 

    晴校長以身作則，發揮課程領導與教學領導的專業，進行課程設計與課堂教學，

從旁引領教師進行教學改變，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運用群體散發校園學習

風氣。亦積極找尋學校行政領導者，組成行政領導小組，擴大教師參與學校各項行

政決策，藉此提升學校成員能力，建立系統性學習，讓行政形成自主管理工作核心。 

三、 洞察領導挑戰，學生成就受情境影響 

    為達成預定之學生學習成就（學生核心品格與心智習性）目標，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藍天高中於領導過程中，不斷受到內部組織以及外部情境影響，其所引發之

挑戰包含有：學校革新步伐的調整、願景深耕與發芽程度，以及晴校長未來之調任。 

  由上述可知，晴校長透過讓教師看清並誠實面對真相，並發揮課程與教學專業，

使教師改以社群方式拓展學習領域。更組成核心行政工作小組，使行政效率更具體

落實。在以終為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改革的過程，亦須面對挑戰和阻礙。藉由與

外在環境、學校組織的互動，不斷調整思維、策略和實踐方法，共同解決問題和挑

戰，當中的每一步驟環節皆影響著學生學習成就（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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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藍天高中學習導向領導模式-校長核心領導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Leadership for learning: Lessons from 40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by P. Hallinger, 2011,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49(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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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碧海高中：教師領導模式 

    因新政策計畫脈絡涉及比以往更多課程教學領導的專業，例如：高中優質化

輔助方案之重點發展項目包含有，課程發展、教師教學、教師專業成長以及學生

學習。而身為學校領導者必須具備足夠的課程與教學專業能力，才足以帶領全校

師生進行學校變革。故當校長認為自己在課程與教學上無法成為專家時，便選擇

從旁給予支持，並採取讓步或容許教師領導形式的出現，碧海高中即發展為此一

型態之運作模式。 

    海校長主要著重於行政方面領導，針對學校各項重要事項進行決策，而在教

師教學以及課程發展上多給予支持和鼓勵，並賦予教師領導者權力，讓步且支持

學校教師進行自我組織管理。 

一、 平行領導，穩固扎根與發展 

    校長將課程與教學權力交由教務主任，教務主任原先亦為碧海高中教師，故當

校長賦予其新職位時，便以平等、對等及信賴關係帶領教師團隊。教師們長年情感

的基礎下，彼此堅信穩固扎根之價值，主動規劃有助於學校發展之活動與實踐。 

二、 教學課程，專家支持與回饋 

    碧海高中教師善用專家給予之回饋與建議，共同開發校本特色課程，加上行政

方面的全力支持與援助，使碧海高中之特色逐漸顯現，亦從各項教學活動中看見學

習領導實踐面的成效。 

三、 專業社群，自主增能與管理 

    由於多年共事情誼，使得許多教師願意主動加入行政行列，教師自主性讓團隊

自然而然形成行政自我管理小組，積極辦理增能工作坊，成立專業學習社群，除精

進自我教學外，更提升學校各項事務聯繫及教學需求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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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領導挑戰，未來經營與調整 

    碧海高中教師人數微薄，又要跟隨外部大環境的趨勢變化邁進，使其所面臨之

挑戰更顯艱鉅。未來碧海高中之經營需進一步思索的問題包括有：擴大教師參與、

學生能力素養融入課程、與海校長之溝通協調方式，以及外部專家力量消失的自我

立足能力等。 

    綜上述，碧海高中由於校長於教師教學及課程發展領導的賦權，使教師得以全

力發揮，讓學習導向領導發展出另一種以教師為主要領導者的教師領導運作模式。

學校教師團隊以穩固扎根發展的信念，因彼此長年情感經驗累積，而凝聚出立足世

界、挑戰未來的願景目標，據以擬定學校改革策略。積極主動形成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改變課程與教學，並自願加入行政進而形成自主管理小組，促進自我以及團隊

能力，進而達到提升學生學習能力與自信。然而，此種以終為始的過程，亦是挑戰

的來源，需要透過與整體環境脈絡長久時間下的琢磨與淬鍊，才足以彰顯其成效

（如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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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碧海高中學習導向領導模式-教師領導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Leadership for learning: Lessons from 40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by P. Hallinger, 2011,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49(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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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而言，學習導向領導之領導思維、領導策略以及領導實踐等皆與情境的改

變息息相關。學校領導者個人的經驗及其信念、價值，引發具有前瞻性的領導思維，

而領導思維涉及到未來帶領學校所前進的方向和學校願景目標，是間接影響學生

學習的重要因素。領導者除了清楚外在情境的瞬息萬變，亦須瞭解學校組織文化之

脈絡，以形塑領導思維與價值，擬定策略方針，實際執行落實，各層次動作之間相

互牽連且互相影響。領導者與學校各階層人員溝通協調，透過不斷學習與演進，以

整體未來的眼光思考學校面臨的問題。建立教師間共同合作、專業學習的空間與氛

圍，同心協力追尋共同目標、尋求集體專業成長。然而，當學校領導者在課程與教

學上自認為尚未具備與教師相當之專業程度時，可選擇讓步及授權給教師，改以從

旁給予支持教師團隊改革學校。 

在學校決定發展與改變的過程中，教育單位所提供之計畫專案可有效促進學

校改革腳步，縱使有時間期程上的挑戰，卻可使領導者掌握變革之進度，使教師認

知到必須自我增能及對話討論，以研發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之多元課程。不論是由上

而下，抑或是由下而上，是學校整體一同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進行變革。 

然而，深遠之變革要能持續，乃須倚靠思考方式的改變，而外在環境以及內部

情境的衝擊，恰好能刺激與促發各式不同的思考模式。環境變因變動莫測，學校能

否自覺自發接受變革的挑戰，努力成為一所願景中的理念學校？此時，領導者和教

師的自知覺醒便成為學校改革唯一的機會。領導者和教師皆須重新思索教育本質

與學生學習需求所在，透過溝通和交流平台，找出適合學校教育發展之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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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係根據文獻探討及個案研究之結果提出研究結

論。第二部份則進一步對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後續相關主題研究

提出可行的做法與建議。最後，研究者將在研究過程中的觀察及感受做完整的省思。

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訪談、觀察記錄與文件蒐集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對兩所個案學校

領導者之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探究。以下茲依據本研究之目的，將

研究結論分述如下。 

壹、 學習導向領導係以學生學習為核心思維帶領學校進行改革 

    由藍天高中以作為學生學習的贏家學校為願景，碧海高中以提升學生自信心

為學校標的，係知兩所個案學校皆以學生學習的角度發展。學習導向領導者將學生

至於中心位置，帶領教師發展以學生學習需求的課程，藍天高中校長讓學生自己做

選擇，學習思索想要的未來；碧海高中教師試著建立學生自信心，讓學生看見不一

樣的世界。當領導者具有以學生學習為核心思維的高度和廣度時，學校的變革不論

如何輪轉，才會使學生真正認識自我，感受到學習的動力所在。學習導向領導者係

為開啟學生學習之路的啟動者，使學生學習成為學校變革之核心。 

貳、 學習導向領導係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激勵全體教師改變，凝聚共

同願景目標 

    兩所個案學校領導者皆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學習單位，鼓勵教師以學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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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方向，在課程發展與教學上做改變。藍天高中在晴校長的積極推動下，目前社

群數達到 11群，全校半數以上的教師皆漸漸加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之間的

專業對話與討論活絡，更確認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共同願景。碧海高中則在教務主

任及實研組組長努力不懈地帶領中，超過半數的高中部教師支持及肯定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運作，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自信心為目標，從中精進教學與分享經驗。

從兩所個案學校的發展過程可發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能量係能鼓舞及感染教師，

不論是同學科教師或跨學科教師以專業學習社群模式，透過協作方式，同儕分享，

再次協作，凝聚共識，促進學習導向領導成效，更體現學校願景目標之價值。 

參、 學習導向領導善用計畫專案能夠有效因應課程與教師教學改變 

    兩所個案學校皆積極爭取計畫專案的申請，藍天高中校長引進多項計畫，促進

學校教師在課程上的創意及多元，更發展出環境班、國際化班等多樣化班級，以及

27 門各式選修課程，讓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想要修習的課程。碧海高中係因

高中優質化計畫，讓教師主動全心投入，引起愈來愈多教師願意嘗試參與，更形成

跨科社群模式，研發出碧海高中之特色主題課程。雖然計畫專案期程及時間實施上

有所限制，但學習導向領導者善用計畫專案之時效壓力，陪伴教師一同努力，可成

為學校改革的助力，讓學校教師在課程發展及教學上更有前進的動力。 

肆、 學習導向領導係面臨教師負擔過重以及外在制度壓力之挑戰 

    從兩所個案學校中係知藍天高中以校長作為學校變革之主要發動角色，而碧

海高中則廣納專家諮輔委員的建議加以調整學校腳步，兩所學校領導者與教師的

長期合作溝通與協調下，逐漸建立起學校自我的特色。過程中，藍天高中教師努力

跟進晴校長的步伐，碧海高中教師團隊也竭盡所能跟隨教務主任，但在不斷與各競

爭型計畫追逐之下，身上肩負過多事情讓教師們無法承受，這是學習導向領導者在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領導時需要顧及的挑戰，更應設法思索如何讓教師心中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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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種子發芽，當教師明白為何而教、為何而改變時，更能擁有持續因應未來挑戰的

動力。而在同時學校也必須面對外在現實制度的規定，校長任期以及對專家諮輔委

員的依賴，當時程到時，學校必須擁有能力，足以延續現今逐漸成形的前進動力，

這是以學習為中心的學校必須面對的大挑戰。 

伍、 依情境脈絡不同，學習導向領導可發展出校長核心領導與教師領

導之運作模式 

    在不斷改變、價值觀混淆的年代，資訊迅速更新的速度時常讓學校領導者難以

選擇與判斷，且教育並未擁有固定形象，會隨時間變化與社會需求有所改變，學校

領導者面對外在與校內情境的改變，其領導之遠見與高度便更顯重要。不論是領導

思維、領導策略以及實踐作為皆相互影響，皆須隨情境作因應與變換，找出符合學

校自身價值與願景的運作路徑。本研究中的兩所個案學校皆處在外部教育改革的

情境中，必須跟進各計畫專案改變。大規模學校的藍天高中以校長為核心促進者，

首先透過觀察校內組織與教師文化，再逐步調整學校未來的走向；碧海高中則因學

校規模較小，教師們凝聚力強，然而因校長較善於傳統的行政領導，故將主要領導

重心授權於教務主任，依循學校文化脈絡，便發展出以教師團隊為領導核心之運作

型式，共同規劃未來課程及教學任務。學習導向領導者隨情境脈絡，將衍生出適合

學校改革發展的路徑，校長核心領導以及教師領導為可能之領導運作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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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基於上述之研究結論，本節針對高中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提出相關建議，作為往後學校領導的參考。此外，亦根據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對後

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壹、 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 建立校長領導交流分享平臺 

    雖然每所學校的內部文化氛圍不盡相同，但校長們之間仍然可以相互分享於

領導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和事件，分享自身經驗與做法，透過他人的經歷，以思索

自己帶領學校的態度與模式，進一步修正學校領導策略方針。資訊交流學習的時代

來臨，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建立校長領導交流之平臺，如持續辦理未來領導人才工作

坊或者校長領導之 facebook 討論社群等，增進學校領導者更高層次的學習經驗，

更瞭解如何在動態情境下靈活轉換應用領導的方式。 

二、 安排專家教授輔導學校專業成長 

    研究中兩所個案學校皆面臨大環境制度結構的壓力，學校除了需要因應政策，

進行方向調整，亦須考量學校教師的壓力與負擔，重重壓力下，若學校領導者缺少

對政策的感知及專業領導能力，此時需要校外專家的幫忙。本研究之個案學校因須

配合計畫專案進行改革，教師又有教學與研習時數上的規定，造成學校行政與教師

皆備感壓力。所幸在計畫專案中，因為有專家諮輔委員的協助，使學校有所轉機，

但計畫終止時，則無法持續尋求建議。為提升學校變革的有效發展，建議教育主管

機關可依照各校需求，安排適切的大學專家教授進入學校現場，給予從旁引導的協

助與支持，讓無所適從的學校得以重新定位，找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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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高中學校之建議 

一、鼓勵校長增能，精進新興領導知能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領導是一種動態過程，當周遭環境不斷向前趨近時， 

若領導者的思維仍舊無法同時跟進局勢脈動，不時更新精進自我能力，將會像浮萍

一樣，使學校隨波逐流。依此，鼓勵學校校長多加參與教育單位所辦理之校長培力

工作坊，針對系統思考、設計思考或是對未來世界想像等議題提早做準備，延伸對

於未來教育環境更迭的想像，學習與摸索學習領導、分布式領導、課程領導等之思

維模式，並與其他校長共同交流，思索未來領導實踐策略，研擬出具體可行之措施，

以利學校變革的發展。 

二、肯定教師付出，建立社群分享成果舞台 

    學校教師努力在教學課程上研發創新教材教法，熱情不斷地湧現，建議學校可

適時地找尋能夠使教師展現能力的舞台，讓教師感受到他／她的付出是獲得肯定

的，更能延續社群長久持續力，以及延續其對教學的熱度。藉由定期舉辦社群分享

舞台，教師之間相互支持成長，看見同儕的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果，吸收學習其教學

方法，增進教師彼此交流，亦降低教師們之疲憊感，從中找尋教學成就與團體感。 

三、充實計畫專案知能，符應未來教育需求 

    無論是藍天高中或是碧海高中，兩所個案學校皆因計畫專案而啟動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透過協力討論合作，積極於課程教學上精進與改進。碧海高中教師在瞭

解高中優質化計畫的目標方向後，將近所有高中部教師皆參與社群，從改變中發現

到學生上課的表情變化；藍天高中也因領先計畫使得各學科紛紛成立社群，以社群

為單位進行課程改革與發展，引發學生更多元的創意和想像。由此可知，當教師明

白計畫專案之目的與內涵時，領導者不需勉強教師撰寫計畫，反倒是教師會主動思

考教學中需要調整的方向，自發性地群聚行動。故鼓勵學校加強辦理計畫專案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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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活動，充實教師對於各計畫專案的知能，以符應未來教育環境及新一代學生的特

質需求。 

參、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藍天高中校長調任後的影響 

    研究者參與藍天高中所舉行之行政會議、課程發展會議以及社群課程討論會

議等相關活動，係從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7 月，前後約一年多的時間。於 2013

年 8 月參與藍天高中創意工作坊時，當時學校社群已有起色，加上以校長為極力

推動角色，更促使學校各學科教師社群的發展，使教師開始願意主動分享經驗與研

發創新教案。學校更在申請到領先計畫後，於 2014年上半年學校社群數量速迅攀

升，各學科教師積極開發特色選修課程，學校充斥著迎接 12年國教第一屆高一新

生的戰鬥力。然而，由於研究期程考量，本研究僅能呈現於研究期間內之發展故事

與歷程，對於藍天高中在晴校長調任後的影響，並無法再予以研究觀察。因而建議

後續研究者可嘗試延續本研究之發展，以掌握更詳實的後續情形。 

二、 持續關注碧海高中進入第二期程後的歷程 

    研究者先前參與指導教授之研究案，曾聽聞碧海高中過往低迷的情況以及後

來士氣回升的故事。於 2013年 4月初次進入碧海高中優質化計畫第一期程第四年

專家諮輔委員輔導會議時，教師們尚未找到彼此的共識，透過多次來回的內心談話，

聚焦、發散、再聚焦的深入對話討論後，才逐漸架構出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及共同

願景，過程中須不斷的積累能量，以致在 2014年順利進入第二期程。然而，在進

入第二期程的開始，發現到兩種現象：一是教師身心俱疲的聲音出現，二則是有新

血教師願意嘗試加入，對於這兩種異質情況的發展亦值得持續記錄，因而後續研究

亦可關注碧海高中優質化第二期程後的歷程，予以深入探究其中發展之關鍵以及

轉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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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成果之關注 

    研究中主要以個案學校校長以及有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為主要訪談

對象。為進一步了解學校課程教學的改變對學生所帶來的影響和改變，有納入 2-

3名家長訪談，但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分析時，在學生學習這部分，受限於研究期程

因素，無法繼續作後續的資料蒐集，因而較無法提出教師所設計與發展的特色課程

對於學生而言，其吸收的程度以及具體學習成效。故後續研究將學生學習成果為考

量，進一步探究校長學習導向領導之具體成效，以強化研究結果的完整性。 

 

 

 

 

 

 

 

 

 

 

 

 

 

 

 

 

 

 

 



136 
 

 

 

 

 

 

 

 

 

 

 

 

 

 

 

 

 

 

 

 

 

 

 

 

 

 

 



137 
 

後記 

    進入研究場域一年多的時間，瞭解學校教育進行變革著實不易，也見證身為學

校領導者的高度和氣度。面對外來環境挑戰衝擊，學校教育改變過程中領導者的醞

釀和等待的掙扎，抓準時機與學校教師進行溝通達到共識，一同面對危機、解決問

題。然而，這幾行字句看似簡單，具體實踐卻必須投入長久時間，才能稍見希望曙

光。 

    研究中不斷重複論述教育外部環境重大轉變導致學校與教師教學必須改變。

但從教師們的表情和行為可以明顯看出，對於新東西、新改變感到害怕與擔憂，害

怕原先習慣的模式會變得很混亂。看到教師們擔心的情緒卻不禁感到疑惑，當真是

外界變化太迅速使學校教師跟不上腳步嗎？抑或是因為過去日子太過於安逸，總

是生活在安穩框架內，不知外界早已開始變動，無法跳脫？倘若教師們提早認清該

侷限，隨時關注動態變化，是否就不會對劇變的情境感到徬徨、感到茫然、感到不

安呢？又倘若教師們早已具備萬全的能力，又何必擔憂自己做不到呢？ 

    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在教師們夾雜著眾多情緒和惶恐的同時，看見的是領導者

的智慧與能耐，如何讓自己和教師都勇敢面對時局？如何鼓起勇氣拋棄原先自認

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嘗試全新的冒險？如何確保在冒險中的方向是正確的？如何

讓跟隨的教師義無反顧的信任自己？在持續變動的情境底下，學習導向領導者的

認知與感受，信念的堅持與態度，是研究者所欽佩的。而領導者個人特質雖在本研

究中無深入探究，但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對教育理想的渴望似乎是必備的。不斷

學習是領導者的源頭活水，其將自身的能力與專業內化，應用並付諸行動，用新思

維、新想法看待未來的世界，為困境和挑戰未雨綢繆。 

    一連串疑問，並無法給予確切答案，答案存在領導者與教師的抉擇裡，是否願

意理解認知、願意嘗試改變、願意邁開行動？若答案是肯定的，學校變革受情境變

動的影響是否也能夠化壓力危機為動力轉機，超越趨勢的框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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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__________________  

    您好，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本研究。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

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陳奕諠，在陳佩英教授的指導下，正著手於畢業論文

的研究，研究的主題為「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社群之研究」，主要是欲

了解貴校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間的關係發展及其促進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實質影響力。由於欣聞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經驗豐富，對於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有獨到見解，因此，奕諠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本研究的研討，在您分

享寶貴經驗前，宜先告知您本研究的進行方式。 

一、研究目的:瞭解校長學習導向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影響和互動情況。 

二、研究用途:純為學術研究之用，不作為其他用途。 

三、研究方法:以個別訪談方式進行。 

四、研究程序：本研究擬進行一次約莫一小時的訪談。訪談的歷程中，為求能探究

您的真實想法，希冀能徵求您的同意，於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並會在錄音前

事先經過您本人的同意；另為求研究內容的完整性，期盼您能於參與過程中提

供相關的文件資料。於過程中如有尷尬不適或侵犯隱私的感覺等，您可以隨時

反應選擇退出本研究。 

五、保密處理:基於研究倫理，訪談資料與相關文件均不隨意公開，僅供研究者 

與指導教授分析討論，而事關個人身分之基本資料或敏感議題，皆以匿名 

的方式妥善處理，以維護您的權益。 

    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意見，也請您隨時與奕諠聯繫。非常感謝您對於

本研究的參與及貢獻。敬祝 順心 

                                 研究參與者：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陳奕諠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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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壹、 校長版（藍天高中） 

一、您在貴校的任期五年，五年前您希望帶領學校成為一所有特色的高中，成為

大氣的學校，學生能包容各種想法成為大器的學生，您認為您所期望的學校

願景和目標達成了嗎？為什麼？  

二、您認為學校目前所面臨的挑戰為何？所採取的解決之道或策略為何？ 

三、貴校參與了一些計畫(例如高中優質化、高瞻計畫、領先計畫、未來人才計

畫等)，參與每項計畫的用意為何？您認為這些計畫對學校有何影響？對學

校教師有何影響？ 

四、您如何瞭解教師對於教學的想法和態度？校長和教師之間互動的關係為何？  

五、您認為該如何促進教師的教學改變，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六、貴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發展過程中遇到那些困境？您如何因應與協助解

決？  

七、 貴校老師需要怎麼樣的一位校長？如何得知? 

八、 您接下來想要帶領學校往什麼方向前進？具體策略為何？ 

九、若時間能夠倒回，您在領導的過程中有哪些部分您會再重新思考或改 

變？（哪些您認為用對領導且達到目標，哪些您認為需要修正?原因為何?以

及如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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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長版（碧海高中） 

一、請問您在貴校的任期是第幾年？ 

二、在您的學校，您認為貴校目前所面臨的挑戰為何？您所期望的學校願景和目

標為何？如何帶領學校達到該目標？所採取的解決之道或策略為何？ 

三、貴校參與了那些計畫或方案？您認為這些計劃對學校有何影響？對學校教師

有何影響？ 

四、面對十二年國教即將實施，您如何帶領學校？如何判定改變的時機？在這些

挑戰中，哪些和教師有直接相關？ 

五、您如何瞭解教師對於教學(高中優質化、12年國教)的想法和態度？校長和教

師之間互動的關係為何？ 

六、您認為該如何促進教師的教學改變，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七、您如何激勵教師專業發展、精進教學，以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 

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本校是如何發展起來？例如：教師自主？學校領導？或

是政策計畫？教師社群之成立對學校有何影響？ 

九、您如何鼓勵或提供支持學校教師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採取的方法

為何？ 

十、貴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發展過程中遇到那些困境？您如何因應與協助解

決？ 

十一、 從您豐富的領導經驗來看，您認為目前那些領導方式包括思維、行為、

信念對一位領導者而言是重要且必備的？您認為貴校老師需要怎麼樣的一位

校長？ 

十二、 您對貴校未來的發展有何期許？具體策略為何？ 

十三、 若時間倒回，領導的過程中有哪些您會再重新思考或改變？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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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版 

一、請問您在貴校服務幾年？擔任過哪些職務？目前的職務為何？ 

二、就您所知，教師對於學校發展的關心情形如何？主要在哪些事情上？ 

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貴校是如何發展的？學校有什麼改變？ 

四、您當初加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動機為何？ 

五、目前貴社群如何運作？社群組成的情況為何？您在其中的角色為何？ 

六、在您看來，校長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扮演的角色為何？有何影響？ 

七、您的社群和校長有直接互動嗎？或您的社群和行政處室或主任有互動嗎？是

關於那些方面的事？ 

八、在您看來，專業學習社群是老師自己的事？還是和學校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理由為何？ 

九、若沒有校長(或透過行政處室協助)的引導或參與的話，您的社群或者其他社

群是會如何？您還是一樣加入和持續參與嗎？ 

十、您如何看待校長領導在貴校的影響? 以及對教師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