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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對話減少冤枉路：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個案研究 

摘要 

 當全球教育被教育改革浪潮席捲下，有一些警覺意識較高的馬來西亞華文獨

立中學也開始進行學校改革。學校開始檢視教師本質的提升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

效。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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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方法之一。 

 本研究以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四年的華文獨立中學－荷花獨中為例，探討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際運作於教育現場情形，以及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包含教學

能力及認同感）的影響。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透過訪談十位荷花獨中教育人員、

參與觀察該校歷史社群的運作情形、蒐集相關文件，以及加入研究者省思札記進

行資料蒐集。 

 透過研究發現荷花獨中是以統一學生學習品質為目標，由上而下推動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以學科領頭羊領導推動社群，透過合作、實踐與分權式領導運作社

群。除此之外，該校資深教師願意分享及配合的態度也促使社群運作順利。然而

卻有三個層面（組織、個人及社會）的因素阻擾著社群運作。此外，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能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促進資深教師及新手教師的專業對話，讓新手教

師有夥伴的感覺，加速新手教師融入教育現場。但是至於提升教師的工作認同感

的部分，組織及個人因子阻擾了教學認同感的提升。 

 基於以上研究發現與結果，進一步提出有關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相

關建議，提供學校領導層、資深教師及新手教師建議。此外，對於欲推行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華文獨立中學、董教總提出建議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個案研究、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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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rtcut to Professionals: 

A Case Study on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in Malaysi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PLCs) in Lotus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in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how PLCs practices affect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in Lotus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including their professional 

capacity and sense of identity as teachers working in a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The research w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first-hand observation, document reviews,  

interviews with ten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in Lotus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and the resarcher’s reflection note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the following. Lotus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adopted top-down leadership to promote the goal of providing students equal learning 

qualities. Led by various subject leaders, PLCs were built through cooperation, shared 

practice, and shared leadership. Senior teachers’ willing to take part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to smooth the process. 

 In addition, three obstacles (on the levels of institutio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respectively) of the operation of PLCs were spotted. On the bright side, PLCs improv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acity and advanced the profession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senior teachers and less-experienced ones. It trimed the time needed for new teachers 

to fit in. On the down side, however, there were obstacles on both the levels of 

institution and individual which weakened teachers’ sense of identity as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teacher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ions are generated for the administrators, senior 

teachers, and new teachers of Lotus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as well as for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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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interested in starting their own PLCs and for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UCSCAM) on this reg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are provided. 

 

Keywords: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case study,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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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 身在深山才知苦：箇中滋味甜酸苦 

我是一名混血兒。我的祖母是卡達山族（Kadazan），祖父為華人。我從小以

華語溝通，偶而用客語聊天。自小就讀於華文小學，隨後順理成章進入了華文獨

立中學。很幸運的是，大學申請到了獎學金到了師大教育系。 

大學畢業後，我選擇回到母校當教師。曾經受過四年教育系薰陶的我，以為

可以輕鬆應對學校裡頭的事務，以為可以比同期的新手老師更能得心應手，才發

覺原來這一切都是我的想像。 

 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在面對學生來源短缺、行政系統上的不健全、社會

對其的不公平而導致資源嚴重缺乏，這些限制都讓獨中教師比馬來西亞國民學校

教師來得辛苦些。除了要備課之外，有些教師還得兼顧行政上的事情，所以常常

分身乏術。加上獨中教師流動率高，新手教師往往都沒有得到前輩帶領，只能自

己默默摸索。 

我的母校是沙巴州1九間獨中裡最小的那一間。全校學生人數不超過一百五

十位，教師人數為十人。所以以上所述的獨中教師面對的問題，我都碰到了。 

 對一個新手教師而言，這已經不是課堂上說的理論了，那是一個真真實實的

教學舞台。如何在未適應學校及教學的情況下，還要擔任導師兼行政工作，這就

是我這四年一直努力學習的課題。 

第一年，我就被安排擔任國中二年級導師、華文兼歷史教師。此外，我還兼

任教務助理、管樂團顧問教師等職務。雖然學生人數少，但是行政工作的繁瑣及

擔任導師的辛苦是無人能及的。 

                         
1 沙巴州(Sabah)為馬來西亞位於婆羅洲島(Borneo Island)北部的其中一個州屬。其與位於其西南

方的砂拉越（Sarawak，馬來西亞另一個州屬），與南方的印度尼西亞（Indonesia）的東加里曼

丹省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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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告訴我要怎麼去應對學生，也沒有人告訴我要如何教導華文和歷史。

我只能憑著中學的記憶模仿教師的教學方法。可惜的是此時非彼時，其實很多方

法和技巧都得調整了。除了疲於備課之外，國中二年級的學生給我這新手班導師

的考驗更多。一年內，學生的偷竊、在班上談戀愛、上課上到一半翹課走路回家

等行為問題，更是讓我疲於應付。此外，身為當時全校最年輕的教師，教務主任

（也就是我以前的中學教師）將教務的一些事情交給我處理，這也開啟了我接觸

行政的道路。另外，管樂團的事務也比較雜亂。自從接手之後，曾經身為管樂團

一份子的我就下定決心將事務理好，好讓管樂團可以運形得更好。 

當時的我根本沒有辦法同時應付這些職務，我只能左聽聽前輩和右聽聽其他

同為新手教師的大學同學給予的意見，但是他們也都分身乏術，根本沒有辦法和

我好好處理這些事情，因為他們也和我一樣，心有餘而力不足。 

 現在想起來，我當時的處理手法確實很不好。例如偷竊的事情，我沒有事先

在班上處理而直接交給校長（兼任訓導）處理，這讓偷竊的小朋友沒有第二次機

會，他們全都被記過了。很顯然那時候的我實在是太缺乏班級經營的經驗了，結

果傷害了學生，從此他們與我的關係不再密切也不再信任我。所以，我想那幾位

學生後來都沒有好好學習都是因為我的粗率和缺乏經驗的處理事情所致。 

此外，學生也可能已經因為我的言行而受傷、學生可能因為我不懂變通的教

法而對這一科產生了厭惡，或許這樣就改變了他的一生。我想，如果當時有一位

有經驗的教師能引導我及給予我意見，我一定會做得更好，學生的青春也就不會

被我糟蹋了。我也不會在開行政會議後自己偷偷躲起來哭，也不會將事情都扛在

身上而壓力大至焦慮不已。 

我是在懵懵懂懂、不經意挫折或甚至傷害到某些學生後才熬過第一年。接下

來幾年的感覺都是自己一個人摸索。孤單、無助，甚至覺得全天下都不懂我的感

覺常常讓我自怨自艾，幸好當時有一班同是師大畢業回校服務的朋友們互相勉勵

及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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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熬過四年，那時發覺自己多少摸索到自己的方法。隨著與學校契約

期滿之後，我就想藉著年輕，再度回到師大學習行政方面的知識。或許研究所可

以讓我找到一個方法引導我好好思考，如果每一位新手教師都有一個完善的制度

可以在背後給於他們支持及鼓勵，那麼他們就不會重走我所走過的路。或許大家

都覺得修習過教育學程就是一個合格的教師，但是我深刻體會到教師將理論助轉

為實務是需要每天練習的。這一路走來，箇中的滋味甜酸苦，尤其是當導師帶給

我的衝擊最大。我想與其從失敗中學習，倒不如自己去培力、尋找出路。新手教

師需要的幫助及支持或許比大家想像中得來得更多。 

貳、 箇中滋味甜酸苦：全靠功夫來調配 

我總覺得教育的成敗就看師資的好壞。然而，對一些人來說，獨中教職不是

一份很高尚的工作。獨中教師往往是一個中途轉站的選擇。很多大學畢業生，尤

其是男生，在未得到其他單位的求職回復之下，常常以當獨立中學教師為中途站。

待找到更好的工作時，他們就會離職，所以獨中教師的職缺是經常性的。就我工

作的那一段日子，每一年甚至每一學期，我都會遇到新同事。有些教師是因為成

功申請到國民學校任教而離職，有些教師則是找到工資較高的工作而離職。所以，

大家都笑說只要能在獨中熬過一年，那就是一位「資深」的教師了。也正因為經

常性職缺，所以學校沒有足夠人選可以聘用到合格或優秀的教師。也就因為這樣，

獨中就不容易維持一定的師資品質。 

教師的主要工作就是「課堂上的教學」，好讓學生習的學科知識和能力。但是，

就目前獨中教育的專業研習活動而言，如進修學位、修習教育學程、專題演講等，

不一定與教室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有關。因此對教師專業成長的提昇，難以獲得

具體的成效，更難期望能增進教師的教學能力（簡紅珠，2007）。 

細數擔任教師的四年所修習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最讓我搖頭的是課程都遠

離學校與教室，尤其是脫離了我面對的日常具體的情境和我所要解決的特定問題。

加上，沙巴位於東馬，而獨立中學工作委員會（簡稱工委會）總部在加影（Ka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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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雪蘭莪州內），很多的師資培育課程都在西馬舉辦。東馬（沙巴及砂拉越）

的教師若要參加工委會所舉辦的課程都得乘搭飛機前往，這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益

也不便於東馬的獨中教師提升自我能力。我還記得，我錯過了第一年的新進教師

培訓課程。雖然沙巴董事總會（簡稱沙巴董總）也常辦一些師資培育課程，但是

這都缺乏規劃性，而且多視當下的師資及資源而定。沙巴董總每一年都會辦理九

間獨中交流會，九間獨中將會派出教師參加。課程不只是針對新手教師，也有針

對教師在教學上的課程。可惜交流會都只辦兩天一夜，大家的關係沒有密切都已

經急著說再見了。殊不知良好師資的養成是需要規律性的對話及長期性的進修才

能保持在教學場域上第一陣線的教師們裝備齊全，才能專業信心地帶領學生。 

 當時沙巴州的九間獨中之間，只有大型獨中才比較有資源籌辦新手教師進修

課程。中小型獨中2是沒有資源及需求獨自辦理進修課程。但是，我想如果學校當

時有一位有經驗的班導師能夠當我的「師傅」，或許他不能告訴我怎麼去教課，

但是他必定能在處理學生及行政上給於我一些指點。或許他也可以與我分享如何

去管理班級秩序及如何引起學生的上課興致等等。實際上，新手教師需要與資深

老師對話及學習，這樣才能夠將理論及實務相結合。如果當時的我明白了如何將

理論轉換為實際的能力，我想這一路走來應該會輕鬆多了。要不是我已經和母校

簽了四年合約，我想我可能第一年就已經撐不下去了。 

參、 全靠功夫來調配：先培養全能師傅 

如果不是經歷了獨中教師的那些年，我從不知道一個被政府孤立的教育體系

裡的教師要如何擺脫困境提升自己是一件多麼需要大家協助的事情。國內資源缺

乏，所以獨中工委會只好借助台灣、中國、新加坡等國的資源幫助，請其安排專

家前來舉辦研習會或課程。 

                         
2 全國獨中歸類為小型（少於 300 人）、中型（301-1000 人）、大型（多於 1 千人）及超大型

（多於 2000 人），而 2015 年統計顯示，全國目前有 15 間超大型獨中、32 間中型獨中及 15 間

小型獨中。（連續 12 年增長‧獨中生逾 8 萬創新高，星洲日報，201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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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礙於之前所提及的區域性過於廣闊、學校資源的問題等，如果教師可

以借助周邊的資源提升自己的能力，那才是最根本及最有效益的方法。自從接觸

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模式運作之後，我才了解這或許是一帖良藥。這一帖良藥

可以讓偏遠地區或是資源不足的教師聯同身邊的同事，大家一起集思廣義，分享

彼此的心得及技巧。這樣不但可以減少彼此摸索的時間，也因為有同儕的攜手合

作，讓教師可以站得更穩及更深入教學的世界。這不但可以提升個人的能力，而

且學校整體教師的能力都能隨之提升。 

聽聞一些大型獨中已經開始集體備課及舉辦一些科別研究會，我很好奇他們

的成效為何。因為大多獨中教師除了教學之外都得兼行政工作，所以如何推行集

體備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既然已經推行了，其困難又是什麼呢？是教師自己

想要利用集體備課及科別會議以協助彼此還是行政階層看到了同儕合作及對話

對教學的重要性呢？在行政資源匱乏的獨中體系內，該團體如何突破教師工作負

擔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下取得了眾人的支持而推行呢？ 

我想要透過研究了解我們還能多做些什麼並且提供什麼樣的幫助，尤其是行

政團隊及獨中工委會可以提供什麼協助好讓集體備課及科別會議可以推展至全

部獨中，好讓大家都能以團體的力量打破彼此之間的觀念，一起回應教育現場的

工作困境與挑戰。規律性且長期性的推行才能看到改善的效果，所以環境上給於

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畢竟幫助獨中調味上菜不如教導其如何烹調佳餚。 

肆、 先培養全能師傅：經驗對話減少冤枉路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這一路走來艱辛且坎坷，在這全球化高度競爭的時代裡，

該如何培養具有競爭力的獨中生是 60+23間獨中的目標。而教師的專業成長是最

關鍵的一環，所以有些獨中已經開始注重提升自身教師知能，尤其在教學這一塊

的專業。值得慶幸的是有一些獨中董事部開始注重師資提升並且願意投資經費培

訓教師。 

                         
3原先的 60 間華文獨立中學加上 2 間分校（柔佛古來寬柔分校及彭亨關丹中華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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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這研究可以讓我盡一份力量讓獨中領導者，尤其是校長及行政人員能

夠在校內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上得到一些些的靈感及啟發。或許可以讓他們知

道能夠從哪裡開始著手準備及需要什麼資源來配合。 

我從觀察台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經驗中得知，教師社群若運作得好，

可以減輕教師的壓力及工作負荷，因為同儕的經驗對話及互相幫助也可以讓獨中

教師放心和安心教學。如同過去當我孤獨無助的時候，我是多麼希望有這麼一個

專業學習團體可以幫助我。當我不知道如何處理學生問題的時候、如何提升教學

效能、如何處理社團問題、如何分配行政及教學時間，我想我需要的就是一個提

點、一種關懷、一個支持、一個溫暖的團體協助我面對和解決問題。 

或許有一群同伴的帶領及陪伴，新手教師及徬徨無助的教師可以感覺到一絲

溫暖並推翻教學是一成不變的工作的觀念。每一次集體備課及科別研習都是一把

打開教學大門的鑰匙，看著別人精心設計的課程都會讓教學者檢視自己的用心，

這也會鼓舞教師更上一層樓。 

 基於我個人的教學經驗和在台灣所觀察到的教師專業成長和社群支持，我想

回到家鄉，以個案學校荷花獨中（匿名）為研究場域，進行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

我在著手進行文獻資料蒐集發現，該校於兩年前曾邀請一位台灣校長到校推動集

體備課的講座。自此，該校為一間推動了兩年集體備課及科別研習的超大型獨中

之一。該校的發展主軸為聚焦師資專業成長與學生學習上，這與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焦點相似，加上推動者是來自台灣自身學校已有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李校長。 

經由指導教授協助和獲得校方同意，我便選定荷花獨中為本研究之個案學校，

因此決定關注教師專業成長為研究場域，探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形，以

及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是想要了解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形，是由教師自發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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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還是經由行政團隊如校長的推動而成型。此外，我也想了解此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運作有遭遇到什麼問題，並探討社群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本節就

研究目的與問題分述如下： 

壹、 研究目的 

 故根據上述研究動機，進一步說明本研究目的。 

一、 了解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歷程。 

二、 了解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情形及所遇到的阻礙。 

三、 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一所獨中師資專業成長（包含教學能力及認同

感）之影響。 

四、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學校參考。 

貳、 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目的擬定以下研究問題： 

一、 了解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歷程為何？ 

（一） 在怎麼樣的情境下，教師開始接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二） 社群是由教師自發性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或是由學校行政團隊負責啟

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二、 了解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情形為何？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形為何？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過程中所面對的什麼困難及如何解決之？ 

三、 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荷花獨中師資專業成長（包含教學能力及認同

感）之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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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意指一群關注於學生學習成果與自我專業成長的教育工

作者，不斷地透過合作進行專業對話與回饋分享，以達到自我專業成長，進而幫

助學生學習更好。 

貳、 華文獨立中學 

獨立中學或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是由馬來西亞華人民間贊助

維持創辦的中學總稱，是馬來西亞特有的教育體制，目前共有 60+2 間，分布在

各個州屬。其運作是由華校董事聯合總會4和華校教師公會（董教總）負責，也就

是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Persekutuan Persatuan - 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China Malaysia /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UCSCAM）。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的政策就是要肩負著發展中華民

族母語教育和承傳中華民族文化，培育民族子女，為國儲才的教育任務。 

 

 

 

 

 

 

 

 

 

 

                         
4 由馬來西亞各州屬華校董事聯合會或董教聯所組成的組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3%E6%95%99%E6%80%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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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歷史沿革 

壹、 英殖民統治時期－從私塾到新式學校 

華文獨立中學的歷史緊緊跟隨著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因此，源頭必須

追溯至早在 19 世紀。根據《馬來西亞華教常識手冊》所述，那時的華文教育已

經以私塾形式出現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當時的華人從中國大量移民到馬來半島

當勞工。為了讓子女受教育，他們就在會館、宗祠、神廟或其他簡陋的地方建立

私塾。私塾的種類分成 3 種，即（一）教館：華人家長個別聘請教師在家裡授課；

（二）家塾：讀書人在家裡開設的學堂授課以謀生；和（三）學塾：指當地僑領

為族中子弟在廟堂或會館裡開設的學堂，一般上是免費且公開的，故也成為義墊。

私塾的教材並非統一，一般為《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百家姓》、

《四書五經》等經典古籍，以及簡易實用的珠算（鄭良樹，2005）。 

早期的華人私塾設備都非常簡陋，光線不足且空氣欠流通。師資也非常缺乏，

通常由識字較多的人擔任。此時，散布于各地的小型私塾學堂是華文教育的主流，

其教學媒介語是各地的方言。它們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開荒史上的先行者及播種

者。在缺乏政府資助下以及面對獲得英殖民政府資助的英文學校的挑戰下，傳播

民族文化直到二十世紀初葉新式學校的出現。 

滿清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康有為曾受馬來亞華人邀請到馬來亞住上

一段長時間，其積極推廣新式現代化華文學校。同時，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也曾

前來檳城鼓吹革命與推動新式教育。因此，馬來亞第一所新式現代化學校中華官

音學堂，在當時滿清駐檳城理事張弼士的大力捐助下，於 1904 年在檳城正式開

課。滿清為了延長國祚而拉攏馬新華人，連續數年特別派遣視學員來馬新鼓吹辦

學。在此風氣之下，1906 年創辦了尊孔學堂，而坤成女子中學及育才學堂分別創

辦於 1908 年。此類新式華校多採用 6 年學制，並以清朝維新運動中的「中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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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西學為用」的教學目標作為課程綱領。新式學校於 1911 年全面改用中華民

國政府所訂的教育綱領，教科書大多選用由中國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所出版的

書籍，內容著重于中國的文化、人物、地理、歷史及黨國意識。尤其五四運動後，

新馬地區的華校開始也都採用白話文的教科書，並以華語取代方言作為教學媒介

語。1920 年，華文私塾基本上已被新式學校所取代。而現代化華文學堂隨著歷史

的推移，形成了今天華文獨立中學由來的前身（《馬來西亞華教常識手冊》，2005）。 

爾後的英國殖民政府，對華文教育採取了漠視的態度。但自從五四運動之後，

英國殖民政府為了防止華校被利用進行危害其政權的活動，遂於 1920 年頒布了

矛頭指向華校的《1920 年學校註冊法令》(The Registration of School Ordinance, 

1920)。 

 英殖民政府為了引導華校脫離中國的政治影響而規定只有採用方言教學的

華校才能享有津貼，藉此限制新式華校發展。每所學校、教師和學校管理人員如

校董之類必須向當局註冊，否則將會被罰款。如果當局認為某所學校被用來傳播

危害海峽殖民地（為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所組成的英殖民地）或馬來聯邦（為

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及彭亨所組成）利益或公眾利益的政治學說，當局可以宣

布該學校為非法學校，其董事可以被罰款。其中一項規定為師資本地化，這也就

意味著華校再也不能從中國引進師資。 

 1923 年，英殖民政府開始委任華校督學官執行監督華校的任務，即規定凡

有十位學生的學校都必須註冊。此外，其有權巡視及管制學校和視察學校的書籍

及文件等。若學校或教師進行有損殖民政府及公眾利益的政治宣傳活動，政府可

立即宣布其違法並取消注冊證。 

此法令下，光是海峡殖民地便有 315 間華校被勒令關閉。儘管這個法令做出

了提供津貼予華校之建議，但是華社對英國殖民地政府的誠意多抱懷疑態度，因

此申請津貼的華校為數甚少。華社曾要求當局取消有關規定，卻遭英殖民地政府

當局拒絕。盡管如此，學校註冊法令的頒布仍然阻止不了華文教育的發展，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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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為吉打、吉蘭丹、登嘉樓、玻璃市及柔佛所

組成），華校間數就從 1921 年的 252 間增加至 1925 年的 643 間（《馬來西亞華教

常識手冊》，2005）。 

 1935 年開始，英殖民當局主辦華文小學和初中畢業考試，也津貼華校師資

訓練班。1940 年，其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擬定了新華校統一課程。1942 年，

其頒布了《學校註冊津貼條例》，宣布華校可以向當局申請津貼，但必須使用當

局指定的教科書和接受其所指派的教師。  

總得來說，1920 年至 1941 年日本二次大戰入侵前期是英國殖民地當局企圖

逐步管制華校課程、運作及師資的時期，但也是華校重要的擴展時期。1938 年，

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的華校增加到 1015 間，學生人數 91,534 位，

幾乎是當時英校的兩倍（《馬來西亞華教常識手冊》，2005）。 

貳、 日治時期（1942 年至 1945 年）－陷入黑暗的日子 

 日本統治時期是馬來半島華文教育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許多華校教師和學生

慘遭殺害。各源流學校幾乎完全停辦，有的校舍被破壞，有的則被占為兵營。1942

年 3 月，雖然日本軍政府允許復辦一些學校，但是卻又採取多種方法及步驟以轉

變教學媒介語，強行以日語代替。校名上的「華文」二字都被抹去，學校改以街

道為名，不準沿用舊名。學校的學制完全依照日本的教育制度，連上課時間也按

照東京時間進行。 

 1945 年日軍投降後，各地華社紛紛復辦華校。重開的華校立即宣告學生滿

額且新辦的華校不斷出現。 

參、 馬來亞聯邦
5
到馬來亞

6
時期的壓迫及改制－新式華文學校到華文獨立中學 

1948 年至 1955 年間，英國殖民地政府有意改變各母語源流教育的特質，

                         
5 英國殖民地政府將馬六甲、檳城、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共 11 州合併成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 
6 馬來亞成立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首任首相為敦姑阿督拉曼（Tun Tunku Abdul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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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建議以英文教育為主的學校體制。因而提出了很多報告書，其中影響最深的

則是於 1951 年提出的《馬來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或稱為《巴恩報告書》(The 

Barnes Report)。這份報告書對華教相當不利，其特點：(一) 提出國民學校的

概念取代母語學校；(二) 強調馬來文的重要性，以之為國民學校的教學媒介語；

(三) 將華文、淡米爾文貶低為次等語文，不能在國民學校教學。對于華校而言，

最致命的是它主張建立以英文或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學校(稱為國民學校)，

廢除其它語文源流學校，也就是说，淡米爾文學校和新式華文學校都要廢除。這

份報告書發表之後，立即引起華社的不滿和憤怒。 

雖然之後的《方吳報告書》讚揚華文教育的價值，稱其為實際需要且是三種

語文的教育並建議政府承認華校的地位並協助其發展。此報告書獲得華社的認同，

主要是其鼓勵華社興辦教授三語的華校。奈何，政府依然依照《巴恩報告書》制

定了令華社激烈反對的《1952 年教育法令》。 

《1952 年教育法令》指出英文和馬來文是必修科，華文與淡米爾列為第三

語文，至少 15 名同一級學生之家長提出申請方可獲准教授。此外建立國民學校

（以英語或馬來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小學）為準則，這些學校以馬來語及英語

作為教學媒介，給予津貼，逐步鼓勵各語文學校接受改制為國民學校。因為該法

令規定以英文、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以國民學校為準則，把華文與淡米爾

文列為第三種語文，意即不接納華文和淡米爾文學校為國家教育制度的一環。凡

在設有國民學校的地區，所有的適齡兒童均被強迫進入國民學校。换言之，國民

學校愈普遍設立起来，则方言學校自然而然被消滅。由此可見，國民學校的普及

化將會影響華文中學的學生來源，而學生在小學畢業後也將順勢進入國民中學以

便將來獲得更好的前途。 

在《1957 年教育法令》頒布下，馬來文小學被稱為標準小學，英小、華小和

淡小被称為標準型小學，都獲得政府給予全部津貼。馬來文中學被稱為國民中學，

華文中學和英文中學被稱為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和國民型英文中學都獲得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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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國民型華文中學也繼續可以獲得部分津貼，但要獲得全部津貼则必須改為

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即改為國民型英文中學)。同年年底，馬來半島的 70 所

華文中學，除了鍾靈中學接受特别津貼而變相改制以及振華7和昔華8接受改制

外，其餘保留為華文中學（《馬來西亞華教常識手冊》，2005）。 

自 1957 年成立馬來亞至 1961 年間，新政府陸續制訂教育法令以塑造馬來亞

的教育制度之際，此對華文教育有著極大的威脅及影響。《1961 年教育法令》為

了貫徹「為國家團結，教育政策的目標必須是從國家制度的學校中消滅種族性的

中學，以確保各族學生在國民中學和國民型中學就讀」的目標，規定各級9學校必

須納入馬來文（馬來西亞國語）與英文做為必修科，並且以政府的經費資助作為

「誘因」迫使華文、英文及淡米爾文其他源流的中學改制。馬來學校既為「國民

中學」（簡稱「國中」），而接受改制的其他源流中學則為「國民型中學」（柯嘉遜，

2002）。 

1962 年 1 月 1 日起，馬來西亞（馬來亞聯同沙巴及砂拉越於 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全國中學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政府給予補助的國民中學，而學生多為

馬來學生並以馬來文教學；二是接受政府補助的各源流的國民型中學10，學生多

為華裔及印裔並用英文或馬來文教學，而華文及淡米爾文則作為一個科目學習

（非必修），每周有 5 節的華文語文課；三是不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得不到政

府補助而成為獨立中學，經費由民間資助並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英文及馬

來文為必修科目而推行「三語教學」（李曉芬，2011）。 

 

                         
7 芙蓉振華中學於 1957 年 9 月 28 日接受改制。 
8 柔佛昔加末華僑中學(昔華中學)在 1957 年 10 月 27 日接受改制。 
9《1952 年教育法令》將馬來亞境内，只能設立及維持以下之各種政府學校或學院:(1)國民學   

校(以 英、巫文為主要媒介語)；(2)中等學校；(3)職業學校；(4)專科學校；(5) 高級學校；

(6)師範學校；和(7)大學。 
10 1961 年結束時，馬來半島計有 54 所華文中學接受改制為國民型中學，堅持不改制的只剩下 

16 所；1962 年底，馬來半島計有 54 所華文中學被改制為國民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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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 

壹、 華文獨立中學初期－滿途荊棘、風雨飄搖 

 經歷這場威迫利誘和軟硬兼施的改制風暴後，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

陷入低潮，其生存與發展都面臨重大危機。大部分的獨中在學生來源、師資及經

費都面對困難，甚至有些學校面臨停辦的危機。1964 年起，政府取消小學升中學

會考，實施 9 年義務教育，所有小學畢業生直接升上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繼續

學業，這讓獨中面對嚴重的學生來源短缺問題。1967 年，政府宣布没有劍橋高等

文憑或聯合邦教育文憑之中學學生(包括華校生)不准出國深造的措施，以斷絕獨

中生出國深造的機會。這讓獨中在招生上更顯雪上加霜。 

此外，一般華裔家長以國民型中學學費低廉、較易考獲初級文憑，且無需多

讀一年預備班為由，不考慮將孩子送進獨中。獨中更被視為收留落第生和「破銅

爛鐵」的補習學校，整體士氣低落，慘淡經營，其生存與發展面臨重大危機。 

貳、 華文獨立中學中期－浴火重生、自力更生 

 馬來西亞華社為挽救搖搖欲墜的獨立中學，在 70 年代初掀起一場獨中復興

運動。1973 年，由霹靂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決定為州內的 9 所獨中籌募經費。

他們全面發動百萬元發展基金籌募運動。但是初期的籌款運動一片沉寂，而後該

籌款活動席捲了整個霹靂州，進而得到全國各地熱愛母語教育人士的響應和支持，

群眾性的籌款運動逐漸擴展為「全國獨中復興運動」（《馬來西亞華文獨中常識手

冊》，2005）。當時熱火般的籌款活動，不但獲得廣大華社族群的支持，連巫、印

籍同胞也出過一把力。此運動是一場廣泛性的群眾運動。因為它突破了單元化教

育政策、法令及措施的重重包圍，建立獨中辦學體制與形象，展現母語教育體系

的功能與優越性。 

一、 《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 

1973 年，隨著獨中復興運動的開展，董教總成立「董教總全國發展華文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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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會」（簡稱「獨中工委會」），並決定把它的行政交由董總管理，在董總之下

設立秘書處（行政部），其委員會包括董總、教總以及其他華教工作者。此外發

布歷史性文獻《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明確地提出獨中的「四大使命與六大總

辦學方針」，這對全國獨中的發展方向具有指導作用。 

《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內容說明獨中 4 大使命和 6 大辦學方針，同時針對

6 各方面提出建議：（一）統一課程；（二）統一考試；（三）經濟問題；（四）師

資問題；（五）學生來源和出路；（六）升學與就業輔導。 

其四大使命如下： 

（一） 中小學十二年教育是基本教育：華文獨立中學即為完成此種基本教育的

母語教育。 

（二） 華文獨立中學下則延續華文小學，上則銜接大專院校，實為一必需之橋

樑。 

（三） 華文小學六年不足以維護及發揚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必須以華文獨立

中學為堡壘，方能達致目標。 

（四） 華文獨立中學兼授三種語文，吸引國內外的文化精華，融會貫通，實為

塑造馬來西亞文化的重要熔爐。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2005） 

此建議書建議華文獨中的六項總辦學方針為： 

（一） 堅持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傳授與發揚優秀的中華文化，為創造馬來

西亞多元種族社會新文化而做出貢獻。 

（二） 在不妨礙母語教育的原則下，加強對國文（馬來文）和英文的教學，以

配合國內外客觀條件的需求。 

（三） 堅決保持華文獨立中學一向來數理科目之優越性。 

（四） 課程必須符合馬來西亞多元民族的共同利益，且應具備時代精神。 

（五） 華文獨立中學不能以政府考試為主要辦學目標，若某部分學生主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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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可以補習方式進行輔導。 

（六） 技術和職業課程可按個別學校的需要而增設，但華文獨立中學絕不應變

為技術或職業學校。 

（《董總 50 年特刊 1954-2004》，2004） 

為謀求完善統一步驟以克服當時的困難，積極使獨中能完成鞏固及發揚母語

教育的地位及功能，獨中工委會在《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中對以下 6 方面提出

建議並成立了相關工作委員會執行職務。茲列如下： 

（一） 統一課程 

課程主要媒介語必須是華文，為配合客觀環境需要可適量加強國語教學且為

配合世界環境需要也須加強英文教學。此外，課程內容應該以馬來西亞客觀環境

所需也應盡量保留和發揚華人的文化遺產，進而創造多元種族新文化。 

獨中工委會將成立「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課程編委會」負責，而該編委會包括

董總、教總、獨中校長、校友會、熱心華文教育人士等國內成員，也應邀請國內

外著名大學的專業人士一同組成。統一課程編定完成後，可編纂各科課本並在國

內出版。 

（二） 統一考試 

配合統一課程，所以除了校內考試之外，獨中必須有一個「統一考試制度」。

其用意在統一衡量獨中學生的水準，也為國內外大學提供一項招生準繩及為社會

人士提供一項徴聘的依據。 

獨中工委會會成立「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考試委員會」，網羅來自國內外著名

的專家學者。考試及格的學生就頒發文憑，同時與國內外大學聯絡，要求承認文

憑並呼籲大眾以實際行動大力支持。 

（三） 資源與經費問題 

獨中已多年自力更生，所以經濟上的困難已可各自解決。不過還需籌募全國

性的「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基金」，用以支付「統一課程編委會」、「統一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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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建設圖書館、舉辦教學研討會及促進教學設備等器材。 

工委會將成立「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基金工委會」，聯同全國社團、工商機構、

校友會等進行籌款，並定期舉行文娛活動籌募基金。 

（四） 師資問題 

教師待遇菲薄，應設法調整較好的薪金及服務制度，以免教師因不確定性而

離開教育界。此外，建議設立一個比聘書更完善的服務制度。為讓教師們交流經

驗而按期舉行各科教學研討班。 

（五） 學生來源和出路問題 

獨中管教認真且學生在品德及學業都得到優異的表現，學生人數漸漸由凋零

逐年增加。出路方面則獨中學生更占優勢，在學術界取得更大的成就。因學生出

路問題存在於各國，無法局部解決，因此必須和其他社會問題一併處理才可解決。 

（六） 升學就業輔導 

1. 技術和職業課程： 

 獨中不能降級為職業或技術學院，但個別學校可按需要而增設職業或技術教

育。 

2. 升學的輔導： 

 獨中絕不能以政府考試為辦學方針，但若學生要求參加各項校外考試，學校

可針對某種需要增設補習班給予輔導。 

3. 就業的輔導： 

 學校應與董事會組成就業輔導小組，設法推薦介紹學生就業事項。 

 至此，獨中的課程訂定、教科書的編定、師資培訓、獨中考試的行政決策權

從各地的華校董事聯合總會收回至董教總的全國獨中工委會的手上。全國獨中工

委會是制定獨中行政的領頭羊，所有獨中都得遵從全國獨中工委會所決議的政策，

但是其經費、學生來源、師資來源、行政等方面都保有自主權。因此，各獨中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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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教師組成「董教總」（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與教師聯合總會），成為

華校的「民間教育部」。 

 自從獨中工委會於 1973 年發布《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後積極推動獨中發

展計畫，因此 1975 年成立統一考試委員會；1976 年成立統一課程編輯委員會；

1984 年以後陸續成立師資教育委員會、技職教育委員會、體育委員會、輔導推展

委員會（《華文獨中工委會工作總結、檢討與展望》，2008）。 

二、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與教師聯合總會──「民間教育部」 

馬來西亞華校聯合會總會，簡稱「董總」，成立於 1954 年 8 月 22 日。它是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的領導機構。其會員來自 13 個州11的華文學校董事會聯

合會。各州董事會聯合會的會員來自州內的華文小學董事會和華文獨中董事會。

這些董事會是由當地華人組織成立的，其任務就是創辦和管理華文學校。長期以

來，華校董事會辦校辦學，為民族、國家栽培人才，為政府分擔教育責任。 

數十年來，各州董聯會和教師會團結在董總和教總的旗幟下，廣泛地結合華

人社會的各政黨、團體和各階層人士，共同奮鬥，積極爭取華教的生存和發展空

間。董總和教總自成立以來，即緊密配合，並肩作戰，聯手爭取民族權益，是馬

來西亞華教運動的領導機構，合稱為「董教總」。 

經過半個世紀的艱苦奮鬥與嚴峻考驗，董教總已樹立起其作為馬來西亞華文

教育發言人和華社民辦教育領導機構的鮮明形象。 

三、 董教總全國發展華文獨中工委會 

隨著獨中復興運動的開展，董教總於 1973 年成立「董教總全國發展華文獨

中工委會」（簡稱「獨中工委會」）。從此，此機構設立行政部與相關工作委員會，

                         
11

 雪蘭莪暨吉隆坡直轄區華校董事會聯合會、霹靂華校董事會聯合會、檳威華校董事聯合會、

柔佛州華校董教聯合會、馬六甲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森美蘭華校董事會聯合會、吉打州華

校董事聯合會、玻璃市華校董事聯合會、彭亨州華校董事聯合會、登嘉樓州華校董事聯合

會、吉蘭丹州華校董事教師聯合會、砂拉越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及沙巴州華文獨立中學董事

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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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課本編纂、舉辦考試、獨中師資培訓、技職教育、學生活動、升學輔導、出

版業務、資訊收集、基金籌募、獎貸學金等業務。 

2007 年，董總也相應在獨中工委會的組織結構上做出調整。主要是將 2002

年加入的「學務委員會」（可以直接委任、管轄及決定其下各局成員的工作任務）

的角色，從主導的角色轉變成參謀或智囊單位（《華文獨中工委會工作的總結、

檢討及發展》，2008）。 

 

   全國獨中工委會組織圖 

 

圖 2-1 獨中工委會行政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 華文獨立中學現況－滿途荊棘、風雨飄搖還現絲絲曙光 

自 60 年代發展至今，獨中在馬來西亞教育體系內獨樹一幟，並肩負維護與

發展中華文化及民族教育的責任。此外，面對 21 世紀全球化的未來，獨中傳授

三語及注重數理的教學特色讓馬來西亞的家長紛紛將孩子送入獨中就讀。因此近

董教總全國華文獨立
中學工委會

（由13位董總代表、13

位教總代表、15位委任
代表組成）

統一考試

委員會

統一課程

委員會

教師教育

委員會

學生學務

委員會

技職教育

委員會

體育

委員會

電腦

委員會

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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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獨中學生人數逐年增加12。另有一些還沒有起步的獨中學生人數遞減，每

況愈下，令人擔憂，是值得有關方面檢討與深思的13。 

近年來因為中國的迅速崛起激起全球蜂擁學習中文的浪潮。整個大環境有利

於華文獨中的生存與發展。華文獨中也積極拓展學生的升學管道，讓獨中生藉由

統考文憑到國內外的大專院校深造14。 

一、 60+2 的獨中 

現存華文獨立中學共有 60+2（新山寬柔獨中古來分校和彭亨關丹中華中學）

所，37 所在西馬（16 所堅持不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和 21 所改制為國民型中學後

來復辦獨立中學），23 所在東馬（沙巴州和砂拉越州）。 

1962 年，西馬堅持不接受改制的 16 所華文中學為檳城韓江、吉隆坡坤成和

循人、巴生興華和濱華、芙蓉中華、波德申中華、馬六甲培風、居鑾中華、麻坡

中化、峇株巴轄華仁、永平華文中學、新山寬柔、新文龍中學、怡保深齋和班台

育青。  

東馬共有 23 所獨立中學，即沙巴的 9 所獨中（皆建立於 1962-1969 年）：沙

巴崇正、亞庇建國、吧巴中學、保佛中學、丹南崇正、斗湖巴華、古達培正、拿

篤中學及山打根育源。砂拉越的 14 所獨中：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古晉中華第三

中學、古晉中華第四中學、詩巫光民、詩巫黃乃裳、詩巫建興、詩巫公教、詩巫

公民、民都魯開智、美里培民和廉律、泗里奎民立、石角民立和西連民眾。  

後來，其中 33所改制國民型中學的董事部增設獨立班（即「兼辦獨立中學」），

最後成功續辦至今的有 21 所：亞羅士打新民、亞羅士打吉華、雙溪大年新民、

大山腳日新、檳城鍾靈、檳城檳華、檳城菩提、吉隆坡尊孔、吉隆坡中華、巴生

光華、巴生中華、利豐港培華、笨珍培群、怡保育才、江沙崇華、實兆遠南華、

                         
12 2013 年全部獨中學生人數為 76355 名，2014 年為 79264 名，2015 年為 83042 名。 
13 學校行政（辦學方針、設備等）、社會（鄰近優質國民型中學、鄰近優質獨立中學、華裔人

口多寡、家長經濟考量）皆是左右獨中發展的因素。 
14 目前全球有超過 800 所大學承認統考文憑（2013 年英國《泰晤士報》公布的全球大學 200 強

名單內，其中 80 所大學接受統考學生入學），其中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中國

、臺灣、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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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寶培元、安順三民、太平華聯及吉蘭丹中華 

自此，獨中穩健發展，盡管不同區域的獨中仍存在著各方面的差異性，卻因

有著全國統一考試與課程，全國獨中基本上遵循相同的辦學方針，在求同存異的

大原則下，辦出特有的中等教育體系。 

二、 獨中辦學理念與方式 

獨中在辦學上強調三語併重的學習，除了母語教學的優勢外，也把馬來語和

英語列為必修必考科目，要求學生掌握三種語文。在教育理念上，實施「成人成

才」的教育，推崇「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因此，各獨中皆設有教務

處、訓育處、事務處、體育處、聯課活動處、電腦中心和輔導處等部門，各司其

職、分工合作以達成教育目標。 

（一） 統一課程 

學制為六年的中等教育，分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此外，為確保教學品質

與學習成效無跳級制度，大部份獨中實施留級制度15。學生成績若未達校方所設

定的標準，便不能升級。 

在教材方面，獨中採用的是獨中工委會所編纂的高、初中統一課本。課本是

根據該工委會擬訂的課程綱要並配合馬來西亞教育部所頒發的課程綱要而編纂

以符合獨中辦學方針。  

但是，為迎合家長的意願與增廣學生的出路等「現實考量」，大部分獨

中實施「雙軌制」。那就是一方面按獨中統一課程與統考教學，一方面納入

政府課程與馬來西亞教育文憑考試16（Sijil Pelajaran Malaysia,SPM），這對獨

中生而言是競爭優勢，相對的也是一種負擔與壓力。  

但是，為了迎合家長的意願與增廣學生的出路等「現實考量」，大部分

獨中實施「雙軌制」。那就是一方面按獨中統一課程與統考教學，一方面納

                         
15 2011 年，除了 5 所獨中（詩巫建興中學、詩巫公民中學、美里培民中學、美里廉律中學及泗

里街民立中學）表明沒有設立學生留級制度。《2011 年董教總常年報告書》，324 頁。 
16 由馬來西亞考試局（Malaysian Examinations Syndicate, Lembaga Peperiksaan Malaysia)主辦一

個高中教育文憑考試的成績證明。考生主要是中學五年級（高中二）學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7%B8%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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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政府課程與馬來西亞教育文憑考試17（Sijil Pelajaran Malaysia,SPM），這對

獨中生而言是競爭優勢，相對的也是一種負擔與壓力。  

（二） 統一考試（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簡稱「統考」） 

在行政架構上，獨中工委會積極推動獨中發展計畫，因此 1975 年成立統一

考試委員會並舉辦第一屆獨中初中和高中統一考試。隔年為了避免有關當局的干

涉，規定只有華文獨中在籍生及獨中畢業離校生才獲准參加統考。2004 年，統考

生可以免除漢語水平考試（HSK）成績要求，申請留學。直至 2013 年，董教總

已經舉辦了 39 屆統考18，它不但被接受成為各種社團和私人機構頒給獎、貸學金

或教育贊助費的評審根據，而且成為私人商業機構徵聘員工的學術資歷憑據。此

外，獨中統考文憑也被接受成為申請大專院校或專業課程的學術資歷證件（李寬

榮，1994）。由此可見，其資格受到全世界許多的高等院校承認19，惟至今仍未獲

得馬來西亞政府承認。 

獨中統一考試為非強制性考試，但是絕大部分的畢業生都會參加。獨中統一

考試包含職業統一測驗20（Vocational Unified Exam, UEC-V）、初級獨中統一考試

（UEC Junior Middle Level,UEC-JML/JUEC）與高級獨中統一考試（UEC Senior 

Middle School,UEC-SML/SUEC）（《東南亞教育：發展、現況與省思》，2011）。高

中統考科目有華文、馬來文、英文、普通數學、高級數學、歷史、地理、生物、

化學、物理、商業概論、簿記、商業學、經濟和美術。學生可以選擇其中一科或

多科（至多 11 科）參加考試。除語文、歷史及美術外，各科目均以華、英兩種

語文出題，學生可選用其中一種語文作答。初中統考科目為華文、馬來文、英文、

數學、科學、歷史、地裡和美術，學生亦可選擇一科或多科（至多 8 科）參加考

                         
17 由馬來西亞考試局（Malaysian Examinations Syndicate (Lembaga Peperiksaan Malaysia)主辦一

個高中教育文憑考試的成績證明。考生主要是中學五年級（高中二）學生。 
18 2013 年高中統考考生人數為 8243 名學生，2014 年高中統考考生人數為 8311 名學生。 
19 2013 年英國《泰晤士報》公布的全球大學 200 强名單中有 80 間大學接受統考學生進入該校

學習。（董總學生事務處網頁 http://www.djz.edu.my/student/index.php） 
20 1993 年開始舉辦第一屆職業統一測驗。（《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的誕生、成長和展望》，

李寬榮，106 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7%B8%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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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除語文、數學及科學之外，各科目均以華文出題及作答（梁英明，1999）。 

 

 

圖 2-2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分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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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些獨中僅開辦獨中統考課程，一些獨中則兼辦政府考試課程。所以國

中三年級的學生必須於學期末接受初級獨中統考之餘，部分則還得接受初中教育

成果評量（Penilaian Menengah Rendah, PMR），2014 年起將停考初中教育成果評

量，並改成初三評估（Pentaksiran Tingkatan 3, PT3）。學生升上高中一年級時，將

分流進入科學組或人文／商業組。高中二年級學期末可以接受馬來西亞教育文憑

考試（SPM）。部分學校於高中三年級考高中統考及馬來西亞教育文憑考試（SPM）。

此外，有些學校也辦 O－level 及 A－level 文憑考試課程。 

（三） 董事經營模式 

獨中教育是民辦教育，而董事會就是其領導者。由於獨中未接受改制，所以

保有獨立自主的董事會，各校董事會均有各自的章程及權力範圍規範。董事會一

般上是由創校團體、社區贊助人、家長代表和校友代表負責組織成立。各校的董

事會成員人數、職位及任期不一。董事會負責確立有關校的辦學方針、監督學校

行政、籌措基金、研究與策劃學校的建設和發展、購置和管理校產和設備，以及

聘辭教職員等。為了配合學校的發展和需要，同時為加強協調和管理的效率，一

些學校在常務董事會之下，還成立各種工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負責策劃、推行

或監督一些特定計畫或工作（李寬榮，1994）。 

（四） 師資來源及培訓 

獨中師資大多來自於台灣、中國的馬來西亞畢業學生，其餘則為馬來西亞大

學或學院畢業學生，或其他國家大學畢業學生。為了提升獨中師資的教學素質，

獨中工委會其下的教師教育局根據了《獨中教育改革綱領》所提出的方向做出了

回應，好讓獨中師資能夠跟上世界教育趨勢。教師教育局將從「儲備從教資源」、

「完善初任教師培訓機制」、「開展遠程教師教育課程」、「加強教師在職培訓

課程」、「組織校長、行政幹部培訓班」及「提供教師科研、教學觀摩平台」等

方面規劃未來獨中教師教育工作（《2008 年整體報告書》，2008）。其常年培訓

活動多分為在職教師，且培訓單位可分為國內及國外教育機構。培訓規模分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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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人、跨校、工作坊等。 

由於各獨中在招聘師資上面臨的問題均不一致，所以教師教育局難以給於全

面的職前培訓。因此，有些大型獨中都會於學期開始之前舉辦職前培訓，好讓教

師能夠熟悉環境及增加教學知能。 

教師教育局則從 2002 年開始每年主辦「教育新鮮人工作坊」，目的是為了協

助新手教師適應教學生涯、掌握教學知能。此外，為了協助獨中推行校內新手教

師培訓計畫而舉辦了種子教師培育工作坊（《2007 整體報告書》，2007）。為了提

高班導師對班級建設理論及自身工作的瞭解和掌握，其主辦班導師培訓工作坊。

另外，為了提高教師的心理素質、促進自我成長並協助教師理解生涯中的困境與

挫折，其主辦教師心靈成長工作坊。 

為了提高教師學科教學水平，其每年開放獨中教師組團赴臺參加各項教學研

習班21。此外，自 2003 年開始與中國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合作獨中教師培訓計

畫。另外，其聯合國外專家學者的協助，組織校長及行政部門主管前往國內外參

訪以增廣教育理念及提升行政效能。 

在國內的部分，董教總則啟動資助獨中師資培訓計畫。此計畫於 2012 年落

實，由董總與新紀元學院22共同合作，希望於五年內協助全部獨中培訓約 90%的

在職教師具備教育專業文憑23（《2012 年整體報告書》，2012）。 

近 20 年來，美國、歐洲、日本和台灣的教育改革，強調應該回歸到「學生

是學習主題」的基本理念（陳佩英，2012）。獨中工委會於 1996 年首次於全國

獨中校長會議上提出「素質教育」並強調加強師資專業化。而在探討學制、課程

與考試的工作營上，提出了舉辦教學觀摩會以鼓勵教師研究與發表教學心得。

1999 年，學科編審小組赴南馬獨中拜訪與交流中提及因應國內教育改革的發展

與新科技革命的發展而提出了「終身學習」、「學習型社會」等新教育思想（《董

                         
21此項研習班由臺灣僑務委員會贊助的，均在每年 12 月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行。 
22 新紀元學院是由董教總於 1998 年創辦的高等教育學府。 
23 根據統計，2011 年全國華文獨中教師中不具有教育專業資歷的百分比達 63.79。（《2011 董

教總常年報告書》，3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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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50 年》，2004）。 

為了鼓勵教師發展本土化教學研究，教師教育組主辦課堂教學行動研究研習

班。隨後鼓勵教師參與教師教學成果發表會，好彙集獨中教育工作者的教學成果，

豐富獨中教育資源。教師教育局也在各區獨中舉辦教學觀摩會。而大型獨中也會

為自校教師舉辦教學研究發表會並且邀請鄰近獨中參與。 

（五） 學生來源和出路 

在出路上，獨中工委會成立了學生事務委員會，其工作為辦理學生的升學與

獎貸助學金的推薦與申辦及學生的成長及品格教育的推動。學校方面則設有升學

輔導處，除了生活輔導、課業輔導外，也為高中生提供生涯輔導與升學諮詢服務。 

除了英文之外，高中統考內容的難度相當於英國普通教育證書（GCE）A 

Level，初中統考內容的難度相當於英國普通教育證書（GCE）O Level（《東南亞

教育：發展、現況與省思》，2011）。所以很多國際高等教育機構（其中國家包含

香港、新加坡、韓國、美國、法國、日本、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等國。）

均以高中統考作為入學資格，但是此文憑卻不獲馬來西亞公立大學所接受。 

目前在推薦升學上，獨中工委會主要是協助學生申請中國、台灣、香港、新

加坡、澳洲、紐西蘭、愛爾蘭的大學，同時也提供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

俄羅斯及日本的升學資訊。而獎學金方面則以上述各大學提供的本科專業學士課

程為主，同時也提供部份的碩士、博士獎學金。此外，還有由各機構所提供的貸

學金及助學金。而在學生的成長及品格教育的推動上，其辦理各項相關的教師培

訓及學生活動，同時也推動民俗文化學習，組織學生交流。 

（六） 升學就業輔導 

1986 年，獨中工委員會決定成立「職業與工藝教育小組」，負責推動獨中進

行開拓職業和工藝教育的工作。初期發展的 15 年，技職教育委員會設立了工業

職業教育組、美術工藝教育組、商業教育組及電腦資訊組。總辦學方針第 6 條教

育原則，即「技術和職業課程可按個別學校的需要而增設，但華文獨立中學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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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技術職業學校」的辦學方針，終於協助多所獨中建立各有特色的技職教育以

培養各類職場的實務基礎人才。此外，也加強技職課程建設及提升技職師資的專

業知識。 

近十年來，條件充足的獨中24也開辦技職教育班，其含汽車修護科、美術與

設計科、電機電子科、服裝設計科及餐飲管理科，凸顯了獨中辦學的多樣性。 

（七） 獨中辦學的困難 

雖然獨中辦學歷史悠久，但是長久以來面臨的問題還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解決。尤其是該問題涉及第三方時，其中糾葛更是難以釐清。 

1. 經費不足問題 

由於馬來西亞政府不會固定撥款於獨中，因此就讀於獨中的學生開銷比一般

學生來得多。為了不影響中下階級社會學子在獨中求學，以維護獨中的民族性與

群眾性特徵，獨中一般不向學生收取過高的學雜費，故獨中的學雜費收入往往不

足以平衡學校的開支。獨中學生除了必須繳付比就讀於國民中學學生高出許多的

學雜費，獨中每年還必須向華社籌款作為維持及發展的費用。當地華社都戲稱每

年對獨中的各類捐款是「華人的第二份所得稅」。不過為了維持當地華文教育從

小學、中學到大專的完整性，他們大多樂意支付這「第二份所得稅」。 

而獨中工委會則成立了「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發展基金」，向社會大眾籌募

行政基金籌辦各式各樣的研習活動及常年活動。 

2. 師資品質問題 

馬來西亞法令限制民間機構無法培養師資，故獨中的師資不獲政府培訓。因

此師資來源25複雜、學歷不一、素質參差不齊。而且不具有教育專業26背景的獨中

                         
24 2012 年統計，獨中技職班分為 5 科，有 3 所獨中設有汽車修護科、6 所開辦美術與設計科、  

7 所辦電機電子科、1 所開辦服裝設計科，以及 2 所辦餐飲管理科。（董總，74 頁，2012） 
25獨中師資大多來自於台灣、中國的馬來西亞畢業學生，其餘則為馬來西亞大學的畢業學生或

中學畢業學生及少數的外籍教師（台灣、中國）擔任教職。 
26截至 2014 年，獨中教師總數 4326 人，不具備教育專業者高達 2614 人(60.43%)（王淑慧，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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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仍占相當高的比例（《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2005）。也

因為專業性不足，讓教學容易陷入瓶頸，對工作容易產生無力及倦怠感。獨中不

穩定的經費也使得教師的待遇較差，故不利於吸納人才。 

馬來西亞獨中分散各地，培訓課程多在西馬舉行，東馬的獨中常因交通不便

及經費問題而無法參加課程，此難確保全部老師都受到該有的培訓。此外，課程

皆不強迫所有獨中參加，因此課程所帶來的受惠涵蓋率不高且不夠全面性。而且

每一年的培訓課程都不一樣，培訓專家也得每年調整，此不能讓教師常規性深入

一個學科的領域，讓培訓的效能減低不少。此外，有時候礙於經費籌措不易，有

些課程常常被迫取消。 

3. 董事經營問題 

董事成員的領導素質、管理能力、教育理念以及董事會的組織結構與運作方

式等等，對學校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

領》，2005）。過去有些獨中因為董事會經營不善或董事成員之間的問題而使學

校的發展停滯不前，甚至造成學校的名聲受損。 

4. 政府管制問題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宗教以及多元文化的國家。由於殖民地政府

遺留下來並且長期地實行分化教育政策的民族單元主義，讓馬來西亞的共存共榮、

民族和諧及民族解禁帶來重重的阻礙和破壞。 

一直以來，獨中是華社關注的問題。馬來西亞政府則常常以此為談判的「籌

碼」。尤其當大選將至，政府就會開出一些「選舉糖果」以吸引華社的選票，而

獨中議題往往就是他們的話題。但馬來西亞政府提出的《拉薩報告書》中所提及

的終極目標是要剷除所有的華文學校與淡米爾學校，試圖限制所有非國家學校的

發展27。 

                         
27如 2004 年馬來西亞國家證認委員會（LAN）要求進入本地私立大學的學生需提供馬來西亞教

育文憑考試證書為例，但是後來因華社嚴重抗議，才接受獨中統一考試的學生以統考文憑申

請入學。 

 



 

29 
 

馬來西亞教育部在日後的教育政策上都不斷將「最终目標」放入國家的教育

政策內。《2001-2010 年教育發展藍圖》（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01–2010）

就是在執行《1956 年拉薩報告書》的「最终目標」，以達致「國民團結」。这份

藍圖仍然是在貫徹單元教育政策這一主導思想，將幾十年来懸而未決的問題带入

未來 10 年的教育發展規劃。 

2012 年 9 月推出的《2013-2025 年教育發展大藍圖初步報告》，繼續貫徹「最

終目標」理念，進一步提出 2014 年開始，華小和淡小四年級開始採用和國小一

樣的馬來文課程和考試，把學習馬來文的時間從 180 分鐘增加到 570 分鐘。 

明顯地說，此兩個教育發展大藍圖都在落實《1956 年拉薩報告書》的最終

目標」，以實現單一源流學校的教育制度。 

馬來西亞政府堅決不承認獨中的原因是獨中為華族母語教育的學校。因教學

媒介語言的政策與族群意識型態有關，所以馬來西亞中小學教學媒介語言的政策

一直以來都是各族群關注的議題。小學自 1975 年起、中學自 1982 年起、大學自

1983 年起，英語不再作為教學媒介語，以馬來語教授學科，學校的教學媒介語言

轉變為：在國民學校為馬來語，在國民型學校為華語或淡米爾語（《東南亞教育：

發展、現況與省思》，2011）。為了打擊母語教育，馬來西亞政府一直拒絕承認以

華語教學為教學媒介語的獨中統一考試之文憑。 

另一個原因是族群配額制度問題。馬來西亞政府致力於保護馬來族群學生的

大學入學名額，相對地排擠了成績優異的華裔學生的入學機會，使得多數華裔學

生必須到國外就學。而不被承認的獨中文憑畢業生更沒有資格申請馬來西亞本地

國立大學就讀。獨中畢業生完全孤立於馬來西亞國家高等教育制度外，除了選擇

到國外就讀大學，他們在馬來西亞國內只能就讀於高等私立大學或私立學院。 

此外，馬來西亞政府也不允許馬來西亞華社開設新的獨中。相反地，他們不

但不給予津貼，反而嚴格管制獨中的課程及學校制度。 

 

 



 

30 
 

三、 獨中的未來規劃－《獨中教育改革綱領》 

獨中教育遇到的困難繁多且難以解決，內部面對經費不足、師資短缺、學生

來源等問題的困擾，外部還得面對國民學校辦學素質的比較，也面對世界各國中

等教育專業化發展的挑戰。不僅如此，獨中還得面對馬來西亞政府對於母語教育

的打壓及壓迫。因此，《獨中教育改革綱領》只能從行政方面期許獨中從內部改

革，以便改善遇到的困難及問題。所以有些問題仍須社會大眾及華社給於一臂之

力才能夠迎刃而解。唯有不斷自我提升以維持發展優勢和競爭力，才能夠逐一解

決獨中面對的內外問題。 

因此，獨中工委會於 2005 年公布了《獨中教育改革綱領》，其期待獨中教

育朝建立一個「教師會教、樂教」及「學生會學、愛學」之「教育樂園」的願景

努力。為了檢討獨中教育現況，更新教育觀念，在現有的基礎上重新規劃獨中教

育的發展藍圖（《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2005）。 

（一） 課程方面 

由於獨中的課程設置一向按照傳統學科分科方式，所以各學科獨立運作。而

此方式忽略了學科之間的關聯性和整合性，學科知識與實際生活脫節，加上課程

內容存有難度高、內容雜的缺點。因此，《獨中教育改革綱領》將著重在改變「課

程等同於課堂教學」或「課程等於教材」的觀念，並渴望擴大課程的涵蓋面至教

室以外的其他學習活動，同時平衡人文學科及數理科、「主課」與「副課」（美

術、音樂及體育科）的課程實施與教學（《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

2005）。 

（二） 考試與評鑑方面 

為了擺脫因「現實需要」及滿足家長要求，獨中長期受「雙軌制」所累的情

況，《獨中教育改革綱領》將著重於考試改革必須與課程改革互相配合，讓評鑑

回歸「為教學和教育提供改進資訊」的真正目的。因此，統考最終將化為兩種模

式，一為終結性考試即是減少考科數量，舉辦以評鑑語文能力和數學邏輯能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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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統考，稱之為「高中統一考試」；二為階段性考試即是學校針對個別科目（人

文、科學、工商、技職科等）進行評鑑，稱之為「校內標準化考試」。 

（三） 資源與經費方面 

獨中辦學經費一向來都依靠華社力量，每年面對入不敷出的壓力，籌措經費

成了學校每一年的「任務」。這導致校長常常無法專注於行政及督導教學為工作

重心，教師也要撥出時間參與籌款活動。此外，學校軟體及硬體設備的建設發展

都取決於經費的狀況。 

《獨中教育改革綱領》沒有提及要如何就獨中經濟來源不穩定的課題上提出

任何的解決或建議方案。目前為止，除了華社的資助之外，有些州屬28獲得州政

府常年性撥款以減輕常年開銷，有些州屬29甚至獲得州政府撥地供其發展。此福

利則視乎州政府的執政黨及州議會的決定而言，因此並非所有州屬都享有此等優

惠。此外，有些獨中則尋求企業長期贊助，有些則依靠州董聯會撥款資助，以應

付開銷。 

（四） 師資培訓方面 

《獨中教育改革綱領》將著重於要求獨中教師以「專業人員」自我期許與實

踐專業性。其要求建立完善的師資培訓體系，除了借助海外（中國及臺灣的師範

院校）的培訓資源之外，新紀元學院將承擔培訓獨中師資的角色。此外為了改革

教師教育課程內容與形式，其倡導師資培訓課程應開設專題性、即時性或以問題

為中心的課程，也應讓教師有機會體驗不同的培訓方式。此外，還倡導學校應在

校內進行校本培訓活動，鼓勵教師總結教學經驗，進行教學研究工作。獨中教師

也應開展教學研究並追求更高學歷的進修以超越個人經驗，形成指導性的教育思

想和實踐。 

未來的規劃將致力於解決獨中師資短缺問題；提升獨中教師教學水平、保持

                         
28 沙巴、吉蘭丹、霹靂、檳城、雪蘭莪、吉打、柔佛、馬六甲及森美蘭州政府對州內的獨中實

行常年性撥款。（陳玉甄，2011） 
29 沙巴、砂拉越、吉蘭丹、霹靂及森美蘭州政府曾撥地給州內的一些獨中。（陳玉甄，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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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質量；提升獨中校長、行政人員管理能力與技能，以及編制教育或行政指南

手冊等工作（《2012 年整體報告書》，2012）。 

（五） 董事經營方面 

《獨中教育改革綱領》沒有提出如何提升董事行政效能及教育理念的方法，

但是卻提出要發展學校特色。礙於歷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部分獨中的辦學條

件因所處的地理位置而受到侷限，但是獨中的辦學自主性強，各校在遵循《獨中

建議書》所提的辦學使命與方針下，有極大的空間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因此，

辦學者要如何立足於現實，創造特色，發揮獨中教育的優勢是考驗董事及校長的

智慧了。 

（六） 促使政府承認獨中文憑之努力 

馬來西亞政府以不承認獨中文憑給於獨中一個長久以來不能高飛的枷鎖以

限制獨中的發展。因此董總認為，政府除了在口頭上讚揚華文獨中對國家的貢獻

外，更應該在法令、政策、制度和措施等層面給於獨中肯定及幫助。董總一直以

來都促請政府承認華文獨中統考文憑、制度化撥款支持華文獨中發展及把華文獨

中納入《2013—2025 年教育發展大藍圖》，列明積極發展華文獨中的政策和措施

（《每年爆滿學生望門興歎‧董總吁速增建獨中》，2013）。 

華人社團也應該團結一致重申獨中對於華社的重要性且持續讓馬來西亞社

會了解母語教育並不會分化馬來西亞各族群的團結性。 

雖然獨中面對著重重困難，但是馬來西亞華社仍然相信只要積極努力，那些

困難都可以解決而且前途是光明的。如今，華文的地位日漸提高，這也間接提高

了獨中的地位及重要性。逆水行舟的獨中符合了人民的心願，只要堅定信念，統

一步驟，其前途相信是燦爛的。 

以上六個方面可歸類成外在因素（資源與經費、董事經營及與政府的關係）

及內在因素（課程方面、評量方式及師資）。基於外在因素涉及了很多無法控制

的社會因素及政治因素，而內在因素的課程方面及評量方式都可以藉由師資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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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而得到解決。倘若獨中把心力專注於培訓現有師資，改善師資能力不足（如

大部分不具有教育專業的師資）的情況，相信課程及評量方式的改革更能夠順利

進行，學校也能找到自己的特色，開拓另一個更廣闊的學生市場。 

第三節 師資專業成長之意涵 

自古至今，教師在教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學生的思想都會承襲著教師的

脈絡並且在那之上，打造出自己的一套思維。韓愈言：「師者，傳道、授業、解

惑也」。由此可見，教師除了為「教學者」，其也是「學習者」，是一個身兼「經

師」及「人師」的角色。因此，教師必須不斷地學習才能繼續「授業」及「解惑」。

教師應該努力在專業素養上充實自己以提升自我素質並形塑教師在專業上的地

位。 

教師專業發展基本上分為內在啟發及外在環境兩個部分。其內在啟發是由教

師自身以學習成長、提升專業能力為目標，其目的為提高學生學習成效並達成學

校願景。 

關於師資專業成長，吳明清（1990）從兼顧職務的成長及個人的成長兩方面

來看，一是經由主任到校長可視為一種專業的成長，另一方面則是老師在教學方

法、專業知識、對學生的態度與方式都要有所改進。 

黃政傑（1996）指出所謂的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在所從事的教育工作之中，

掌握各種進修機會，不斷學習成長，增進專業知能，調整專業態度，提昇專業精

神的過程」。另其所言：「教師專業發展目標需要定位在學校目標的達成，…以

學校發展的需要來規劃，期使教師不論個人或集體，其能力的提昇有助於學校目

標的達成。」（頁 16）而此所指的願景包含教學、學生、目標與內容所欲達成的

目標。陳美玉（2002）主張：「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有兩個面向，一是教師自我發

展動機，另一學校環境的支持系統。」 

而外在環境則指大環境及學校行政支持環境兩部分，大環境的改變促使教師

 



 

34 
 

必須改變日漸僵化的課程，唯有如此，教師才不致於被時代淘汰；相較而言，學

校行政的支持系統則是促使教師勇於追求內在啟發的一個重要因素。 

Hargreaves 和 Fullan 說明教師專業發展也是學校生態改變的論點。他們認

為教師的工作環境條件決定了專業發展的成敗與否，如教師課餘時間的安排、與

同儕之間的互動及協同專業合作的氣氛等等，這些都是與教師專業發展的質與量

有著直接的關係（引自陳美玉，2002）。 

Boggs（1999）的實徵研究顯示教育單位、學校行政人員及社區人士的支持

皆能有助於教師嘗試新的教學法。另外，Vartanian-Gibbs（2000）的研究結果也

顯示教師在專業發展中若能表達其要求、在教學過程中能與同儕進行合作及教育

單位、學校行政人員的支持等都有助於教師的專業成長。 

綜合以上而言，研究者認為師資專業成長是指教師在自我實踐上發覺不足且

主動提升自身效能以實踐其教育理念。而外部環境，如學校行政的支持系統是誘

發教師自我實現的重要因素。此兩者相互配合才能讓教師提升教學品質與教學效

能。 

第四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意涵和實徵研究 

本節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共分為四部分，其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在各國的發展、意義、特性與實徵研究。 

壹、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各國的發展 

一、 教育觸覺敏銳的美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概念起源於 1980 年代的美國教育改革運動（DuFour & 

Eaker,1998;Hord,2004）。由於美國當時的教育環境複雜化，如行政體制保守及學

生人口繁多；教育改革焦點錯置，使策略無法發揮效用；缺乏清楚的教育改革目

標等因素讓教育改革失敗（DuFour & Eaker,1998）。美國未來教學委員會報告書

於 1996 年提出的「美國政府應提供所有中小學學生與生俱來的教育權利──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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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能力、關懷學生、高品質的教師」（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 

Americas’s Future,1996）表示出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關鍵在於教師的能力。

若沒有高效能及高品質的教師，一切的教育活動都是徒然無功的（Stronge & 

Tucker,2003）。為了加強學生學習成效，一切都得從教師專業及素質提升考試著

手。Senge（1999）、Block（1993）、Galagan（1994）及 Whyte（1994）強調培育

個別工作人員和輔助人員的集體參與的活動，例如共同願景的發展、問題識別、

學習和解決問題的重要性（引自 Huffman & Hipp,2003）。在教育領域上，

Rosenholtz（1989）在教學質量脈絡裡引進教師的工作場所。隨後 Fullan（1991）

建議重新設計工作場所，使創新和改進都是建立在教師的日常活動。Darling 

Hammond （1996）則表示在一些學校的改造共同決策的一個因素涉及到改革和

教學角色。在這樣的學校會安排時間供教師共同努力、規劃指導、觀察對方的教

室和共享的反饋（引自 Huffman & Hipp,2003）。 

二、 重視教育實踐的英國 

英國從 70 年代的校本課程開發運動開始，在「Thinking school」，「問題解決

學校」或許最值得留意的是「創意學校」湧現一系列項目和活動。爾後 80 年代，

教育改革轉向自我審查或自我評估學校。Sammons 及其研究團隊（1996）記載了

英國 59 項學校改進計劃的實踐經驗，他們被籠統地概括為「學校改進計劃」和

「學校發展計劃」。其中三分之二計劃以提升學校效能為目標。此外，也有一些

引人注目的學校改進計劃，如劍橋教育學院（Cambridg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全面改善教育素質計劃」等（趙志成、何碧愉、張佳偉、李文浩，2013）。

90 年代，英國學校經歷深刻的變化。其國家課程標準化成就測驗、更多的校本管

理以及教師教育的重塑有些已經完成或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2004 年「協同持

續專業發展」計劃研究表示協同且持續的專業發展對於教師與學生都有正面影響。

Bolam 及其研究團隊於 2005 年在英國教育當局支援下進行「創造及持續有效的

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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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拯救「逃學」學生的日本 

90 年代，日本開始出現「從學習逃走」的現象。1998 年，佐藤學教授所提

出的「學習共同體」理念是依據民主主義精神，將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等納

入學校改革的主角。學校以組織「協同學習」的環境，教師組成學習社群，實施

「授業研究」，以「專題學習」為中心。教師一起備課，共同構思教學方式，然

後一起觀摩教學並舉行教學檢討會以追求彼此的專業成長。此「授業研究」是對

單元教學有系統性且整體性的研究，它是一個行動研究，也是結合課程改革、教

學改革和教師專業發展的一種制度。此概念在日本大受歡迎且影響了周遭鄰近國

家教育學者爭相學習。（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 

四、 跟隨改革腳步的香港 

有感於西方各國的改進計劃的研究成果及實踐經驗，香港政府於 80 年代初

邀請學者為香港教育把脈，之後成立了教育統籌委員會並於 1984 至 1992 發布了

五份教育報告書。90 年代後，香港開展大量的學校改進實踐措施。李子建（2005）

將改進實踐措施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90 至 1997）則倡議建立素質文化、

並撥款設立優質教育發展基金等，第二階段（1998-2004）則成立了基金會資助了

不少大專院校和學校推行與學校改善相關的項目。如今則是展望及持續發展的階

段，其教育統籌局成立了「校本專業支援計劃」，進一步強化改革力量，而在那

些改進項目中，教師領導的作用非常重要。趙志成（2003a）在分析香港學校改

進的關鍵因素時指出，學校改進的內在條件之一是要有轉化型的領導，能賦權同

儕並建立鼓勵、協調、合作的氣氛（趙志成、何碧愉、張佳偉、李文浩，2013）。 

五、 重視人才培育的新加坡 

自 1965 年獨立建國以後，人才一直都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國力資源。因此，

新加坡政府注重於「如何培養人才以維持新加坡在國際間經濟發展的領先地位」。

1997 年，新加坡引進 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TSLN），其目標為著眼

於讓學校領導層與教師推動「以學校為出發點的課程設計、教學發展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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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成立了 Teachers Network（TN），其目標為制訂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和致力

於通過網路建立一個友愛、支持、專業交流和學習卓越的實踐反思型教師，支持

他們通過共享、協作和反思以達成自我實踐。2009 年，新加坡政府因認知到以往

以學生表現評量為目標的教育政策已經不足以廿一世紀知識經濟社會的需求，因

此引進專業學習社群模式，希望培養出具備創造、創新、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

以及團隊合作等能力（Soft Skills）的人才來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引自 Hairon & 

Dimmock, 2011）。 

六、 力求教育改革的臺灣 

而臺灣在這幾十年的教育改革30之下，從 1994 年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

委員會」開始，便力主「帶好每位學生」，期望透過改革的力量，讓學生獲得適

性且優質的教育。而明年正式執行的「十二年國教」更促使學校組織加速轉變，

好讓每一位教師都能重新活化教學內容。而眾多改革的中心思想只為了改善學生

學習成效。自從 2006 年推動「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劃」，其鼓勵學

校與教師參加專業發展評鑑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教學品質以及學生成果。

2009 年又續訂「辦理協助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為了全面提升教師素質，職前師資培育課程的培訓以不足因應社會脈動與

教育革新。然而，促進教師教學增能的專業成長活動，必須與實際的教學脈絡，

也就是結合任教的班級與學校情境，才能學用合一。因此，教育部自 2010 年度

起，大力推動以學校為本位，由志同道合的教師自發性組成「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進行長期持續性的專業學習與成長（臺灣教

育部，2009）。 

由此可見自 1990 年代以來，美國、英國、日本、香港、新加坡及臺灣的教

育改革都把焦點專注在課程、教學和學生的學習上，而執行此任務的教師專業知

能更是其中的重要環節。一般師資培育課程都不能滿足教師素質的差異性，尤其

                         
30 《師資培育法》、多元入學方案、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校本位課程自主發展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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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科不同的知識性而言，培訓課程無法有效讓教師全神投入，此讓教師覺得

培訓課程皆是一項負擔，甚至排斥專業成長。為了呼應長久以來教師的需求，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應需而生，為提供教師

解決現場問題的支持力量與專業成長模式（陳佩英，2012）。 

貳、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意義  

Roberts 和 Pruitt （2003）所描述的一般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不受

到教師們歡迎的原因是： 

 

「每個月，學校都會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說，闡述學術理論

或教育趨勢等；但所安排的不同人物和主體，都和我們教學以及我們

所關心的議題無關。事實上，這些學者專家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們在教

室中作什麼？他們只想推動最新的教育模式和最近的流行術語。所以，

學校所做的一切教師專業進修方案決定，並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

西。」 

 

（Roberts & Pruitt, 2003, p.52） 

這句話道出許多教師的心聲。因為教師專業能力的發展，並不只是辦幾場專

題講座或是研討會就可以達成，而是要能就教師平日教學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困難

協助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這對教師的教學才有實質的幫助，這才能有效提升教

師的專業能力。 

一、 師資培訓需求的改變 

自 1990 年代之後，各國學者都不約而同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從各國的

經驗來看，大家都同時注意到了教師實際上對專業成長的需求改變了，大家意識

到講座或工作坊方式的專業課程並不能解決教師平日所遭遇到的實務問題。 

郭丁熒（2005）提及 D.H.Hargreaves 以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提出「新專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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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觀點，它重視個人專業與制度發展間的整合關係，認為「沒有教師的發展，

就沒有顯著的學校發展；沒有學校的發展，就沒有顯著的教師發展」，主張「教

學方式從個人主義到共同合作」、「教學評鑑從一個人到兩個人」、「領導管理從科

層體制到小組」、「師資培訓從在職訓練到專業發展」、「親師關係從聯絡到夥伴關

係」、「教學成效從歷程到結果」、「教師從強調生存到增權賦能」等（引自廖淑霞，

2012）。其中提及的「教學方式從個人主義到共同合作」就是強調社群的發展趨

勢，而「領導管理從科層體制到小組」則講述了教師領導的精神。最後，「教學

成效從歷程到結果」及「教師從強調生存到增權賦能」則表達了教師專業自主與

專業成長的義務及權力。 

二、 「學習型社群」的出現 

Senge 於 1990 年的著作中《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提出了「學

習型組織」。其藉由「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建立共同願景」、

「團隊學習」來提升個人學習專業成長及達成組織目標願景。其提出從個人追求

不斷學習為起點，然後擴及工作團隊、整體組織，甚至是與組織互動的社群。其

強調尊重個人願景，並建立共有願景、重視整體互動而非局部的思考方式及讓集

體遠比個體更有智慧。他提倡「學校也要學」的概念並期許學校成為一個「學習

型學校」。學習型學校的教師透過自我超越、共同願景、心智模式、團隊學習、

系統思考的歷程，成為終生學習者，以不斷精進的專業知識和教學技巧培育學生，

成為未來廿一世紀的人才（楊振富譯，2002）。 

Wenger 和 Snyder 最先開創以實踐社群來推動學習型組織，他們表示實踐

社群是一群人藉由持續不斷的互動，分享利害與共的事情、共同的問題或熱情，

以獲得更深入該領域的知識和專業（黃維譯，2003，11-12 頁）。作者發現互動是

有其價值的，所以常常聚在一起分享資源、經驗、故事和做事方法，討論個自的

情況、期待和需求，幫助彼此解決問題，思考共同的議題。 

Wenger 和 Snyder 認為，社群都由三種基本元素結合而成。第一為針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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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的某個知識領域，作者發現社群所專注的主題，創造了共同的基礎以及認

同感。其可以將社群合法化，激勵成員貢獻和參與，指導他們學習，賦予他們行

動的意義；第二為關心這個領域的人的社群，社群創造了學習的社會結構。一個

運作良好的社群會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培養互動和關係並鼓勵成員分享

想法，暴露自己的無知，詢問困難的問題且仔細傾聽。第三為有共同實務，他們

想要在領域裡發展得更有效率：實務是成員所分享的一組結構、想法、工具、資

訊、風格、語言、故事和文件。實務是社群發展、分享和維持的特定知識。 

由此可見，學習型組織和專業學習社群有許多雷同之處，兩者均重視團隊合

作的概念，也都鼓勵彼此對話以反思自己的行為模式，且著重在整理的學習方式。 

三、 打破單打獨鬥的文化 

 

教師需要意識到他們專業職能的轉變，配合學校目的和管理範示之轉

移，教師要從過去像半熟練的裝配線工人，負責「製造」可以填補科

層體制、工廠的空缺位子（學生），轉變成具備專業知能和判斷的教師，

組成協作專業社群，一起努力回應不同學習者的需求和造就學生成功。 

 

（Darling-Hammond, 1997, p.332） 

Darling-Hammond（1997，p.334）提出了若要教導所有的孩子對高層次的理

解，教師需要更密集的教師培訓、更有意義的的認證制度以及更周到的專業發展。 

Roberts 和 Pruitt （2003）就說明了學習社群在學校中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學

習，各項活動均透過學校成員：包括校長、教職員工、學生、學長及社群民眾等

彼此之間的動態對話，以改善學生學習品質及學校生活型態。 

 

學生如何以及是否習得直接與教師如何及如果學習得更好有關係。 

（Fullan ＆ Hargreaves, 199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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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必須成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以及一個具有高度關懷的職業。因為它

需要在激烈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工作，它也是一個專業，需要很大的情緒

智商。那我們要如何確保專業呢? 除非每一個教師天天都在學習。 

(Fullan et al., 2006) 

2007 年，Fullan 表示在大環境的變遷下，教師不能守住教室、單打獨鬥，教

師專業走到變革的十字路口，如何透過學校系統和文化革新，讓每一位學生在教

室內都能學習和具備成功的經驗，需要教師持續專業學習，並以社群模式在工作

情境中進行對話和研討，以回應快速變遷的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陳佩英，2012）。 

陳美玉（1996）認為早期傳統學校文化都是專業孤立、個人主義、技術心態

及意識模糊的現象。而這些現象是阻礙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所以認為學校應該

建立合作文化，好讓教師養成集體行動研究、發展專業式對話、進行批判反省的

能力，讓他們在支持的環境下，能與同儕分享教學經驗，共同解決教育困境。藉

此平台，教師拓展個人的專業視野，提升專業能力，進而實踐教師的專業能力。 

四、 知識經濟時代的趨勢 

吳清山（2001）認為身為一個知識經濟時代的教師必須扮演學習激勵者、人

才培育者、終身學習者、行動研究者，更應該是一個知識生產者、知識分享者，

故教師應朝著下面幾個面向成長：資訊能力的學習、外語能力的加強、創意教學

的實行、問題解決的能力、知識管理的概念、團隊學習的模式。知識經濟時代，

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而是相互合作、共同學習的時代，透過團隊學習，個人能

增加知識、組織知識，甚至擴散知識。 

Hargreaves 的《第四條路》（The Fourth Way）書中（Hargreaves & Shirley,2009）

表達現今的教育改革猶如第四條改變路線。此路線期待深化轉型，且有賴於六個

目的支柱（願景、參與、投入、責任、學生中心及適性化的學習語教學）、三個

專業化原則（高素質的教師、健全的專業組織和活力互信的教師學習社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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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四個持續變革的催化劑（承先啟後的領導者、扶弱互惠學習的網路連結、責任

先於績效和注重實踐的差異和多元）三方面的配合。此路線一再強調教育專業領

導與社群行動的主體性及責任感，這也成為了教育改革的關鍵（引自陳佩英，

2012）。 

因此，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持續擴展專業領域，不斷地

充實自我，才能真正落實專業發展。而教師可藉著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促進自己

的專業發展，減少孤立感之餘，還可時時在自我反思中成長。這不但能提高個人

效能，也能提高集體的效能，也就是全面性、持久性的提升專業能力。 

 當組織及個人不斷學習及改進，才能共同發揮創造力，開發潛能。與別人做

良性的互動，才能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過去教師獨學式的文化已不足以應付瞬

息萬變的知識經濟社會及新專業化的變遷，故教師應該要跳脫過去單打獨鬥的教

學理念，以開放的心胸，透過團體協同合作的學習、專業對話及反省，好學習知

識及組織知識。此外，利用社群的力量來擴散知識以促進專業成長及發展，以面

對新專業時代的挑戰。有效能的教師才能造就有效能的組織，當教師不斷學習及

改進時，也就塑造了優良的學校文化，也定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特性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雖已是國際教育界的新寵名詞，但是由於各國關注的焦點

有別，各家看法各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也由目標區分為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及塑造共同學習文化兩個部分。其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是由教師藉由協作方式以

檢討教學方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目的。 

一、 建立社群的目的 

（一）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Newmann 和 Wehlage (1995）認為關注學生學習，為專業社群全體教師合作

的共同責任與目標。社群運作的目標明確可使參與的教師透過同儕合作與支持改

進教學技巧，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果。McLaughlin 和 Talbert（2006）界定專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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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社群為教師教學實務的協作和反思，以證據檢討教與學的關係並致力於改善教

學和特定學生的學習。 

DuFour 和 Eaker（2008）表示「專業」（Professional）指在某領域有所專長

的人，但其追求更專業更細緻的訓練且永遠保有與時俱進的知識。而在專業學習

社群的成員而言，他們是透過知識平台的分享以幫助自己達成教學目標。而「學

習」（Learning）則具有兩種意涵，即是「累積知識」及「持續實踐」。故學校的

進步及學生的學習改善都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斷地累積知識及持續實踐，也因此若

要讓學生學習，教育工作者的終身學習更有重要。「社群」（Community）為一群

具有共同興趣的人。 

總而言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群教育工作者承諾共同攜手進行合作及行

動研究以達成讓學生學習結果有更好的目標，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執行前提也是

以改變學生學習為教育工作者持續且融入工作之中的學習。 

（二） 塑造共同學習文化 

而提升教師自我學習則指學校裡的教學者透過研究及實務促使教師營造一

個對教育者及學習者的學習地方，好讓在學校裡的每一位都共同學習的文化。 

Hord 和 Sommers （2008）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結合研究與實務讓學校

形成一個對教育者及學習者的「學習殿堂」。Hipp 和 Huffman （2010）表示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專業教育工作者共同合作及有目標性的營造人與學生共同

的學習性文化。 

（三） 為學生而全員學習的學校文化 

臺灣教育部（2009）則提到「學習社群」成員的組成是由於興趣或是學習目

標相同，並且透過分享學習，能使個人專業成長。「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內涵

也以上述「學習社群」、「專業學習社群」相似，除了提升個人專業成長與專業發

展之外，這除了關注學生學習之外，還強調組成成員應為「教育工作者」。 

陳佩英（2009）將專業學習社群定義為以提升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效果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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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行政人員、校長、學生、家長與社群人士，成員之間保持對話、合作、

與分享彼此的學習經驗，持續學習和提升自我專業知能。 

綜合而言，本研究認為所謂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關注學生學習成效和

自我專業素質成長的教育工作者透過互相合作進行專業對話及分享回饋等方式

以達到專業成長好讓學生的學習更好。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 

欲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必須擁有很多條件及特性才能夠實施得宜。所以

Kruse、Louis 和 Bryk（1995）提出校本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結構性的支持及社

會與人力資源的支持。校本專業學習社群必須擁有以下特性，分述如下： 

（一） 共同規範與價值：這是專業社群的基礎，如果社群成員對於共同價值的

核心不瞭解或者未達成共識時，將難以形塑專業社群。 

（二） 反省性對話：教師間針對教學實務與學生學習反省性的對話，可以增進

專業提升，此外也可以減少教師孤立感。 

（三） 去個人化的實踐：在專業社群的教師不單是學習者，其也是專家角色。

教師應公開自己在教學實務上的表現，如公開讓其他教師進入教室做觀

察，給予自己修正建議，同時自己也是專家，給予其他教師在實務上的

改進。 

（四） 聚焦學生學習：此為專業社群的核心，教師在社群中由反省、與夥伴教

師互動所得到在教學實務上的成長，這都應由學生學習成果產生連結。 

（五） 協力合作：教師間合作不僅可改善教學實務，也可增進學生學習成果，

也能使工作更有效率。 

 此外，他們也提出在結構上的支持包括安排固定的聚會與討論的時間、相互

依存的教學角色、教師培力和學校自主、暢通的溝通管道與網路的建構及安排易

於親近的交流與討論的環境。在社會與人力資源的支持則必須樂於改進教學、互

信和尊重、支持性領導、成員的社會化及獲得專業支持的因素才能構成發展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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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專業社群的條件。 

 隨後，Hord（1997）認為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除分享個人實踐特性與 Kruse、

Louis 和 Bryk（1995）提出的去個人化的實踐雷同之外，還包括支持與共同領導

特性則強調領導者分享領導促進成員參與，並使權力與自主獲得實踐；而集體創

造特性即為成員合作學習以及學習應用來解決學生學習需求；至於共同價值與願

景特性，除了有來自於學生學習，也強調對於個人持續改進。最後的支持條件特

性則表達社群應提供個人與人力的支持條件，個人的支持條件如成員互動的時間，

而人力的支持條件如增進人際關係信任以獲得認知與技能，有意願接受改進回饋

建議等等。  

 Huffman 和 Hipp（2003，2010）修正 Hord 所定義的專業學習社群特性，提

出了專業學習社群是動態的發展，並將之分為三個階段：起始階段、運作階段及

制度化階段。他們指出專業學習社群的五個特性，分別為支持與分享領導、共同

價值與願景、集體學習與應用、分享實務及支持條件。而每一個階段的五大特色

均不同的發展特徵。在起始階段，著重於教師領導能力的培養，建立社群共同的

價值觀與規範以及互動的溝通和成長模式；在運作階段則著重領導權的分享、問

題的解決與學生的學習。最後在制度化階段則是將專業成長的成效運用於教學，

並發展出社群使命感，產生對學校文化的影響，如表 2-1 所示。 

 Hipp、Huffman、Pankake 和 Olivier（2008）共同提出專業學習社群的六個要

素，內含多與之前 Huffman 和 Hipp（2003）提出的一樣，此次特別提出了第六

個要素即家長在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性。 

 DuFour 和 Eaker（2008）提出的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則強調結果導向，也就

是說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下是其提出的

特性： 

（一） 共同任務、共享的價值觀、願景及目標：這些全都以學生學習為執行核

心。此不只是讓教育工作者不能忽略為甚麼他們努力改善學校，也加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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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目的及澄清了他們每日的日常工作是如此重要的集體責任。 

 

表 2-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階段 

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階段 

  
面向 未啟始階段 

階段Ⅰ： 

啟始階段 

階段Ⅱ： 

運作階段 

階段Ⅲ： 

制度化階段 
成效 

行
政
人
員
和
教
師
的
行
動 

 

分享和

支持性

的領導 

-領導者握有

實權，職員未

被授權 

-培養教

師領導力 

-分享權

力、權威

和責任 

-基於承諾

和責任廣泛

地參與學校

決策 

學
生
學
習
和
學
校
改
進 

 

共同的

價值和

願景 

－未有共識且

未聚焦在學生

學習上 

-價值觀

和規範達

成共識 

-關注學

生 

-高度期

望 

-共同願景

引導教與學 

集體學

習和應

用 

－未有集體學

習、未進行協

同合作以滿足

學生需求 

-分享學

生資訊 

-專業對

話 

-針對學

生學習需

求進行協

同合作 

-問題解

決 

-基於學生

資料將知

識、技能及

策略應用於

教學實務 

分享個

人教學

實務 

－獨自備課，

未有同伴觀

課、回饋及分

享實務 

-同儕觀

課與鼓勵 

-分享新

實務成果 

-提供回

饋 

-指導與

輔導 

-客觀分析

學生學習成

果 

 

支持性

條件－

結構 

－未有充裕的

資源及良好的

系統推動教師

及學生學習 

－評估和

確定對系

統和流程

的需要 

－合理使

用制度與

資源 

－擴大系統

和過程的利

用率 

支持性

條件－

關係 

－未有推動改

革的精神如關

懷、互信、尊

重等。 

－關懷彼

此 

－信任與

尊重 

－表揚和

慶祝 

－勇於嘗試 

－共同努力

促進改變 

資料來源：(Huffman & Hipp,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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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學習為導向的協作型文化：一個專業學習社群組成的協作團隊的成員

是以相互依賴關係來實現共同的目標，而那些目標與學習的是所有成員

持有共同負責且有所關聯的。 

（三） 協作探究以達成最佳實踐和當前的現實：協作探究協作教育工作者共建

共享的知識，反過來，也使他們能夠做出更明智的決策及增加達成共識

的可能性。 

（四） 行動研究－從做中學：做中學比從閱讀、聽力、規劃或思考中學習更能

開發一個更深入且深刻的知識及更大的承諾（Pfeffer & Sutton，2000）。

因此，專業學習社群的成員會迅速將靈感轉化為行動，他們也會迅速將

願景轉化為現實。 

（五） 持續改進的承諾：持續不安現狀及不斷尋求更好的方式來實現目標和組

織的目的是專業學習社群固有的文化。 

（六） 結果導向：專業學習社群的成員明白他們在學習導向、協作團隊、協作

探究、行動研究及持續改進的努力一定將在結果上評估而非意圖。 

 臺灣教育部（2009）提出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與 DuFour 和 Eaker

（2008）認為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雷同：(一)共同的願景價值觀與目標；(二)協

同合作：聚焦於學習；(三)共同探究學習；(四)分享教學實務；(五)實踐檢驗：

從做中學；(六)持續改進；(七)檢視結果。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也因為倡導者不同而有異，不過以下學者都強調教

師專業社群必定有共同的願景、價值觀及目標且社群裡以協同合作、實踐分享及

集體學習的方式運作。而 Hipp、Huffman、Pankake 和 Olivier（2008）、Hord 和

Sommers（2008）及 Hipp 和 Huffman（2010）特別強調支持性領導及支持條件

（結構及關係）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重要性。他們聯同臺灣教育部（2009）

也注重於個人實務的分享。DuFour 和 Eaker（2008）及臺灣教育部（2009）則強

調結果導向即是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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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學者所提出的專業學習特徵，發現 Hord 和 Sommers（2008）所提

出的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與其他學者專業的觀點相近，歸納為表 2-2，從表中可

以發現，仍有少數特徵無法全面性歸類，如專業成長、持續改進、檢視結果、家

長等因素。 

 

表 2-2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徵比較 

  特徵 

學者 

（年代） 

支持與

共同領

導 

集體創造 
共同價值與

願景 
支持條件 

分享個

人實踐 
其他 

Kruse, 

Louis 和
Bryk 

（1995） 

 
 協力合作 

 反思性對話 

 共同規範

與價值 
 

 去個

人化實

踐 

 聚焦

學生學

習 

Hord 

（1997） 

 支持

與共同

領導 

 集體創造 
 共同價值

與願景 

 支持條

件（個人

及人力） 

 分享

個人實

踐 

 

Hipp 和
Huffman

（2003，

2010） 

 支持

與分享

領導 

 集體學習與實

踐 

 價值與願

景分享 

 支持條

件（關係

與結構） 

 個人

實務分

享 

 

DuFour 和 

Eaker

（2008） 

 

 協作型文化 

 協作探究 

 行動研究 

 共同任

務、共想的

價值觀、願

景及目標 

  

 持續

改進 

 結果

導向 

Hipp、

Huffman、

Pankake 和 

Olivier 

（2008） 

 共同

與支持

性領導 

 合作學習及實

踐 

 共同價值

與願景 

 支持條

件（關係

與結構） 

 分享

個人實

踐 

 其它

（家長

等） 

Hord 和 

Sommers 

（2008） 

 共享

和支持

型領導 

 協作學習與實

踐 

 共享的信

念、價值和

願景 

 支持性

條件（關

係與結

構） 

 個人

實務分

享 

 

臺灣教育部

（2009） 
 

 協同合作 

 共同探究學習 

 實踐檢驗：從

做中學 

 共同的願

景價值觀與

目標 

 

 分享

教學實

務 

 持續

改進 

 檢視

結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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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提升學生學習成

果，因此本研究在考量獨中的情況之後，發覺 Hord 和 Sommers（2008）所提出

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性即共享的信念、價值和願景、共享和支持型領導、協作

學習及實踐、支持性條件及個人實務分享較符合獨中的未來發展方向。以下加以

說明： 

（一） 共享的信念、價值和願景：社群成員如何構想學校的目的和如何定位自

己將建構起心目中學校角色的願景。而學生學習就是社群建構的一個共

享的願景。成員一貫地專注於學生學習，既是增強自身的持續學習。 

 2005 年的《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裡期盼獨中就自身的辦學自主性

下發展自己的特色，構想學校的未來圖像及願景成了一件重要的計畫，而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也就附帶成為學校願景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 共享和支持型領導：管理人員與成員對於做決定有共同的權力和自主權。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個永續學習、緊密協作、民主參與和有關如何實

現共識的學校環境及文化。 

 2005 年的《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提及董事局、校長及教師之間的步

伐一致與否都會影響學校的發展。因此，加強雙方的溝通管道及放寬管理權力皆

有利於形塑獨中肩負延續中華文化教育使命和獨中的生存價值。 

（三） 協作學習及實踐：以學生學習結果為前提，社群成員知道及決定自己的

學習方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只是有關協作學習，其是一個對於社群

重要課題的協作學習。而其學習是專注於更有效的教學及提升學生學習。 

 2005 年的《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裡倡導教師自主學習，藉由校本協

作學習讓擁有不同學歷背景的獨中教師群能夠取長補短，透過教學研究增進教學

效能及通過同儕支持下，培養更強的教學信念。 

（四） 支持性條件：包括結構因素如時間、聚會空間、支持協作的資源和政策

等；關係因素如支持人力及個人發展、關注於互相信任及關懷等。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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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給於的回饋可以提升效能。 

 2005 年的《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裡已明確指出獨中教育面對的困

難，因此來自行政層面的所有支持是促使教師專業學習團體的運行順暢的重要因

素。 

（五） 個人實務分享：社群成員透過給予及接受回饋的方式促進個人與組織成

長。同儕觀察、紀錄和教課教師討論可以讓教師提供便利並改變彼此的

實踐。 

 2005 年的《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綱領》裡鼓勵學校透過制度讓教師總結

教學經驗，進行教學研究工作，發表心得好讓各科老師可以互相學習成長。 

肆、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實徵研究 

自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近年來的教育改革上推行後，其實徵研究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在此，研究者以此研究目的即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其運

作情形及所遇到的阻礙和其對教師專業成長、工作認同感及教學成效將實徵研究

的發現分類一一說明。 

一、 社群發展歷程中的行政影響因素 

根據甘育萍（2006）的研究則特別指出校長的年齡、學校規模對營造教師社

群行為有差異存在。此外，高博銓（2008）及鍾靜（2010）也特別提起校長領導

權的分享。研究發現社群的成功與否，主要看成成員的意志及學校領導者的支持

程度。校長將領導權下放給適當的教師，讓其來領導，這不但可以讓參與的成員

放下心防，也可以讓社群運作得更有效益。歐曉菁（2011）的研究也發現學校領

導者或行政是否給予支持與資源是社群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 

關於行政上的安排，許詩珮（2010）和倪惠軒（2011）提出行政上的支持是

社群運作如課務的安排及經費的支援等都是社群運作的重要條件。楊先芝（2010）

及杜美慧（2011）也提出了教師的時間不足是阻礙社群運作的重要因素。廖俞青

（2010）的研究也指出專業發展評鑑、社群類型、加入方式與學校規模的不同也

 



 

51 
 

將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而有顯著差異。 

至於薛玉綢（2011）的研究，其發現社群多數是經由學校推動而成立，組成

型態多為專業發展主題型。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上，吳貞慧（2011）的研

究提出了社群運作歷程包含情感醞釀期、信任磨合期、合作共識期、永續傳承期。 

先從行政方面而言，學校規模、經費補助、專業發展評鑑、社群類型、加入

方式等都是影響因素之一。校長的年齡大小、領導權下放程度及給於成員的行政

便利均為重要發展因素。至於社群的推動多為學校為主體且以專業發展主題為主。

此外，社群的運作歷程共有四個階段，即從情感集注後，彼此信任考驗進而達成

合作，最後是一直彼此依賴發展。 

二、社群運作上成員自身的影響因素 

在社群的發展歷程中，不少研究者（甘育萍，2006；丁琴芳，2008；廖俞青，

2010；蔡美娟，2011）發現教師的性別、服務年資及擔任的職務、學校規模對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表現有差異存在。 

不過，也有研究者（劉芳，2011）發現教師因性別、職務、學歷及學校規模

的教師組織承諾及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態度沒有顯著差異，而不同年齡、年資、

是否有經費補助的學習社群則有顯著差異。 

除此之外，許詩珮（2010）、杜美慧（2011）及吳貞慧（2011）的研究發現

社群成員的心態、專業需求、興趣及自主發展是社群有效產生的因素，那就是社

群運作的成功關鍵是「人的影響力」。王巧萍（2011）的研究也指出社群的運作

偏向以「面對面」的對話與實務分享、集體學習、共享領導進行教師專業發展。 

此類影響因素屬「人的影響力」，社群成員的投入主要是以他們的需求、興

趣及對自身發展的心態有關係。而成員的年齡、年資也會影響社群的發展，但也

有研究提出性別、職務、學歷都不會影響社群運作。研究也顯示社群運作偏向人

性對話及實務分享均是影響社群運作的因素之一。 

三、 社群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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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資格的人在教學和工作場所的有組織地激勵教師和獎勵成就時，教室

和學校將會成為有效的場所。 

（Fullan,2007,p.129） 

不少實徴研究研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工作認同感及教學

成效的關係。 

Fullan（2007）書中提及 Newmann 的研究團隊（Kruse,Louis,& Bryk, 

1995;Newmann & Wehlage,1995）長期研究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學習和學生表現

之間的關聯。他們發現成功學校的內部運作因專業學習社群而產生變化，那是因

為教師對所有學生的學習要求有明確的目的、教師以協作活動以達成目標、教師

對學生學習承擔共同的責任、全校性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影響課堂裡真正的教學，

進而影響學生的成績水平及全校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影響社會對學生的學習

的支持水平，進而影響學生學習表現。 

McLaughlin 和 Talbert（2001，2006）進行 22 所高中的研究發現教學實踐分

成三類。第一類為在強調傳統教學的學校，教師和學生根據經驗或能力劃分等級，

教師被嚴格要求按照課程標準教學，學校注重績效導向和學生測驗成績；第二類

為在弱社群連結的學校，教師為了迎合低學習動機的學生而降低學科知識水平，

教師只講述教材、學生單獨完成作業、少有討論，教師照常態分配評量學生學習

表現；第三類則是在強連結的學習社群學校，學科和教學被視為動態關係，教師

一起協作教與學，藉由共享教學實務進行專業成長，教師相信學生都能學習，因

此可以激勵學生投入學習並達到提升學生學習的目標。他們發現在強連結的協作

社群中，教師能夠創新教學，分享教學資源和經常反思教學。因此，教師是可以

經營互信互惠且凝聚力強的專業社群，並致力於支持學生和教師成功的革新（引

自陳佩英，2012）。 

此兩個研究團隊都證實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會激發教師創新教學，分享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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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且只有強連結的社群才能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產生最

大的效用。 

在台灣的研究發現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否能提升教學實務疑問也得到了

驗證。王為國（2007）、張淑珠、陳世佳、林啟超（2008）、石曉玫（2008）、

辛俊德（2009）、施心梅（2009）、丁一顧（2011）及劉明玉（2011）的研究發

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教師的個人專業都有正向的發展，其中包括了課程理論、

集體效能、工作投入的整體表現等。何欣怡（2011）則發現社群的團體動力越高，

教師的創意教學程度也就越高而杜美慧（2011）發現教師發展了多元教學。 

此外，研究也發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會改善學校教學文化。李瑞娥（2004）

與甘育萍（2006）的研究發現，以教師社群模式進行組織學習，不但促進組織創

新，提升學校效能，更建立起「終身學習」的文化。倪惠軒（2011）的研究除了

發現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學習成果的正面影響之外，其發現社群不但帶動教師專

業對話，也形塑了關注學生學習成果的學校文化，使教師專業與學生學習更受外

界肯定。吳貞慧（2011）則特別提到社群教師從學生學習態度的改變中，找到了

社群永續經營和核心價值。高博銓（2008）針對教師學習社群的個案研究中也發

現學習社群所營造的成長文化具有催化作用、學習社群的發展採取多元化的策略

及學習社群有助於促進學校教育的改革。 

上述的研究除了發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同樣在教師教學效能提升之外，尤其

是對於教師的教學方法更是得到更好的催化作用。此外，對於學校教學文化而言，

社群的運作將使學校建立起「終身學習」、「關注學生學習成效」及「永續經營」

的學校氛圍。 

由此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教師自身的專業成長、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

及改革學校文化都有正面的影響。這也驗證了 Fullan 和 Hargreaves （1992,p.4）

提出了「提升教師和學校是提升學生的關鍵」。而專業學習社群是其中一個提升

教師專業能力的好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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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阻礙社群運作面對的因素 

Fullan（2007）曾提及教師最大的問題是幾乎沒機會繼續及持續學習有關教

學現場中遇到的實踐、觀察和被同儕觀察和面對類似其他的問題。總而言之，專

業學習社群就是一個提供教師相互學習並在同儕的幫助下學習在教學現場中遇

到的實踐。因此，要吸引和訓練更好的師資和行政領導者，我們就得改變他們工

作場所的內在文化。 

很多學者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也發現學校內的文化是難以改變的。

McLaughlin 和 Talbert（2006）研究顯示開發專業學習社群是一個複雜的文化變

革且是很難做到的，且不能呼應想要速戰速決的政策制定者。Fullan（2007）提

出三點說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未能廣泛推行的因素。第一為政策制定者不相信且

不投資或以其他方式無法專注於自己的發展；第二為當專業學習社群深究下去時，

許多老師默默保護隱私，然後發現這比打開教室的門風險較低；第三為專業學習

社群的大規模發展是很難的，因為它要改變這已經持續了至少一個世紀的學校文

化（p.149）。 

Roberts 和 Pruitt（2006）及何文純（2007）點出了支持性結構才是阻礙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因素。Roberts 和 Pruitt 曾經對學習社群會面臨的困難進行了相

關文獻探討，結果發現許多困難都是學習社群中支持性結構的問題，如時間不足、

行政支援不足、團隊大小、社群運作空間不佳等。何文純（2007）也發現因課務

繁忙等因素，許多教師反映沒有時間進行社群運作。其次則是社群的人數多寡都

會讓社群難以發揮作用。另外還包含經費不足、運作空間不佳、學校規模、會議

流於形式以及現有資源（網路平台與刊物未充分使用）等問題。 

此外，Roberts 和 Pruitt （2006）也提到社群成員平等與差異的問題也是困

難點之一（柳雅梅譯，2006）。 

綜合以上而言，若想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學校結構上的支持是影響社群

運作的重要因素，加上社群成員所考量的種種隱私因素及本身是否願意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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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都是阻礙社群運作的因素。由此可見，社群外部，如行政層必須給於社群

安全的環境加上內部，如社群成員亦有意願成長的情況下，社群的效用才能夠發

揮出色。   

五、 對於社群功能的迷思 

不過，也有學者發現了專業學習社群不是萬能的，當所有因素都沒有到位的

時候或當大家都不太了解專業學習社群的功能時，很難受其成效。 

Fullan（2006）認為專業學習社群多與專案計畫結合，因此忽略了專業學習

社群是為了建構一個協力、嶄新、持續革新的校園文化。Patterson（2006）則提

醒教育工作者不應該將專業學習社群模式全部套用在任何學校上，而應該依據學

校的願景、行動策略和需求做出更動。他還建議學校若要推行專業學習社群，就

應該深入理解其概念及效能。 

由此可見，此教師社群的推行必須深入釐清學校推行的目的之後，才能發揮

最大效用且不能對社群是萬能丹的既定印象。 

六、 另一種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模式 

此外，也有研究發現了專業學習社群的不足並進而提出另一種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模式。 

Bolam 研究團隊（2005）在 16 所學校的研究顯示專業社群除了開發教師能

力，藉由社群來刺激教師學習的動力，更要進一步去問，哪一類型的專業學習社

群，可以使教師持續專業成長或變得更為專業。因此，Bolam 等人（2005）主張

具有效力的專業學習社群（Effectiv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EPLC）應

具備八項特色和四個組織過程。其八項特色為社群成員明確化、共享價值觀與目

標、學生學習的集體責任、聚焦於學生學習的協力合作、反思性專業探究、個人、

團體和集體的專業學習、互信、尊重和支持及開放性、網絡集結和夥伴關係。而

其四個過程則是將資源與結構最佳化、推動個人與團體學習、持續推動專業學習

社群及領導與管理（引自陳佩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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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而言，無可厚非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打開教室的門讓同儕進入

分享實踐及相互學習而提升了師資專業能力。然而根深蒂固的單打獨鬥文化及教

室裡的霸權是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一大障礙。教師需要很多支持因素才願意

打開教室的門並配合很多因素在成熟的時機才能看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帶來的

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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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欲以一間已經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為研

究對象。早先透過台灣一所實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多年的國中校長，聯絡馬來西

亞其中一間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較久的華文獨立中學，奈何該學校的推行負責

教師於 2013 年 6 月離職。因此，再次透過該位校長的幫助下，聯繫了另一間推

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華文獨立中學。因此，此研究以該校－荷花中學（匿名）

為研究對象，探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個案研究。研究目的是探討專業學習社群

之發展歷程、運作及社群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產生的影響。本章節分為七節，其將

針對研究設計及實施，加以說明。第一節是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第二節是研究

架構與實施流程；第三節是研究場域及研究對象；第四節是研究資料處理；第五

節是研究限制之說明；第六節是研究信實度以及第七節是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本節將說明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及資料蒐集方式。第一部分為選擇個案研

究法之理由；第二部分為採用訪談、參與觀察、文件分析與省思札記，做為資料

蒐集的方法說明。 

壹、 選擇個案研究法的理由 

個案研究法主要在於了解被研究的單位或個人，重複發生的生活狀態、生活

事項、生活事件，或各種結構之間的重要脈絡，進行深入其境的研究與分析，形

成研究解釋，以描述各種事件在變遷、改變或成長的影響因素及發展的現象（林

進材，1999）。個案研究法是以一個團體，或一個組織體（如一個家庭、一個社

會、一所學校，或是一個部落等）為對象，進行研究某項特定型為或問題的一種

方法，並以具有代表性的個別團體為對象，仔細分析樣本的資料，務期從中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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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王文科，1999；陳榮華，1987）。 

Gall（1996）認為個案研究是從涉入自然脈絡中感到興趣之過程、事件、人

事或事物的參與者觀點來深入了解其情況，並指出個案研究有四項特性：（1）焦

點置於特定的事實或情況，來研究對象；（2）對個案做深度研究；（3）在自然環

境中研究現象；（4）研究個案參與者內觀的觀點（引自王文科，1999）。而且研

究的對象通常都具有代表性，在研究對象的選擇時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此外，

個案研究法的詮釋性研究取向更加重視研究結果應用於實際教學歷程中，促使教

學理論與實務工作更能產生連鎖效應，也使教師對「教師即研究者」的理想深具

信心（王文科，1999；林進材，1999；陳榮華，1987）。 

以下為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的理由，分述如下： 

一、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目前持續運作當中 

本研究以荷花獨中為研究對象，目前該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仍然持續運作，

符合個案研究著重研究當下實際發生的特性，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個案研究法的原

因之一。 

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偏向描述性質 

基於本研究根據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長情形、運作過程及社群如

何影響師資專業成長的研究，此研究目的與問題的性質偏向於描述性質。此為本

研究選擇個案研究法的原因之一。 

三、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特定情境脈絡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其運作方式為特定情境脈絡，並非研究者所

能操縱。因此，本研究將透過人員訪談、文件分析與觀察的省思札記，深入了解

荷花獨中的社群成長情形及運作，以及對於教師專業成長與工作認同感做豐富的

陳述，讓讀者容易理解研究發現。此乃選擇個案研究法的原因之一。 

貳、 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資料蒐集的方式採用訪談、參與觀察、文件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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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札記，以下分述之： 

一、 訪談 

訪談法主要是訪談者以口頭的方式訪問受談者問題，然後以逐字稿或摘要的

方式記錄其反應。在訪談過程中，訪談者與受訪者有直接的語言互動，若兩者間

有建立信任與親密的關係，訪談者可以增強受訪者的動機，因而可以收集到其他

方法無法得到的資料。若受訪者的反應太簡短或不清楚，訪談者可以接著提出另

外的問題加以細究，以獲得澄清反應和額外的資料。因此，使用訪談法可以提供

更有深度和豐富的資料（郭生玉，2012）。 

本研究欲了解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長情形及運作，以及對於教師

專業成長與工作認同感的影響。除了透過前述觀察的反思，對於研究場域與問題，

較深入與不明之處，應該透過特定的行政人員，以及社群老師們的意見與想法，

才能有更全面性的理解。故本研究在蒐集資料的方式上加入訪談法，且採用半結

構型訪談的方式進行。 

故此研究訪談大綱依據受訪對象即校長、負責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任

及 8 位不分科別及年資的教師。訪問稿為研究者經過指導教授指正根據研究目

的、文獻探討而來。該訪談大綱請參閱附錄二、附錄三、附錄四及附錄五。 

二、 參與觀察 

Lodico, Spaulding 和 Voegtle 於 2010 年提到觀察者的角色分為四種，即為完

全參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參與者的觀察者（participant as observer）、觀察

者的參與者（observer as participant）及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引自郭

生玉，2012)。 

 本研究的研究者在參與觀察者身分上較屬於完全觀察者，因為研究者本身並

不是荷花獨中的教師，平時與研究場域的人，除了訪談、參與觀察與聯絡外，僅

在社群運作時段出現於觀察現場，而且也不參與社群中的運作與活動。因此，研

究者進入現場後以筆記的方式盡可能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從中進行資料蒐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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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找出可進行深入探究的問題。 

 研究者兩次前往荷花獨中的時間不長，恰好只能觀察歷史科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會議。之前並未設計相關觀察量表，而是依照社群事件發生順序進行記錄，包

括社群成員間的對話、特殊事件進行記錄。 

三、 文件分析 

McMillan 於 2008 年提及文件分析是用來檢驗或支持觀察、訪談所獲得的資

料最普遍使用的方法（引自郭生玉，2012）。文件可包括會議紀錄、照片、日誌

等文字或非印刷資料。文件是一種資訊，它記錄一個方案的背景或歷程，也能使

研究者從中釐清觀察和訪談未能回答的問題（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因此，本研究蒐集了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長情況、運作之相關

文件，且不限於紙本形式。這是為了一方面可以了解其發展的歷史脈絡，另一方

面也進行了參與觀察、並記下省思札記，以之與訪談內容做對照。 

除此之外，研究者蒐集了有關社群運作的紀錄及社群出版相關的文件，包含

教案集冊、會議記錄等文件。 

四、 省思札記 

觀察可以增加研究者對於研究情境、研究對象及其行為等方面的了解。除此

之外，研究者必須在觀察後，將觀察的札記作分析與省思，包括感想、疑惑等，

使自己清楚研究過程。故本研究的省思札記取得荷花獨中校長、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教師同意後，在社群運作期間，觀察其社群運作方式、會議記錄、成員互動

等情形、交談內容等紀錄，並加上個人心得、想法或者省思。透過省思札記讓研

究者深入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脈絡，作為訪談和文件分析結果的多方

驗證之一，也從中確認與發展研究問題。因此，研究者針對事件，直接以文字的

方式從旁注記，並寫下完成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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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實施流程 

 本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說明研究架構，而第二部分則詳細講述研究實施

流程。 

壹、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圖為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而來，如圖 3-1 所示。研究聚焦於

荷花獨中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別以四種資料蒐集方式（以圓形示之）：訪談、

參與觀察、文件分析以及省思札記，透過不同方式的資料檢視、辯證的循環動態

歷程（以箭頭示之），希望能了解荷花獨中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及運

作和所遇到的阻礙以及探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師資專業成長與工作認同感

及教學成效的影響。 

 

 

 

 

 

 

 

 

 

 

 

 

 

圖 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了解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之發展歷程。 

 了解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之運作情形及遇到

的阻礙。 

 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

於一所獨中師資專業成長

(教學專業及工作認同感) 

教學成效之影響。 

 

    

 

訪談 

   

 

省思札記 

   

 

參與觀察 

   

 

文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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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內容 

本研究探討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包括成立社群的原因、

運作型態、內容、社群運作困境、學校行政支持等面向，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工作認同感及教學成效的影響。 

二、 研究時間 

研究者於 2014 年 1 月 18 日至 23 日及 4 月 3 日至 7 日前往研究場域進行對

個案學校校長、負責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任與教師等八位研究對象之訪談

等。期間，也參與觀察社群運作實際狀況。 

貳、 實施流程 

本研究的實施流程如圖 3-2 所示。先確定「初步的研究主題」並「大量閱讀

相關文獻」，以求了解研究內涵、相關研究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形成了初步研

究架構、目的、方法，並預設研究的個案學校為荷花獨中，且進行相關聯絡事宜。 

 由於質性研究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動的歷程，研究題目來自於研究場域，

甚是研究結構、目的及方法，都會有所變更。故在荷花獨中從事研究時期，透過

荷花獨中教務處副主任的安排，訪談該校推薦的教師及觀察該校的「歷史科」的

集體備課的教案討論會議。 

 透過觀察「歷史科」集體備課的教案討論會議，記錄下省思札記。透過教務

處推薦的訪談教師，研究者進行訪談的同時不斷與文獻對話，以釐清該校在推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脈絡。研究者於 4 月 3 日至 7 日再次進入研究場域進行第二

次訪談以釐清第一次訪談分析後的疑惑。待退出研究場域後，將研究結果及發現，

最後「撰寫研究報告」。 

 基於研究者無法長期觀察荷花獨中社群運作且進入研究場域的時間短，若以

參與觀察為此研究的主要方法則又欠公平，而該校的社群運作時間不長，若以文

件分析為此研究的主要方法則無法全面理解社群運作，因此此研究將以訪談為主，

參與觀察、文件分析及省思札記為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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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實施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三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 

壹、 個案學校之選取 

本研究為了研究馬來西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狀況，並探討社群對師資

專業成長的影響，故選擇了以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將近 4 年的荷花獨中為研究

對象。由於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獨中不多，且多為推動時間不久，因此荷花

擬定初步研究主題 

閱讀相關文獻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建立研究架構 

選擇研究方法與對象 

進入正式研究 

研究對象 

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與整理 

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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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中為眾多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獨中之間較為時間久且成效不錯的一間獨中。 

貳、 個案之素描 

一、 發展歷史沿革 

 荷花獨中於 1913 年由多位閩籍前輩出錢出力之下創立。該校隨即獲得當地

福建會館借用教室。所以歷屆董事長都是由會館的會長兼任，而辦學的經費也就

依賴福建同鄉們的樂捐以支持。起初荷花獨中開辦初級小學（四年級）高小年級

（二年制）課程。1934 年，該校添辦初中部。1942 年至 1945 年，荷花獨中被日

本佔領，被迫停辦。1945 年 8 月後，董事部費款 5 千餘元復辦學校。3 年後，學

生人數達千名，教職員人數達 30 人以上。  

 1956 年，該校人數達 1400 人數，為當地最具規模的學校。1958 年，中小學

行政分開並開辦高中課程。隔年，高中實行雙軌制課程，即學術性班級及學術性

與職業性混合班級。1962 年，該校董事拒絕政府建議改制，並收容更多因超齡而

輟學的青年，決定辦獨立中學。1969 年，學生人數為 2080 人，為全馬來西亞華

文獨中之冠。 

 1978 年，荷花獨中為了迎合華社的需求，正式從初中部開始實施「雙軌制」

教育制度（政府考試及統一考試制度）。1983 年，該校首次舉行華文教學觀摩

會。1985 年，當時的校長帶領學校追求六大理想目標之一為師資專業化及推行

全校行政電腦化。1988 年，學生人數達 2225 名，其中寄宿生為 1005 名，為全

國最大型寄宿獨中。 

 1991 年，荷花獨中實行全日制，高中學生上課時間從上午到下午 4 時，而

初二及初三學生則由上午到下午 1 時 40 分。1994 年，荷花獨中董事部首次舉行

校外師資培訓課程，落實「軟體建設」的承諾以提升教師的士氣。同時，學校提

出「五項一流」的宏願，其中之一為「一流的師資素質」。學校認為更應該從內

部培養一流教師，把一支富有專業精神的教師隊伍建立起來（荷花獨中百年特刊，

72 頁）。1995 年，該校首辦全校教師教具製作比賽並實施全國獨中首創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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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學制」，每月定期讓各班學生聚集在同一課堂上課。1996 年，該校首辦初一

統考班及預備班，也成為國內首所上網的獨中。此外，即年起退休教師將獲得董

事會發出的退休金，也會設宴歡送退休教師。 

 2001 年開始，校方採用「因材施教」的教育原理，依據學生的學術與語言水

平，編設「前段班」及「後段班」。前段班學生考政考及統考，而後段班學生只

需準備統考。2004 年，該校開辦第一班「精智班」，實行多元化教學和精心策畫

的聯課活動及班級管理，以「精心啟智的教育」為理念的教學。2005 年，第一屆

獨中科學營在該校舉行。隔年，該校續辦第二屆的獨中科學營。2007 年，該校教

師入選教學成果發表會。2008 年，該校獲得該州大臣允諾每年固定撥款 10 萬馬

幣。2009 年，A1 校長到荷花獨中就職。2010 年，該校為了應付學校的需求，除

了教務副校長之外，再增學術副校長及行政副校長。2011 年，該校正式實行「常

態分班制」，並且開辦高一統考班及高三文科班。此外，該校也開始籌畫建校 100

年的活動。2013 年，荷花獨中慶祝建校百年。2014 年，該校推動新手教師兩年

的校內培訓計畫。 

 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於 2011 年正式推行，如今已經進入了第四年。

目前，社群的運作尚算順利，而在提倡創新的 A1 校長帶領下，該校的社群將會

不停止地運作下去。 

二、 個案運作現況 

 2014 年度荷花獨中的教師人數（不包括職員）為 124 位，平均年齡為 37 歲，

學生人數為 2385 名。該校分成初中部及高中部，初中課程分為雙軌班（統一考

試及政府考試制度）及統考班。初中（初中一至三）學生皆須修習華文、馬來文、

英文、數學、統考科學、統考地理、統考歷史、美術、電腦、音樂、體育及輔導

（音樂、體育及輔導並未列入統考及政考考試科目）。然而雙軌班的學生還得多

修習政府課程（教學媒介語為馬來文）的道德（PT3-Moral）、地理（PT3-Geografi）、

歷史（PT3-Sejarah）、生活技能（PT3-Kemahiran Hidup）及科學（PT3-Sains）。

 



 

66 
 

高中部則將分流成專業班即理科、文科及商科。高中課程也與初中課程一樣，分

為雙軌班，比較特別的是有兩班不會接受馬來西亞教育文憑考試（SPM）的統考

班。 

初中一及二的雙軌班每周上課節數為 56 節，分別為華文 7 節、英文 7 節、

馬來文 6 節、數學 7 節、統考科學 4 節、統考地理 2 節、統考歷史 3 節、道德

（PT3-Moral）1 節、地理（PT3-Geografi）2 節、歷史（PT3-Sejarah）2 節、生活

技能（PT3-Kemahiran Hidup）3 節、科學（PT3-Sains）3 節、體育 2 節、美術 2

節、電腦 2 節、音樂 1 節、輔導 1 節及周會 1 節。初三雙軌班的平均上課節數為

53 節，分別為華文 7 節、英文 7 節、馬來文 7 節、數學 7 節、統考科學 4 節、

統考地理 2 節、統考歷史 2 節、地理（PT3-Geografi）3 節、歷史（PT3-Sejarah）

3 節、生活技能（PT3-Kemahiran Hidup）3 節、科學（PT3-Sains）3 節、美術 2

節、電腦 2 節及周會 1 節。 

 初一及二的統考班則是每周 50 節課，分別為華文 7 節、英文 7 節、馬來文

7 節、數學 7 節、統考科學 6 節、統考地理 3 節、統考歷史 3 節、體育 2 節、美

術 2 節、電腦 2 節、音樂２節、輔導 1 節及周會 1 節。初三統考班上課節數則是

每周 53 節，分別為華文 8 節、英文 8 節、馬來文 7 節、數學 8 節、統考科學 6

節、統考地理 3 節、統考歷史 3 節、體育 2 節、美術 2 節、電腦 2 節、音樂２

節、輔導 1 節及周會 1 節。 

 高中課程較為複雜，以下表 3-1 為高中課程。基本上，初中學生升上高中後

將分流成理科及文商科。雙軌班的學生就是學習統一考試及政府考試的科目，高

二時參加政府考試（SPM）。學生可選擇留下念高三的統一考試課程，而高三的

統考課程將分為理科、商科及文科。共同科目為華文、馬來文、英文及電腦科，

各專業科的學生依據自己的專業而修習相關科目。雙軌班的學生得修習獨中制度

及政府制度的考試科目。在高二的時候，雙軌班學生會接受馬來西亞教育文憑考

試。高三的時候，學生只需要修習獨中統考的考試科目以便應付統一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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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13 年荷花獨中高中課程及一周（星期一至六）上課節數表 

荷花獨中高中課程一周上課節數表 

制度 雙軌班 統考班 

專業科 理科 文商科 統考班 理科 商科 文科 

年級 高一 高二 高一 高二 高一 高二 高三 

共 

同 

科 

目 

華文 6 6 6 6 7 7 6 7 8 

馬來文 6 6 6 6 6 6 3 5 5 

英文 7 7 7 7 7 7 6 7 9 

電腦 2 2 2 2 2 2 2 3 3 

統 

考 

科 

目 

生物 2 2     8   

物理 2 2     8   

化學 2 2     8   

高數 1   5 5 6 6 4 8 9 

高數 2 5 4     7   

商業   2 2 3 3  4  

會計／簿記   6 6 7 6  7  

經濟   4 4  3  7  

地理     4 4   7 

歷史   3 4 4 4   7 

美術（選考） *1  *1 *2 2 2  2 2 

其 

他 

科 

目 

體育 *1  *1 *2 2 2  2 2 

音樂     1     

輔導     1     

周會 1 1 1 1 1 1 1 1 1 

政府 

考試 

科目 

(SPM) 

高一 

至 

高二 

附加數學 

Add. Maths 
 3   

  

生物 Biology 4 4   

化學 Chemistry 4 4   

物理 Physics 4 4   

數學 Mathematics  2 3 3 

簿記 P.Akaun 
以統考相關科目涵蓋之 

經濟 Ekonomi 

科學 Sains   4 4 

道德 Moral 1 1 1 1 

歷史 Sejarah 3 3   

小結 53 53 53 53 53 53 53 53 53 

*為學生自由選擇修習 

資料來源：荷花獨中教務處，研究者自行編輯 

 

 荷花獨中每一節課為 40 分鐘，早上 7 點 40 分開始上課，下課時間則依照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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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班及統考班而不同，初中學生的最晚下課時間為下午 4 點；高中學生最晚下課

時間為下午 3 點 20 分。上課天數是一星期 6 次（星期一至星期六），而星期六

的下課時間為中午 1 點 5 分。 

雖然該校科目眾多，基本上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有 8 組，分別為華文

科、英文科、馬來文科、數學科、科學科、歷史科、地理科及商業科。生活技能

科則是不同教師負責不同的部分，所以沒有進行集體備課。電腦科教師則有共享

教材。美術科、輔導科及音樂科因任課教師只有一兩位而無法備課，體育科則沒

有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該校社群的運作方式為教務處給於一個統一的表格，各科根據自己的需求調

整各科的運作方式。基本上分為各科以各年級的教師為一組進行討論，討論之後

得到的會議紀錄將會呈交於教務處。科主任會不定時前往觀察科內教師教課。而

教師在教課之後將補上教學反思。 

參、 訪談對象之選取  

本研究期望探究學校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因此學校領導人即

校長及負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任。此外，本研究希望可以從多元觀點來了解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模式及社群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工作認同感及教學效能情

形，故選擇分別來自科學、數學、歷史及商業的八位參與社群的教師，做為本研

究的訪談對象。因此，希望透過校長、主任以及參與社群的教師，針對不同背景

對象之訪談結果，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以及教師專業成長、工作認同感

及教學成效，能有一個較完整與真實的呈現。本研究之抽樣對象，整理如表 3-2

所示。 

B1 教師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博士後研究生，在荷花獨中進行博士論文研究。

雖然 B1 不是荷花獨中的教師，但是其研究課題恰逢與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有

關，因此 A1 校長讓他常駐觀察荷花獨中達兩年之久，且邀請其聯合教務處策畫

荷花獨中新手教師培訓課程。2014 年期間，荷花獨中新手教師皆出席由其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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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擔任講師的培訓課程。此外，B1 教師也會與教務副校長觀察新手教師教學。

因為 B1 教師對於該校的新手教師教學狀況頗為了解，因此研究者也訪談了 B1。 

 

表 3-2 

第一次訪談對象的代碼、擔任職務 

代碼 擔任職務 選擇該位訪談對象的原因 訪談日期 

A1 現任校長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起

人且在社群的推動期間在該校服務

且陪伴社群成長。 

2014/01/20 

A2 教務副校長 
負責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事務。 
2014/01/23 

B1 
新手教師培訓

課程負責教師 

中國某大學博士候選人，已於荷花

中學觀察近兩年。 
2014/01/22 

T1 社群教師 教學年資 10 年，科學科教師。 2014/01/22 

T2 社群教師 教學年資 7 年，商業科主任。 2014/01/21 

T3 社群主任 教學年資 16 年，數學科主任。 2014/01/23 

T4 社群教師 教學年資 3 年，歷史科教師。 2014/01/22 

T5 社群教師 教學年資 1 年半，歷史科教師。 2014/01/24 

T6 社群教師 教學年資 1 年半，數學科教師。 2014/01/2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選擇來自科學科、數學科、歷史科及商業科的八位參與社群的教師的原因是

該校教務處隨機抽選了研究者前往該校期間較有空堂接受訪談的領頭羊及社群

參與教師。表 3-3 為該校於 2013 年荷花獨中科學科、數學科、歷史科及商業科

的教師學歷資料表。從該表可以看出該四科教師多畢業於馬來西亞國內各大學及

學院，然而科主任則大部分由畢業於臺灣各大學的教師擔任。 

由於之後整理訪談資料時，發覺有些疑惑還需要訪談教師以釐清，研究者再

於四月假期（4 月 3 日至 7 日）前往荷花獨中進行訪談及觀察。以下表 3-4 為當

時再次訪談的受訪者名單及加入一位 T7 教師。茲因 A2 教務副校長對於該校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尚不太了解，因此這一次再次前往荷花獨中，特安排訪問在教

務處服務了 4 年的教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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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13 年荷花獨中科學科、數學科、歷史科及商業科的教師學歷資料表 

  學歷背景 

科目 
馬來西亞 臺灣 中國 其他 教師共計（位） 

科學 11 （含主任） 5 0 1（美國） 

17 位（4 位初

中、6 位高中及 7

位高初中） 

數學 8 5（含主任） 0 
2（美國及

加拿大） 

15 位（6 位初

中、5 位高中及 4

位高初中） 

歷史 6 3（含主任） 1 0 
11 位（2 位初中

及 8 位高初中） 

商業 2 2（含主任） 0 

2（LCCI31

專業文憑） 

2（美國） 

8 位高中教師 

資料來源：荷花獨中教務處，研究者自行繪製 

 

表 3-4 

第二次訪談對象的代碼、擔任職務 

代碼 擔任職務 選擇該位訪談對象的原因 訪談日期 

A1 現任校長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起人且在社

群的推動期間在該校服務且陪伴社群成長。 
2014/04/07 

A2 教務副校長 負責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事務。 2014/04/04 

T2 社群教師 教學年資 7 年，商業科主任。 2014/04/03 

T3 社群主任 教學年資 16 年，數學科主任。 2014/04/05 

T7 社群教師 
教學年資 33 年兼教務行政年資 4 年，數學

科兼教務處副主任 
2014/04/0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第四節 研究資料處理 

根據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為

訪談；第二部分為參與觀察；第三部分為文件分析以及第四部分為反思札記。以

                         
31 倫敦商會（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LCCI）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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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針對資料處理與分析一一說明。 

壹、 訪談 

本研究根據高淑清（2008：163-164）的主題分析法，透過「整體－部分－整

體」分成三部分進行，因此本研究針對訪談資料處理與分析就以此架構進行分析，

其步驟如以下說明。 

一、 整體閱讀與反思 

研究者將訪談後的錄音檔都先轉譯成電子檔形式的逐字稿以方便研究者進

行接下來的資料處理。在閱讀逐字稿之際，搭配錄音檔反覆聆聽，最後寫下對於

這份文本的初步理解與感受 

二、 部分分析與歸納 

（一） 部分分析 

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並且在電子檔上標示出重點，如關鍵字、特殊事件

等，從旁加上註記並且寫上初步編譯與詮釋，如表 3-5 所示。研究者先針對受訪

者 A2 的回答，寫下關於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行情況的相關具體描述、事件

標記出來，例如「推行的現況」，先給予【A2-65】初步標記，A2 代表受訪者代

號，65 代表整份訪談內容的第 65 個事件。然後在「編碼」一欄內指出【A2-65】

代表的編碼為【A2-65 推行的現況】。最後在「詮釋」一欄內根據本段訪談稿的內

容，依研究者反覆閱讀先前針對文本理解與感受，再加上編碼的註記後所寫下的

理解。 

（二） 歸納 

針對已經分類的逐字稿，反覆閱讀及思考，並將之前已經編碼的訪談稿部分，

歸納成次主題，再逐漸發展主題，如表 3-6 所示。研究者先行蒐集受訪者浮現類

似議題的編碼，在表 3-6 中，即為社群成員加入社群的原因；接著依編碼所呈現

的原因進行歸納次主題，分別為「大家都參加」、「學校的政策」，最後發展為

主題「加入社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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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逐字稿初步編譯與詮釋說明 

問題 逐字稿 編碼 詮釋 

Ｑ: 為甚麼可

以進行得那麼

好？大家覺得

他是一個工作

嗎？還是？ 

 

 

 

 

 

我覺得當然我個人覺得還不

到順利這個程度啦【A2-

65】！所謂的阻礙就是我講

了我的要求，其實並沒有每

一組真正去做，有些還是在

形式的寫這些報告。【A2-

66】 

但是有些組的話，他卻準備

了很多。像華文組，我看他

的ＰＰＴ都準備了很多也相

當不錯。然後英文組也做得

更積極。【A2-67】 

那你說他為甚麼會做順利

呢？ 

我想主要因素是第一個是主

任有在推行，第二的是這一

組裡面，有些資深老師，他

們是願意做出這些分享。 

所以只要有主任推行，老師

願意配合的話，他自然就能

夠順利進行。【A2-68】 

 

 

 

 

 

 

A2-65  

推行的現況 

-沒有很順利 

A2-66 

－有些組沒

有認真去做 

 

A2-67 

－有些做得

很積極 

 

 

 

A2-68 

順利的原因 

（主任有在

推、資深老

師願意分

享） 

 

 

 

 

 

現在該校的推行

狀況,副主任認

為沒有很順利,

雖然已經明確說

出要求,但是不

是每一組都有認

真的做,有些就

只是形式上做一

些報告.有些組

別就積極地做.

主要是該組主任

認真地推動及組

內的資深老師願

意分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三、 整體理解與詮釋 

在分析與歸納的過程中，透過逐字稿反覆閱讀，研究者不斷地反思，進行編

碼，決定次主題和主題的過程中來回修訂，以求貼近受訪者完整的想法。然後研

究者會再行推敲，尋找各個主題間的關聯性並做調整。最終會根據編碼內容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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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的詮釋而撰寫研究發現。 

本研究中所呈現訪談的方式為訪談者代號與數字，如：訪談 T5-76：

2014/01/23，T5 代表受訪教師，76 表示 T5 教師訪談內容的第七十六個編碼，而

2014 年 1 月 23 號則代表受訪日期。 

 

表 3-6 

發展訪談編碼、次主題與主題說明 

問題 逐字稿 次主題 主題 

Ｑ: 那老師在

什麼時候參加

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呢？ 

 

 

恩。一定要參加，不是嗎？

【T1-35】 

 

我進來的時候已經開始做

了。【T5-14】 

大家都參與 

 

 

 

 

參加社群的原因 

 

 

 

 

我覺得這種集體備課是這個

東西的話，集體備課嚴格上

來講就是去年才開始有的。

那個前副校長帶進來的。去

年或前年，我忘記了。。

【T2-13】 

 

是是。我覺得是一個政策下

來，所以決定了，大家都要

去做。你不能跟我說你一個

人不要做，全組不用做。

【T3-13】 

 

 

學校的規定。【T4-40】 

因為學校叫我參加集體備課

所以才會參加的。【T6-30】 

 

學校的政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貳、 參與觀察 

本研究參與觀察的來源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歷史科共同備課會議、教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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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以及歷史科社群教學觀察後的會議記錄。 

在本研究中所呈現的參與觀察的代號與數字，如觀察－歷備：2014/01/23，表

示該份資料為 2014 年 01 月 23 日，在歷史科參與觀察記錄。 

參、 文件分析 

文件資料的蒐集包括荷花獨中校內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計劃書、各科社

群之會議紀錄等。 

在本研究中所呈現的文件分析為代號與數字，如：文 1-1，表示此文件內容

為第一類文件編號第一項。 

肆、 省思札記 

因為研究者個人時間、地點的受限因素，對於荷花獨中的專業學習社群運作

時間的觀察，不是每次都能參加。但是只要研究者當天進行觀察，都會以筆記的

方式，在現場手寫觀察記錄或是速記一些當下的感受與想法，當天以電子檔作整

理，以捕捉較真實與完整的紀錄。 

然後閱讀手稿觀察記錄的電子檔，記下當時對於現場觀察事情、想法的心得，

或是研究者對自己檢討的事情。所以應該包括觀察時間、觀察地點、當時所看到、

聽到、觀察到的事件與成員對話等面向的筆記，研究者當下的感受以及後來閱讀

與思考的心得和想法。 

在本研究中所呈現的省思札記的方式為數字與代碼，如：省－歷：2014/01/23，

這表示此段內容為 2014 年 01 月 23 日，觀察歷史科社群的省思札記。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荷花獨中為例，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個案研究，針對研究範圍

與研究限制的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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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場域 

本研究的個案學校為荷花獨中，該校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已有兩年。由於

大部分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涉略不深，故該校從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從無到有的運作歷程，本研究僅能從訪談、文件分析等資料蒐集方

式，作回顧性了解，無法再行深入了解探究。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荷花獨中校長、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任以及參與社群的教

師為研究對象。至於社群荷花獨中學生之影響、家長及董事等利害關係人，對於

教師專業發展和社群之看法，由於時間和資源限制，故無法納入此研究中。 

三、 研究者 

由於研究者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概念才學習了兩年，因此專業性及敏感度

不足、訪談技術的不成熟等都是研究者的技術限制。研究者的背景和經驗及對該

校之前的既定印象則為研究者的情感限制。「現象理論」主張，人在社會生活中

所得到的經驗，只能從個人的生活世界來探究。研究者只能客觀描述，不做主觀

的評價(葉重新，2001）。 

第六節 研究信實度 

Lincoln 和 Guba（1985）表示質性研究的信實度（trustworthiness）的建立，

可以由四個櫃準來看：可信賴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可靠

性（dependability）及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為了增加本研究的信實度，故

採用上述四個規準，作為研究信實度的方針，以下針對四個櫃準，說明採取策略。 

壹、 可信賴性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分為參與觀察、省思札記、訪談以及文件分析。其中參

與觀察與省思札記是由觀察歷史社群運作情形而來；訪談對象則是行政團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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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及負責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任、其他科別的社群教師等；文件分析則

是蒐集策劃計畫、會議紀錄，影片等，也就是透過多種資料蒐集及多位研究對象

的觀點以進行多元驗證（triangulation）。 

貳、 可轉換性 

由於本研究內容都以文字方式呈現，當進行社群參與觀察時，儘可能詳細記

錄社群運作情形、成員對話內容與方式，並且對於觀察的省思札記能增加自我反

省，增加研究內容的可轉換性。 

參、 可靠性 

當觀察社群運作及從蒐集的文件中聚焦於本研究目的，降低偏誤。進行訪談

時，研究者除了透過現場的重點摘要外，在徵求受訪者的同意後，利用錄音筆記

錄訪談內容，進行資料整理時，有完整正確的內容以增加本研究的可靠性。 

肆、 可確認性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透過觀察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與

學校行政人員和參與社群的教師成員所進行的訪談與文件蒐集的過程，就是不確

定性的動態歷程，不被研究對象以及資料蒐集與處理的方式所影響，增加本研究

的可靠性。 

第七節 研究倫理 

潘淑滿（2003）表示事實上沒有所謂的完全客觀、中立原則的研究，不平等

的權力關係，也存在於研究關係中。因為研究結果幾乎是研究者的詮釋再現。 

由於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方式都是必須透

過與荷花獨中的行政人員以及社群成員而來。故研究者從研究對象角度思考，以

尊重、保密、誠實原則陳述本研究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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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互相尊重是建立信賴的基礎 

當研究者欲進入荷花獨中進行觀察、訪談人員及取得文件前，會說明資料蒐

集目的、詳細進行的方式並徵求研究對象的同意。若研究對象沒有意願，接受研

究者觀察以及訪談、或是不同意提供相關文件資料，研究者會尊重研究對象的決

定，以其他方式增加研究完整性。 

貳、 保密原則以保護研究對象 

潘淑滿（2003）認為保密就是嚴格守密所蒐集來的研究資料。所以本研究對

於文件資料的蒐集、訪談內容的整理、觀察記錄及省思札記都親自處理以降低資

料外流的風險。對於研究對象的身分，將以化名或代碼表示，避免其隱私公開化。 

參、 誠實是進行研究的基本態度 

研究對象所提出的質疑與問題，研究者將據實回答。對於研究觀察的發現、

文件分析內容、受訪者的回答，絕不會私自竄改與造假。此外，研究者將時時自

我反省以釐清自己的觀點，忠實地反應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 

肆、 客觀公正是呈現研究結果的原則 

在蒐集與整理資料後，研究者會盡量客觀且公正地詮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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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提供回饋於學校 

當本研究完成後，若個案學校有需求，研究者會將研究結果提供給個案學校。

此外，為該學校的社群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法，藉由了解各方面的需求及實施現況，

據實告知學校，以協助學校進行更好的社群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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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及討論 

本章將分為三節，研究者先從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以及師資專業成長（教學能力及認同感）在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探討三方面，以理解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全貌，最後再進行

綜合討論。 

第一節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 

本節將陳述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分別該校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緣起和歷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行過程所遇到的問題及如何解決之。 

壹、 荷花獨中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源起 

現任荷花獨中 A1 校長，在 2009 年 1 月 15 日到該校服務，目前已經服務 6

年。而校內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則是在他到任後的第 3 年，即 2011 年

開始推動，至今（2014 年）推動了第四年。 

在此，研究者首先以荷花獨中在 2011 年以前，尚未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情形開始進行探討，接著說明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緣起的情形，以了解荷花

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 

一、 沒有書寫記錄的隨興備課 

 2011 年以前尚未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荷花獨中，其實也有存在類似社

群的組織，但是不像目前有正式的備課時間及書面資料的架構。有位資深老師提

到：「其實我們一向來是有集體備課的，可是是透過討論沒有書寫」（訪談 T2-14：

2014/01/21）。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類似這樣的活動。只是我們沒有明文規定。就來幾個（老師）忽然站在

一起討論課文。就只是沒有一個記錄而已。我覺得只是形式上多一點東西。（訪談 T4-26：

201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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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該校未正式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前，便有類似教學分享的活

動，只是該活動不具強制性，也缺乏明顯的框架，比較自由地討論及分享各自在

教學上的心得及意見。 

 此外，有些科別就比較會照顧新手老師，一位資深老師回顧自己最初的教學

經驗，說：「那時候教的時候，老師和主任都會大概跟你說要注意哪裡」（訪談 T4-

6：2014/01/22）。該老師還表示該科別的主任都會主動詢問及提供協助，讓他感

受到該校的科內氣氛有別於前所任教的獨中，在那所學校，他經歷了新手老師的

徬徨感。他表示初來到荷花獨中時，「他們先主動開始詢問。過後，你發現問題，

他們會馬上幫你解決。你整個人不會像第一間學校那樣慌，你不懂你要幹嗎」（訪

談 T4-8：2014/01/22）。 

 有些組別的資深老師不吝嗇地教導新手老師，甚至會主動關懷和提供協助。

這讓新手老師因為教學環境友善而感到溫暖。長時間隨興的集體備課與分享教學、

資深老師主動分享提供協助，形塑同儕友善互動氛圍，為日後該學校推動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計畫醞釀了肥沃的土地。 

二、 推崇同儕學習及建構統一教學平台 

A1 校長對於荷花獨中在 2011 年之前是否擁有類似的教學討論表示不太清

楚。他曾說：「其實集體備課一直以來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或許過去有沒有做，

我是不曉得」（訪談 A1-15：2014/01/20）。然而，2011 年在獨中特有的統一考試

制度，為了統一出題和考試公平，促使了校長想要藉由集體備課的功能，建構統

一的教學及評鑑平台，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效能。 

 

現在是很需要的。尤其是大型的獨中有考統一考試的話，所以你的課程是統一性的話，不

像西方是個別性，我們這種的是統一性的話，所以我們的教學人員是需要統一的。所以我

們要提供一個統一平臺。超越了統一的平臺，就看個個老師在課堂是怎麼發揮。（訪談 A1-

17：2014/01/20） 

 

而校長對於學校推行集體備課的理由以下面的話做了一個很好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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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推行集體備課呢？一、方便教學管理；二、方便教學評估。你必須要統一的評估

啊！所以前面班（前段班）、後面班（後段班）的平衡度要在哪裡啊。這些東西，老師必

須要坐下來一起談。不然你教你的，我教我的。到要出考題的時候，每一個班不一樣的考

題，水平的難易度的檢驗和現狀啊，我們測不出來學生的水平在哪裡。(訪談 A1-18：

2014/01/20） 

 

 從上述的兩個理由看得出來，校長以提高學生考試成績為最大考量，校長認

為集體備課是為了方便教學管理及教學評估，而統一的評估基準是為了維持學生

的考試水平。這也為了確保學校的教學品質，也讓教師從中檢視自己的教學成效。 

對於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A1 校長看見了學校正在面對的一些問題，而

這些問題正好也成為了他想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一個契機。 

 

我們也克服了之前前段班後段班，另外我也搞了一個常態分班。這是有故事的。我來之前，

學校是菁英班。這個問題很大。當年他們處理菁英班是沒有錯的。出發點是培養一批菁英

的同學，心理素質出現了問題。 

菁英班的同學實行了兩三年之後，他們看不起非菁英班的同學。教菁英班的老師認為自己

是最好的。看不起非菁英班的老師。更加嚴重的是菁英班的家長看不起非菁英班的家長，

變成這情況從學校延伸到外面去。 

這樣就造成從學校延伸到社會，把這問題帶到社會去了。後來，董事部本身也有派系，針

對這樣的問題。所以這樣的問題。後來乾脆把菁英班弄掉。(訪談 A1-24：2014/01/20） 

 

A1 校長掌校之前，學校因為實行菁英班制度32，衍生校內校外諸多問題，菁

英班的學生因能力分類而導致學生之間、教師之間，甚至是家長之間的歧視。而

此分類框架與評價還影響了董事部，造成董事部的分裂。因此，校長才取消菁英

班的分班措施。 

 接著，學校於 2001 年擬定新的辦學方針，採用以「統考為主，政考為輔」的

學制，同時做出廢除速成班及推行特教班的教育政策。此「特教班」後來改成為

                         
32 2002 年，學校檢討「雙軌」學制的存在弱點後，採用「因材施教」的教育原理，依據學生的

學術與語言水平，編設「前段班」與「後段班」學制（《歲月崢嶸》，201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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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智班33」並於 2004 年正式實行。然而推行「精智班」後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那時候初一叫精智班那時候。所以家長的觀念就是第一班就是最好，所以 7A 的學生非

進第一班不可，然後，有時候名額排滿了，排到第三班第四班。(訪談 A1-25：2014/01/20） 

 

那時候，我們的出發點就是讓小孩在第三、第四班當小老師，分享他的學習，塑造一個

人文素養很高尚及願意分享的人。可惜家長不跟你來這一套，家長又說他放在第四班，

本來孩子很優秀，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情況下，孩子受到影響，成績拉下來。後

來規定常態分班。那我們就分段，A 段、B 段及 C 段。A 段這三班我就常態分班，Ｂ

和Ｃ段也如此。(訪談 A1-26：2014/01/20） 

 

2004 年推行精智班後，卻又發生家長不能接受小六檢定考試（Ujian Pencapaian 

Sekolah Rendah，簡稱 UPSR）34中拿到全 A 的學生不是全分配在第一班。A1 校長表

示當時校方如此分配的出發點是想讓學生在第三或第四班當同儕的小老師，大家

一起分享學習。但是家長不接受這樣的理念。A1 校長只好於 2011 年正式推行分

段式的常態分班，學生根據成績分配成 A 段、B 段和 C 段三階段即是高、中及有

待加強三階段。A 段學生平均分配於前三班，而 B 段和 C 段的學生亦如 A 段學

生一樣平均組成班級。 

然而如此的常態分班制度，讓老師面臨了一些教學上的問題。 

 

一年下來，老師投訴了。問題又來了。問題在哪裡呢？Ａ段班還好，是中段班。中段班的

有 10 位學生是很菁英的。剩下的 20 學生是中段的。20 位的完全吸收能力是很差的。老師

進去教學就碰到問題。(訪談 A1-27：2014/01/20） 

 

教師在無法兼顧所有學生教學的中段班老師向校長提出了教學困難，他們表

示中等的學生的學習比較好，可惜程度較弱的學生的學習步伐有點緩慢，老師們

就覺得那是個負擔。然而 A1 校長依舊堅持不改變「常態分班」制。 

                         
33 精智班為實行多元化教學和精心策畫的聯課活動及班級管理，以「精心啟智的教育」為理念

的教學。（《歲月崢嶸》，2013：229）其概念為「電腦化、科技化的教學」結合「智育」及「

品德教育」而成。 
34 小六檢定考試即是評估小學生 6 年學習的機制。國民型華文小學學生考試科目為 7 科（馬來

文理解、馬來文作文、數學、科學、英文、華文理解及華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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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很喜歡分享的人，我是希望我的孩子從學校走出去是很願意 share knowledge（分

享知識）給別人的。share knowledge（分享知識）就等於 share（分享）他個人的 culture（文

化）或 sell（推介）他本身給別人。我要鍛鍊我們的孩子有這樣的心態。還有一個是 peer 

learning。同儕學習，那很重要。(訪談 A1-29：2014/01/20） 

 

在透過喜歡分享的 A1 校長，他期望學校能夠培養出喜歡分享知識的學生。

因此，他極度推崇同儕學習的重要性。盡管教師向其提出在常態分班下，教師在

課堂上遇到了一些教學困難，校長也還都堅持繼續實行分段式的常態分班。 

 

集體備課主要是我的一個副校長來了之後，我也非常推崇 peer learning（同儕學習） 及小

老師制度，再加上他的理念，在以前的學校他做了常態分班，我就交給他處理。(訪談 A1-

30：2014/01/20） 

 

校長的分享學習理念最後由擁有執行常態分班經驗的前教務副校長35，以推

行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來解決學校教學和分班上的問題。  

由此可見，荷花獨中除了要迎合現今教育的發展趨勢之外，獨有的統一考試

制度也促使校方為了確保一致性的教學品質下、校長期望培養出願意分享知識的

學生的原因之下，該校在一位具有常態分班經驗的教務副校長帶領下及得到校長

全面支持之下決心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而該教務副校長則成了在荷花獨中播

下種子的負責人。 

三、 一聲令下的行政決定 

 A1 校長將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工作全權交給前教務副校長36處理，根

據現任教務副主任表示：「他說要推集體備課，但是那時候沒有概念怎麼要去推

行」(訪談 T7-11：2014/04/03）。當時，正好該 T7 教務副主任參加區域性的科任

                         
35 該校為應付學校各方面的需求，共有三位副校長，即教務副校長、學術副校長及行政副校長

。（《歲月崢嶸》，2013：241） 
36 此教務副校長已於 2013 年學期結束時辭職，之後在另一間獨中擔任校長（2014），現今在

一家企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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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會議上，從 Z 友校老師身上聽到推廣集體備課的事宜後，回去和前教務副校

長商量。前教務副校長於是決定 Z 友校的範例並加以改良後，開始在荷花獨中推

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那時候，剛好我去參加 XXX 的數學老師會議。我有看到那間學校有推行。那時候就有 Z 友

校，他們有在推集體備課。他們就有跟我說。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推。所以後來就有根

據 Z 友校的一個例子，就照著這個早期的東西推。（訪談 T7-12：2014/04/03） 

 

剛好那時候副校長有說要推集體備課，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嘛。剛好我知道，所以我

就幫忙設計這個推集體備課的規劃。這個集體備課的紀錄表就有三個語言版本，方便我們

推行。(訪談 T7-14：2014/04/03） 

 

 T7 教務副主任協助前教務副校長有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此外，他

也協助將 Z 友校版本的紀錄表改良成三種語言版本（以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的

科目使用馬來文版本；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科目使用華文版本；以英語為教學

媒介語的科目則使用英文版本），以便荷花獨中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能夠提

供該校教師使用。T7 教務副主任表示：「他（前教務副校長）一拿到那個表格，

就在科主任會議上就說要用了！…… 2011 年 3 月開始推」(訪談 T7-23，24：

2014/04/03）。 

 而 T2 科主任表示當時的前教務副校長曾經在教務會議上說過：「我現在就

是要做這個東西，你們就是要做就是了」(訪談 T2-211：2014/04/03)。及「他說你

在寫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你教學的盲點啦！」 (訪談 T2-220：2014/04/03)。 

 而 T3 科主任則表示：「他就說要做集體備課，然後集體備課可以讓經驗傳承

啊、學技巧啊，對老師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訪談 T2-132：2014/04/03)。至於

校方有否告知教師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由，T1 教師表示：「沒有」（訪談

T1-58：2014/01/22)。然而 T3 主任則表示「她是一聲令下，就是每一組都要備課

就是了」(訪談 T3-141：2014/04/03)。由此可見，前教務副校長在推行的時候是

由上而下的方式推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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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似乎是時勢所趨下發展出來的。原先多年來的

非正式的教師集體備課活動及校內各科組內願意分享的氣氛為該校推行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政策提供了肥沃的土地。獨中獨有的考試制度，讓 A1 校長認清校

內必須擁有統一性的課程內容和考試標準的宗旨則為推行的目標。此外，A1 校

長推崇同儕分享的教育理念則激發了學校內部願意分享的氛圍。前教務副校長的

相關豐富經驗和教務處副主任的協助下讓教務處當起了播種者。在諸多條件聚集

之下，2011 年荷花獨中正式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貳、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 

荷花獨中 2011 年開始在前教務副校長的推動下，每一科別開始進行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活動即集體備課。接著研究者將說明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

歷程的情形，以了解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形。 

一、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組成與運作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由前教務副校長在科主任會議上一聲令下

正式展開。各科主任在聽到學校行政的頒布後，個個在各自科別會議上宣布進行

集體備課。 

各個教師在聽到學校要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他們，尤其是科主任們

紛紛以不同的看法回應此學校政策的推行。 

（一） 褒貶不一但願意順從 

當前教務副校長以雷霆萬鈞的方式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一事，T2 商業科

主任認為教師應該要聽從學校的指示，而提升專業是教師的責任，教師沒有反對

的理由。教師表示：「具體目標策略。目標策略是學校推的。然後我們老師就盡

量去參與，盡量從這些專業培訓學一些東西」（訪談 T2-37：2014/01/21）。他還表

示：「我們是來工作的。別人叫我們做什麼東西我們就做吧」（訪談 T2-64：

2014/01/21）。 

T3 數學科主任雖表示很認同，但也發現說剛開始時，有一些老師會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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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反感。他說：「特別是一些資深老師。他們都總覺得說我都教那麼久了，都

沒有問題，為甚麼還需要集體備課？對我沒有什麼幫助。可是，就是要去做」（訪

談 T3-11：2014/01/23）。資深教師反感的原因是他們自認為經驗豐富，花時間備

課是多餘的。 

由此可見，該校教師對於學校推行集體備課的行政決策雖有微言，但礙於學

校政策的要求，大家都未將不滿表示出來，而且還配合該決策參與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荷花獨中於 2014 年開始實施新手教師培訓課程。此課程

是由教務處和來自中國某大學的博士候選人負責籌畫。該 B1 培訓教師已於荷花

中學蹲點研究兩年之久。 

 就荷花獨中推行集體備課一事，B1 培訓教師表示贊同並表示：「當然有幫助

啦！備課是教師提升教學的重要一環」（訪談 B1-1：2014/01/22）。B1 相信教師參

與專業學習社群是可以透過集體備課讓新手老師學到教學相關的知識。因為只要

教師不停地教學講課，他們就要不停地學習。 

 

肯定學到東西啦！他不斷地講課，他要講課啊。他要講課他就得不停地學。不然他要怎麼

去講呢？然後給學生一碗水，然後這桶水是哪裡來？（訪談 B1-42：2014/01/22） 

 

關於集體備課，T3 數學科主任提出了一個精闢的看法。他認為馬來西亞的

獨中處於特殊的政治環境，在不受到政府承認下，使得獨中教師無法參與教育部

提供的專業培訓課程。除了自行參與私人籌辦的專業培訓課程之外，唯一有效且

省力的專業培訓便是由資深教師負責帶領新手教師。 

 

因為目前的，我們馬來西亞獨中老師培訓是很少的，屬於這些專業方面的培訓。唯一能夠

幫忙的就是你校內自己培訓囉。那校內的培訓沒有辦法，你就要有一些資深老師還是說有

專業知識的老師負責。所以那個經驗傳承是很重要的。其實由那些資深老師去帯那些新老

師，他會比較快。（訪談 T3-17：201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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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培訓教師也察覺到上述的特殊情況而理解獨中應推行校內教師專業培訓

的必要性，故其為荷花獨中籌劃新手教師培訓課程也正是想為此現象提供一些幫

助。其籌劃的新手老師培訓課程包含了當教師的基本教學要求、教育專業及分析

教師角色等重要的教育知識。 

 

很多老師他本來不是老師，可是呢，霸王硬上弓。他來做了老師，當了老師之後，他不知

道老師這個角色應該怎麼去充當，我就給他們解釋。來了這間學校，怎麼要求自己在教學

上怎麼去要求，在生活上有什麼要求，在學生課業關心上有什麼要求，帶課啦什麼啦等等

啦。當時，我是整整講了兩天。跟他們分析教師角色啦，課堂分析啦，教育教學過程啦、

目標啦、這一些東西。（訪談 B1-15：2014/01/22） 

 

 缺乏教育專業培訓的教師對獨中的教學品質是有所折損，為了提升荷花獨中

教師，尤其是新手教師的教學品質，該校籌劃了課程長達兩年的新手教師培訓課

程。B1 培訓教師除了擔任此課程的教學者，也會與教務副校長每天進班觀察新

手教師的教學，藉由上課及觀課以提升新手教師的教學品質。 

  

後來呢，有一個月給他們講一次到兩次的課。這個課每一次差不多一到兩個小時。平時呢，

比如一個月，除了講課之外，差不多我要去聽他們的課，我要去發現他們的問題。第一個

就是這樣。第二個呢，我要把這些老師遇到的問題，我要把他們統計起來。然後怎麼做分

析怎麼去糾正，學術的問題啦，老師的問題啦。當然老師的問題假如想培養妳的老師，妳

應該要有個策略或者方法計劃是這樣。（訪談 B1-20：2014/01/22） 

 

 B1 培訓教師藉由觀課就能指正新手教師的教學錯誤，尤其情況嚴重者，他

將會當場糾正錯誤。與此同時，他也提出必須要多方考量該新手教師在教學時的

其他因素，如該班級的學習氣氛抑或班級管理等因素，這都會使到該教師教學品

質不佳。 

奈何前教務副校長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只在科主任會議上對各科主任

簡略說明推行的理由，未能清楚向全部教師明確說明推行集體備課的原因及其必

要性，各個領頭羊對此政策的推行皆有不同的認知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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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可以感覺到，我感覺到就是為了 ISO（中文為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的縮寫，是一個制訂國際標準的組織。）而做。（訪談 T2-230：

2014/04/03）……他說這一點，以後政府會評鑑私立學校。那私立學校辦得好的話，教育部

以後會給外來的一些兒女，針對你這間學校的特色，他們會推薦來這些學校。沒有的話，

你的學校就會排出去。然後政府也要開發自己的私立學校。可能以後的競爭就很激烈。如

果我們不提升，可能有一天，不是他叫你關門，而是沒有學生要來。（訪談 T2-232：

2014/04/03） 

 

前教務副校長在推行集體備課的時候，T2 教師覺得其為了 ISO 而推行的。

另一位主任級的領頭羊 T3 教師則認為，推行集體備課是所有大型獨中的發展趨

勢，因為很多大型獨中已經實施多年，若不推行，將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 

 

其實這個，很多學校很早就做了啦。我們也是有想過做。可是沒有去執行。像你講的，很

多老師在一開始會反感。這個都知道是個大趨勢，一定要去做的嘛。而且像興華和循人很

早就已經做了，一個大批的備課，一個地區的一個地區的。所以我也知道這個是一定要進

行的，所以沒有辦法，還是要強硬的實施。我覺得老師反感並不代表他們不會做，習慣了

就不要動。所以你要推他們一把，沒有辦法。（訪談 T3-61：2014/01/23） 

 

 不管何種原因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前教務副校長帶領下展開了實施的

腳步，該校開始集體備課。雖偶有少數資深教師私底下抱怨，大體上，大家都選

擇遵從行政層的決定並以行動支持該活動的進行。 

（二）各科社群運作概覽 

 荷花獨中教務處在推行集體備課之後，極力讓教師們擁有共同的備課時間

。因此在課表安排上，各科所有老師在一星期六天（星期日除外）的上課時間均

有兩堂共同的空節（一堂為 40 分鐘）。各組可以利用該共同空節的時間進行集

體備課。 

 

我們每個星期二的前幾節，全部數學老師都有空。所以可以開組會議，可以做集體備課。

（訪談 T5-45：201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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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然而各科都保有自己的自主權，因此在集體備課上，該校各科呈現百花齊

放的現象。惟呈交備課紀錄一事，教務副主任表示：「我們是有規定時間，就

是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訪談 A2-79：2014/04/03）。該校的集體備課的紀錄

必須要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上傳到學校的雲端分享空間。 

圖 4-1 為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模式，研究者再就各科運作情

形一一說明。 

1. 數學科 

 每一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都隨著各科的教學需要而自行調整。

數學科在 T3 科主任的帶領下，微調了集體備課方式及表格好讓教師能夠更加輕

鬆及便利地進行集體備課。 

 

我們在做集體備課，目前的方式是分級。就好像初一級、初二級、初三級這樣分。然後各

荷花獨中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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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都有比較資深老師帶領。然後他主要的成效是知道哪一課是哪些地方比較難講解，然後

學生比較有問題。然後用什麼方法去講會比較好。嗯。我現在目前的做法就各級委任一個

老師類似組長這樣，就由他帶領這整個組的老師，就輪流負責備課，就一個人輪流負責一

課的集體備課，大家再提出意見改進。（訪談 T3-5：2014/01/23） 

 

 數學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是依級別進行，各級都由明瞭章節難點和問

題的資深教師向其他教師示範與說明學生易懂的講解方法。每一級都有一個小組

長，大家輪流負責備課，然後其他人給於意見改進之。 

T3 科主任也讓教師自行決定各級別的備課時間及備課次數，教師可以選擇

在學校行政安排的共同備課時間內備課或者另行自訂備課時間。但是各級別教師

必須每一個月呈交一次備課報告於科主任。 

由於 T3 科主任並沒有限制規定各級別的運作方式，因此有些級別是根據科

目的章節長短制定進行集體備課的次數。 

 

基本上就是說也很難講是一個月。因為有些短的章節，我們一個月可以教兩章。兩個星期

就可以教完一章。那麼我們是跟章節走，我們不是跟月份走。章節開始之前，我們做集體

備課。就是說跟同一級的老師或者跟主任坐下來談。這個章節有什麼比較難教或怎麼比較

難講，我們就用什麼方法去做去教。然後後面的反思欄位是放空的。等到兩個星期教完之

後，才補上去反思。（訪談 T5-17：2014/01/24） 

 

該科的運作方式是在備課之後將紀錄表上的反思欄位留空，待教學結束之後，

教師才將教學後得到的反思感想填上。至於討論的內容，T5 教師提到：「我們是

找出難點，要怎麼樣去教」（訪談 T5-18：2014/01/24）。而 T3 科主任也對此現象

給於了解釋：「主要是教學的知識啦。因為管小朋友的話，資深老師未必能夠管

得到小朋友，反而一些年輕老師可以管得到小朋友，因為年紀比較近。我們比較

注重專業知識方面」（訪談 T3-7：2014/01/23）。 

由此可見，數學科集體備課時討論的內容多是教學知識，至於班級管理部分，

新手老師或許還比資深教師運作得更好。茲因新手老師年輕且與學生年紀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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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更能貼近學生。故數學科的集體備課是傾向注重專業知識的討論。除了推行

及監督科內集體備課之外，該科主任也會進班觀摩新手教師的教學以督促其教學

品質。 

基於荷花獨中實行雙軌制的教育方針，此讓數學科的備課科目37比其他只實

行單軌制度的學校來得多。不同於高中數學的多科目，初中數學科則僅以獨中教

育制度下的數學科教學，並涵蓋政府教育制度下的數學科（PMR）的內容。所以

初中數學組的集體備課比高中數學組來得更加集中。 

而如今該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已經進入第四年（2014 年），該科的撰

書寫方式也漸往詳案的部分邁進。由於科目眾多，所以 T3 科主任表示：「老師的

工作會增加。我們不是一年的時間去完成，我們的目標是三年的時間去完成他」

（訪談 T3-146：2014/04/03）。他還進一步說表示： 

 

最終目標把他弄成詳案，你無論是在存檔方面，還是給新老師經驗傳承方面，就算是教育

部要來評估的話，他是很好的東西。做一次，是辛苦一次，但是過後老師就會很方便了，

在使用上。而且要更改或者甚麼都有根據，不會想說無從做起這樣的感覺。我們現在開始

在做這個東西。（訪談 T3-149：2014/04/03） 

 

由此可見，數學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但有了短期計畫，甚至規劃了三年

的全部教案均寫成詳案的中期計畫。該科在 T3 科主任的帶領下，不僅看到了集

體備課對全體數學科教師的好處，也看到了書面資料的統整可以讓該科在接受來

自教育部的評估考核時派上用場，也能教學經驗有傳承之意。 

2. 商科 

商科組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況與其他組略有不同。該科在該校推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前，已經有類似分享教學經驗的聚會討論。 

 

                         
37政府中學教育系統有分數學（Math）和高級數學（Add.Math）；華文獨立中學教育系統又分

普通數學、高級數學一及高級數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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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東西（集體備課）還沒有在之前，我想一想，我們都有的。但是沒有很公式化，沒有

說「喔，我們星期五的兩點來開個會」這樣。那我看到的就是那種非形式化，喔，這個時

候需要了！來囉！這組的老師，我們會在其中一個老師的位子談，這個東西一直以來都有

的！（訪談 T2-193：2014/04/03） 

 

 在該校於 2011 年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T2 科主任表示：「把它寫成

書面報告的話，是前教務副校長推了這個之後才有的」（訪談 T2-194：2014/04/03）。

由此可見，在 2011 年之前，該科的集體備課會議是沒有任何的正式書面報告，

而在 2011 年正式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該科的集體備課會議則有了書面

報告。 

 

好處就是因為是硬性規定，你會排時間去做。那以前沒有安排這樣的時間。就是碰到了，

你有時間，我也有時間。就大家講一講。現在就是比較公式化，大家坐下來談。然後寫下

來，所以那種概念的東西會具體化。好處是這樣。壞處的話就是寫太多東西了。（訪談 T2-

16：2014/01/21） 

 

該科 T2 科主任說明了在正式化推行之後，該科教師除了可以在既定的集體

備課時間內討論教學事宜之外，討論的事情能夠形諸文字也是正式化推行後的好

處之一。 

該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方式為一週一次，而非正式的討論則是延續以

往隨性的做法，無時無刻都在進行。由於商科組的科目38眾多，所以很多級別只

會有數位教師負責各個不同的科目。所以該科教師常常一有機會就會互相討論教

學上的事宜以校正各自的教學步伐及統整教學的內容。 

 

可是有教到新的科目，我們都會去討論。幾乎就是有需要就會講的。就好像我會計的問題，

我比較不熟這個單元或環節，我就問資深老師怎麼解決。我覺得這個也是集體備課的形式。

可是我沒有把他寫下來。可是我覺得早上這樣談一談，我們就有默契了。因為教同一級的

學生，有些老師教會計有些教簿記，我們知道我們教得要比較一致。（訪談 T2-19：2014/01/21） 

                         
38 商科科目為華文獨立中學教育系統的簿記、商業學及經濟學。加上政府中學教育系統的經濟

學及會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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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教務處特意安排的兩節空堂進行集體備課之外，該科教師的座位鄰近，

所以有必要就會坐下來談，隨時都在集體備課。除了討論教學難點之外，T2 科

主任也表示：「喔。我們會討論這一課要給什麼習題。我們會去安排最簡單到最

深入的習題，好讓習題都盡量一致的難易度。我們討論然後一起影印。就是有人

負責一題，有人負責另一題」（訪談 T2-75：2014/01/21）。除了連同討論習題之

外，共同備課時間也成為了 T2 科主任對教師公佈學校政策及行政的管道。 

 此外，T2 科主任也如同其他科主任一般皆會去觀察新手教師的教學，也會

讓新手教師到資深教師的課堂上觀摩，好讓新手教師從中學習資深教師的教學。 

 該科在學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期對於教學過程都要寫下來一事感到

不太開心，因此簡化教務處制定的備課紀錄表格。T2 科主任表示： 

 

本來就一個人負責一科，可是那一科本來就不好寫了。因為我們商科老師都不太寫東西。

包括我本身，畢竟不是文科生。用寫的就有點困難。如果要詳案，用錄影好了。（訪談 T2-

146：2014/01/21） 

 

我的 pattern（風格）就是把東西原有的簡化、簡化、再簡化囉！（訪談 T2-219：2014/04/03） 

 

 從中得知，該科比較難以接受寫詳案的方式並決定以別的方案替代之。 

 由此可見，商科組肯定集體備課讓教學概念紙本化的效用。該科的備課時間

除了在既定的共同備課時間集體備課之外，依舊保持以往隨時隨地三五成群備課

的科內文化。但是商科組的教師顯然已經進行了三年的集體備課，卻依舊對於撰

寫詳細教案感到力不從心，因此決定以其他方案，如影像等來補足該科的備課紀

錄。 

3. 科學科 

 如同商科一樣的多科目教學，科學科內分為三組即是生物組、化學組及物理

組。該科的運作方式則如同數學科一樣，科主任讓各組教師自行調整集體備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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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方式。各組都在安排好的共同備課時間進行討論且備課紀錄也都上呈給科主

任。此外，該科依然如同其他科別一樣，科主任會進班級觀課。 

 

嗯。各組做各組的嘛。因為理科裡面有分生物、化學、物理。我們就各組做各組的。我的

主任沒有說甚麼。就我的主任他沒有說，我們只是到星期三的這個時間是集體備課的時間。

（訪談 T1-36：2014/01/22） 

 

 有別於數學科的年級組長設置，科學組主任則沒有在生物、化學和物理三組

內指定組長。T1 教師表示：「然後他也沒有說，我們三個裡面誰是組長，沒有規

定阿。然後沒有規定的話，我們就要有默契，就互相合作這樣」（訪談 T1-39：

2014/01/22）。 

T1 教師和另一位教師互相協調商量集體備課的進行方式。T1 教師表示：「然

後因為我和另一個老師，我教高一，換另一個方式嘛，這樣，我就在講義那裏做

調整。我們就做講義的全部調整。我做單數的章節，他做雙數的章節。 

然後互相配合」（訪談 T1-40：2014/01/22）。 

T1 教師表示因集體備課的緣故，教師共同分擔備課工作，其工作量反而減

少一半。此外，T1 教師也表示： 

 

我們也可以從新手老師那裏學到一些東西。因為有些課程，我們在大學的時候跟他相隔也

有十多年了。所以他們讀的東西應該比我進步一些。所以，我可以有些東西他懂我不懂。

所以我學到。（訪談 T1-54：2014/01/22） 

 

除了工作量減少之外，資深教師還能夠從新手教師身上習得最新的專業知識。

相對地，新手教師則向資深教師請教教學方法。 

對於新手教師有關教學問題的提問，T1 教師表示：「有老師會問我怎麼教。

但是我就把我能夠的都告訴他。但是你要我把他當成學生那麼教他，我就沒有這

樣」（訪談 T1-48：2014/01/22）。對此，T1 教師解釋：「我覺得每個人來做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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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成人。他不是一個學生，所以不是人家來幫你，而是你要怎樣去學習，對

嗎？」（訪談 T1-77：2014/01/22）。 

此外，T1 教師會共同分享習題，而卻不願分享教學投影片。他認為投影片

是一個很私人的呈現方式，並非所有人都能從他人投影片的排列方式理出講課的

邏輯及順序，不能完全模仿他人的教學，這對學生反而沒有益處。因此，T1 教

師不會分享其準備的教學投影片。 

 

因為我覺得 PPT 是一個很個人的呈現方式。因為他是個很個人的呈現方式。我這樣把 PPT

放出來，它可能沒有任何文字。我可能就一個人就在講課了。那你放我的東西出來，你可

以就會說我這個老師想怎樣。然後，你就會 delete 掉他。因為 PPT 他不是一個課本，他不

是把所有的字放在那裡念，PPT 是讓學生看到那東西的時候，他會有共同的感想。（訪談

T2-70：2014/01/21） 

 

 由此可見，科學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以各組別各自進行集體備課。科

主任給於各組自行決定運作方式的決定權，但是備課紀錄則一定要呈交予行政。

組內的資深教師肯定集體備課減少了工作量之外，也能提升科內教師的專業知

識，雖然教師之間尚未能全面互相分享教材。總括而言，該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進行得還算順利。 

4. 歷史科 

相較各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況，歷史科運作得更加順利。主要

的原因是在學校推行集體備課之前，該科如同商科一樣，科內已有類似的教學

討論的文化。而學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該科多了紙本資料供科內教

師參考教學過程。 

 

其實在還沒有硬性規定的時候，每一次考試或者作業的時候，我們都會同級的開始有討論。

我不想說各班的程度還是作業有什麼誤差太大。 

那硬性規定有他的好處就是在如果你要複習的時候，比較容易。就是可能第二年要教的時

候，有個資料在手上。（訪談 T4-14：201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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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T4 教師的經驗得知，該科教師樂於分享，因此科內教師在考試前或出作

業之前都會一起討論。不但如此，教師之間亦無條件地分享教學投影片、考卷等

教材。 

 除了樂於分享，該科主任和資深教師都會主動關懷新手教師的教學狀況。T4

教師表示：「他們先主動開始。過後，你發現問題他們會馬上幫你解決。你整個人

不會像第一間學校那樣慌，你不懂你要幹嗎。他們會跟你講有各方的方法。你可

以做些什麼，你不一定要跟，但是至少你會有方向」（訪談 T4-8：2014/01/22）。 

 歷史科內樂於分享及資深教師樂於關懷的文化讓該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得

以順利進行。該科除了在既定的共同備課時間內備課之外，也會依情況利用課外

時間討論教學。 

 該科的運作方式為每一個月開會一次，而每一次以一章節為分界點。若時間

允許的話，教學討論將會繼續直到備課時間結束為止。 

 

基本上，大家都會心中有數。比如說第一次會議就會討論第一章、第二章。然後上次討論

到哪裡，下一次的會議就會從那裡開始討論。我們有時候會有一些隨機性。比如，我們真

的還有一些時間，我們就再往下討論。然後如果恰好，我們就會討論下一章。一般上是以

一章為分界點。（訪談 T6-33：2014/01/24） 

 

  歷史科各級別教師依序輪流負責備課及出考題，然後各級別教師會一同討論

考題的範圍。此外，在進行集體備課之際，各級別教師也會相互提醒教學時應強

調的教學重點以確保教學內容的統一性及測驗的公平性。 

 

以我們那一級來說，這一次輪到我，下一次輪到妳。那我們就會跟出題老師說妳要大概出

題的百分比的分配是怎樣。妳的重點會落在哪幾題。當然我們都有共識說不可以把題目給

學生。後來校方有這個規定。因為我們本來是要給他們背的。可是校方有反映說這樣不好，

而且也容易造成作弊。所以我們都有共同的說法就是不能給，但是講到那幾題的時候，我

們會說要注意啊。（訪談 T4-43：201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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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科因課程安排，往往一級別只有一位教師負責教學。因此，無法和別人

共同商議備課事宜。教務副校長曾建議各級別教師一起備課，奈何 T4 教師對此

建議表示礙於對彼此教學內容的不熟悉，教師們難以給於任何教學上的意見。 

 

副校長有提議說應該是別級的老師也進來，可是問題是說，像我沒有教過初二、初三，妳

叫我去聽，只是會聽到很多問號問號問號。因為我不了解課文阿，我給什麼意見？高中我

一個人在教，他們給我什麼意見。他們就說妳就這樣教。可是課程的需要，我都變動很大。

我沒有辦法依照正常。根本不可能。（訪談 T4-48：2014/01/22） 

 

 該科主任如同數學科主任一樣指定各級別的資深教師負責該級別的集體備

課。該資深教師負責協調會議的時間和討論的內容等事宜，和該科主任的責任類

似。該科主任也硬性規定各級別必須每個月呈交一次集體備課的報告。 

 對此安排，該科 T6 新手教師表示：「帶集體備課的老師非常地盡責。去年的

主任和組長也有一直在幫忙。他們會告訴我一些問題和錯誤。他們會幫我調整一

些問題。我覺得是有用的」（訪談 T6-20：2014/01/24）。而資深教師擔任各級別的

負責教師也讓新手教師獲益良多。T6 教師也表示：「他在整個課程上面的要求他

是比較懂得。然後他通常就會催促你去做集體備課。然後就跟你分享他所懂的

information（資訊）。我覺得是不錯的」（訪談 T6-39：2014/01/24）。 

 綜上而言，歷史科組內分享氣氛甚盛加上教師樂於關懷促使該科教師不抗拒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各級別各請資深教師帶領社群運作，教師們之間亦無私分享

教案和教材。這與其他科的社群運作相比，歷史科運作地非常順暢。 

 從上述四科（數學科、商科、科學科及歷史科）的運作情況，研究者整理出

各科的運作特質。從表 4-1 可以看出，各科領頭羊均配合學校政策推動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運作，而且也都配合教務處的規定進入教室觀看教師教學。這不但可

以即時掌握教師的教學狀況也能給於教師教學相應的建議。 

 其中運作比較順利的科別則是在學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前就已擁有

教學經驗分享文化的科別。這使到學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科內教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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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的抗拒性不大且更能體會分享教學經驗的好處，促使科內教師互相分享的

氛圍更勝以往。 

 

表 4-1  

數學科、商科、科學科及歷史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質分析表 

          學科 

 特質 
數學 商科 科學 歷史 

領頭羊盡責         

觀  課         

調整運作以迎合科別需要         

過往已有非正式的教學分享文化       

指定級別領頭羊及其職責        

不定時討論及調整教學步伐       

計畫性經營      

主動關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有些科別在各科主任的帶領下，不僅僅指定科內各級別的資深教師為組內領

頭羊也賦予其明確的職責，如制訂備課時間及督促各級別教師參與集體備課。這

使得集體備課的運作更加地順利。有些科別則是依章節為教學討論的段落；有的

科別則是依據組內的需求分配備課章節；有些科別則微調了教務處制定的備課紀

錄表以迎合科內教師的需要；有的科別則要求教師在教學結束之後才撰寫備課紀

錄表格內的反思欄。 

 而數學科科主任不僅制定了三年計畫且日後還計畫邀請別校資深教師前來

分享教學經驗，還調整運作方式讓各級別以章節為一個段落進行討論。這讓該科

教師有目標性地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商科則保持了之前隨時隨地討論教學問

題的文化，如今仍然也會進行不定時的課程討論讓教師無時無刻都沉浸在分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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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教學的氛圍裡。科學組的運作為讓各科決定集體備課的運作方式，但是各科

必須將備課紀錄呈交予科主任。歷史科的資深教師不但會主動關懷新手教師也會

無條件地分享教材教案，這使得新手教師在專業學習社群中提升了不少教學相關

的專業能力。 

 由此可見，荷花獨中推行了 4年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教務處領頭羊的帶領

下，各科的社群運作在長期灌溉下長得新芽。比較特殊的是數學科已經制定了中

期計畫，這說明了該科科主任察覺到了集體備課的重要性且洞悉備課內容文字化

不僅可以減輕教師日後的工作量也可以提供評鑑所需。 

（三） 荷花獨中教師社群的發展與演變 

1. 集體備課 

T7 教務處副主任兼數學教師自 2010 起在教務處服務，其在前教務副校長推

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際協助推行。根據 T7 教務處副主任兼數學教師表示：「然

後第一年 2011 年的，我們就討論我們的課程要怎麼走，然後去年的時候又改變

了一點。去年（2013）的話，我們就有針對設計某一兩堂課」(訪談 T7-26：

2014/04/03）。 

 由此可知，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書面報告內容隨著時間而有所變

化。第一年（2011）推行之際，前教務副校長對於社群的要求為討論課程的流程，

尤其注重於要求一節課的課程設計。T7 教務處副主任兼數學教師表示，第一年

就是在討論一些課程的設計為主。 

 第二年（2012）的時候，T7 教務處副主任兼數學教師表示： 

 

我們就說每一章裡面，我們要強調的概念啊，學生常常患的毛病啊，然後就流程要怎麼教。

這就是我們第一年的概念。就好像先教哪一些，大家都有討論。當然主要的就是針對學生

常犯的毛病，課程啦這些東西。(訪談 T7-30：2014/04/03） 

 

 因此，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討論方向在第一年(2011)的課程討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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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第二年針對學生常犯的毛病及問題並且開始強調教師的教學概念。由

此可見，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討論內容漸漸深入探討細節。 

 第三年（2013）年則開始換了模式，因為大家在第一年（2011）和第二年（2012）

已經有了初步的課程設計教案，所以第三年（2013）全部科目開始針對一些比較

有討論空間的課文進行討論。T7 教務處副主任兼數學教師表示，就是針對一些

難一點的課，大家討論怎麼去進行。對此，教務處沒有要求教師討論整個課程，

而是針對某一兩堂課設計教案。 

 

然後去年就是針對某一章。如大概比較難的章節。學生的難點是甚麼？主要的內容是甚麼？

我們要解決甚麼？主要是在討論這些。(訪談 T7-33：2014/04/03） 

 

此外，T7 教務處副主任兼數學教師還表示前教務副校長為了讓大家有所依

據，制定了備課紀錄表讓各科依據規範進行討論。T7 回憶說: 

 

她去年就有給這一張東西，然後指定說要寫這些東西。然後大家都問怎麼做，大家都不知

道。然後寫了之後，大家都去問她這樣可不可以。她要我們寫「教材來源啦、教學重點、

內容、難點、課後反思阿」就是要寫後面的東西。(訪談 T7-42：2014/04/03） 

 

由此可見，第三年開始教務處指定要寫「教材來源啦、教學重點、內容、難

點、課後反思」等內容。 

 根據 T7 教務處副主任兼數學教師表示：「那時候她那年很籠統地說，ok，

現在我要你們跑這些東西。最後可能就是每一科老師收到的消息都不一樣，做

出來的東西也就不一樣了」(訪談 T7-36：2014/04/03）。這就是為現今各科的運

作方式都稍微不同的現象留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解。 

 而現任的教務處副校長在 2014 年 1 月接任之後，其對校內的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討論內容又有不一樣的規劃。對於之前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其給

於以下的回應：「因為他之前的話，有可能是想要慢慢走向寫那個教案，或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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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計的方式來做。就是用這個集體備課的時間。所以一開始就是想要讓老師習

慣一些討論外，就慢慢會有要求，要寫這些教案的東西」（訪談 A2-47：2014/04/03）。

該校第一年的報告是比較傾向課程設計，而第二年則是詳細的教案，現任教務副

校長猜測前教務副校長大概傾向教案的發展趨勢而在第二年才會比較有要求。 

 至於第四年（2014）年的推行計畫，A2 教務副校長表示：「目前的話，我也

是傾向在集體備課上已準備的教案」（訪談 A2-48：2014/04/03）。鑒於各科皆向

其表達運作上的需求，因此其允准不同的科別可依照各自的需求呈交報告。 

 

像現在的話，因為不同的組，他有跟我反映他們不同的需求。有些組的話，他覺得設計一

些教案，對他們來說有點困難，因為他們沒有那些實質背景。所以，但是他們覺得設計教

材的話，倒是可以。就是蒐集資料，然後有些老師已經有一些教學經驗留下來的資料，所

以他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整理成教材的方式，提出來分享。（訪談 A2-52：2014/04/03） 

 

根據科別的不同需求及沒有教育專業背景的教師社群可能無法設計教案，所

以現任教務副校長允許各科以教材設計替代教案設計。各科可以依照各自的需求

呈交報告，然後上傳至學校的雲端分享空間。 

對於集體備課的日後規劃，其表示：「我想說集體備課的話，第一就是幫助到

新老師，第二個，我是希望說集體備課可以準備出一些教材這些東西」（訪談 A2-

56：2014/04/03）。此外，教務副校長表示其鼓勵教師使用學校的雲端分享空間。

其表示：「我在推行這個 E-class，希望他們可以放在 E-class 那裏。現在在 E-class

那裏有足夠的資料，可能以後我們才整理他」（訪談 A2-57：2014/04/03）。對於網

路雲端分享空間的規劃，其則表示：「現在只是蒐集，變成一個資料庫。我們學校

自己使用的資料庫。這樣老師進來的話，如果你要參考我們學校教學的狀況的話，

那裏有我們的教材。或者下載使用」（訪談 A2-58：2014/04/03）。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從第一年的將教學概念書面化之後，第二

年則傾向往細節的方向，討論課程的教學難點。第三年則趨向其中一兩個較難

的章節並討論之。如今第四年則傾向在集體備課上已準備的教案並以詳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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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各科在準備詳案上遇到困難，其可以以設計教材為討論主題。日後各科的

書面報告將上傳於校方的雲端分享空間，教務處計畫將該分享空間規劃成該校

的資料庫。此可讓新手教師可以隨時取得參考資料也可讓校外人士了解該校的

教學情況。 

2. 教學觀摩 

 荷花獨中教務處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也下達行政命令要求科主任

或者副科主任在一學期之內，兩人各須三次進入教育現場觀察教師教學。教務副

校長表示： 

 

科主任這些領頭的人當然是很重要，所以他們的角色的話，就是除了主動積極召集備課的

時間，當然他們也要懂得各個老師的狀況。所以我們也有要求那些科主任去觀摩或評估老

師的上課情況，所以這樣的話，他也能夠了解。也不是在集體備課的時間跟他們了解和討

論，他們去現場看他們上課遇到的問題，所以在集體備課上也能夠更準確地去解決問題。

（訪談 A2-24：2014/01/23） 

 

 由此可見，教務處希望科主任能夠透過教學觀察更深入了解科內教師在教學

的時候遇到的難題並期許科主任可以協助其解決該問題或將該問題帶到集體備

課會議上討論。 

 T7 教務副主任兼數學教師則表示：「因為校方有規定每一年要去看，才進去

看囉！然後我也不懂他們教的東西也是不是集體備課備出來的。因為學校要我們

觀摩的是一個是本科老師，一個是別科的老師」(訪談 T7-100：2014/04/03）。學

校除了要求資深教師觀察本科教師教學之外，也要他們觀察別科教師的教學。然

而也帶出了另一個問題，即是該教師的教學設計是否遵照集體備課討論得來的課

程設計抑或教師未遵照集體備課討論後的教案教學就不得而知。加上觀課的對象

即便是同一科的教師，但也未必是同一級的教師。這讓觀課的教師對教師的教學

會有一知半解的現象。 

 對於觀課教師不知該教師的課程設計是否與集體備課時討論的教案一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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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T4 歷史科資深教師則提出了一個好的建議。其建議：「我覺得除了討論之後，

也可能請資深老師或者主要的人物一些老師，再去看新手老師上課。因為你在備

課之前先去看一次，備完課過後再看一次。妳會看到有差別。否則我覺得聽的東

西，不一定是真的」（訪談 T4-78：2014/01/22）。 

 對於社群以觀察教學的運作方式，大部分教師都持正面的態度。T2 商業科

主任則提到了透過教學觀察他所得到的收穫，他表示：「就好像我上次去看同組

的資深老師上課，我就拿到了很好的 Idea（想法）。原來我沒有這麼教，我就學

習到一些了。Click, you know ? click（靈感）。我的盲點就在他的幾句話，他的教

學方式，怎麼把我沒有用過的呈現方式表達出來」（T2-104：2014/01/21）。透過

觀察資深教師教學，教師可能得到新的教學概念且轉過頭審視自己的教學盲點。

資深教師的幾句話就有瞬間讓教師對其長久以來面臨的教學困境找到了解決方

法。 

此外，T2 商業科主任表示他們觀課時間也只看大約十五到二十分鐘而已。

而該科的觀課運作模式是先看新手教師上課，然後再帶同新手教師去看其他資深

教師教學。 

除了資深教師也要被觀課及進入其他教師教學現場觀摩教學之外，新手教師

更是被觀課的首要對象。T3 數學科主任表示：「如果是很大問題，我們會進班看。

因為我們現在的規定，新老師要進班觀摩。我會進班催促他這樣，看他什麼問題」

（訪談 T3-42：2014/01/23）。如果新手教師有很大的教學問題，科主任就會去觀

察其教學。因此新手老師被觀課的次數比其他教師來得較多。 

而 T5 數學科新手教師則表示： 

 

有呀。他們久不久會來看我們上課。他們會說 OK 你這裡這樣教會比較 advanced（高階）

一點。你可以嘗試這樣，學生會比較容易吸收。他們會來聽我們的課，不是不可以，不過

學生會比較難明白。你的方法雖然會很短，不過學生未必能夠明白。因為我教的是商科生，

需要考慮得更多。（訪談 T5-36：201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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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社群發展及演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此可見，主任前往觀察新手教師教學會給新手教師帶來很多精闢的教學建

議。主任的建議和回饋都讓新手教師覺得受益無窮。對於新手教師來說，教學觀

察是其提升教學專業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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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分析 

本節將陳述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分析，分別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領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因素及困境。 

壹、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領導 

荷花獨中教務處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際，教務處指派各科主任成為了

各科的領頭羊，而教務處副校長自然就成為各科的總領頭羊。由於 A2 教務副校

長於 2014 年 1 月才上任，因此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方面上，其自認欠缺經

驗。自 1 月受訪後，研究者再於 4 月前往訪問 A2 教務副校長與之詳談在其領導

下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情況。 

一、 新手接任綜觀全局 

A2 教務副校長表示：「集體備課這方面的話，我覺得他的用意是非常好的。

但有可能我們目前還不是很清楚這個集體備課的目標和主要功能在哪裡，所以很

多時候會流於形式。大家就是填填表格這樣，我是希望至少集體備課是一種，不

只是他的名稱叫著備課，是為上課而準備的」（訪談 A2-1：2014/01/23）。A2 教

務副校長認同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用意，奈何教師對該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目標和功能不清楚而流於形式。 

 

不只是這一方面，我還希望是說老師可以檢討新老師遇到的問題。然後即使是有經驗的老

師，他總也會遇到一些問題，長久以來解決不了，能夠有一些老師聚集在一起討論。很多

問題不是說一次討論就能夠找到方法解決，討論就會有一些想法，大家回去試試看。如果

不行，我們在備課的時候再繼續討論。希望在這種不斷地討論，這種集體備課的方式能夠

解決課堂上的問題啦。（訪談 A2-5：2014/01/23） 

 

 A2 教務副校長希望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為了備課而推行。除了可以檢討新

手教師在教學時面對的問題。資深教師長久以來遇到的問題也能一併提出讓大家

討論，期許多次專業對話之後就能找到解決方法解決課堂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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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教務副校長也表示獨中都應該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而表示： 

 

第一個的話就是可能比如說初中和高中級別。像初一的話，我們要從國民型小學，他們也

是華文小學，但是他們是屬於政府的課程綱要。所以他們教育的法令的修改或者他們課程

的修改，這些東西，他們上來的學生，可能每幾年會不太一樣。所以這樣的話，就是老師

到底要怎樣適應他們。如果有新老師來的話，如何適應這些教育政策的改變。這個就是一

些問題，所以他需要透過這個集體備課才可以大家討論，要怎麼去面對這些教育政策上的

改變，課程上的改變啊，讓這些學生進入中學的時候能夠適應我們中學上的課程。（訪談

A2-7：2014/01/23） 

 

 由於教育政策的變動，每一個時代下的小學生的知識都不太一樣。因此小學

生升上中學第一年就得面對及適應諸多在小學從未學習過的科目，如生物、歷史、

地理等。因此教師們要如何帶領他們學習是一個很大的學問。所以，教師們有必

要一起討論教學好讓剛升上中學的學生能夠在先備知識上銜接課程內容較艱深

的科目。 

此外，A2 教務副校長也提出：「老師在教學上的問題，那個就比較是師資培

訓的部分。如果你是師資培訓還包括在課堂上的管理，還有你自己本科的學術問

題。現在的話，集體備課他不是一個專業的訓練。我想目標就是在解決課堂上及

時面對到的問題」（訪談 A2-9：2014/01/23）。言下之意，A2 教務副校長的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推行目標比較注重於解決課堂上面對到的問題如師生關係等。這

比較沒有涉及到教師在教學上的討論，因為其認為教學上的問題應屬於師資培訓

的範疇。 

 

遇到的挑戰就是，對我來說我資歷比較淺，我沒有辦法顧及到每一科的狀況。現在的問題

是我發現每一科，華文科、歷史科、物理、數學，他們遇到的情況不太一樣。所以他們集

體備課的形式可能也不同。所以，我在想這種集體備課方式有需要統一嗎？還是就讓各科

照著各科的需求以他們的形式去辦？主要就是告訴他們集體備課的目標和理念是什麼就

好了。（訪談 A2-14：2014/01/23） 

 

 A2 教務副校長曾提及在帶領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所遇到的挑戰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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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呈現形式多樣發展的現況，且目標不確定是否一致。身

為社群的領頭羊是否需要統一各科的步伐抑或任由各科自由發展，社群目標和理

念能聚焦於解決學生在課堂上面對的問題，以便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由於前一任教務副校長未曾交接任何有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事項就離職，

因此A2教務副校長也只好透過之前留下來的書面報告猜測該校推行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目的。從書面質料來看，該校之前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為了下一堂

課而準備。而備課就是讓教師將想要教學的過程寫下來，這有點像在寫教案。而

透過備課的方式撰寫教案正是目前獨中教學上所欠缺的一塊。 

 此外，對於書寫教案一事，很多教師敷衍了事，隨意寫一些就呈交上去。他

們不知共同備課後的教案有那些好處。A2 教務副校長表示：「就是第一，你可以

傳承或者分享，就是過程的分享。另外，你可以寫下來之後，你就可以檢討。有

了這些資料。你就能夠改進」（訪談 A2-19：2014/01/23）。 

目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行政傳達依舊由上而下傳達。A2 教務副校長向

各科主任傳達，而各科主任則在往下向各科教師傳達教務處的指示。教務處依舊

安排各科擁有共同的備課時間之外，也提供了場地好讓各科教師在集體備課時可

以使用。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接下來的步伐，A2 教務副校長表示：「目前我們

還是處在起步的階段。所以現在還是先以同科為主，如果同科進行也順利。然後

大家也能夠接受這種方式，我們才考慮跨科」（訪談 A2-23：2014/01/23）。 

由此可見，A2 教務副校長在擔任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負責人之責

任不輕，其面對教師將集體備課視為日常工作隨便敷衍的態度及如何澄清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真正目的而煩惱。可喜的是，A2 教務副校長擁有諸多具有能力的

各科主任能為其效勞，協助其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二、 領頭羊特質及名符其實 

A2 教務副校長對於擔任領頭羊的科主任是有要求的，他說： 

 

科主任這些領頭的人當然是很重要，所以他們的角色的話，就是除了主動積極召集備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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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當然他們也要懂得各個老師的狀況。所以我們也有要求那些科主任去觀摩或評估老

師的上課情況，所以這樣的話，他也能夠了解。也不是在集體備課的時間跟他們了解和討

論，他們去現場看他們上課遇到的問題，所以在集體備課上也能夠更準確的去解決問題。

（訪談 A2-24：2014/01/23） 

 

科主任除了要確保各級別的集體備課準時召開之外，其也要掌控所有科內教

師的教學狀況。此外，除了每一學期三次進入教室觀察科內教師教課之外，其也

有責任和教師攜手解決教師在教室內碰到的問題。 

 教務副校長對於各科領頭羊的特質要求則是積極主動且能以身作則。只因若

要各科教師投入參與集體備課，該科主任必須要以身作則才能達成上行下效之效

果。綜上而言，A2 教務副校長明白領頭羊對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性，

因此對各科領頭羊的要求及期待極高且甚為看重。 

 「積極」和「樂於分享」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領頭羊應

具備的特質。此外，在社群中領頭羊須具備協調能力以協調社群教師的事務和督

促教師的工作。另外，對於學校行政事務上也要支持及配合。 

 

我就跟他們說有什麼問題就盡量找我囉。我再 guide（引導）他們。（訪談 T3-37：2014/01/23） 

 

他提供很多意見和一些資訊。一些我們不懂的東西。（訪談 T5-28：2014/01/24） 

 

帶集體備課的老師非常地盡責。去年的主任。資深老師也有一直在幫忙。他們會告訴我一

些問題和錯誤。他們會幫我調整一些問題。我覺得是有用的。（訪談 T6-20：2014/01/24） 

 

我知道他（科主任）有 share（分享）教材。（訪談 T1-57：2014/01/22） 

 

我帶頭。我把我的東西拿出來，比如說我去培訓拿到什麼資料，我會馬上跟他們說，然後

拿出來。最重要的一點，他們來問的時候，你很願意分享。這才是真正的經驗分享，因為

你的時間在那裡，你願意講出來。你要很願意拿出來。因為甚麼？因為你真的願意分享及

假的願意分享，別人會感受得出來的。（訪談 T2-122：2014/01/21） 

 

領頭羊很重要，講話的語氣很重要。講到的東西要做到。最怕就是那種你講，他做。這種

人做領頭羊是沒有人服氣的。所以要以身作則。就好像Ａ組員和Ｂ組員合不來，我身為領

頭羊就要傳送文件的鴿子這樣，在裡面就要一個協調的角色。沒有辦法，我做了這個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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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我就要把磨擦減到最少，溝通發揮到最高。（訪談 T2-92：2014/01/21） 

 

T3 科主任特別提到了領頭羊應具備顧及科內新手教師自尊心的領導特質。

他表示： 

 

他（新手教師）剛進來的時候，我們會主動啦。因為一定會有很問題。我們也知道他會有

問題啦。哈哈。不過有時候，我們也不會說太過主動性，因為這樣他會缺乏自信，他認為

你認為他什麼都不行。所以我們會 guide 一下子，看他的反應如何。如果他是 ok，我們就

繼續。如果他是抗拒性的話，我們就比較間接性的幫忙（訪談 T3-40：2014/01/23）。 

 

對於新手老師，科主任除了要主動提供幫助，還不能太過於主動，因為要顧

及該老師的自尊心，免得傷害了他。如果主動幫助之後，該教師沒有表現抗拒的

態度，科主任就會繼續主動提供協助。反之，其就會給予該新手教師比較間接性

的幫忙。 

 T7 教務處副主任兼數學教師則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領導特質，她說：「犧牲

很重要」(訪談 T7-78：2014/04/03）。這除了道出領頭羊必須具有犧牲的精神之外，

她也說：「他一定要是比較積極的，還有肯做一些創意的思考。還有他的教學裡

面也很重要。他不能每次拿著書，從頭講到尾。那一種肯定是不好的。大家跟到

他學就死」(訪談 T7-80：2014/04/03）。他表示創意思考的特質在進行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擁有創意思考的領頭羊，在推行集體備

課時才會更具效果。此外，他也提到領頭羊的另一個領導特質是對獨中有情感。

因此，在獨中待久的教師，顯示其對獨中感情極深，這些教師在擔任領頭羊時會

更加得盡心盡力及負責任。 

 由上述所見，教務副校長期許各個領頭羊須具備積極主動及以身作則的領導

特質。而各個領頭羊對該自己的要求為除了在個性上要有願意犧牲的特質之外，

其也要積極、具備創意性思考及對獨中有感情。如同圖 4-3 所示，研究者將上述

提及的條件歸納成兩大概念，即是能力及特質。協調、督促及創意思考皆歸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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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概念裡。至於特質概念則是包含責任、關懷及認同感三個面向。積極主動及

以身作屬於責任面向。顧及自尊心則是關懷面向。而樂於分享、對獨中有情感及

犧牲則納入認同感面向內。故具備以上特質及能力的領頭羊是荷花獨中教師所期

待的社群領導者。 

由於教務處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就已委任科主任擔任該科的負責人。而

該科的負責人，即領頭羊要如何執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一事全由該科主任全權負

責。這使到各科在執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情況不一。有些科各級別委任資深教

師擔任該級別的領頭羊，而有些科則沒有特意委任各級別的領頭羊。 

 歷史科的運作方式即是各級別委任一個資深教師當負責人。負責人之一的

T4 教師表示：「是這樣講啦。因為之前主任在的時候，他有跟我說。你是這一級

最資深的。他會直接跟我講，你要帶」（訪談 T4-51：2014/01/22）。科主任明確指

定資深教師為各級別負責教師之後，該教師也明白其在推行社群的職責，T4 教

師表示：「對。我就會開始問我們什麼時候要開。我大概今天要討論什麼。作業

做到哪裡啊考卷怎樣啊？就其實跟他（主任）的工作是差不多的」（訪談 T4-52：

2014/01/22）。該教師表示在主任職位空缺的時候，整個科的運作也不會停滯不前，

進而連累學生學習品質。T4 教師還表示：「我覺得每個老師都有犯錯的時候，總

要幫忙啊。當初也是他們幫忙我」（訪談 T4-54：2014/01/22）。該教師因以往曾得

到荷花獨中歷史科資深教師的幫助，因此其願意擔任該級別的社群領頭羊一職以

便幫助其他新手教師，攜手的文化就這樣傳承下來。 

 相反地，科學科除了科主任為該科社群領頭羊之外，科內的三組（生物、化

學及物理）並沒有委任其他的負責教師。對於此事，T1 教師表示：「如果新老師

來問我，我就很願意跟他一起，如果他沒有問我的話，那我自己跑去教他，就變

成我很多事」（訪談 T1-55：2014/01/22)。該教師也表示：「你是組長，你就要 assign

誰。這是一個很明確的東西，就是你應該要怎樣。而不是，等下他就說你，然後

你整張東西就白費了」（訪談 T1-56：2014/01/22)。由此可見，有些社群領頭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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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確的職責說明，不然，即使領頭羊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他也不會太願意及主

動指導新手教師，免得被說愛管閒事抑或事後被科主任否定其做的任何努力。 

 

 

 

 

 

 

  

 

  

 

 

 

 

圖 4-3  領頭羊的特質及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總上而言，科內委任特定的資深教師為領頭羊是穩定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

的重要步驟。除了能讓資深教師明白其職責之外，其也不會瞻前慮後擔心在「名

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做了「多餘」的動作而被責備。誠如各級別皆有指派領

頭羊的 T3 數學科主任所言：「各級有一個負責老師，他們也是領頭羊。他們要有

一個責任，他們也很樂意。他們也知道做組長，他們要比別人懂得更多。他們也

會比較積極。甚至他們會把以前他們沒有解決的問題也會帶出來。我覺得這個到

目前為止還不錯」（訪談 T3-72：201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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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因素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行四年有餘，大致上各科均遵照教務處行政

層的指示辦事。各科的運作也尚算順利，既使有些教師並不認同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理念，但也都盡量配合學校的政策。對於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順利

的關鍵，受訪的 A1 校長、A2 副校長及諸多受訪教師均表示，其中包括行政支

持、領頭羊、個人意願、關鍵的專業支援及身為教師的責任感。 

A1 校長提到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順利的原因該歸功於前教務副校長

的極力推動，另外的原因則是資深教師願意分享的心態。他們願意分享的心態讓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平台能夠建構起來且運行順利。 

 

當然主要的是強硬態度帶動的是前副校長，他有一定的功勞，這一點我無可否認。另外一

點，我們的資深老師，他們願意分享。因為願意分享，平台就做得起來。不願意分享的人，

這平台就很難做起來。（訪談 A1-49：2014/01/20） 

 

一、 無法抗拒的責任心感召 

（一） 「一定要做」的責任 

T7 教務副主任兼數學教師表示：「主要是主任推下去下面，要做就做，大家

都做囉！」(訪談 T7-95：2014/04/03）。這說明教師都聽取教務處的指令工作，而

他們也願意配合教務處的指示的原因是教師覺得配合教務處是他們的職責。 

 

反正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囉！不管你願不願意，你就是要做。(訪談 T7-97：2014/04/03） 

 

順！一定要順利的。一定要做的。都要做。就沒有人會說，這集體備課我不要做，你自己

做囉。沒有人這樣。（訪談 T1-61：2014/01/22） 

 

（二） 「為學生好」的責任 

 

我是覺得大家都是為了學生啦。我們要省時間。我們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完所有的工作。

（訪談 T5-40：2014/01/24） 

 



 

113 
 

 

集體備課進行順利的原因是教師都是為了學生的學習而願意聚在一起集體

備課。此外，教師也明白聚在一起備課可以為彼此節省備課的時間。為學生著想

的心態促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順利運作。 

教師對於學校的責任感是服從學校的一切行政決定以協助學校的辦學方針

及實現學校行政的未來圖像。而教師對於學生的責任感即是提升自身的教學能力，

以便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此兩種責任感驅使了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並使

到荷花獨中的各科社群順利運作。 

二、 無分彼此的同儕合作與分享 

（一） 資深教師的「願意分享」 

 

嗯。我覺得是最關鍵在於願意分享。特別是很多你本身很多老師他有去改過統考，他在這

裡真的待了很久。自然他待越久，他經驗越豐富然後要求，或者他抓的重點都會比新手老

師來得好。好非常多。過後，但是這是他人生的歷練。看他願不願意跟你分享。如果他只

是公式化的集體備課，這樣他也是完成他的任務。有一些老師他就會跟你講比較多。他會

直接跟你說我的經驗、我的觀察是怎樣。這些老師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你說他不分享，他

也有完成任務啊。我們也不可以怪。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在願意分享的心態吧。（訪談 T6-

44：2014/01/24） 

 

比如說我去年開始教簿記，然後我們組有一個很資深的老師，教過二十年的。她很樂意分

享，那我們的集體備課就有效果出來。然後集體備課不是說要固定一個時間的。我們坐在

一起啊就可以問問。（訪談 T2-182：2014/04/03） 

 

研究者在觀察歷史科共同備課時發現該科的領頭羊會主動分享教學故事及

教學資源。此外，其也會就該討論內容分享教學法（觀察－歷備：2014/01/23）。

集體備課運作順利的因素是資深老師願意分享，尤其那些曾經參與過批閱統考考

卷的教師，加上其豐富的經驗，所以他們抓題的準確性也比別人好。這些資深教

師若公式化的完成集體備課也算完成職責，但是願意分享的教師會多分享其教學

經驗，如教學技能及觀察等等。而這些教學經驗正是新手教師提升教學專業所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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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知識。 

（二） 關鍵的專業支援 

 鑒於大環境使到獨中高離職率的師資現象，學校為了解決師資問題而聘請非

專業畢業的教師填補職缺。為了讓教學更加順利，共享教學資源是必須的。 

 T4 歷史資深教師表示：「大家的專業不一樣。因為歷史組來說，目前的狀況

來說，只有我是歷史系畢業的。其他都不是。他們需要被支援。不然他們會慌在

那裡。（訪談 T4-60：2014/01/22）。該科除了分享教材及練習題之外，也會分享測

驗題目。新手教師也會提供練習及考題於資深教師。該科特殊的師資狀況讓教師

分享資源互相支持彼此的教學（觀察－歷備：2014/01/23）。 

 

對阿對阿！而且不同的老師在備課，那麼他的知識層和我的知識層不一樣嘛，對不對？備

課的時候，他把他的知識層納入進來，我也把我的知識層納入進去，他可以獲取我的一些

經歷，然後那我也可以從他身上看到我忽略了甚麼。這樣很好。（訪談 T1-44：2014/01/22） 

 

 即使同一個領域的科別如科學科也一樣需要各個不同專業的科任教師互相

分享彼此專業知識。不同專業領域的教師互相分享之後，不但在教學上能讓彼此

吸收更多相關知識並融會貫通也可讓學生學習到更完整的知識。 

（三） 「願意合作」的心態 

 

合作算是人與人之間的，我覺得關鍵還是在老師的想法，他要能夠理解。身為老師就應該

要理解我們的用意。他不認同這樣的做法的話，希望他能夠提出來，反映。然後我們大家

一起談。不管怎麼樣，當大家討論出結果來的時候，大部分人贊同這樣的做法時，重點的

話，你要這些老師也願意接受大部分人的決定及願意參與。如果他還是那種心態說我不認

同這個，我就不做這些東西，那這樣的話，你再怎麼用力推還是沒有用。（訪談 A2-32：

2014/01/23） 

 

 教務副校長則給了一個很好的註解，那就是：「我想主要因素是第一個是主

任有在推行，第二的是這一組裡面，有些資深老師，他們是願意做出這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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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有主任推行，老師願意配合的話，他自然就能夠順利進行」（訪談 A2-

68：2014/04/03）。 

三、 行政系統的協調與支援 

 荷花獨中的行政層級給於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支持，可以從結構性支持和

關係性支持來說明（見圖 4-4）。這兩種支持形成有利的推動系統，在資源和使能

上，提供教師協作學習的機會和正當性。 

（一） 結構性支持 

對於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都能感受來自行政層級給於的支持，感受

最深的部分就是教務處安排的共同備課時間。此外，對於備課的地點則是安排了

一間會議室供教師進行集體備課。受訪者教師對於這樣的安排都覺得滿意。 

 

每一個科，比如說我們是安排到星期四第五節，我們的組員是全部都空節的。我們就用這

個時候去開會。（訪談 T2-134：2014/01/21） 

 

他提供了一個空間。不只共同的時間，甚至那個地方都有。在那個會議室，不然的話，我

們也有一個教師休息室。上面滿了，辦公室也吵，所以我們就下去。我覺得這樣就已經很

足夠了。（訪談 T4-70：2014/01/22） 

 

（二） 關係性支持 

 A1 校長曾經出席科主任會議且信任 A2 教務副校長的領導能力，除重大決

定以外，A2 教務副校長可以下達任何的教務行政決定。A2 教務副校長表示：

「他（A1 校長）應該在回去的時候是沒有再特別強調要怎麼實行這集體備課，

我相信他交給後面的人看怎麼做」（訪談 A2-59：2014/01/23）。 

 此外，對於未能準時在一個月以內將備課報告上傳到學校雲端分享空間的教

師，A2 教務副校長則會主動表達關心。他表示：「就是主動問他們，如果你不喜

歡這樣，你覺得你們可以提供甚麼資料給我們？」（訪談 A2-80：2014/04/03）。 

 

我。。我承認我是比較柔和的一點。我是不會訓話，我是會去了解為甚麼你做不到。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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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以了解的方式。你給我理由一次，我希望你下次可以改進。不然你下次又來，你上次

已經說過這樣，我不能接受。我的方式會以這樣的方式。我是認為說雖然我們沒有經過師

範教育，但是你來到學校，你就是要當老師。那是一個教育的機構，我們就是相信人是可

以教育的。（A2-102：2014/04/03） 

 

現任的 A2 教務副校長自認是個性柔和，不會選擇以訓話的方式訓斥未能完

成備課的教師。他選擇以同理心的方式，嘗試了解箇中原因，並且給於機會。他

的中心思想就是人是可以教育的。他期許從情感面上給於教師支持讓其能毫無壓

力地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我們就讓老師自己去決定。我們就通知老師，像我們就是每個星期二的兩節課就是 free（自

由）集體備課，就給他們選擇要那時候還是另外的時候。所以我們要一個月兩次、三次、

四次是他們自己決定的。一個月一次就一定要 pass up（呈上）給他們。（訪談 T3-70：

2014/01/23） 

 

 由此可見，行政層級給予教師自由選擇可在共同備課時間或者其他時間備

課，一切以教師的方便為主。除此之外，若教師對教案提出抗拒的話，A2 教務

副校長則開放教案以外的教材或教具都可呈上。他表示：「所以我在嘗試說用不

同的方式囉！所以我接受各種形式，所以是你拿手的教材就好。所以我也不一

定要規規矩矩地寫一些東西」（A2-73：2014/04/03）。其想藉由接受各種的形式，

試圖提升及改善科主任的推動力及教師的主動性。 

 

他透過很多方式，如果不能夠做詳案的話，你就去做教材。如果是你真的有問題的話，你

就把你的教材 share 給其他老師，或者 PPT 的方式。如果真的不行，你就可以用錄影的方

式。比如說這一課是很難教的，你不知道怎麼把它寫出來，你可以用錄影的方式。如果你

做教材，你就準備教材。因為你總不能說其他老師做的很辛苦的時候，你沒有在做。如果

你不想做，你就以教材的方式做，如果不想教材，你就用 PPT 或錄影的方式。(訪談 T3-

154：2014/04/03) 

 

除了接受教師呈上不同形式的教案、分享教材或 PPT 或者用錄影的方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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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教學過程之外，教務處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期，還準備了三種語言版

本的紀錄表供教師使用。 

 簡言之，荷花獨中的行政層級，尤其是教務處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

抱持著盡力協助且體諒的態度。而從教師觀點來看，對於學校層級安排的社群運

作時間、地點等結構性支持，或是關係性鼓勵上，大致上都表示肯定。 

  

 
圖 4-4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因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對於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教務副校長則覺得運作尚未算

順利，他說：「我覺得當然我個人覺得還不到順利這個程度啦！所謂的阻礙就是

我講了我的要求，其實並沒有每一組真正去做，有些還是在形式的寫這些報

告。但是有些組的話，他卻準備了很多。像華文組，我看他的 PPT 都準備了很

多也相當不錯。然後英文組也做得更積極」（訪談 A2-67：2014/04/03）。現在的

教師間合作與支持

教師責任心驅使

認真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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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狀況就是有些課很認真的進行而有些科則以應付的心態推行之。教務副校

長表示如果不認同就不要做，那行政層再怎麼推也沒有用。如果是少數反對的

老師，希望其他教師可以長期影響他們。反之，如果是反對的人占多數的話，

那就是一個阻力。 

 而教務副副校長在上任後曾和其他也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校領導層

交流，相較下來，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還算不錯。主要是因為教

師的合作意願算高，他們都願意每個月進行集體備課且給於不錯的配合。 

 

因為沒有跟太多學校比較過，所以這個我很難說有沒有做得比較好。 

但是，我剛才說我有問過其他學校的老師，通常聽起來的話，就是我們學校的老師願意每

個月做集體備課的話，顯然是不錯的配合。（訪談 A2-81：2014/04/03） 

 

參、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困境 

關於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困境，大部分受訪者提出的諸多困

境可以分類成組織因子、個人因子及社會環境因子三個面向（圖 4-5）。三個層面

影響因素部分會相互作用，造成荷花獨中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上的阻礙。以下分別

說明三個層面的阻礙因素。 

一、 組織因子 

（一） 運作時間、地點 

1. 耽擱教學準備的備課時間   

T1 教師表示共同備課的時間會打擾到接下來上課的腳步。因為該教師當天

節數眾多，上課前都要先準備教學器具，如試驗器材等。奈何該科的共同備課時

間讓其無法事先準備好器具而耽擱了接下來的上課時間。 

 

我們只是到星期三的這個時間是集體備課的時間。可是我有跟他反映，我的時間是 1、6、

7、8 是給我集體備課，然後我就上 1、2、3、4、5、6、7、8 這樣子。他沒有考慮到我們

上課也要準備。上課前要準備，有時候不是一進到教室就可以教，有時候我要做那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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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那個實驗之前，我會去準備。就好像我會利用這個空節去準備，之後學生一來，我

就可以開始。（訪談 T1-37：2014/01/22） 

 

2. 無法滿足需求的備課空間 

 教師表示每逢考試期間前，能夠使用會議室備課的次數變少。因為很多科別

都會使用會議室討論考題。此外，會議室裡面沒有可以現場教學演示的設備讓教

師們倍感不便。教師有感討論空間不足，在辦公室座位上討論會吵到鄰近座位的

其他教師。此外，學生進出教師辦公室時更讓教師覺得不便。歷史科共同備課時，

教師可能需要立即確認及查詢一些資料，但是無奈於備課室未提供可使用的電腦

（觀察－歷備：2014/04/04）。 

 

現在是我們全部老師在用一個會議室，可是到了年尾或者出考卷的時候，其實空間是非常

非常地少。當我們在討論考卷，另外一群老師就要開門開會了。就好像英文組和華語組老

師擠在這個會議室開會就已經非常困難了。又沒有白板啊、任何的 projector（投影機）給

你做一些演示。（訪談 T6-66：2014/01/24） 

 

我覺得開會的空間是不足夠。因為我們很常開會就在座位上，大家搬個椅子來坐，我覺得

學生在旁邊走動啊，然後我們在開我們開會的事宜，老師在旁間走動啊。我覺得需要一個

開會的空間。（訪談 T6-68：2014/01/24） 

 

甚至說如果有一間數學教室，備課用或者出題什麼這樣，因為你在裡面，你可以展示出來

或者當場演練會比較方便。（訪談 T3-82：2014/01/23） 

 

3. 跨年級教師備課時間不足 

 教師表示安排的共同備課的時間不長。討論時間略嫌不足，若該教師跨級別

教學，每一星期同一時間都要集體備課，加上班導師的事務很多，時間會有點緊

湊。反之，有些科別則是一位教師教一整個級別，他就沒有辦法和別的教師一起

備課。另一方面，跨級別教學的教師，一個星期卻只有一個備課時間，如何配合

各級別教師的時間成了一個問題。 

 

 



 

120 
 

老師本身有 form teacher（班導師），有一些事情要處理。然後你個個級別又要開會。像我

教初一初二高一，我就要開三次會議了。所以其實這樣的話，一個月有四個星期，這樣你

每個月有八節。但是你又占了三個星期。這樣我覺得有點緊張。有些老師又要處理學會的

問題啊，有些老師又要進班阿。（訪談 T6-49：2014/01/24） 

 

就好像我之前講的啦，我們那一科，像我只有一級，其他老師可能要教很多級，所面對的

問題就是可能一整級就是他在教。有一些級別就是兩班罷了。他一個人教，他怎麼集體備

課。就好像他教很多級的，他要怎麼跟每一個級別的老師溝通，對不對？只有一天可以備

課的時間，可能這個星期，這位老師可以，那位老師不可以。就是會有這種衝突。(訪談 T7-

103：2014/04/03） 

 

（二） 分工與負荷 

1. 身兼多職 

 教師除了一周有 28 個節數（一節為 40 分鐘），其要處理的事情也太多，如

批改簿子、處理班務等事情，而班導師則常常需優先處理班上的事情。因此，教

師常常身心疲憊，放學後都只想回家休息而不願意多花心力在集體備課，有些甚

至不願意協助其他教師解決教學上遇到的問題。 

 

可是他就不能夠更多的時間放在那裡。他可能要分一些時間在處理班務啊、處理改簿子啊，

不能更多的時間放在這裡。（訪談 T3-88：2014/01/23） 

 

然後再加上大家很多時候都是班導師。妳的空節都會拿來做一些班導師做的事情。去點名

啊、跑訓育處啊，孩子有什麼事情，妳都得去處理。所以那個集體備課如果硬性壓在某個

時段的時候，我的事情也還沒有處理完。（T4-29：2014/01/22） 

 

課太多。他們一星期都有 28 節左右，這樣一般老師是承受不了的。沒有什麼事情的話，

第一他一定想要休息，第二就是想要早點回家。所以，他們沒有空閒時間去幫他們。甚至

有一些老師在作業上有一些問題，他也不願意幫助。（訪談 B1-4：2014/01/22） 

 

2. 校內活動過多 

 教師表示曾因校內活動的因素而耽擱集體備課時間，而該級別教師卻得先跟

隨其他教師的教學腳步先行準備下一堂備課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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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一個問題，只是一節，兩節。有些老師又很忙，有些帶活動，有些又要開會啊！像

今天又要拍照啦，或者剛好那個星期，學校假期。所以就很難好好坐下來備課。(訪談 T7-

107：2014/04/03） 

 

壞處啊？就是不能夠隨心所欲。就如果我因為學校有甚麼 event（活動），導致我們慢了課

程，那我可以私底下調整我考試的進度嘛。那可是集體備課就有這個麻煩，你一定要配合

對方。因為課不是每一天都有。有時候，如果剛好那天是雙節課，那就一直影響到雙節課，

那我就會一直少兩節課。我可能就比他少了一倍的上課的時間，這樣就變成我要去追其他

老師的上課進度。（訪談 T1-47：2014/01/22） 

 

3. 代課次數頻繁 

T4 教師表示曾在共同備課時間被教務處請去代課，當下的心情不太舒服是

因為那段時間本可以好好休息或進行討論。 

 

因為我以前也試過說集體備課的時間，教務處那裏請我代課。我就愣了一下，這不是集體

備課的時間嗎？我應該可以休息的時間。怎麼我又要去代課？會當下有一個感覺不是很好。

因為你就算坐在一起不討論，妳轉過身就叫著對方說「為甚麼這裡這樣的？」都是一個交

流，只是沒有備案而已。（T4-36：2014/01/22） 

 

（三） 集體備課的目標及任務仍不夠明確 

 由於該校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期沒有規劃完善的推行計畫，縱使資深

教師從他校略知教師專業的運作方式等等，但是對於剛投入杏壇的新手教師多不

懂得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及功能。這使得很多新手教師懵懵懂懂出席備

課會議後才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 

 

喔。他（主任）沒有跟我說過。他沒有跟我說過集體備課是要討論一些難的地方或者怎麼

樣。（訪談 T5-26：2014/01/24） 

 

沒有。我是到了要開集體備課，我才知道原來有集體備課。然後就開啦。（訪談 T6-31：

201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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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領頭羊角色模糊 

 未指派特定的領頭羊也讓教師不能放心協助同級別集體備課的運作。「名不

正，言不順」的狀態對資深教師而言是一種無形的枷鎖，綁著了他們分享及教導

新手教師的意願。 

 

你是組長，你就要 assign（指定）誰。這是一個很明確的東西，就是你應該要怎樣。而不

是，等下他就說你，然後你整張東西就白費了。（訪談 T1-57：2014/01/22） 

 

（五） 「含蓄」文化的消極作用 

 B1 新手教師培訓課程負責教師則提出了一個特殊的觀點，他觀察到該校的

教師在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的含蓄行為讓教師不敢大方分享教學經驗。他指

出華人文化中的含蓄特質阻擋了有經驗的教師與新手教師分享的熱誠。 

 

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就是有很多老師不願意講話。假如是集體備課的時候呢，有很多

時候是因為不願意表現自己吧。對吧！我們華人一向很含蓄吧。不願意拋頭露面，對不對？

（訪談 B1-11：2014/01/22） 

 

二、 個人因子 

（一） 對新理念開放度不夠 

 由於荷花獨中的全校性推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屬於行政層級的行政決

定，教師並沒有否決該行政決定的權利，因此有的教師並不認同其概念造成配合

度不高，產生了各科的投入程度參差不齊的現象。也有些經驗豐富的教師被動式

地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從不主動分享教學經驗或教材。 

 

我有聽說其他組有這種情況。我聽到有老師不配合。我知道這種情況是難免的。但是我覺

得這情況對學校而言，殺傷力最大。（訪談 T2-24：2014/01/21） 

 

就是很有經驗，可是。。。你講分享？她也願意，可是就是很被動的。所以，還是回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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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囉，老師願意分享，如果老師不願意分享，這些東西不用說了！我聽到別組的，甚

麼都自己收著的，如果你有這種老師，你就不用做了！（訪談 T2-188：2014/04/03） 

 

然後一些資深老師會接受，還是會有一部分的老師還是不能接受。（訪談 T3-142：2014/04/03） 

 

也不是頑固啦，他是不願意接受新的東西，他做不來。其實他是沒有實質去做。他就很反

抗。(訪談 T3-150：2014/04/03)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資深老師他比較自私，不分享。因為她比較不喜歡跟新老師交流和互動。

（訪談 A2-70：2014/04/03） 

 

（二） 知識及專業技能 

1. 報告太多 

 有教師表示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壞處就是太多文書工作。因每一個月，

各科的每一學級都得呈交該科在那一個月討論的內容，因此教師都表示文書工作

較之前繁重。 

 

壞處的話就是寫太多東西了。（訪談 T2-16：2014/01/21） 

 

所以硬性規定之後，變成東西要寫。就是比較麻煩在這裡。我們每次都要說誰要負責寫這

個。就覺得有點煩囉！（訪談 T4-17：2014/01/22） 

 

2. 教案呈現有難度 

 教師的書寫能力也成為了妨礙教師投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一大要素之一，

書寫能力不佳的教師表示書寫教案讓他們感到力不從心。文字表達辭不達意，讓

他們難以陳述其中精髓。 

 

對。他們每次都說要寫出來。可是有些東西不知道要怎麼寫。因為畢竟我們不是文科生。

因為有時候內容很難寫出來。要文字化，表達不到裡面的精髓。（訪談 T2-132：2014/04/03) 

 

 此外，A2 教務副校長也表示茲因各科科內教師專業程度參差不一，因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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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一做到教務處的要求，這讓各科別在集體備課的要求上反映了不同的需求。

各科別都沒有辦法為了鼓勵教師對集體備課保有熱誠，教務處允許各科別以他們

喜歡的方式呈交報告。 

 

對對。像現在的話，因為不同的組，他有跟我反映它們不同的需求。有些組的話，她覺得

設計一些教案，對他們來說有點困難，因為他們沒有那些實質背景。所以，但是他們覺得

設計教材的話，倒是可以。就是蒐集資料，然後有些老師已經有一些教學經驗留下來的資

料，所以他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整理成教材的方式，提出來分享。有些組，就是華文組在

集體備課的時候只是討論那些他們教學使用到的 PPT。然後把這些 PPT，每一章節的 PPT

整理出來，然後放在我們的 E-class 那裏。（訪談 A2-52：2014/04/03） 

 

3. E 化操作不熟悉 

受訪教師表示資深教師不太熟悉上傳到學校的雲端分享空間的操作步驟，因

此抗拒將集體備課的資料放在學校的網路分享空間。 

 

啊！也有一個東西，那就是這裡的資深老師對電腦不太掌握，他們很抗拒這些東西。真的

很多 step（步驟），然後兩個月沒有做就會忘記了。（訪談 T2-27：2014/01/21） 

 

（三） 新手教師經驗不足 

 T7 教務副主任兼數學教師則提出一個現實的狀況，那就是新手教師的教育

專業不足以讓其自行備課。這使得新手教師疲於應付自身的課程，所以更無精力

及心力參與集體備課討論下一章的課文。 

 

新老師就真的要好好坐下來討論囉！要不然你的資深老師就很慘，每一課都要寫。就好

像新老師，他怎麼去備沒有教過的課？因為我們備課是備沒有教過的課，新老師現在的

課都備不完，你還要他去看完一整章去備？(訪談 T7-108：2014/04/03） 

 

三、 社會因子 

對於學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政策，校長坦承曾受過家長的關注。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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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校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舉動感到疑惑，其誤以為學校課程不明朗，因

而曾向校長表達關心。而校長則解釋此是為了學校需要一個統一的平台，統一的

出發點來進行測驗。家長則認為集體備課會影響教師的工作時間，進而影響學生

的額外家教時間。 

 

他們認為集體備課有問題。他們覺得學校的課程不明朗的話，老師那邊。。。有些老師和

家長就很熟悉的。他們說一句就會傳十句、一百句。到了這裡就會變得很模糊。所以我就

要走出去會館套關係。基本上說，幹嘛要做？我們有那麼多經驗的老師。我給的解釋是第

一、統一的平臺，統一的出發點來考試。學生也可以深刻知道他們學到的是什麼。第二點

就是有關於集體備課，在家長的反應，他們認為老師原本對他孩子能夠下班了就可以去補

習，現在補習老師少了。因為他們要開會，他們影響了孩子的作息時間。(訪談 A1-41：

2014/01/20） 

 

 

 

 

 

 

 

 

 

 

 

 

 

 

圖 4-5  阻礙荷花獨中社群發展的因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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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而言，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困難由組織因子、個人因

子及社會因子組成。由受訪者教師得知，組織因子佔了絕大部分，而社會因子

則由校長負責應對。組織因子內大部分是由於學校課程的安排造成教師在教學

上感到壓力及負荷。此外，在該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期，教務處並沒有

逐步推行及說明社群的效用則讓教師不認同及不了解社群目標。個人因子方面

則表示專業技能無法支撐教師參與社群的運作。此三個面向的因子阻礙該校的

社群發展。 

第三節  教師專業成長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探討 

本節分為兩部分，分別是從教師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後，對於教學能力

以及教學認同感來分述。 

壹、 教師在課程及教學能力的成長 

本部分先就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新手教師及資深教師在教學能力的成

長進行檢視，再從領導層格局分析其促進教師專業學習成長成效。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教師教學能力的提升 

（一） 教學內容及評分標準一致 

 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長時間密集討論及專業對話下，新手教師可以和資

深教師一起調整教學腳步及統一教學內容。T6 新手教師表示： 

 

對對對。比如說初一，不可能我一個人教完全部的班級，然後不同的班級是不同老師教。

但是開了集體備課之後，我覺得我們的教學的方法、教學的重點或者教學的內容都統一了

。（訪談 T6-57：2014/01/24） 

 

而教師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期間也會討論所有的測驗內容。由於教學內

容較統一，所以考試的範圍不會偏太多。此外經過討論後的評分標準也不會引起

學生太多的爭議，尤其是問答題型的評分規準可以更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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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觀察歷史科共同備課時，資深教師會詳細講解考試範圍並解釋為甚

麼有些範圍不考的原因讓新手教師瞭解。此外，資深教師也會分配出題工作並討

論考試題型。（觀察－歷備：2014/04/04） 

 

要測驗阿、補充的啊。考試什麼都是大家一起討論。（訪談 T3-107：2014/01/23） 

 

對。而且我們都會出題的時候，都會很放心。（訪談 T4-75：2014/01/22） 

 

大家都知道重點在哪裡。所以當妳改考卷的時候，我們在改考卷的時候，我們三個也會坐

下來再討論說要怎麼改，如果有這個答案就應該要怎樣，有那個答案就應該要怎樣。所以

學生的爭議就不會那麼大。為甚麼妳改對，那個改錯。（訪談 T4-76：2014/01/22） 

 

（二） 教學方法之調整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讓新手教師了解課程內容的重點，尤其那些需要背誦的

科目，這讓新手教師明白那個內容點需要更進一步地講述及解釋。藉由釐清課程

內容，新手教師進而能夠盡快調整教學方法及教學重點。 

 

後來，集體備課之後，至少讓我知道這一章節重點放在哪裡，下一個章節重點放在哪裡。

我就可以調適我的教學法是有用的，特別對新人而言非常得有用。（訪談 T6-4：2014/01/24） 

 

 資深教師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分享各自的教學經驗，而新手教師可以從他

們已經實踐過的教學經驗中學習到一些實用的教學方法。 

 

可能有時候我們在集體備課講這一個部分其實很難教之類的東西。然後個別老師有個別老

師的教學方法。大家就會拿出來談一下。然後就會發現，欸！原來這個可以畫一個路線圖，

或者可以給一個公式讓他明白。所以就是讓你有一個新的教法，可以學得到。（訪談 T6-54：

2014/01/24） 

 

除了釐清教學理念之外，資深教師長久習以為常的教學方法也會隨著眾多新

手教師及其他教師的經驗分享中得到一些啟發進而隨著不同時代下的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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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調整教學方法。 

 

嗯。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教 15 年、教 5 年和教 10 年的那個方法都是很好的。可是你如果

你去看裡面，或許你可以會覺得說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解題。會不會有更好的例子去說明

這個東西。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直在改變，一直在進步的。他一定會有更好的解釋方法。

特別是說現在的學生和以前的學生相差那麼久，會不會說現在的學生更接受哪一種解釋的

方法、哪一種教學法，他一定會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這個會讓自己成長。（訪談 T3-90：

2014/01/23） 

 

 除此之外，教師在聽取彼此教學分享時會不經意地吸取其他教師不一樣的教

學方法。這不但提供教師以不同的觀點切入課程內容且豐富了教師平日的教學方

法。 

 

像之前我們開會的時候，我原來還不知道方法。後來他們在講的過程中，原來你可以加入

這樣的元素。有什麼東西，好像上次我們講到唐朝，他就會說如果講到中國史的時候，我

會畫一個騎駱駝的，講到唐三彩，我這裡有一個模型，你可以借來用。然後他們也會說，

之前我們試過在班上泡茶，我也跟他借過茶，跟教務處借茶壺。我們就全班泡一杯茶，我

就開始講中國跟日本的文化上的交流。（訪談 T4-63：2014/01/22） 

 

然後之前也有一位老師提出說其實也可以用膠擦（橡皮擦）來做雕刻。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他們才初一，割到手不就好了。老師就說其實他們試過，沒有問題的。你讓他們自己親手

去做，反而他們會深深體會雕刻的艱難。（訪談 T4-64：2014/01/22） 

 

 新手教師除了在教學方法上得到啟發之外，在作業設計上也多了一些變化。

老師表示有時不再讓學生回家做作業，偶而也在課堂上一起討論作業內容。此外，

作業的順序也開始隨著課程內容而更改。 

 

方法。或者你整個作業的安排上。可以有很多的變化。不再像以前那樣，你拿回去做啊。

後來我才發現，課程上可以討論的。我可以用很多時間，代課時間。我不一定要壓在最後，

我可以作一點不一樣的。這是從兩位老師身上學來的。（訪談 T4-68：201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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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反省 

透過集體備課定期和資深教師專業對話，新手教師得以察覺自己在教學上的

盲點並且改善之。T5 新手教師就表示：「對。我知道我教太快。然後到哪裡應該

放慢來教」（訪談 T5-46：2014/01/24）。新手教師教學的方式多是依照課本內容的

安排或是依照過往求學經驗中所遇到的教師的教學方式進行教學，可喜的是在參

與集體備課之後得知自己的教學缺點。 

 

真的是有用。因為你知道他們真的走過這條路。他們知道面對什麼學生要怎麼講會比較好

一點。你面對好一點的學生的時候，你教這樣，學生會覺得很慢。你得教快一些。你面對

比較差的學生的時候，你就得教慢一些。因為你快，他們就跟不到。跟不到就會失去興趣、

信心。（訪談 T5-55：2014/01/24） 

 

 新手教師從中不僅了解自己的教學缺點，也開始對自己的教學方法有了理念

及想法。T5 教師表示：「我以前的教學方式，我要怎麼去教。現在我已經加入了

一個點就是他們會問我什麼」（訪談 T5-56：2014/01/24）。 

資深教師則表示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專業對話可以釐清教學理念。此外，

與新手教師進行專業對話還提供了很多新的教學點子。新手教師在備課會議中提

出的問題也會引起資深老師一起思考和討論解決方法。 

 

可是我不否認寫的時候會幫你釐清一些概念的。可是這一點，就是很個人化的。（訪談 T2-

217：2014/04/03） 

 

都會有。也是一些老師他不是完全說出一些東西，可是他會讓你有一些新的點子。可能他

丟出一些問題會讓你想到一些是一直以來沒有考慮到。可是他沒有辦法解決，可能你就會

用新的方法去解決。（訪談 T3-92：2014/01/23） 

 

 除了引發更深層的思考之外，新手教師提出的教學問題也會讓資深教師進一

步反省自己一直以來覺得理所當然的教學方法是不是也忽略了甚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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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會耶。我覺得他也在提醒我。我忘記了什麼。我是不是忘記了什麼我沒有教到。我

是不是有些東西忽略了。該是重點的我變成不是重點了。因為你越教越多年，你會開始麻

木。（訪談 T4-25：2014/01/22） 

 

（四） 縮短課程發展摸索的時間 

不少新手教師表示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他們能夠更快地掌握課程內容。

T3 教室教師對於新手教師的教學表現如此表示：「快，比較快。很快容易上手」

（訪談 T3-29：2014/01/23）。透過與資深教師討論課程讓新手教師省去摸索教學

方法的時間，他們還可以從資深教師的分享中得知學生一般比較接受的教學方法。 

 

集體備課的時候，有些老師有經驗，就經過集體備課，我們就可以省很多時間。如這個方

法可能學生就比較容易吸收，從中就可以學到對方的東西。（訪談 T5-42：2014/01/24） 

 

可能他很忙的話，他可能沒有時間備課。逼他們早一點備課，既使自己沒有準備到，他在

聽別的老師講的時候，他就會喔！原來我下一次可以有甚麼方法可以教。(訪談 T7-9：

2014/04/03） 

 

除了瞭解課程內容之外，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資深教師互相討論，原本

對獨中課程及考試制度不熟悉的新手教師也能夠迅速了解課程內容及考試模式。 

 

嗯。是不錯。至少是我知道我應該重點放在哪裡，統考大概會考哪一些模式。因為我本身

不是獨中生。所以有時候我不太懂統考的模式，所以我都是從集體備課看到教學重點在這

裡，考大概會怎麼考。所以我會調整我的教學法。（訪談 T6-16：2014/01/24） 

 

 T4 教師在回想自己第一間任教的的獨中與現在的情況相比，他表示荷花獨

中推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新手教師是有幫助的。其回想在前任教獨中並沒有

得到資深老師的幫助，那時候第一年教學就感到措手不及，甚至頻臨情緒崩潰。

所幸他在教學一年後慢慢磨出一條生路。 

 

因為之前我第一年教書的時候，沒有人幫我。他就跟你說「啊！你就出題目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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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去上課吧。」我在別的學校的時候。那時候我腦袋一片空白，「你就這樣送我去死！」。

各顧各的。所以變成你要碰很多釘子。然後你會聽到很多負面的東西。如果那個老師不能

夠堅持下去的話，他會整個 down（失落）下來。（訪談 T4-3：2014/01/22） 

 

 T4 教師來到荷花獨中教學後，因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緣故，其得到他所

需要的教學幫助。該科主任及資深教師毫不吝嗇與他分享所有的教材或者教案的

電子檔。 

 

後來換了一間學校，我就發現他們會有老師 Sharing（分享） 。我不懂別的組啦。至少我

們史地組老師的的 powerpoint、考卷那些，我們都可以 100%拿到 full set（全套） 電子檔。

（訪談 T4-4：2014/01/22） 

 

 由此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內的主動關懷及分享教材教學的文化讓新

手教師不僅更快掌握教學內容也能夠對於教學感到安心。 

（五） 資深教師更新專業知能 

資深教師進入教育現場多年，除了參加校內或董總舉辦的研習學到新知識之

外，除非教師尋求校外資源或透過網路學習管道才能學習到相關專業的最新知識。

然而，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與剛大學畢業的新手教師進行專業對話也能讓資深

教師學習到很多相關領域的新知識。 

 

其實也是有好處啦。就我們也可以從新手老師那裏學到一些東西。因為有些課程，我們在

大學的時候跟他相隔也有十多年了。所以他們讀的東西應該比我進步一些。所以，我可以

有些東西他懂我不懂。所以我學到。（訪談 T1-54：2014/01/22） 

 

此外，也有教師表示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不同專業的教師聚在一起討論

教學內容會分享各自領域的專業知識（如科學科有生物、化學及物理領域），從

中學習到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讓教學工作更加地順利。 

 

對啊對啊！而且不同的老師在備課，那麼他的知識層和我的知識層不一樣嘛，對不對？備

課的時候，他把他的知識層納入進來，我也把我的知識層納入進去，他可以獲取我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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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然後那我也可以從他身上看到我忽略了甚麼。這樣很好。（訪談 T1-44：2014/01/22） 

 

 對於資深教師而言，他們的教學能力肯定比新手教師來得好。然而參與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後，他們也發覺到集體備課對他們的專業能力是有幫助的。多次的

專業對話既能維持該科的教學水平及測驗程度，更重要的是可以統一評分標準。

大部分新手教師都提到自己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獲益良多。他們除了更快融入

獨中課程之外，還察覺到自己的教學缺陷進而調整教學方法。透過多次的專業溝

通及對話，這對調整新手教師的教學內容及進度都有巨大的幫助。 

二、 教師教學效能的整體提升 

領導層在學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經過三年運作後發覺其都對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推行給於正面的肯定，尤其對於教師多年來教學步驟能夠實體化。

不但可以傳承教學經驗，也可以讓教師獨一無二的教學過程留下紀錄。 

（一） 掌握課程設計 

荷花獨中領導層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的教學能力是有幫助的。因

為至少將一些上課前的概念變成了一個文字根據，讓教師進入到教育現場就不至

於不知所措。 

 

能力啊。嗯。這個有一些的確是有一些幫助的。就是說他在集體備課之後，即使是像以前

他只是寫個紙本的東西。至少他有個根據，在還沒有進教室就有一個概念。在進教室就比

較不會不知所措。（訪談 A2-37：2014/01/23） 

 

（二） 促進新手教師和資深教師對話 

T7 教務副主任則表示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新手教師教師和資深

教師彼此間的對話次數變多了。彼此間瞭解加深了，讓資深教師更能夠傳承教學

經驗，而教師之間也不斷地互相學習。 

 

我覺得很好。至少可以幫助舊的老師和新的。老師的溝通囉！ 恩。幫助他們了解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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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舊老師可以把一些經驗傳授給新老師。老師之間也可以互相學習。對。之前是沒有

的。之前就是你教你的，我教我的。(訪談 T7-5：2014/04/03） 

 

此外，正式的對話管道讓不擅於詢問或羞於求救的新手教師可以從中得知教

學經驗且又不用擔心資深教師嫌其囉嗦。因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了新手教

師和資深教師的專業對話。 

 

其實課程是一定統一的，只是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可能一些新老師來說，可能

他有一些東西他不太會教。有時候，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問，可能問太多，別人可能也不太

喜歡。我是覺得可以互相交流啦！(訪談 T7-8：2014/04/03） 

 

（三） 提升新手教師專業能力 

A2 教務副校長表示有些科主任反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提升新手教師專業

能力的功能。然而暫時還沒有看到其對學校產生影響。 

 

目前上，看到了一些幫助。有些主任有反映說，他的確幫助到新老師。那你說對學校有甚

麼影響。我目前是沒有看到太大的影響。（訪談 A2-78：2014/04/03） 

 

（四） 學生成績的提升 

透過兩年學生成績的統計數字來看，A1 校長表示在該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第一年（2011）和第二年（2012）之後，學生的表現並沒有太大變化(見表

4-2、表 4-3 及表 4-4)。A 段的幾個班的分數都差不多，顯示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提升學生成績的效果。當然這現象也得加上老師的好學程度，因為那也會影響教

學。 

 

至少幾個班的分數線差不多是一樣的。。。。。。對。那個效果很明顯。在數字統計上面，

數字是第一個跑出來的。當然老師的心態，也看老師好學程度到哪裡去。其實，集體備課

我們做下來，雖然說你念的是生物，我念的是生物科技，他念的是藥理系，三個不同背景

也可以講多一些東西。他們大概可以了解更多東西。（訪談 A1-45：201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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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09 年至 2014 年荷花獨中初中考試各科及格率（百分比） 

資料來源：荷花獨中教務處，研究者自行編輯 

 基本上，從表 4-2 可看出荷花獨中初中成績在 2011 年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之前就已經表現良好，呈現高水準的及格率。在該校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

後，各科成績趨向平均，尤其是數學科、歷史科即可學科。然而 2014 年，政府

改變初中考試形式（PT3）後，初中學生各科成績的及格率出現較大的差異性。 

 從表 4-3 可看見，2011 年後的高中統考各科及格率呈現較平緩的上升趨勢。

雖然有些科目在 2013 年考試時表現不佳，但是各科及格率大致有所提升。生物

科、化學科、物理科的及格率皆平穩的增長；而經濟學及簿記科的及格率也呈現

直線的上升局面。 

 

 

2009 年至 2014 年荷花獨中初中考試各科及格率（百分比） 

科目 考試制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華文 
統考 100.00 99.04 97.99 95.85 97.29 98.65 

PMR/PT3(2014) 97.70 100.00 97.32 97.86 98.42 41.20 

馬來文 
統考 100.00 96.17 96.32 95.08 95.65 96.22 

PMR/PT3(2014) 90.10 97.76 95.32 94.91 92.11 92.50 

英文 
統考 100.00 95.53 97.32 90.93 95.93 96.24 

PMR/PT3(2014) 92.70 96.47 97.99 96.78 98.08 66.20 

數學 
統考 100.00 79.55 87.63 79.02 89.97 88.71 

PMR/PT3(2014) 99.00 100.00 100.00 99.73 100.00 83.50 

科學 
統考 100.00 94.25 96.64 95.60 94.57 95.43 

PMR/PT3(2014) 97.00 100.00 100.00 99.46 99.74 37.20 

歷史 
統考 100.00 95.85 96.67 90.67 95.39 93.55 

PMR/PT3(2014) 94.70 91.35 92.98 93.30 97.37 72.10 

地理 
統考 100.00 94.57 95.30 94.82 96.75 93.01 

PMR/PT3(2014) 91.40 95.83 95.32 94.37 96.58 80.80 

美術 統考 100.00 96.97 97.66 93.26 90.24 94.35 

生活  

技能 
PMR/PT3(2014) 96.00 99.36 96.66 99.20 97.89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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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09 年至 2014 年荷花獨中高中統一考試各科及格率（百分比） 

資料來源：荷花獨中教務處，研究者自行編輯 

 

 從表 4-4 來看，荷花獨中學生普遍上在高中教育文憑考試都表現良好。從

2011 年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各科成績及格率都趨向上升的現象。A1 校

長因此將學校近年考試及格率增長歸功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推動，他以為該校

學生的學習品質漸漸變好，反映了教師們的專業能力提升且更能了解學生的學習

問題進而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 

 

 

 

2009 年至 2014 年荷花獨中高中統考考試各科及格率（百分比） 

科目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華文 94.90 91.73 87.94 96.72 98.00 98.20 

馬來文 96.00 92.37 91.49 93.51 88.00 92.10 

英文 80.25 72.18 78.72 86.36 85.00 94.70 

普數 91.67 89.77 93.48 93.97 89.00 92.70 

高數 86.76 82.22 86.81 76.72 59.00 70.10 

高數 I 95.00 91.1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高數 II 85.42 63.89 80.85 84.21 100.00 90.20 

生物 96.08 92.31 95.75 92.11 98.00 100.00 

化學 72.41 58.82 89.85 81.58 100.00 98.00 

物理 88.00 82.33 90.48 73.68 100.00 90.20 

商業 77.78 80.82 97.10 96.90 95.00 98.70 

簿記 91.67 84.00 84.20 96.91 98.00 100.00 

會計學 90.91 92.06 82.35 72.73 86.00 81.80 

經濟學 88.30 80.80 88.20 93.80 90.80 96.20 

電腦 94.59 92.45 95.71 95.45 93.00 97.70 

美術 93.75 89.47 100.00 100.00 92.00 92.60 

歷史 
資料缺失 

95.45 100.00 91.00 91.70 

地理 90.9 100.00 97.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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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09 年至 2014 年荷花獨中教育文憑(SPM)考試各科及格率（百分比） 

資料來源：荷花獨中教務處，研究者自行編輯 

 

 故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施，對於新手教師、資深教師的教學專業

能力提升可能都有顯著的助益。在新手教師的部分，即減少了課程摸索的時間及

察覺教學盲點為主要效果。在資深教師的部分則以學習最新的專業知識及更深入

釐清教育理念及自我省思為主。而整體教師則是習得教案設計的技巧、教學內容

案變得豐富、評鑑水準有所提高，最重要的是教師間的專業對話並沒有使學生的

成績變差，反而提升了學生的教育文憑考試及格率，因而穩住了荷花獨中的招生

情形。 

2009 年至 2014 年荷花獨中教育文憑考試各科及格率（百分比） 

科目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華文 100.00 99.10 99.60 100.00 99.50 99.60 

馬來文 90.20 93.00 87.00 97.60 96.40 98.10 

英文 96.60 98.70 97.00 98.80 98.60 99.60 

數學 98.50 98.70 99.60 100.00 100.00 98.90 

附加數學 94.70 84.60 90.70 95.50 100.00 96.90 

歷史 47.60 53.50 72.50 79.40 98.20 96.60 

道德 58.90 71.60 76.50 88.30 99.10 97.80 

科學 99.2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物理 98.6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化學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生物 100.00 98.9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簿記 92.10 89.40 98.40 94.80 91.70 87.00 

美術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中國文學史 97.10 93.10 100.00 100.00 87.00 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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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效

能的整體提

升 

掌握課程設計 

促進新手教師和資深教師對話 

提升新手教師專業能力 

學生成績的提升 

圖 4-6  教師在課程及教學能力的成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教師在工作認同感的提升 

本部分就荷花獨中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在獨中教學工作認同感提

升層面進行檢視，分別以新手教師、資深教師及領導層面向從中剖析箇中現象。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工作認同感的提升 

（一） 加速融入教學場域 

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行是否能加速新手教師融入教學場域，T3 資深

教師則給於肯定並表示： 

 

對。對。可能以前一個新老師要融入舊老師可能要半年或者是一年。可是，經過這集體備

課，你發現他比較快。因為他彼此的距離近、見面常講話，速度會快一點。所以還有這個

新手教師 
教學內容及

評分標準一

致 

 

教學方法之

調整 

 

自我反省 

強化專業

知能 

縮短課程的

摸索時間 

資深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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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因為他的問題可能不是教學上，他可能是生活上。或者他的交際上有很多問題。（訪

談 T3-79：2014/01/23） 

 

根據 T3 資深教師的觀察，以前新手教師若要融入教師群體需要半年至一年

的時間，但是因集體備課的關係讓教師彼此距離拉近且更快融入學校。這是因為

在集體備課上，教師分享的不只是教學上的問題及經驗，其中還包括生活上的分

享。 

（二） 擁有夥伴的感覺 

 該組的 T5 新手教師也提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讓新手教師和資深教師

的關係更加地密切，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新手教師有了夥伴

的感覺，不再孤單應付教學工作。 

 

真的可以拉好關係。因為關係真的很重要。因為你在一個工作環境工作，你跟其他人左右

都沒有笑容，不理不睬，感覺就像孤身作戰啊。（訪談 T5-58：2014/01/24） 

 

 由此可見，新手教師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從資深教師身上得到的關懷及溫

暖讓其有夥伴的感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內的長期專業對話讓新手教師更快地融

入學校文化及教學。 

二、 影響教師工作認同感的其他因素 

在獨中的資深教師普遍上對於獨中教師這份工作是有一定的認同感。而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推行對於教師的工作認同感沒有諸多強調，因此對資深教師的工

作認同感沒有很大的影響。 

（一） 組織因子 

1. 人際關係 

 在學校將人事搞好才可以專心教學。若人事沒有弄好，會內耗學校資源。T2

教師表示：「這樣工作就很開心，沒有人事上的問題，就可以專心的去教書。如

果有人事上的問題，會把精力磨掉，就會耗損資源」（訪談 T2-93：201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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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資深教師在指導新手教師要小心溝通避免傷害到新手教師的自尊心，否則

新手教師憤而離職，科主任就要頂替上陣。 

 

我一直跟我自己說，他是第一年來。當初我也是別人給我機會。我一直跟進他。我有兩個

新老師，我一直在想要怎麼讓他知道他的問題，然後又不會去傷到他。要呵護新老師，不

然他們會辭職的。（訪談 T2-99：2014/01/21） 

 

2. 教師生涯發展受限且行為受束縛 

就社會觀點而言，選擇到獨中當教師是一種不太能展現未來的選擇。T6 新手

教師表示學校組織的升遷機會太少，沒有甚麼發展機會，前景不太好之外，學校

對教師的行為諸多束縛也是一個新手教師無法適應當獨中教師的原因。 

 

因為老師，坦白說，我學士畢業生。我在這裡當老師，20 年後。我充其量是一個資深老師。

可能並沒有辦法給我更多的發展機會。恩，對。侷限在這裡，可能他，你頂多大不了他給

你做到一個主任。然後你想要做副校長，校長。。。第一個是前景，第二個我覺得學校對

老師的要求必須是循規蹈矩、規行矩步，可能在有一些，我覺得對於某一部分的年輕人來

說，可能會比較顯（厭煩）。人情嗎？你不可能要求每一個老師都這樣嗎？（訪談 T6-78：

2014/01/24） 

 

3. 工時高工資低 

 除了以上理由之外，另一個打擊教師對教學產生認同感的原因就是工作量和

薪資不成正比。在獨中教學工作繁重，除了傳授統考課程之外，教師也要教導政

府課程。所以獨中教師工作量多但是薪資卻不高。 

 

像校長也是知道，你這樣的薪水，別人去教補習就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了。很多的華裔老

師來到這裡應徵，一看到那工作量，掉頭就走了！(訪談 T2-247：2014/04/03) 

 

 薪資福利不佳也是一個教師不願意待在獨中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資深教師的

薪資制度沒有獲得完善的規劃更讓資深教師感到心灰意冷。T2 教師表示：「之後，

新老師和舊老師的差別，待得越久就越不值錢，你知道嗎？差距越來越少」(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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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49：2014/04/03)。因此，T2 教師強調資深教師對學校有認同感才會待在學校

那麼久，他們是學校重要的寶藏。可惜學校對待他們的待遇則不成正比。 

 

我跟你說，教得資深的老師，對學校又有認同感，是寶來的！可是在物質上，對他們的回

饋也不是很高。(訪談 T2-253：2014/04/03) 

 

雖然荷花獨中領導層曾公開讚揚資深教師，但是資深教師認為物質上的回饋

會比口頭上的讚揚來得更實際。資深教師會繼續留在學校服務主要是喜歡教學及

學生的緣故。如果學校內這類型的教師占多數，那該學校的發展就會前途一片光

明。反之，該學校的發展必定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果你還是這樣喔，怎麼講，說跟做的，你說得（表揚）比較多，做（加薪）的沒有很多。

那我沒有辦法囉。我喜歡教書，我喜歡對學生，就只有這兩點。很多老師也是因為這兩點。

對學校搞得有的沒有的，我們也沒有去管他。應該是說，每一間獨中有這種老師，獨中才

可以發揚光大。不然，你期望那些新老師，你真的想要掐死他們。(訪談 T2-256：2014/04/03) 

 

4. 工作未有保障 

教師和董事局若發生糾紛也會影響到教師對工作的認同感。獨中的解聘程序

迅速更加速了教師的不安全感，所以大部分教師都會在外兼差，以免在學校丟了

工作還不至於生活無依靠。 

 

然後學校有時候，獨中有時候，久不久就有老師跟董事長有甚麼紛爭一大堆的。滿打擊我

們的信心的。所以有些老師就是會有些補習，或者是其他工作，萬一這裡斷了後路，還不

至於斷了後米啊！沒有，你看喔。谁要辭職，一個月通知就可以了。(訪談 T2-240：2014/04/03) 

 

（二） 個人因子 

1. 對華教的認同 

資深教師之所以會長久待在獨中教學的理由除了為了一份薪資之外，其必對

華教的歷史有更深一層的瞭解。T1 教師遺憾的表示有一些資深教師卻對華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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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歷史沒有一點認識。這一點讓他覺得不可思議並強調教師若無愛華文教育的

精神也不應該將該精神傳授給學生。 

 

我不能夠說自己有多麼高尚的情操，如果學校不出糧（薪資）給我，我也是不教的。那是

我基本的生活需求嘛，因為我也是有很多負債的東西，是不是？但是一些基本的概念是要

有，你在這邊教了十五年，你問我林連玉39和莫泰熙是甚麼關係，甚麼親戚關係，這樣你

上了那麼多年的華教課，你一個字都沒有聽進去。這樣的問題太過份了。我沒有說新手老

師一定要上，但是你來做這份工作，你就要志在了解，你不了解，你不融入的話。拜託！

你不要把這種思想帶給學生，好嗎？（訪談 T1-81：2014/01/22） 

 

T2 教師也提出能夠在獨中繼續工作的均是對華文教育有熱誠的教師，其餘

大多都是沒有歸屬感的外族老師。他表示：「獨中老師，除非一些是很有愛心的

老師，很熱衷教育、很熱愛獨中的，不然八九是沒有歸屬感的，尤其是外族老

師。誰管你這些東西？」(訪談 T2-237：2014/04/03)。 

T3 教師也對學校內沒有教學認同感的教師提出了他的見解，他表示：「因為

很多他們是國中畢業的，或者是外族老師，他根本不知道這間學校以前是多辛苦

的走過來的，不了解為甚麼現在會有這麼好的設備阿甚至福利等等。他們就不會

珍惜。他們也不會去說多做一些，讓學生更好。而且相反他們反而會斤斤計較，

這個不可以，那個不可以，這個多做了，那個少拿了」（訪談 T3-58：2014/01/23）。

教師若不了解學校建校的辛苦，反而對教學工作斤斤計較的教師是不會額外付出

讓學生學習得更好。 

 T3 教師更強調教師必須要對獨中教育有認同感。若缺乏認同感，教師的工

作態度是會有問題的。他們不會給於額外的付出且只會把教學當成一份工作，更

不會主動加強教育專業涵養。因此，若要與他們一起共事會有點困難。 

 

                         
39 林連玉（1901－1985）祖籍福建永春。1925 年南下，其當任教師；1949 年，其推動吉隆坡

華校教師會成立；1951 年推動教總（現為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成立；1961 年因反對《達

立報告書》強迫華文中學改制，結果被褫奪公民權並吊銷教師註冊證；之後完成《回憶片片錄

》並於 1985 年去世。教總、董總、大會堂等十五華團特設立「林連玉基金」以紀念其對馬來西

亞華文教育的貢獻，並尊稱之為「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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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要有認同感。特別是對獨中教育要有認同感。沒有認同感的話，你就會發現他的工作

態度就是很有問題。他們就是當做一份工作。他們也不會說有額外的付出。然後也不會說，

更不用談教學理念、教育原理阿。根本就不用談。只是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做起工作，你

就會。。。（訪談 T3-47：2014/01/23） 

 

 畢業於荷花學校的教師會比其他教師對該學校多了一份歸屬感。T1 教師表

示：「在這個教學生涯裡，比較有感覺一點。然後我爸爸是這裡的老師，現在已

經退休了。我是荷花獨中蘊育的，對華教是有一種所謂的感情，所以就回來了。

一回來就回來那麼久」（訪談 T1-03：2014/01/22）。除此之外，T2 教師資深教師

也表示：「這是我的母校。嗯」（訪談 T2-3：2014/01/21）。由此可見，校友身分讓

他們比其他教師更願意付出回饋於孕育他們的母校。 

2. 教學使命感 

 T2 教師表示校內大部分是沒有經過專業師資培訓的教師，所以教課和班級

管理的能力不足。對於那些不喜歡開口詢問的新手老師而言，專業的師資培訓課

程是很重要的。然而學校無法提供常規性的專業增能課程，所以教師要懂得主動

尋找協助。T2 教師則曾透過詢問資深教師與之討論後才找到解決方法並從中找

到成就感和使命感。 

 

那透過這些的話是滿不錯的。尤其是對那些不喜歡開口去問東西的新老師。這是對他們而

言就很需要。那像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去問。我剛來那幾年就一直問。問同組的、問別組

的。就是比較談得來。我從問他們的過程中就得到很多解決問題的方式，所以就成長得很

快。我在第二第三年就確定這份工作，我是可以做到退休。我不要再換工作了。我是透過

一直去問找到我的成就感及使命感。因為可以這樣講，我透過教學生、透過問老師找到了

工作的意義。讓老師找到使命感及成就感，再多的困難都可以化解掉。可是如果找不到這

個東西，其他的都沒有辦法。（訪談 T2-44：2014/01/21） 

 

透過教學找到當獨中教師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後，無論面對甚麼困難，教師都

會將其解決。反之，對工作沒有認同感的教師只會視教學為生活工具。T2 教師

表示其從資深教師習得教學使命感，尤其是看到畢業學生返校找教師敘舊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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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深有感觸，他覺得這情景可以抵過所有的辛苦。 

 

嗯。對。讓我認同這份工作的神聖感。而且當我看到很好的資深老師，每一年學校的校慶，

畢業的學生都來找他們聊天，很親切的喔。哇！這就是最大的滿足感。畢業的學生都回來

找他們。雖然薪水少一點，工作多一點，可是有這些東西在裡面喔。他們受到的一些辛苦

都可以用這個來抵消。我看到的是這樣。我現在已經有了。我教了七年後已經有畢業的學

生來找我了。可以體驗到他們那一份成就感跟滿足感。就是這裡來的。（訪談 T2-46：

2014/01/21） 

 

3. 教學態度 

 T2 教師提到一個教師的基本素養為具備專業能力之外，對學生的接受度也

是一個很重要的素養。他表示：「我覺得很需要去一個老師成長的話，除了是教

學方式的成長，或者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你對學生的那一種接受程度才是最重要。

我看到一些以前的狀況，我就記得以前的副校長講過一句重話，「沒有愛心的老

師就不要待在獨中。」怎樣去培養你對學生的愛心及喜歡學生才是每一個老師要

去加強。這一點，我覺得學校沒有給這方面的東西。因為要自己去加強，教得怎

麼會好？」（訪談 T2-60：2014/01/21）。他表示教學專業是很容易培養的，只要找

到合適的教師教導就可以了。但是培養教師包容學生則比較難且需要教師自己去

摸索。 

 

我覺得這種教學的東西，很容易培養的。你只要找到適合的老師教懂你就好了。可是，老

師對學生的那種接受程度，包容程度才是每一個老師必須去成長的且很難。我覺得如果專

業培訓的話，就要朝這一方面去培訓。因為每一個老師都需要。（訪談 T2-61：2014/01/21） 

 

 在聘請新教師時，資深教師會比較重視應徵者的態度。態度良好的應徵者比

擁有專業能力的應徵者來得好，是因為前者在日後的教學成長會比後者來得較快。

T3 教師以前會認為擁有專業知識的教師比較重要，但是現在卻覺得態度良好的

教師比較重要，因為良好態度的教師會主動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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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請人的時候就盡量專業知識不好沒有問題，態度沒有問題。如果專業知識再好，態

度如果不改變，他不會進步。他在教學上也不會進步。他自己也不會成長。反而的，你看

到他成長非常快。可能第一年、第二年、可能第三年他就可以一個人。我覺的態度比專業

知識還重要。到現在啦，我會這樣認為。以前我可能覺得專業知識會比較重要。但是態度

可以改變專業知識。（訪談 T3-52：2014/01/23） 

 

三、 提升教師工作認同感的方法 

（一） 組織面向 

1. 以集體活動增強歸屬感 

 T3 教師對於如何改善教師對於學校的認同感曾表示：「慢慢感染啦，沒有辦

法。一個大環境的感染之下，慢慢對獨中會有一些認同感。我也有建議學校說，

讓這些老師認識一下獨中的發展，我們整個學校的背景是怎麼成長過來，讓他們

對這個學校有一些認同感。不然，他們是真的是當做一個工作在做」（訪談 T3-

55：2014/01/23）。教師覺得可以透過感染力讓那些對學校缺乏認同感的教師慢慢

對學校產生認同感。其也曾建議學校讓那些教師認識獨中的發展及學校建校的歷

史好讓他們產生認同感，而非把在獨中教學單純只是為了薪資。 

 A2 教務副校長則表示一直以來該校在培養教師的向心力上都使用活動讓教

師對學校產生感情。他表示：「嗯。我相信大部分的學校沒有這種課程上的訓練。

我們都是用活動的方式，教師聯誼會啊，舉辦活動啊」（訪談 A2-91：2014/04/03）。

校方利用活動讓教師了解學校，但不會安排專門提升歸屬感的課程讓教師參與。 

 

對對對。他們就會安排這些活動，從這些活動，其實就是希望老師把這裡當成一個家，有

歸屬感這樣。然後方法，就會有學校晚會、校慶啊，我們都會辦。這些活動的話，就是希

望老師透過這些活動能夠更了解學校。大家一起參與這活動，有感情這樣。這種是無形的。

我們沒有辦法，叫你來上課，上課就叫你怎麼愛這個學校。這個恐怕沒有辦法。（訪談 A2-

94：2014/04/03） 

 

 A1 校長表示行政處應讓新手教師先了解學校文化和環境，讓他們熟習學校

環境，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在地化的措施。在地化之後，教得好的教師就不需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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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教師課程。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讓新手教師了解學校的運作。他表示：「喔。

那個我們不算。可能還是算新教師。不過就是教學文化，本地 localize（本土化）

要給一點 orientation（培訓），我們給他」（訪談 A1-67：2014/01/20）。 

2. 優先提升教師認同感 

 B1 新手教師課程的負責人也提到了獨中有很多不是相關教育專業畢業的教

師，所以大部分尚缺一些教育專業素養。為了讓新手教師可以專業成長，除了給

於相對應的專業培訓課程之外，教師也要時時顧及新手教師的自尊心。若受到來

自多方的壓力，他們會難以應付，所以較難要求他們快速成長。而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提供了一個溝通管道讓新手教師和資深教師交流。 

 

你對於新老師怎麼去在最短時間讓他們成長起來，你還要照顧他們的自尊心，因為他們畢

竟之前不是老師，然後選擇了老師這個職業呢，你又說他這個、又說他那個，假如這學生、

學生家長投訴他。那麼他們自尊心上是很難應付的。所以這方面是很難要求他們很快地成

長。（訪談 B1-32：2014/01/22） 

 

因此，T2 教師建議學校必須提升新手教師對學校的認同感才是首要任務，

而非專注於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因為專業能力隨著專業對話日後慢慢就會提升。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要多去，要叫學校去提升他們（新老師）對教育的認同感這種。所

謂的那種專業能力，我不懂喔！我覺得兩三年過去之後就會有的嘛。自己找到教書的方式，

可能會慢一點，但是我覺得還是會成長的囉！(訪談 T2-258：2014/04/03) 

 

（二） 個人因子 

1. 轉換角度看待 

 T3 教師想起初當老師的時候，學校沒有提供專業增能的機會，身邊也欠缺

共同成長及互相鼓勵的夥伴而曾萌起離職的念頭。但是他覺得每一間學校要面對

的情況都大同小異，因此改變心態，自己主動找機會和時間自我成長。無論是同

校或者他校的教師都可以是夥伴，大家互相打氣一下。教師工作久了難免會有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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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感及挫折感，只要能換個角度看問題就會順利很多。 

 

因為我之前來這邊第二還是第三年，我有想過離開的。之後我覺得在這邊我不會成長，沒

有給我一個機會讓我成長。然後覺得我做一大堆的東西、一大堆的理論、一大堆的理想都

沒有辦法做，而且在這邊沒有一個共同的夥伴共同成長，共同鼓勵，所以那時候我有想過

離開。然後想了很久，想了很久，然後來我是覺得其實問題每個學校都一樣，如果是因為

這樣離開，在另一各地方還是一樣的問題。所以後來我還是覺得留下來。留下來過後我的

心態就改變。自己找機會、自己找時間去自我成長。去上課也好，找你需要的夥伴，不一

定是要在你的學校，可能是別校的朋友或者外面的朋友等等。打氣一下，我覺的那個是很

重要的。因為你做久了你會倦怠感、挫敗感什麼都來。然後會逃避會想離開。可是如果你

換一個角度去正視這個問題，你會，過後的路你會做得更順暢更順利。我個人覺得啦，有

個這樣的過渡期。（訪談 T3-121：2014/01/23） 

 

2. 資歷長短 

不少科主任覺得對獨中教師有認同感的教師必定在獨中工作了一段長的時間。

T7 教務副主任兼數學教師表示：「那肯定要囉！其實能夠待那麼久，肯定對獨中

有一些情感」(訪談 T7-81：2014/04/03）。老師表示在獨中教導了五年的教師，通

常都會繼續教下去。他說：「就好像莫泰熙40說的嘛，熬過五年的老師，他都是會

留下來了！」(訪談 T7-93：2014/04/03）。待得越久的教師對獨中的情感就越深。

這不只限定於獨中畢業生，很多國中畢業的教師反而更珍惜在獨中教學的機會。 

 綜上而言，對獨中歷史有認識及獨中畢業的教師通常都對教學工作比較有認

同感之外，能夠包容學生及態度良好的教師也會對教學工作有較高的認同感。然

而人事問題、不完善的薪資制度、與董事部的糾紛及迅速的解聘制度會讓教師無

法對工作產生更多的認同感。除了擁有專業能力之外，教師應具備主動尋找協助

的能力，如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尋找進修的機會等都能讓教師對教學產生認同

感。而學校也可以藉由感染力及讓教師更瞭解建校歷史以建立教師對教學產生認

                         
40 莫泰熙，董總前首席行政主任兼有「華教園丁」之稱。畢業於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半世紀以來，他秉著南大精神，積極推動華教運動。除了在學校當教師之外，也

曾任董總首席行政主任及吉蘭丹中華獨立中學校長。如今以 72 歲高齡卸下職務，在全馬來西亞

各地宣揚華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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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行對新手教師的幫助是顯著的。但是其對於學校

的影響，A2 教務副校長表示暫時是微弱的。他表示：「目前上，看到了一些幫助。

有些主任有反映說，他的確幫助到新老師。那你說對學校有甚麼影響。我目前是

沒有看到太大的影響」（訪談 A2-78：2014/04/03）。 

 由此可見，學校可以藉由多辦教師聯誼活動以提高教師的認同感。此外，也

希望藉由新手教師培訓課程以提升新手教師對學校的瞭解以加強其對學校的歸

屬感及工作的認同感。 

第四節  小結 

本節為前二節「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概況」以及「教師專業成

長及工作認同感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探討」之綜合討論，以下分述之。 

壹、 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概況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始於 2011 年度，由 A1 校長到校兩年服務後

倡議並且由前教務副校長全程負責推行。校內各科社群發展至今（2015 年）已近

4 年半，全校教師長時間投入社群的運作。行政層級以一個共同的目標引領社群，

其核心目標為統一教學品質及教學評估，進而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以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果。該校教務處以一聲令下的姿態建立各科社群，社群均以同學科及同年級

組成。該校社群以集體備課會議為主、觀課為輔的模式進行，社群教師在定時的

社群運作時段分享經驗與學習，呈現了「合作」及「實踐分享」的特性。教師將

教案書面化及教材分享，在課堂上實踐教學之後，資深教師提供建議及分享教學

經驗，就是實踐分享的過程。誠如 Chappuis、Chappius 與 Stiggins（2009）表示，

社群教師透過會議的運作與學習，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的基本模式。 

教務副校長執行學校要求，並對於發展停滯不前的社群給於所需的鼓勵及協

助。教務副校長也將領導權下放給各科領頭羊，讓各科領頭羊協助社群的發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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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激發教師投入社群事務的參與和熱忱。誠如 Hipp 等人（2008）提到行政領導

階層對於成員的增權賦能。各科的社群均由科主任擔任該科的領頭羊，而有些科

社群會指派各年級的一位教師為各年級的領頭羊，有些則沒有特意指派各學級的

領頭羊。 

 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因素由四方面構成，為教師的責任心、同儕

的合作與分享、行政協調與支持及認真的領頭羊。然而阻礙該校社群發展的因素

分成三個層面，分別是組織因子、個人因子及社會因子。在組織因子方面內含運

作時間及地點不足、分工不清及負荷、集體備課目標及任務仍不明確、領頭羊腳

色模糊及「含蓄」文化的消極作用；個人因子方面則有對新理念開放度不夠、知

識及專業技能不足及新手教師經驗不足。社會因子則是家長不支持。 

貳、 教師專業成長及工作認同感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探討 

根據受訪者教師表示，他們在專業成長方面感受最深。Graham（2007）研究

發現社群成員為同級別性質的專業學習社群中發現，教師效能的改進，與專業對

話、社群實踐、領導等過程有關。荷花獨中的教師表示透過長期固定的集體備課

會議，他們對課程的內容及評分標準趨向一致化、除了調整教學方法之外，也進

行自我反省。此外，對於新手教師而言，社群縮短了他們摸索課程發展的時間，

社群則讓資深教師更新了專業知能。社群的運作讓教師學會了課程設計、提升了

新手教師和資深教師的對話、提升了新手教師的專業能力及提升了學生成績。 

對於荷花獨中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工作認同感一事則是沒有得到很

好的效果。社群讓新手教師更快融入教學場域及讓他們在職場上有夥伴的感覺。

但是左右教師對工作產生認同感的因素很多，此分為組織因子及個人因子。組織

因子而言，學校內的人際關係、教師生涯受限且行為受束縛、工作時間長但工資

低及工作沒有保障都影響著工作認同感。而個人因子部分，對華教的認同感、教

學使命感及態度都會左右教師的工作認同感。而提升教師工作認同感的方法也分

成組織及個人兩個面向。在組織的部分是透過集體活動增強歸屬感和優先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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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認同感。個人的部分則是教師轉換角度看待事情及資歷的長短可以提升教師

對工作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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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荷花獨中為個案學校，透過訪談、參與觀察、文件分析與省思札記

等資料蒐集方式，進行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際運作於教育現場的情況。本章

將分為兩節，先依據研究結果歸納結論，再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分為四部分，分別從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群的發展歷程、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以及師資專業成長（教學能力及認同感）進行說明，最後

以小結分述之。 

壹、 以統一學生學習品質為目標，由上而下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在未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前，荷花獨中的一些學科多有非正式的教學討

論活動存在，該校教師習慣於分享及討論教學上的問題及提出意見，只是該文化

少了正式的紀錄文件。然而在 A1 校長到校服務後，其有感於均質教育以維持學

生的學習品質及教師教學品質的統一性，因此希望透過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

教師進行密集專業對話，互相調整各學科內的教學品質及統一各科內的成績評估

基準。 

於是前教務副校長與教務處副主任參考並改良另一間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作法及備課表格供校內社群教師使用。前教務副校長在科主任會議上宣佈

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政策之後，教務處配合安排各科的共同備課時間好讓社

群能夠順利進行。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方式表示了學校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決心，也說明了在馬來西亞獨中的環境裡，行政決定往往無須聽取教師的意見，

只要行政層級的指示，各科教師均會配合參與。 

貳、 以學科領頭羊推動社群 

一、 合作、實踐與分權式領導為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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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教務副校長及教務處的推動下，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立

於 2011 年度正式運作。來自於行政領導層的行政指示下，全校教師均成為各學

科的社群成員，而該學科的科主任均為社群的領頭羊。教師們透過教務處特意安

排的每星期兩節共同備課時間討論教學內容，然後進行實際教學。教學後則記錄

教學省思。此外，科主任及教務副校長會進入教室觀看教師教學並給予回饋，進

而改善自己的教學。 

 然而該校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初期並沒有詳細說明其用意及作法，因

此各科呈現發展不一的現象。有些學科非常積極且在領頭羊的帶領下邁向更深層

的討論；有些學科則顯示出敷衍了事的態度面對社群。也因此，各學科呈交的書

面報告也款式不一，除了有教案之外，有些學科還要求呈交錄影檔等。整體來說，

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呈現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 

荷花獨中在推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期，教務處要求各學科討論各學科的課

程設計。第二年則要求各學科呈上詳細教案；第三年則要求他們針對一或兩個比

較困難的章節設計課程；第四年由新教務副校長接手下，對各學科更抱持著海納

百川的心態接受各學科的建議及主張。因此，其接受教師提供教材、教案或是錄

影紀錄等有關課程教學的紀錄。 

從集體備課所需呈交的報告內容來看，在前教務副校長的帶領下，其逐步讓

教師習慣集體備課的討論，進而詳細討論教案，最後則是開始設計課程。在現任

教務副校長掌駝社群之後，其開放討論內容的寬度及深度，讓各學科選擇其有興

趣的領域繼續發展。 

 該校的行政層級領頭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從推動到整個社群的規劃及

行政支持都有賴於教務處及教務副校長的用心，如提供社群共同備課時間、設備、

以及主動關心等行動，給了該校社群運作一股支持的力量。此外，以身作則的領

頭羊不但帶動了集體備課的運作，也鼓勵教師對社群投入更多的心力。 

資深教師樂於分享及負責任的態度，加上為學生好的心態也促使社群運作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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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另一方面，教師也有感於現今社會資源共享的迫切性，因此願意參與並多與

同學科教師進行專業對話。 

二、 阻擾社群運作的三個層面因素 

 荷花獨中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過程上，雖然行政已經給了很多支持，

但是仍有耽擱教師前往準備教學器具的時間。此外，該校教師多為跨學級教學，

因此每週的共同備課時間均略顯不足。而教務處提供的備課空間在考試前後期間

都無法滿足教師使用的需求。 

 學校活動極多，加上諸多教師身兼多職、偶而其他教師請假則會請在共同備

課時間空節的教師前往代課都阻礙了該校社群的發展。而教務處對推行社群目標

宣傳不足也造成了教師諸多困惑。此外，各科內未有明確的領頭羊及校內的「含

蓄」文化，讓教師不主動分享也成為了該校運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一個絆腳石。 

 在個人因素方面所產生的困境則是教師的專業能力不足以應付繁多的備課

報告。此外，教師電腦操作能力不足、教師的文字表達能力不佳也阻礙了教案的

呈現。而新手教師自身的專業能力不足也讓其難以兼顧集體備課的運作。最重要

的是教師對於新理念開放度不夠讓其抗拒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在社會因子層面上，早期因教師及家長不了解學校的理念，加上溝通管道不

足，所以讓家長產生誤解。所幸在該校校長解釋後才解除家長的疑慮。 

參、 除了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成效尚須提升教師的工作認同感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 

 參與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都覺得透過集體備課的專業對話

提升了自身的教學專業能力。教師不但能調整教學內容及評分標準、還能調整教

學方法。而新手教師也能與資深教師的專業對話過程中，反省自己的教學盲點；

資深教師則可以釐清教學理念。而新手教師則是在此集體備課運作下獲益最多的

群體。他們不但減少摸索課程的時間，也從中察覺到教學盲點進而調整教學方法

並且跟上科別的教學內容及進度。這使到新手教師在社群教師的協助或合作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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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下，更加融入教學生活。而對於資深教師而言，最大的專業成長就是能夠更新

相關的專業知識。 

 荷花獨中領導層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夠提升教師專業效能給於肯定的態

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密集專業對話讓教師掌握了課程設計的技能，也促進了

資深教師及新手教師的對話，也提升了新手教師的專業能力進而提升了學生的成

績。 

二、 組織及個人因子阻擾教學認同感的提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行增加了新手教師和資深教師的相處時間使他們透

過對話讓其擁有夥伴的感覺，加速新手教師融入教學現場。 

 然而荷花獨中教育現場情況複雜影響了教師難以對教學工作產生認同感。獨

中前景不佳和身為教師該有的行為束縛則會影響教師對教學工作的認同感。此

外，獨中複雜的人際關係、與董事部的糾紛及簡便的解聘制度也影響了教師對教

學的認同感。最重要的是荷花獨中不健全的薪資制度也打擊了教師對教學工作的

認同感。在個人因子方面，一位教師瞭解華文教育發展的多寡會影響其對身為獨

中教師的認同感。而教師對在獨中進行教學工作是否具有使命感及其教學態度也

會影響其對獨中教師這一身份的認同感。 

 荷花獨中領導層皆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的教學認同感沒有達到

太大的效用，目前看來，僅能加速新手教師融入教學現場。對於提升教師工作認

同感的方法而言，學校唯有透過活動及利用教師之間的感染力以提升教師對其工

作的認同感。此外，比起著重於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學校應該強化教師的歸屬

感，尤其新手教師對教學工作的認同感。在個人因子方面，教師應該學著轉換角

度去看待事情。若教師擁有轉念看待事情的能力，其對於教學工作的認同感就不

會受太大的影響。而教師的教學年資長短也會影響教師對工作的認同感，通常工

作年資長的教師對獨中都有一定的認同感。  

 綜上而論，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廣理念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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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此與國內外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社群理念雷同。研究者

發現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與 Hord 與 Sommers（2008）所提出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性相符合，他們所提出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性分別為共享

的信念、價值和願景、共享和支持型領導、協作學習及實踐、支持性條件及個人

實務分享，但是有些特性的名稱仍需改變以符合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

性。 

 

表 5-1   

Hord 與 Sommers 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性與荷花獨中的特性對照表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性 

編號 Hord 與 Sommers（2008） 荷花獨中 

1 共享和支持型領導 價值領導、專業領導 

2 共享的信念、價值和願景 認同感 

3 支持性條件 支持性條件 

  4 個人實務分享 個人實務分享 

5 協作學習及實踐 同儕合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以下研究者依據以修改的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特性加以說明之： 

（一） 專業領導與價值領導：Hord 與 Sommers（2008）所提出的特性是共享

和支持型領導。對於荷花獨中而言，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是經

由教務處的專業領導而推展開來。價值領導（House, 1993）強調理念性價

值觀對領導的重要性，當組織裡的成員開始注意到，使他們與領導者共享

並成一體的理念性價值觀時，開始對集體願景和組織產生認同。而高度的

團隊凝聚理因此而發展，並反映在工作企圖心、利他、誠懇、正直和善盡利

益關係人職責（陳儀蓉，2006）。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行後，資

深教師以身作則參與及領導社群發展，其工作態度激發了組內教師的參與

感及對獨中的認同感，進而減少了荷花獨中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阻礙。 

（二） 認同感：Hord 與 Sommers（2008）所提出的特性是共享的信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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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願景，然而對於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而言，「認同感」更能體現

出該校教師在執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的特性。該校社群成員對於學校推

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目的雖不太清楚，但是在獨中教學而產生的認同感

讓資深教師願意帶領社群及協助學校推動社群。而學校教師普遍認同學校

為了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及統一學生學習品質而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故

雖然仍有部分教師對學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所怨言，但是他們仍然

認同學校所做的行政決定。 

（三） 支持性條件：荷花獨中教務處為配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特意讓

每一科都擁有兩節共同備課時間。此外，也提供了一個會議室供教師討論。

教務副校長也打開胸懷與運作困難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話以瞭解該組的

狀況並提供協助。 

（四） 個人實務分享：荷花獨中資深教師也會進入新手教師教室觀察及教學情

況，觀察後也會留下建議以改善該教師的教學。透過教學實踐以提升教師

的教學技能也是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模式之一。 

（五） 同儕合作：Hord 與 Sommers（2008）所提出的特性協作學習及實踐。

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均以資深教師為領頭羊負責推動及帶

領。該校社群教師均定時進行密集專業對話，讓資深教師及新手教師能透

過專業對話互相學習、提升教學技能及審視教學理念。 

 從 Hord 與 Sommers（2008）所提出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與荷花獨中

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性的異同之處而言，雖然荷花獨中在建立社群初期沒有明

確建立共享的信念、價值和願景，但是該校教師卻以對於荷花獨中的認同感替代

了共享的信念、價值和願景。而該校教師在這些年瞭解到社群的建立是為了學生

的學習品質及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之後，社群的發展也顯得百花齊放。 

 此外，雖然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仍有共享和支持型領導的特質，教

務副校長開放權力讓各學科自由選擇討論教學內容。而各科領頭羊亦開放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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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科內各級教師選擇集體備課時間及討論教學內容。然而該校推展初期多使用專

業領導帶領教師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而後三年各學科領頭羊皆盡忠職

守，參與推動社群運作，帶領科內教師進行集體備課。此行為無形中凝聚了別科

內教師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價值感，同時提升了教師參與度及投入度。 

 根據研究者發現，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五個特性各成為了推動因

素。在此個案上而言，專業領導與價值領導占了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

的最大因素。該校教師因教務處由上而下的強勢推行而參與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學校行政層級透過一聲令下的方式宣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展，教師全

無反抗權力皆得全面跟進。校長藉由自身的專業視野和學校願景及前教務副校長

的相關專業推展此政策，以專業領導和價值領導多少柔化了行政的強勢領導，並

使教師即使在感受壓力下，仍願意嘗試新的專業成長模式。而該校的資深教師由

於對學校發展的認同，願意投入帶領工作，此認同感驅使他們參與及推動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形成中間領導推力。 

 獨中課程繁多，教師通常無法擁有共同討論空間。而該校的教務處為了讓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順利進行，特意安排了各科的共同備課時間及提供一間會議

室供使用也讓該校教師能夠摒除所有教學工作聚在一起討論課程教學。此外， 

資深教師毫無私心分享教學經驗也讓整個社群運作順利，讓新手教師能夠從中

得到一些啟發及反思。資深教師及新手教師相互進行專業對話讓彼此之間多了

一些理解及合作，而此合作提升了雙方的教學專業能力。 

 以下圖 5-1 說明荷花獨中於 2011 年推動之際的情況。A1 校長有感於獨中特

殊的考試制度及推崇同儕學習理念，為了統一學生學習品質及提升教師專業，其

授權學校領導以高倡導高關懷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學校領導以支持性條件支

援新手教師及資深教師的社群運作。校內的非正式集體備課文化及資深教師願意

分享的氛圍使社群運作更為輕鬆。 

 



 

158 
 

 

 

 

 

 

 

 

 

 

圖 5-1 2011 年荷花獨中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圖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以下圖 5-2 可以說明現今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情況和推動

因素。學校領導層以專業領導及價值領導，利用教師對於學校的認同感連結了資

深教師及新手教師，帶領他們前往統一學生學習品質及提升教師專業的方向邁進。

而資深教師內在深厚的獨中情感讓他們願意成為領導層及新手教師之前的橋梁，

投過認同感驅使新手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此外，資深教師與新手教師除了在情感面上以認同感互相牽引之外，在專業

面上，彼此以同儕合作相互牽引，加深彼此的對話及專業合作。而新手教師則因

內在的專業需求而促使他們以實務分享與資深教師一同學習及成長。 

 而學校行政除了以領導帶領教師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外，其也需要提供

支持性條件如共同備課時間、備課地點等等以利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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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2014 年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圖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結論，針對個案學校、欲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華文獨立中

學、教師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茲列如下： 

壹、 對於個案學校的建議 

一、 學校領導層 

（一） 打造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增能活動 

 研究者發現諸多新手教師不了解學校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用意及目標，

他們往往在參與後才漸漸發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益處。因此，建議日後教務處

可在學期開始前辦一個講座會，讓新手教師及資深教師能夠深入了解社群。 

 學期中，教務處可邀請別校領頭羊前來分享該校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酸甜苦辣。透過與鄰近獨中社群交流可讓教師從中得到推行上的啟發。這不僅可

以相互交流教學心得，也可提升教學能力。 

 學校假期期間，學校可以聯合他校一起邀請專家學者辦講座或者研習營。除

了可以分攤費用外，他校教師的參與也會為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注入另

資深教師 

 認同感            支持性條件  

學校領導 新手教師 

專業需求 

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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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活水。不僅可以刺激思考之外也可以見彼思己，進而思考社群的未來計畫。

此外，學校也可以聯合他校辦一場教學研習營，透過觀看別校教師公開授課，教

師可以從中協助彼此教學相長且分享教學資訊及資源。 

 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期間，有些教師表示自身的教學專業不足以應付教學

設計的討論。因此建議教務處深入了解各科教師迫切需要提升的課程之後安排相

關師資前來講課以提升教師的技能。 

 研究發現，資深教師提到該校諸多教師缺乏教師的基本能力與心態。因此學

校應該多辦提升教師基本能力與心向的課程，培養他們願意學習和開放的心態。

好的老師是願意學習及分享的，也要喜歡與學生互動。荷花獨中可以將其要求的

教師能力特質列出來，然後根據該能力特質安排相關課程。學校提供教師素質的

大方向，而專業成長就仰賴科內教師相互激盪成長。 

 對於新手教師而言，教務處可在尚未開學之前安排一系列的培訓課程好讓新

手教師能夠更快融入荷花獨中的環境。若是情況允許，教務處皆可安排一位資深

教師負責照顧一位新手教師。此導師制度不但可以讓新手教師在教學上有個諮詢

的對象，也可讓其更快融入學校的行政脈絡。 

（二） 學校行政持續扮演支持、協調及安穩人心的角色 

 根據研究者的研究發現，荷花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有別於多由下

而上催動的台灣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該校由上而下地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

期，讓教師稍有怨言也願意配合學校的行政決定。教務處除了給於各科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固定的共同備課時間之外，其一切活動應以共同備課時間為先，如安排

代課教師應先避開在該段時間備課的教師、如非重要活動，盡量避開共同備課時

間。 對於心理負擔大的教師，教務處可以連同輔導處提供輔導服務，與教師一起

找出無法投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原因並一同尋找解決方案。 

 部分訪談者提到學校備課空間不足，尤其是考試期間，原先共同備課的教室

偶有其他科別的教師以討論考題為由徵用，在辦公室座位上討論則因學生進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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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干擾。因此教務處可代教師向行政層要求多一間擁有投影機、白板、電腦的

討論室讓教師可以隨時更改紀錄和當場演練，此外設置可存放各科的教案方便各

科討論期間可以翻閱以前的資料（書面及電子檔）。 

 此外，高階行政層級可成為教師及董事部之間良好的溝通橋樑，減少猜疑及

摩擦進而讓教師擁有一個穩定的教學環境。針對資深教師對荷花獨中的解聘制度

缺乏信心造成無法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有些得兼職第二份工作才能保障生活所需。

在此建議學校在資深教師的聘請制度上多一些保證政策，如三年合約或設立退休

金完善政策等。 

 教務處可以將該校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來的學生成績進行分析，從中

找出專業學習社群是否擁有正面的推動力或不足的地方。此外，為了讓教師更能

清楚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學校可以考慮實行帶班制，即是同一位教師連續三年

擔任同一班的班導師。教師就能長期觀察班上學生的學習狀況，從中得知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對學生的學習有何改變。 

（三） 營造同儕關懷與肯定的氛圍 

 誠如訪談者所說，資深教師留在獨中工作大半是對華文教育及教學保有熱誠。

因此，讓其教學或付出得到同行的肯定比得到任何物質上的獎勵來得重要。在此

建議教務處可以每一年選拔出運作良好或擁有設計良好教案的科別社群並在正

式場合給予獎勵以茲鼓勵。此外也可以挑選出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教學研習營的科

別社群。這除了可以鼓舞教師士氣之外，也能讓別科的教師社群以該科為奮鬥目

標。教務副校長可以邀請運作良好的科社群在科主任會議上分享其運作及未來規

劃。這讓表現良好的社群得到肯定的感覺之外，也能讓他組能從中尋找自己的方

向。 

 此外也建議該校在雲端分享的教案等均可由全校教師搜尋且下載。以後待教

案數量齊集時，可以藉由出版教案作品集分享給全馬獨中以供參考。這不但可以

將知識結晶品分享出去也能藉由交流提升其他學校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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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找到適合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模式 

 根據研究發現，諸多科別在運作上遇到了各自的問題，如書寫能力不足、教

案不應該以月份區別而應以章節區隔、科內各組的領頭羊不明確讓教師不敢接下

大任協助新手教師、一級只有一位教師教學難以和其他教師進行備課等問題。在

此建議為了解決社群仍有領頭羊不明確的問題，教務處明文規定各級別及各組別

均須指定領頭羊負責以減輕資深教師擔心「名不正、言不順」的狀態。至於書寫

能力不佳的科別，教務處可以安排小助理協助其整理會議紀錄，好讓科社群可以

全心全意投入專業對話。至於欲以章節為一個單元的社群，教務處也應讓其依照

該科別認為最適合社群運作的方式經營該科的集體備課（如歷史科的教案以章節

為一個單元時討論課程會較能銜接事件的前因後果）。而一級只有該教師教學的

問題，教務處可以請該科主任安排一位資深教師與之討論或由科主任與該教師一

同討論課程。 

 對於觀課的部分，研究者則建議資深教師或科主任可以在教師教課前熟悉其

備課的教案或者該教師在教案設計後請教資深教師一些建議。然後在教課當天資

深教師去觀看教師的教學過程，就可以看到教學效果，進而可以提供更好的意見。 

（五） 深化教師的「認同感」 

 研究者發現，眾多資深教師或積極的領頭羊多為校友或是了解華教歷史的教

師。「認同感」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推動因素。在此建議，行政處高階主

管如校長、副校長等均可以以口頭稱讚對社群貢獻良多的教師。對於社群不太熱

心的教師，領頭羊可以多與他們溝通拉近彼此關係。除了讓教師感覺有專業成長

夥伴之外，在生活上也多了一群可以互相扶持的朋友。 

 學校也可多辦聯誼活動、華教歷史或學校歷史回顧展覽。活動除了以華文展

示之外，也以馬來語及英語敘述，讓其他族群的教師也能了解進而產生感情。關

係拉近之後，教師在討論教學計畫的時候就會侃侃而談也不會顧左右而言他。這

不但可以讓教師得到最直接的回饋也能聽取對方是真心為他好的建言。這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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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華人含蓄文化帶來的言不由衷的表達方式。 

（六） 創造組織學習的環境 

 一間學校能夠茁壯成長除了仰賴教師的教學專業之外，行政處的辦事能力也

會左右學校的成長。因此建議荷花獨中的行政層級也應該推行專業學習社群，藉

由行政團隊的專業對話，讓各處室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融洽。在溝通的當下，體

諒對方的處境進而互相協助彼此在行政事務上遇到的問題。行政層級提升行政能

力之外也能體諒教師的進行社群時候遇到的問題。而教師也能感覺到行政層級對

於專業學習的運作並非只用口頭指示，也在切身體驗專業學習社群的好處。 

二、 資深教師 

（一） 捨棄單打獨鬥的教師文化 

 根據荷花獨中的受訪教師表示，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藉由社群內的

專業對話及同儕合作的過程中，在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及學生學習情形上都有

正向的影響。 

 在教育現場上長期單打獨鬥的教學情形，不但耗費資深教師的能量，也會漸

漸讓教師故步自封。其實與幾個同道中友聚在一起討論教學、分享教學經驗，不

僅進行專業知能、經驗上的分享與交流，而且可以獲得支持與陪伴的力量，在增

進專業成長上更有動力。所以資深教師應該要捨棄一個人封閉的教學現場，而應

該開放教室，邀請夥伴進入教室一同討論及分享，共同關心專業成長與學生學習

的議題。 

（二） 以學生的學習成效作為自己專業成長的依據 

 根據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教師將自己的專業成長情形以學生學習成果做檢

視。有些教師會注意到學生在課堂上的吸收程度或是學生做作業的用心程度皆可

以成為教師檢視教學的依據之一。 

 故資深教師應該以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更好為出發點，以教學的過程，如流程

的安排、教學設計，甚至課後測驗的設計，不再只是以自己如何教比較方便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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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而應該站在學生的角度來作思考來做總結與呈現，如此就能兼顧自身的專

業成長及學生的學習成果考量。 

三、 新手教師 

（一） 打開胸懷、虛心學習 

 研究者發現有些科主任會為了顧忌新手教師的自尊心而未敢主動提供協助

新手教師的教學工作。其擔心主動提供協助會傷害新手教師的自尊心受創而導致

他們離職。此外，科主任也發現有些新手教師羞於開口詢問或者請求協助，這也

導致科主任難以介入提供資源及協助。因此新手教師可以打開胸懷，虛心及大方

地向資深教師請教。 

（二） 增強教育使命感 

    有些新手教師僅把教學工作當成一份工作，而非熱心於獨中教育而當上教師。

因此並非所有新手教師都會盡心盡力投入較學工作。除了學校行政應協助新手教

師提升教學認同感之外，新手教師本身也應該認真看待教學工作。教學工作不是

一個簡單的工作，不僅僅教學，其還包括身教及言教。除了教學專業能力之外，

理解荷花獨中的教育理念及認同其核心價值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唯有這樣，

新手教師才能在該學校工作愉快兼實踐其自我成就感。 

貳、 對於欲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華文獨立中學的建議 

一、 一套按部就班的推行計畫 

 根據研究發現，教師對於學校推行的任何新政策都會有抗拒的心態。其主要

原因為原先習慣的事情將要重新適應一個新的做法而產生的自然反應。然而在推

行初期，學校有責任詳盡及有計畫地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及作法帶入學校

行政內。反之，教師的反彈會比想像中的大，這不但阻礙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推行也會讓日後的運作徒增障礙。除了推行一系列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講解會

之外，學校可以讓教師先行參與區域性的集體備課，熟悉其運作及觀察他校的成

效之後再推行更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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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完善的行政支持與協助 

 本研究發現荷花獨中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歷程中，行政層級尤其是教

務處基於服務的立場上，除了提供排課的協助之外，其也盡可能滿足各科社群的

場地資源借用的要求。行政層級，尤其是校長及副校長到社群關係陪伴的行動也

能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這會讓教師更投入於社群運作。

因此，行政層級應當在學校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給於的服務及支持，在結構

性條件如時間、地點，關係性支持如陪伴及鼓勵等都能協助社群順利地運作。 

三、 推行因地制宜的社群發展模式 

 根據研究者發現，馬來西亞的華文獨立中學皆是不同的個體，各自在不同的

環境下辦學，因此學校在運作上均有不同之處。因此，對於欲推行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獨中而言，切勿照本宣科地依據教科書上的推行計畫及指示，其必須考量

學校結構性條件，如行政協助、教師人數等因素。此將影響學校在推行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時應該各科都進行集體備課或是只有興趣的教師組成社群的要素之一。

此外，社區及學校領頭羊是否能接受教師做出教學改變也是一項重要因素。故學

校必須多方評估學校的條件之後，將運作方式調整適合學校的作法及脈絡。唯有

這樣，學校才能夠推行得比較順利。 

參、 對於董教總的建議 

一、 開辦推動社群發展的課程  

 多間大型獨中已在校內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多年，董教總應順應整體獨中

的發展趨勢，開辦與社群有關的專業課程以符合教師的需求。除此之外，董教總

也應該提供專家學者或經驗豐富的社群領頭羊前進中小型獨中協助社群建立及

推動社群發展。 

 除了協助中小型獨中啟動社群運作之外，董教總也應提供課程讓各校的社群

領頭羊或社群負責人深造以確保社群持續運作。增能課程不但可以加強社群動力

也可以使社群運作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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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為各獨中社群之間的關係橋梁 

 各校社群的運作大部分屬於校內事務，然而提升教師教學能力除了校內互相

觀課之外，也應該加強各獨中社群之間的聯繫。除了可以舉辦各區域獨中不同科

目的教學觀摩會之外，其也應打造一個全國獨中分享教學經驗的平台，讓教師能

夠共享教案及上台演示。每年一次的全國獨中教師教學觀摩會也應該給於實質上

的獎勵以鼓勵各教師打開教室之門的決心。 

 如今，除了雪隆區及鄰近獨中定時聚在一起討論教學及演示教學之外，其他

區域獨中尚未組成跨校社群分享平台，因此董教總應協助各區域鄰近獨中組成跨

校社群分享平台，好讓各獨中社群教師可以藉由觀看他校社群教學及經驗分享提

升教學能力。 

肆、 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成果關係的議題 

 目前在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的相關研究多注重於學校的行政運作現況及

過程，對於社群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成果的議題較少。故在日後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研究可以採取量化調查研究，或是透過實行已久的個案學校做深入的研

究，進一步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學習關係的相關議題。 

二、 轉換研究角度 

 從研究過程來看，該校的某些科別社群的推行過程及歷程均表現出不同的運

作及領導力，此可成為社群的研究個案。透過某一科別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

展歷史，從中研究出該科別在遇到阻礙的時候以甚麼方法繼續推動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尤其是領導力這一部分。顯然在由上而下的行政政策決定的獨中系統裡，

身為領頭羊的教師如何扮演中間領導角色，以甚麼方法說服及讓教師配合學校的

行政決定也是一個值得深思探究的議題。 

三、 探討其他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個案 

 據研究者所知，已有多間馬來西亞獨中推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多年。建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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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以挑選不同的獨中為個案，探討該獨中在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故事。

不同地區的獨中環境、行政支持和教師的組成都會影響該校社群的運作。藉由研

究各地區獨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瞭解各獨中所面對的問題及所需的發展條

件。 

四、 研究由下而上推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個案 

 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由上而下推行的個案，建議未來可以研究馬來西亞獨

中之間由下而上推展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信此研究必能提供想要在學校推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一個典範以作為參考。 

五、 運用量化資料探究專業學習社群 

 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的方式分析該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究者建議後續研

究可以以量化的研究方式探討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未來研究者可以使

用問卷方式及學生成績分析以對該主題做全面性的了解。 

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進行此研究歷時近一年，在閱讀文獻、反覆咀嚼逐字稿及觀察紀錄的同時，

研究者時常在思考本研究的價值性為何，除了是研究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第一人之外，是否能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帶來一些貢獻。此論文或許不是有何

創見，所幸能為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留下紀錄，深描獨中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的一頁，未來或許可以提供其他獨中學校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

之參考。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特殊的大環境下，學校領導層多握有絕大的決定權，

因此皆是由上而下的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然而最讓研究者訝異的是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若要運作順利，教師對於學校或華文教育的認同感是決定社群運作順利

的關鍵因素。「情感」因素成了推動的最大的助力，綜觀荷花獨中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表現積極的領頭羊多為該校的校友或是工作資歷立良久的獨中畢業教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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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校內教師對於學校認同感程度高時，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將會省去很多阻力；

反之，推動工作將會費時良久。 

 這一點與臺灣由下而上推動的社群情況一樣，教師對社群的「情感」的程度

多寡都會影響該社群的運作及產出。在華人世界而言，「情感」、「關係」及「認

同感」似乎都成了改革的必要因素。 

 此外，近兩年來臺北市內各國高中教師除了會參與校內的學科發展會議之外，

為數不少教師也會參與跨校的社群。除了能夠分享資源之外，教師們都樂於和別

校教師交流。跨校分享與交流的現象尚未出現在獨中，原因之一可能是各校仍在

處於相互競爭的局面，台北市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馬來西亞獨中一些新的想像，

跨校新的競合關係或許可以是獨中專業學習社群可以考慮的推動策略。 

 董總的教育觸覺也不如各大型獨中來得敏銳，從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一事

而言，籌辦社群推動工作坊多為大型獨中向外邀請專家學者主講。身為各獨中之

首的董總應該要時時貼近教育發展趨勢，籌辦一些工作坊協助財力不足的中小型

獨中。奈何近期董總發生的風風雨雨加劇眾獨中對其的失望及擔憂。 

 此外不同與臺灣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對獨中而言，一位有教育遠見

的領導者是獨中非常需要的關鍵。獨中的教師文化較少鼓勵教師站出來當領頭羊

進行教育改革，因此學校領導者的教育格局就是牽動該校教育水準的繩準。 

 從接洽第一間推行社群的獨中失敗後，荷花獨中校長對此研究題目感到興趣。

因此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校長也表明欲藉由此研究成果給於該校社群一些建設

性的建議。教務處分別隨機性挑選了在社群表現積極及消極的教師及領頭羊作為

受訪對象，學校想藉由訪問幾個運作不錯或是運作有阻滯的社群教師以了解該社

群的全面性情況。 

 在臺灣有幸接觸一些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研究者看到教師對教學的熱誠及

教師們全心全意為學生未來著想的心意所感動。教師之間互相鼓勵著、激勵著也

彼此鞭策。因此，研究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時刻擔心生源的各華文獨立中學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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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洞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諸多好處，尤其是促進校內資深教師及新手教師的

「經驗對話」以提升新手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之外，各校將會藉由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以加速教師的教學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 

 

 

 

 

 

 

 

 

 

 

 

 

 

 

 

 

 

 

 

 

 

 

 



 

170 
 

參考文獻： 

壹、 中文部分： 

丁琴芳（2008）。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丁一顧（2011）。淺談中小學教師夥伴合作學習。教師天地，175，38-43。 

王文科（1999）。教育研究法。臺北市：五南。 

王巧萍（2011）。台中市一所國小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個案研究—以曙光學

習社群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王淑慧（2015）。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師在職進修之教育專業文憑課程。臺

灣教育評論月刊，4(3)，67-73。 

王為國 (2007) 。從實務社群談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研究，2 (2) ，41-

63。 

甘育萍（2006）。國民小學校長營造教師社群行為與教師專業社群表現關係之研

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北市。 

石曉玫（2008）。運用學習社群提升偏遠地區幼稚園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以南

投縣國民教育幼兒班教師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朝陽科技大學，臺中縣。 

佐藤學（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變。臺北市：

天下雜誌。 

何文純（2007）。國民小學社會資本與學習社群關係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何欣怡（2011）。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團體動力對創意教學關係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臺中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事業經營碩士班，臺中市。 

吳明清（1990）。正視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一週教育論壇，388-395。 

吳芝儀、李奉儒等譯（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市：桂冠。 

吳貞慧（2011）。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過程與成效之個案研究-以星星

 



 

171 
 

國小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吳清山（2001)。知識經濟時代的教師多元進修。教師天地，115，4-13。 

技職教育成為專業。東方網。取自：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67

692:&Itemid=242 

李子建、尹弘飈、周曉燕（2008）。以「4-P 模式」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香港「優

化教學協作計劃」的經驗。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4（2），17-48。 

李寬榮（1994）。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的誕生、成長和展望。華文世界，72，

101-111。 

李瑞娥（2004）。國民學校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學習型學校模型之建構（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市。 

李曉芬（2011）。聽種子說故事：特輔班學生知覺學校經驗之敘說研究－以馬來

西亞尊孔華文獨立中學之特輔教育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臺北市。 

杜美慧（2011）。國小教師發展多元文化教育教學信念與教學實踐之研究─以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東海大學，臺中市。 

每年爆滿學生望門興歎‧董總吁速增建獨中。星洲日報。取自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273772。 

連續 12 年增長‧獨中生逾 8 萬創新高（2015 年 2 月 15 日）。星洲日報。取自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409000?tid=1。 

沈天奇（2004）。華文中學改制。董總 50 年特刊。 

辛俊德（2009）。國民小學社群特徵與教師教育信念及專業表現關係之研究（未

出版博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林旭霓（2004）。校園中的數學研究社群－一所國小的個案研究（未出版碩士論

 



 

172 
 

文）。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臺北市。 

林開忠、鍾宜興主編（2011）。東南亞教育：發展、現況與省思。臺北市：巨流。 

林國安（2007 年，6 月）。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課程結構調整的理論思考與實

踐考察[A]。「華研人文沙龍」論文發表會，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林進材（1999）。教學研究與發展。臺北市：五南。 

林進材（2009）。寫一篇精彩的學位論文。臺北市：五南。 

施心梅（2009）。臺北縣國民中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發展關係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新北市。 

柯嘉遜（2002）。馬來西亞華教奮鬥史。馬來西亞：董教總教育中心。 

柳雅梅（譯）（2006）。學校是專業的學習社群－專業發展的合作活動與策略（原

作者：S. M. Roberts, & E. Z. Pruitt）。臺北市：心理。 

倪惠軒（2011）。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個案研究－以彩虹國小為例（未出

版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唐有毅（2005）。花蓮縣深耕種子教師到校輔導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花蓮教育大學，花蓮縣。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 185 年簡史（1819-2004）。馬來西亞：董教總。取自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

d=817&Itemid=77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教總獨中工委會（2007）。2007 年整體報告

書。馬來西亞：董教總。取自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

&layout=blog&id=120&Itemid=95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教總獨中工委會（2008）。2008 年整體報告

書。馬來西亞：董教總。取自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

&layout=blog&id=120&Itemid=95 

 



 

173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教總獨中工委會（2012）。2012 年整體報告

書。馬來西亞：董教總。取自

http://www.djz.edu.my/resourc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

&layout=blog&id=120&Itemid=95 

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2005）。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改革

綱領。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華效董事聯合會總會。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主編），董總 50 年特刊（1954-2004），馬來西亞: 

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高淑清 (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 : 揚帆再訪之旅。高雄：麗文文化 

高博銓（2008）。學校學習社群的發展與挑戰。中等教育，59（4），8-19。 

梁英明（1999）。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考試。載於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教

育科技巻編輯委員會（頁 178），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教育科技卷。北京：中

國華僑出版社。 

莊文玲（2007）。臺北市國民小學國語文教師之創新教學能力調查研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許詩珮（2010）。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之研究－以同德國小閱讀教學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郭生玉（2012）。心理與教育研究法：量化、質性與混和研究方法。臺北市：精

華。 

郭丁熒（2005）。教師。載於台灣教育社會學會（主編），教育社會學（頁 305-344）。

臺北市：巨流。 

陳玉甄。國小過剩華小需增建‧董總促檢討建校政策。星洲日報。2011 年 3 月

19 日，取自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197128。 

陳佩英（2012）。教師專業發展的第四條路：學習社群實踐的理論轉化。於教育   

願景 2020（頁 307-358）。臺北：學富文化。 

 

http://jiazong.com.my/jz_guideNewsDtl.php?forum_id=10&topic_id=721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197128


 

174 
 

陳佩英、焦傳金（2009）。分散式領導與專業學習社群之建構：一所高中教學創

新計畫的個案研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4（1），55-86。 

陳美玉（1996)。教師專業─教學理念與實踐。高雄：麗文。 

陳美玉（2002）。教師個人知識管理與專業發展。臺北市：學富文化。 

陳榮華（1987）。個案實驗法在教育上的應用。載於中國教育學會主編，教育研

究方法論（頁 62-94）。臺北市：師大書苑。 

陳儀蓉（2006）。新領導典範－價值導向式領導理論之概述。T & D 飛訊，國家

文官培訓所。 

華文獨立中學工委會（2008）。華文獨中工委會工作總結、檢討與展望。馬來西

亞：董教總教育中心。 

張淑珠、陳世佳、林啟超（2008）。輔導員學習社群知覺與其專業發展之關係研

究─以彰化縣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輔導團為例。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

刊，1（2），77-100。 

黃政傑（1996）。從課程角度去看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天地，83，13-17。 

黃淑玲（2011）。馬來西亞教育發展、現況與省思。載於林開忠、鍾宜興（主編），

東南亞教育發展、現況及省思（頁 103-140）。臺北市：巨流。 

黃禎玉（2004）。獨中教育從復興到教改。載於董教總（主編），董總 50 年特刊

（1954-2004）（頁 429-442）。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黃禎玉（2013）。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校本教師專業發展」之現況。教育資

料集刊，58，25-42。 

黃維（譯）（2003）。實踐社群－推動學習型組織之鑰（原作者：E. Wenger, R. 

McDermott, & W. Snyder）。臺北市：天下文化。 

楊先芝（2010）。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的專業對話之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楊振富譯(2002)。學習型學校(原作者: Senge P. M.)。臺北市:天下文化。 

 



 

175 
 

葉重新（2001）。教育研究法。臺北市：心理。 

董教總（2005）。馬來西亞華教常識手冊。吉隆坡：董教總。 

董總 50 年特刊（1954-2004）（2004）。馬來西亞： 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廖俞青（2010）。臺中縣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社群與專業發展關係之研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中台科技大學，臺中市。 

廖淑霞（2012）。一個「自主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熊珮琪（2003）。國小數學種子教師培育團體之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臺北市。 

臺灣教育部（2009）。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臺北：教育部。 

趙志成、何碧愉、張佳偉、李文浩（2013）。學校改進理論與實踐。香港：香港

教育研究所。 

劉芳（2011）。基隆市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態度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劉明玉（201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對個人－工作契合度之影響以工作壓 

  力為干擾變數（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大葉大學，彰化縣。 

歐曉菁（2011）。新北市國民小學學校行政支援之研究--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例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市：心理。 

潘慧玲（2004）。教育論文格式。臺北市：雙葉。 

蔡美娟（2011）。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社群互動、自我導向學習與工作投入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大葉大學，彰化縣。 

鄭良樹（1998）。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

教師會總會。 

鄭良樹（2005）。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簡史。吉隆坡：南方學院出版社。 

 



 

176 
 

薛玉綢（2010）。國民小學實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功能、困境與改進策略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 

簡紅珠（2007）。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改善：借鏡日本小學教師的學科研究。教

育研究月刊，158，130-140。 

簡婉娟（2002）。教師專業成長、進修需求與教學效能感之研究－以臺北市公立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為對象（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臺北市。 

鐘靜（2010）。學校層級數學教學領導者培育與專業學習社群經營。教育研究月

刊，190，5-15。 

 

 

 

 

 

 

 

 

 

 

 

 

 

 

 

 

 

 

 

 

 

 

 

 

 

 



 

177 
 

貳、 西文部分： 

Boggs, H.L. (1999).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school change: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of teachers intergrating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60(2), 291.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AAT 9919843) 

Darling-Hammond, L. (1997). The right to learn: A blueprint for creating schools that 

work.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Day, C. (1999). Developing Teachers: The Challenge of Lifelong Learning. England: 

Falmer. 

DuFour, R., & Eaker, R. E. (1998).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t Work: Best 

Practices for Enhancing Student Achievement. Bloomington: Solution Tree. 

DuFour, R., & Eaker, R., (2008). Revisit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t 

work. Bloomington, IN: Solution Tree. 

Fullan M. (1991).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2nd ed). N. Y.: Teacher’s 

College Press/OSIE Press, PP 77. 

Fullan. M., & Hargreaves. A., (1992). What’s worth fighting for in your school? 

Buckingham: Open Universtiy Press.  

Fullan. M., (2007). 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versity Press. 

Hairon, S., & Dimmock, C. (2011). Singapore schools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chool leadership in an Asian 

hierarchical system. Educational Review, 1-20. 

Hipp, K. A., Huffman, J. B., Pankake, A.M., & Olivier, D.F (2008). Sustain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Case studi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 

9(2), 173-195. 

 



 

178 
 

Hipp, K. K., Huffman, J. B. (2010).Demystify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school leadership at its bes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Education.  

Hord, S. M. (1997).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Communities of continuous 

inquiry and improvement. Austin, Texas: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Hord, S. M. (2004).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 overview. In. S.M. Hord 

(Ed.), Learning together, leading together: Changing schools through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pp.5-14). New York &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Hord, S.M., & Sommers, W.A. (2008). Lead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Voices from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House, R.J., & Shamir, B. (1993). 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formational, 

charismatic and visionary theories of leadership. In M. Chemmers & R. Ayman 

(Eds.), Leadership: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uffman, J.B., & Hipp, K.K. (2003). Reculturing schools a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Kruse, S. D., Louis, K. S., & Bryk, A.S. (1995). An emerging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chool-based professional community. In K.S. Louis, S. Kruse, & Associates (Eds.),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unity: Perspectives on reforming urban schools. Long 

Oaks, CA: Corwin. 

Lieberman, A., & Miller, L. (2004). Teacher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Bass. 

Lincoln & Guba (1985). .Natu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Sage Mclaughlin, M.W., 

 & Talber, J.E. (2001).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work of high school 

 teach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laughlin, M.W., & Talber, J.E. (2006). Building school-based teacher learning 

 



 

179 
 

communities: teach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 America’s Future (1996). What matters most: 

Teaching for America’s future. Retrieved from 

http://www.eric.ed.gov/PDFS/ED395931.pdf 

Newmann, F. M., & Wehlage, G. G. (1995). Successful school restructuring: A report 

to the public and educators by the Center on Organ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Schools. Madison, WI: Wisconsin Center for Education Research.  

Patterson, J.A. (2006).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6-8 middle schools: Natural 

complements or another bandwagon in the parade. Middle School Journal, 37(5), 

21-30.  

Peter Block (1993). Stewardship. San Francisco: Berett-Koehler. 

Pfeffer, J., &; Sutton, R. I. (2000).The Knowing-Doing Gap: How Smart Companies 

 Turn Knowledge into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Roberts, M.S., & Pruitt, E. Z., (2003). School a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Rosenholtz, S. (1989).Teachers’ work plac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tronge, J.H., & Tucker, P.D. (2003). Handbook on teacher evaluation: Assess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Larchmont, N.Y.: Eye On Education. 

Vartanian-Gibbs, E.A. (2000). Power, partnership and professionalism: A model for 

needs-base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61(1), 140.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T 9959249) 

 

 

 



 

180 
 

附錄 

附錄一 田野研究同意書 

2013.09.12 

敬愛的校長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陳佩英副教授，是吳佳美同學的論文指導教授。

佳美今年暑假有回馬來西亞並尋找可以進行田野研究的學校，佳美經和我討論後，

決定選擇您所帶領的□□中學進行研究。 

    佳美的研究主題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亦即教師透過社群分享教學實務而進

行的專業成長。由於得知好朋友□□校長曾經為□□中學老師們帶過工作坊，想必

老師們應該認識學習社群並付諸了實施。佳美想了解教師們以專業學習社群對於

他們自己的專業成長之助益，以及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和對學校發展的可能關係。 

    若能蒙校長的應允和□□中學老師們的協助，佳美便可於 1 月回國進行正式

的田野和訪談工作，希望能於下年度的暑假前可以完成論文。 

     

    若您對佳美的研究有任何問題想進一步了解，歡迎您隨時提出，我很樂意回

答。 

 

再次感謝您對於佳美的愛護與協助 

 

敬祝        平安喜樂 

 

 

 

 

 

佩英上 

 

陳佩英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TEL: 886-2-77□□□□□ 

EMAIL: □□□@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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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壹、 校長訪談大綱 

 

個人背景： 

您擔任校長職務多久？ 

對於學校的帶領想法是如何? 

您之前有待過其他學校嗎？跟以前的學校比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學校的優勢什麼？有什麼挑戰？（招生、升學、師資、社區。。。） 

您如何看獨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對本校發展的影響是什麼？ 

擔任校長在學校發展上會遇到哪些挑戰？學效能提供的資源或支援有哪些？獨

中系統或董總可有哪些幫助？ 

 

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情形 

1. 就您的了解，學校的教學困難點是什麼？如何解決問題？ 

2. 貴校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原因是甚麼？有哪些具體的目標或策略?這些

目標或策略是如何產生的？ 

3. 貴校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過程為何？目前採取哪些運作方式？ 

4. 目前校內有幾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同科還是跨科？以什麼樣的方式進

行互動？ 

5. 您認為校長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角色為何？ 

6. 您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領導者應該具備哪些能力？校長如何促使社群

的啟動與發展？ 

7. 您認為教師間的「合作」對於教師專業社群的意義為何？ 

8. 您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順利的關鍵因素為何？ 

9. 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歷程中，對於貴校產生哪些變化？您有甚麼看法

？ 

10. 貴校的行政層級，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供哪些協助？在結構支持（如共同

討論時間和地點等）方面？在關係支持（信任關係等）方面？是否有應用到

專家資源或外部資源的投入？哪些學校層級的支援和協助有發揮較大的效

用？ 

11. 貴校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行上，曾經面臨了哪些困境？有何改進的途徑

？ 

12. 就您的了解，貴校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針對教師專業成長的提升，採取

了哪些具體有效的策略或做法？ 

13. 您覺得貴校在實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後，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的能力產生哪

些改變？是否有進行省思？ 

14. 您覺得貴校在實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第一年與第二年的最大改變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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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以什麼樣的方式，將專業學習成長與學生學習成果

進行連結？如何檢視？ 

16. 貴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學生學習學習態度或表現是否有明確的效果

？效果如何？ 

17. 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產生了哪些實質的專業成長效果？這些成長

效果和學校發展是否有何關聯？可以從哪些面向來了解？ 

18. 請問教師專業專習社群的下一步是什麼？對學校發展、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

學習可以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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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任訪談大綱 

 

個人背景： 

您擔任主任職務多久？ 

教導什麼科目？ 

為甚麼會選擇在這間學校工作？ 

對於學校推行教師專業成長團體想法是如何? 

 

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情形 

1. 教師在獨中教學所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如何尋求協助？學校提供了哪些幫

助？ 

2. 擔任主任在學校發展上會遇到哪些挑戰？學校能提供的資源或支援有哪些？

獨中系統或董總可有哪些幫助？ 

3. 獨中教師所遇到的教學挑戰有哪些？需要哪些協助？ 

4. 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原因是甚麼？有哪些具體的目標或策略?這些目

標或策略是如何產生的？ 

5. 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階段為何？採用了哪些運作方式？ 

6. 請問別的主任有給予幫助嗎？ 

7. 目前的教師專業社群多傾向以哪個方式進行互動？鼓勵同科還是跨科？ 

8. 您認為領頭羊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角色為何？ 

9. 其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上需具備哪些特質？ 

10. 您認為教師間的「合作」對於教師專業社群的意義為何？ 

11. 您認為您所參與的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順利的關鍵因素為何？ 

12. 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歷程中，對於學校產生哪些變化？您有甚麼看法

？ 

13. 您如何促使行政層級給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協助？在行政支持、關係支持

、尋求外部資源如經費或專家資源？您覺得哪些學校層級的支援和協助有

發揮較大的效用？ 

1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後，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的能力產生哪些改變？他們

以什麼樣的方式，將專業學習成長與學生學習成果進行連結？ 

15.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學生學習學習態度或表現是否有明確的效果？對您

產生了哪些實質的專業成長效果？這些成長效果和學校發展是否有何關聯

？可以從哪些面向來了解？ 

16. 您覺得以後可以如何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更具效果呢？ 

17. 在推動專業學習社群的過程中，校長有提供哪些協助？期待校長哪些協助？ 

18. 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過程中，除了學校，獨中系統或董總可以提供哪些

實質的協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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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資深教師訪談大綱 

 

個人背景： 

您擔任教師職務多久？ 

教導什麼科目？ 

為甚麼會選擇在這間學校工作？ 

對於學校推行教師專業成長團體想法是如何? 

 

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情形 

1. 在獨中教學所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如何尋求協助？學校提供了哪些幫助？ 

2. 您何時開始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3. 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原因是甚麼？有哪些具體的目標或策略?這些目

標或策略是如何產生的？ 

4. 過去與現在教師專業發展有什麼不同？ 

5. 您所參與的社群是被分派還是自由選擇？其功能及目標為何？ 

6. 現在該社群採取哪些運作方式？如何互動？參與了多久？ 

7. 您認為領頭羊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角色為何？重要嗎？ 

8. 您認為教師間的「合作」對於教師專業社群的意義為何？ 

9. 請問有需要您帶領年輕教師一起專業發展嗎？彼此專業是否足夠支持對方

專業發展？ 

10. 您認為您所參與的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順利的關鍵因素為何？ 

11. 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歷程中，對於您的教學產生哪些變化？您有甚麼

看法？ 

12. 您覺得哪些學校層級的支援和協助有發揮較大的效用？ 

13. 您覺得貴校在實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後，您在課程與教學的能力產生哪些

改變？以什麼樣的方式，將專業學習成長與學生學習成果進行連結？ 

1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學生學習學習態度或表現是否有明確的效果？效果

如何？對您產生了哪些實質的專業成長效果？ 

15. 這些成長效果和學校發展是否有何關聯？可以從哪些面向來了解？ 

16. 您覺得以後可以如何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更具效果呢？ 

17. 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過程中，除了學校，獨中系統或董總可以提供哪些

實質的協助？ 

18. 若有其他工作機會，您會想離開教職嗎？理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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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輕教師訪談大綱 

 

個人背景： 

您擔任教師職務多久？ 

教導什麼科目？ 

為甚麼會選擇在這間學校工作？ 

對於學校推行教師專業成長團體想法是如何? 

 

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情形 

1. 在獨中教學所遇到的困難有哪些？如何尋求協助？學校提供了哪些幫助？ 

2. 您何時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自願的嗎？ 

3. 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原因是甚麼？有哪些具體的目標或策略?這些目

標或策略是如何產生的？ 

4. 您所參與的社群是被分派還是自由選擇？其功能及目標為何？ 

5. 現在該社群採取哪些運作方式？如何互動？參與了多久？ 

6. 您認為領頭羊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角色為何？重要嗎？ 

7. 您認為教師間的「合作」對於教師專業社群的意義為何？ 

8. 您認為您所參與的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順利的關鍵因素為何？ 

9. 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歷程中，對於您的教學產生哪些變化？您有甚麼

看法？ 

10. 您覺得哪些學校層級的支援和協助有發揮較大的效用？ 

11. 您覺得貴校在實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後，您在課程與教學的能力產生哪些

改變？以什麼樣的方式，將專業學習成長與學生學習成果進行連結？ 

12.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學生學習學習態度或表現是否有明確的效果？效果

如何？對您產生了哪些實質的專業成長效果？ 

13. 這些成長效果和學校發展是否有何關聯？可以從哪些面向來了解？ 

14. 您覺得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好處是什麼？對您融入學校有什麼影響嗎？

對您的教學有什麼影響嗎？ 

15. 您覺得以後可以如何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更具效果呢？ 

16. 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過程中，除了學校，獨中系統或董總可以提供哪些

實質的協助？ 

17. 若有其他工作機會，您會想離開教職嗎？理由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