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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中英文科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教師領導實踐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係以臺北市跨校英文科專業學習社群（驚奇社群）為研究個案，分析社

群成員扮演之領導角色，探究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下之教師領導行為。首先歸納

Roberts 和 Pruitt（2003）及 DuFour, DuFour 和 Eaker（2008）的專業學習社群發展

階段理論，轉化為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並運用 Katzenmeyer 與 Moller

（2001）所提出的教師領導角色，探討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成員所扮演的多元角色，

最後分析其在社群實踐過程中之教師領導行為。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參與觀察、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蒐集，研究者

進一步對資料進行歸納、分析與詮釋，最後綜合整理研究發現如下： 

一、驚奇社群之實踐共經歷「孕育」、「形成」、「成熟」與「維持」等四個階段 

二、教師在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中扮演多重角色 

三、教師領導行為能有效促進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與結論，茲提供教育行政單位、學校行政單位與後續研究

作為參考。 

 

關鍵字：專業學習社群、教師領導、高中英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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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Teacher Leadership in an English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 Case Study in Taipei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leadership role that various paticipants play in the 

professional learing community (PLC)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High school English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From litertre review, the stage of PLC development 

from Robert and Pruitt (2003), and DuFour, DuFour and Eaker (2008) is induced. 

Furthmore, it is adapted to fit in the local context. Based on the role of teaher leders 

proposed by Katzemeyer and Moller (2001),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multiple roles 

of PLC participants. Finally, the teacher leadership behaviour are investigagated during 

the operating process of PLC. 

 

  The methods of case study is employed in this researc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interview are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After analys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described listed as follows:        

1. This PLC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gestation, formation, maturation and 

preservation. 

2. Teachers play multiple roles in this PLC. 

3. Teacher leadership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LC.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s, 

school leaders.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provided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Teacher Leadership,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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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第一節敘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俾供瞭解教師領導與專業學習社

群的重要性及其脈絡；第二節則基於研究動機發展研究目的及擬定研究問題；第

三節為本研究之重要名詞釋義；最後則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隨著資訊快速流動、科技日新月異，為因應快速變動的社會，人們

對於知識需求的增加，並將之寄託於教育。由 1980 年代開始，世界各國興起一

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浪潮，顯示對於教育改革的決心，同時體認教育系統必須隨

著社會進步而持續改進，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有品質的教育必須從

現在開始，為未來做打算。 

  學校教育一直處在充滿未知變數與挑戰的知識經濟潮流中，系統本身需要經

歷學習與變革，才能克服知識經濟的教育挑戰（王如哲，2002），而由於學校未

來面對的問題愈趨複雜，個人將無法解決所有學校面臨的問題，透過領導的方式，

集結各種不同背景與專業的人才，互補彼此之不足，以共享的目標為出發點，才

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Hesselbein & Cohen, 1999；Gill, 2011）。然而傳統

的科層式學校組織，在領導的架構與制度上，通常採用由上而下的學校管理經營

模式，林生傳（1996）認為過度的科層化，必然會增加教師的困擾、抗拒與不滿，

進而降低學校組織的教育效能，由此可知，這種以上級為首的領導模式勢必在今

日的教育現場有所改變。 

  1951年由Gibb所著之《參與式團體之動態》（Dynamics of participative groups）

一書，首度提出「分佈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的概念，敘明組織的決定

來自團體，而非單一領導人（引自 Lucia, 2004）。Spillane、James、Halverson 與

Diamond（2001）對於學校經營提出分佈式領導的觀點，他們認為學校領導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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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解為一個分佈式的做法，延伸至學校的社會與情境脈絡，他們解釋個體與環

境的相互依存，顯示人們的活動如同分散在行為者與物品互動的網絡之中。分佈

式領導強調多樣領導、相互依賴、共同參與、團體分享及增權益能，此一概念的

提出提供學校領導者另一經營管理模式，進而促使學校組織將權力下放，領導實

踐也逐漸與傳統的科層體制有所不同，領導者可成為跟隨者（follower）、跟隨者

亦可成為領導者，組織成員同時成為共同理念的領導者與追隨者（Sergiovanni, 

2006），這種增權賦能的學校領導文化，也間接促進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

的實踐（Harris, 2003）。 

  國家的經濟依賴於高品質的教育和高素質的教師團隊（Berry & Ginsberg, 

1990），教師的知識與第一手經驗（first-hand experience）應該要對於教學領導圈

產生影響力（Harris, 2010）。教師是教育的中心，也是教育的生命，透過持續的

專業發展，參與學校改進工作，培養教育專業知能，提升專業素養，才能精進教

學品質，而最終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效能的目的。教師領導聚焦於增進教師專業認

知、專業投入與機會，透過專業結構不斷更新，進而對學生的學習與學校革新做

出貢獻，並影響其他的教師去改善他們的專業教學活動。教師領導概念化來自快

速的教育文化變革（Silva, Gimbert & Nolan, 2000），Barth（2001）指出當教師們

追求領導的機會，那他們的教師生涯會較豐富且具有動能，而非成為被動的組織

跟隨者、甚至是受害者，會領導的教師能夠協助形塑學校，也能使他們成就其為

教育者的使命，近來對於教師領導的概念進行分析，教師開始瞭解到必須改變或

拋棄他們過去的一些習慣，Semra（2013）指出在學校中，教室為主要的學習環

境，教師在其中展現其個人的領導與權威，但在教室之外，教師亦必須擔任領導

者角色，而學者們（Blase & Blase, 2004；Silins & Mulford, 2004；Lieberman & 

Miller, 2005）認為教師領導的概念應以學校為基礎，其對於學校、教師、學生及

學校環境都有正面的影響。在目前台灣教育現場，由於知識的半衰期縮短、科技

的日新月異，不少的教師已開始意識到，不能再用過去傳統的教學方法來傳播知

識，而思考不同的教學設計，來滿足學生的需求，教師由傳統的被動角色轉向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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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在校內或校外與同儕組成社群，透過合作與討論，來共同增進教學專業之能，

因此研究者認為瞭解教師領導對於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歷程是必要的。 

  過去單打獨鬥的文化削弱了老師的成長與專業（Talbert & McLaughlin, 1994），

Childs-Bowen、Moller 與 Scrivener（2000）認為教師是領導者，他們透過專業學

習社群去影響學生的學習、促進學校改進、激發卓越實踐，並讓利害關係人參與

教育改進。我國最初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可追溯至 1996 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

委員會提出的教育改革諮議總報告書，其中提及面臨社會大環境之變遷、課程革

新與多元化師資來源，教師須提升自我專業知能以因應時代變革，教師專業素養

因此受到各界的關注（行政院教改會，1996）。 

  2009 年教育部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子計畫「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

供社群經費補助，鼓勵成立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專業發展，希冀透過社群的方式

建立教師夥伴協作、專業對話的學習文化，其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功運作的支

持性條件亦在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有詳細指引（張新仁，2009）。臺北

市可謂是首善之區，為國家的前瞻、領導角色，從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至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在 100 學年度成立「高中課程發展工作圈」，與基隆市及新北市共同

擬定北北基十二年國教相關制度面的問題，至 101 學年度將名稱改為「課程與教

學發展工作圈」，維持十二年國教「適性發展」的基本精神，高中特別重視特色

發展，而國中則強調活化教學。在 101 下半學年度，工作圈辦理高中人才庫推薦

計畫，當時學校推派共計有 160 位教師，但在人才庫說明會時，會場內只有 100

人為當初人才庫的教師，其餘 60 位則是自願報名的教師，究其原因是由於人才

庫內的教師不乏有具備豐厚教學經驗的教師或明星教師，通常他們都已經能夠獨

當一面，外務也較為繁忙，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參加社群或工作圈的活動，而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教育局提出了兩種合作方式，第一，邀請他們做為未來人才庫

舉辦研習時的推薦講師；第二，則是加入跨校社群，利用社群的方式來達到傳承

的效果。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才庫說明會當天，流程安排一個已經自行運作

半年的跨校社群進行經驗分享，顯示台北市已出現教師開始主動成立跨校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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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社群共備的方式，協助彼此共同成長。會後，總召學校松山高中，發文調查

教師組成跨校社群的意願，而在此之前，100 年 11 月當時工作圈的學習共同體

出國案，有許多教師看到日本與韓國的改變，是相當感動的，也間接讓大家形成

共同的理念，當時一舉成立了 17 個跨校社群。而「學習共同體」是由日本教授

佐藤學所著之《學習的革命：從教師出發的改革》當中提倡的理念，其核心思想

是關注學生如何學習，教師則扮演引導學習的角色，臺北市教育局在 2012 年 6

月選送包含建國中學、中正高中等十校教師，赴日進行學習共同體之考察（陳雅

芃、林思宇，2012）。學習共同體亦同步運用於教師的學習，讓教師組成專業學

習社群，透過備課、觀課與議課的過程，來探討學生於課堂中的學習，並進一步

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與探究課程（薛雅慈，2014a）。自 2012 暑假開始，在縣市政

府、學者引介和教師參與下，有計畫的研討日本引進的學習共同體實施方式，並

嘗試發展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的專業發展形式，其中臺北市挹注相關經費，支

持 26 所學校試辦計畫（陳佩英、卯靜儒、鄭毓瓊，2014）而在 2014 年 3 月臺北

市已有 45 所國小參與學習共同體之推動，不少教師認為透過小組討論及互動教

學的方式，學生上課參與度提升，同時更勇於表達意見（廖珮妤，2014），惟亦

有教育人員認為學習共同體的推動不易，主要原因在教師不願接受新的教學模式、

過多政令推動，朝夕令改，導致無所適從，以及課程進度壓力等（陳雨鑫，2014；

薛雅慈，2014b）。為增加教師變革的接受度、避免一昧複製他國教育理念，目前

台北市將學習共同體的理念轉化為「以學習者為中心」，其核心理念在於減少教

師單向的知識傳播，給予學生發揮的舞台，這樣的轉變也使教師的接受度提高，

即使不以學共的方式來實施教學，亦能對學生學習產生正面的效果。而研究者擔

任研究助理期間，發現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亦以學習者為中心作為共同備課的基本

理念。因此，由臺北市作為教師領導變革之先鋒，研究者擬進一步對於臺北市之

跨校專業學群如何推廣社群所認同之理念進行探究。 

  此外，丁琴芳（2008）研究發現目前專業學習社群仍有七成的比例由學校行

政主導。Duke（1994）認為領導並非特定角色的特殊職責範圍，從分佈式領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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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領導的觀點出發，學校組織未來的運作與發展，領導的責任將是由學校內的

每個成員共同分擔。專業學習社群的產生是為了使教師及其夥伴能在互動的情境

中，激發專業對話而提升專業知能，而如前所述，社群中的每個人員都有可能成

為領導者與跟隨者，Yukl（2002）亦認為領導是目標取向，其為領導者與跟隨者

的互動歷程，Lieberman、Saxl 與 Miles（1988）研究指出，當教師坐上領導者的

位子，他們會帶來強而有力的教學、組織以及教學技巧在這個新的岡位上，這些

教師同時認為他們能夠透過教學夥伴，發展能力以促進學習。在研究所就讀期間，

研究者修習教育行政領導相關課程而接觸到教師領導之概念，同時於擔任研究助

理期間，參與跨校性質之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該社群為臺北市最早成立之 17

個跨校社群之一，且是跨校社群當中唯獨的英文科社群，扮演英文科重要的領頭

羊角色，研究者預期能從本個案社群發現教師領導力的展現，因此，本研究欲以

英文科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做為研究之場域，進而觀察教師領導於社群中發揮的影

響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植基於「教師領導」，輔以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歷程及其成員參與經

驗，聚焦於探討教師領導於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與實踐歷程，發展之研究目

的與問題於本節說明之。

 



6 
 

壹、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研究動機，研究之目的為： 

一、了解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 

二、探究教師領導實踐之成員互動歷程。 

三、分析促進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之教師領導策略。 

貳、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進一步探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歷程為何？ 

二、社群內教師領導者的影響力條件為何？ 

三、社群成員在社群中各扮演什麼角色？ 

四、教師領導者如何透過其領導凝聚社群向心力以促進社群發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旨在瞭解教師領導於跨校專業社群之實踐內涵，本節將對「教師領導」、

「教師領導者」及「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等構念之意義具體定義，以利本研究之

資料蒐集與分析及研究結果之分析與探討。 

 

壹、 教師領導 

  本研究定義教師領導為教師組織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在社群內部，影響參與

成員，致力於改善彼此的教學，以提升教師的教育專業知能，並利用其領導影響

力處理社群相關行政事務，維持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穩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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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領導者 

  本研究定義教師領導者為具備熱忱與專業知識之教師，願意承擔領導者角色

與責任，運用其溝通與領導技巧，獲致社群成員認同，以促進專業學習社群之發

展，並協助成員共同成長與教學改善，型塑組織專業形象與持續改善之文化，達

到增進學生學習之目的。 

參、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 

  目前國內、外並未針對「跨校」類型的專業學習社群確立通俗的定義，本研

究定義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來自不同學校背景之教師，其具有共享價值與願

景，透過公平對話、分享討論、實踐反思的互動歷程，聚焦於學生學習，並持續

從事專業發展，增進其專業知識，進而提升教學效能之團體。 

肆、 學習共同體 

  本研究「學習共同體」（簡稱學共）係由日本佐藤學教授所提出，強調每個

學校的利害關係人皆能成為學校革新的主角（黃郁倫、鍾啟泉，2012），而本研

究關注學共於教師和學生兩個層面。對於教師而言，學共在於促進教師建立良好

的同儕關係，並強調課堂教學研究，包括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議課等三步驟，

省思教學實務，促進教學整體提升；而關於學生，學共在於讓學生透過活動式課

程，利用小組的方式，增加與同儕的對話，讓每個學生皆有參與學習的機會，藉

此激發更多學習的可能。此外，學習共同體在課堂教學的操作技術上，除了強調

學生活動式、合作式的學習外，亦注重教室的改變，首重學生座位的排列，將傳

統排排坐的座位形式，改為ㄇ字形的座位，目的在增加學生討論，視學生為學習

的主體。 

伍、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取向 

  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教師成為助學者的角色，鼓勵教師在教學設計上重視學

生的主體性，帶領學生進行思考、活化教學，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動角色，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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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熱忱、主動學習。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概念為台北市推動十二年國教促進教師

教學轉化的重點理念之一。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壹、 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之個案以專業學習社群之單一對象，作為研究資料及數據蒐集之工具，

不免受到研究場域、參與者及社群組成形式之個殊性影響，而注入研究者主觀的

觀點與意見；本研究採用參與觀察法，研究者本身擔任跨校社群的會議紀錄，難

以避免與社群內的教師產生接觸，使研究者從圈外人的角色轉變為圈內人角色，

因此以圈內人身分觀察到的現象，已與純粹的外部觀察者有所差別，此為本研究

限制。 

貳、 研究之限制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受限於人力、物力及時間等之因素，選定臺北市一

跨校英語科專業學習社群為研究對象，希冀能透過參與觀察來瞭解教師領導對於

專業學習社群之影響，並進而探討教師領導者應具備之特質。本研究之個案位於

臺北市，又其為英語科之專業學習社群，學科類屬明確，具有獨特脈絡，研究結

論無法直接推及於其他縣市與其他學科，是為研究上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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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區分為三個部分，研究者將組織及彙整各專家學者之觀點。首先第一

節為教師領導之探究，主要瞭解教師領導發展之脈絡、意義；第二節探討專業學

習社群之概念與發展；第三節則為教師領導與專業學習社群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第二節 教師領導之探究 

  本節首先描述教師領導的發展背景及其理論，接續說明教師領導的意義及內

涵；最後探討教師領導者的角色與責任。 

 

壹、 教師領導的發展背景與理論基礎 

一、 教師領導的發展背景 

  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是一個新興教育領導概念，美國與加拿大於

1980 年中期開始倡導教師領導，挑戰傳統學校的科層領導體制，由上而下的權

力結構，希望透過領導的變革使領導集中於少數人的情況能夠獲得改善，以促進

學校組織的永續經營與持續進步。過去學校多以校長領導作為探討學校組織行為

或學校效能的關注焦點，自 1980 年代以來，一波波學校重建（school restructuring）

的教改風潮洶湧而至，學校發現無法再依賴單一的領導者來回應快速的社會變遷

與多元的教育需求，因此學校變革的成功，除了校長角色之外，有待全體教師的

投入（Bauer, Haydel & cody, 2003）。 

  關於教師領導的概念發展，通常學者認為可分為三波進展過程（Aleccia, 2007；

Barth, 2006；Little, 2003；Silva, Gimbert & Nolan, 2000；Stone Horejs & Lomas, 

1997）。第一波發生在 1980 年代，教師僅侷限於扮演被指定的管理人角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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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介於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中期，教師的教學角色被發掘，擔任教學專

家；而第三波則指 1990 年代末期以後，教師的角色涉及學校層面的革新與發展，

展現其教學專業，並承擔領導的權責。 

  Little（2003）進一步闡述教師領導概念三波進展的要點，第一波背景是在

1980 年代，這個時期的領導重視個人作為，教師領導倡導教師將教育工作視為

其生涯，並利用獎勵增強教師對於其工作的動機與承諾，獲致教師認同，而進一

步讓教師願意進行專業發展與支持革新，此時的領導權力開始分散，教師透過增

權賦能而能擔任實踐教師領導的角色。第二波的時間是在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中期，適逢當時美國全校教育改革（whole-school reform）之計畫，學校革新

聚焦於學校內部，教師被賦予權力而能帶領學校進行改善工作，同時行政人員對

於教師參與決策抱持正向態度，學校改革的成敗建立於教師領導的發展，以學校

改革為焦點的教改風潮，倡導以教師集體領導，而非零散式的個人實踐。第三波

發生於近代 1990 年代末，學校開始著重績效責任，對於教師的要求日漸增加，

而獎勵機制卻無法跟上工作量快速增加的腳步，而造成教師壓力逐漸擴大，而教

師領導概念蔓延在這個時期全面展現，以回應改革的需求。 

  全球化帶來經濟與社會型態的改變，各國為提升其國家整體競爭力，除了從

國家社會、經濟體制等層面來改善之外，教育亦扮演重要角色，使得學校必須適

應變化，進而轉變。謝逸勳（2011）研究指出，教師領導的發展可從三個層面來

看，第一為教師角色與任務重新定義，教師領導強調合作為領導的核心精神，強

調教師除了傳統的教學角色之外，尚須擔任決策者的工作，其領導行為由教室擴

散到學校整體。因此，自 1980 以來，教育改革著重於教師專業知識的汲取，而

且必須走出教室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學校決策圈，藉此擴展教師的專業視

野及發展合作分享的學習，除了校長之外，全體教師應參與領導與共擔權責；第

二為學校領導的典範轉移，過去關於學校領導的研究大多侷限在探討校長領導，

而由於近來教育環境快速變遷，少子化的影響帶來大眾對於教育更加重視，學校

本位管理、增權賦能等教育新概念的倡導，使教師逐漸受到重視，在學校或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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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擔任領導者發揮其影響力，教師不再作為計畫的跟隨者，而能與校長依樣共

享全校的權責，在這個趨勢下，教師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學校的角色，並對於

教務提出其創新理念與改善計畫，以教師的觀點表達意見，基於合作與專業取向，

教師領導使教師不僅對學生產生影響力，同時也能對同儕學習、學校改善有更多

的貢獻。第三則為教師專業自主的倡導，受到民主制度、全球化的影響，教育改

革近來著重於教師專業自主與專業發展，教師係最了解學生與學校的專家，其角

色不應僅侷限於教室教學，而是對於學校相關的議題，以其專業觀點提出有效的

解決之道，因此教師專業自主的提倡，亦成為教師領導發跡的原因之一。 

  由上述的教師領導概念發展可見，教師的角色不應僅如以往專注於教師內部

的教學，而應走出教室展現其教師專業及觀點，施展領導行為於學校決策或學習

社群，建立起權力共享、互動合作的學校文化，引領學校變革。而目前世界各國

開始醞釀第三次教育改革，其重點在於促進學校效能與未來發展，而學校教學的

任務從過去決定學生的學習內容，至今則關注學生如何理解學習，此一轉變對於

教師的教學專業亦是一大挑戰，教師除了扮演創新教學者角色之外，在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當中，更扮演教師領導者的角色，與社群夥伴透過分享願景、團隊改善，

持續地增進教學專業知識與技巧，並進而影響學校文化及氛圍。 

二、 教師領導的相關理論 

  由於因應時代潮流、社會變遷，教師領導成為領導的新興議題，由上述教師

領導的發展階段可知，教師的角色逐漸擴大，由傳統的教育執行者，至教學專家，

以至現在的專業促進者，而學校的權力結構，亦從過去由上而下的科層形式，轉

化為權力共享與增權賦能，也因此得以了解教師領導是以其他相關領導理論作為

基礎，而發展出以教師為主的領導模式。 

  在教師領導相關的理論中，研究者在參考不同學者之分類後，發現其在探討

教師領導之基礎，多數提及分佈式領導與平行領導（郭騰展，2007；吳百祿，2010；

張德銳，2010；蔡進雄，2011；何高志、林志成，2012；黃藍琪、賴志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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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杏娟、賴志峰，2014；York-Barr & Duke, 2004）等概念。因此本研究針對分佈

式領導與平行領導加以探討，以了解教師領導的核心基礎。 

（一） 分佈式領導 

  分佈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又譯為分散式領導，Harris 與 Muijs（2005）

認為不論教師領導的內涵或形式，其主要的基礎奠基於分佈式領導，且其核心在

於合作，Harris（2003）亦指出分佈式領導強調學校內的分工，而使領導者與跟

隨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意味著教師能夠採取領導發揮影響力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分佈式領導重視領導實踐，是學校領導者、追隨者及情境三者的互動，分佈

式領導作為教師領導的基礎其意涵有三，第一包含學校多組成員在改變教學過程

中的引導與動員；第二，指出領導中的社會分配，領導任務是由複數領導人互動

而完成的；第三，相互依賴性，而不是不同類型、不同類型、不同角色領導者分

擔責任（Spillane, Halverson, & Diamond, 2001）。然而，分佈式領導並不建議組織

的整體表現沒人負責，或是承認正式角色是多餘的，而是校長的角色主要在於將

組織的各部分加以整合，成為建設性的關係（引自賴志峰，2008）。分佈式領導

至今仍屬於較為新興的概念，其在實務上的運作仍有許多待發展的空間

（Timperley，2005）。 

  分佈式領導強調權力的分散，群體之中每個參與者皆有成為領導者的可能，

透過共享領導的方式，使個人的專業意見能在組織中顯露。教師領導強調教師發

揮教室外的影響力與分佈式領導相同，皆在藉由領導權的分化，校長不再成為學

校單一的領導者，教師亦可發揮其專業精神，參與學校決策與教學合作，促進學

校整體發展。 

 

（二） 平行領導 

  Crowther、Kaagan、Ferguson 與 Hann（2002: 53）描述教師領導要在學校蓬

勃發展，需要行政者的積極支持，提出平行領導（parallel leadership ）的概念，

讓學校行政者與教師領導者能夠合作、共享領導，而增進學校效能，平行領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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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包括「教師與學校行政者的相互信任」（mutual trust between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 leaders）、「分享式的目標」（a sense of shared purpose）、「獎勵教師的個人

意見表達」（an allowance for individual expression by teachers）。 

  而 Gronn（2002）認為平行領導相信知識的分享不一定需要透過正式的領導

者，校長可透過與教師共同合作，一同促進學校改善。此外，過去學校的運作模

式呈現教師負責教學、行政人員負責校務經營，兩者難有形成合作的機會，然而，

平行領導嘗試改善教學與行政的疏離關係，教師領導專注於學校的課程發展與教

學創新等工作，而行政人員則協助支持教師領導，適妥地分配學校資源、聯繫外

部資源、構築學校網絡，藉由融合教學與行政兩大學校教育系統，而提升學校效

能（引自陳佩英，2008）。 

  由此可知，平行領導強調建立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良好的互動關係，教師領

導與校長領導並不會產生衝突，而讓校長感受到威脅（郭騰展，2007），而兩者

可透過合作、支持的關係為學校改善帶來更多正面的影響。而本研究主要探討教

師領導在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教師專業社群的成立意即教師領導的確立，教師

除了在教師扮演領導者外，同時亦能在社群當中擔任教師領導者的角色，以不同

的角色執行教育工作，簡杏娟與賴志峰（2014）研究指出，社群透過共享領導與

願景的運作方式，營造開放、溫馨的組織文化氣氛，教師彼此信任尊重，並積極

主動分擔工作，最後能增進教師的教學技巧，間接使學生的學習興趣大幅提升。 

貳、 教師領導的意義與內涵 

一、 教師領導的意義 

  教師領導概念的提出係源於 1990 年代對傳統領導概念、理論的反動，當時

許多學者提出應重新界定領導理論，試圖重新界定領導的意義與內涵，而教師領

導的意義國內外學者也各有不同的描述，從教師角色轉換的方面來看，蔡進雄

（2004）認為教師領導不應侷限於教室內，而應走出教室，對學校、同儕及社區

做出更多貢獻，強調教師在教室外的行動，包含協助同儕進行專業發展、影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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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區或學區的教育決策、並支持校務的改革（Miller, Moon & Elko, 2000），

Gabriel（2005）指出教師在學校內被賦予多元的領導角色，不論是在正式職位或

是成為同儕教師的良師益友（mentors），陳玉桂（2006）亦認為教師領導為教師

利用其正式職位或非正式的方式，發揮其專業知能的影響力，以促進學校成員的

成長與改善，其中包含同儕教師的專業成長、學生學習及學校整體的改善。吳清

山與林天佑（2008），將教師領導分為廣義與狹義兩部分，前者泛指教師於教師

內外的領導作為；而後者則是指教師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當中扮演教師領導者，

促進社群運作、參與學校決策、協助同儕教師專業成長，並提升家長對於親子教

育的認識與能力培養。黃藍琪與賴志峰（2013）即主張教師是具備熱忱與教學專

業的領導者，不論是否具有正式行政職位，在學校情境脈絡與校長支持下，從事

教學實踐，領導同儕學習、參與學校決策與資源整合等具體作為，使之對學生、

教師、學校、家長及社區等校內外教育關係人產生正向影響。 

  以協助個人與同儕成長方面來看，蔡進雄（2007）主張教師領導能夠促進同

儕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郭騰展（2007）認為教師領導係教師於教室內及教

室外發揮其影響力，引導同儕群策群力改進教育措施、參與教師學習暨領導社群、

及致力改善教與學，對學校利害相關人產生積極正面影響之歷程。教師領導除了

現場教學與學生輔導事務之外，尚包含帶領教師同儕學習與成長的責任，一同為

學校的改善發揮心力（趙廣林，2012）。 

在促進學生學習與增進學校效能方面，教師領導可定義為教師運用專業能力

對學生、學校行政人員、同儕、家長及社區等產生積極正面之影響力，是一種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目的在改善教學品質，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並提升學

校效能並共享教育願景（張本文，2011）。Pellicer 與 Anderson （1995）認為教

學領導即啟動與實施學校教學計劃的變革，透過校內團體的支持，使學生學習改

善並有品質，主張教學領導不一定要由校長開始，而教學領導必須有教師的參與，

如果學校改善教學是在於實現其專業地位，York-Barr 與 Duke（2004）則認為教

師領導是教師個人或集體影響學校其他成員，如校長、同儕教師、利害關係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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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就。黃乃熒（1996）主張教學領導是利用教育行政

學的領導原理原則，引導與激勵教師致力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與上課的意願。

王美琪（2013）將教師領導定義為不論教師是否具有正式職位，皆須秉持著教育

熱忱，主動積極領導同儕互助合作以改善教學，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並進而對學

校整體產生正向變革的能量。江嘉杰（2014）則認為教師領導是以教師為領導者

的領導，以正式職位或非正式的方式所運作，從教室內到超越教室外，以個別或

集體的方式，對學生、同僚、學校行政人員、校長、家長及社區產生積極正面影

響，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改進學校教育實務的歷程。 

  在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方面，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9）認為教

師領導者同時在教室內與教室外發揮領導影響力，參與教師學習並領導社群，協

助其他教師改進教學，並為其領導負責。何高志與林志成（2012）認為教師領導

係學校進步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學校績效高低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敗的關鍵，

進一步將教師領導定義為教師發揮學校內、外的影響力，透過參與、合作、對話

和分享方式，經由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習社群的實踐，對學校關係人產生積極正向

影響的歷程與功能。簡杏娟與賴志峰（2014）則指出教師領導應是不論教師是否

具有正式行政職位，都能運用協同合作與溝通技能來擔任領導者，透過參與學習

社群進行良性對話，進而提升學生學習、引導同儕成長、促進學校改革及維繫社

區良好關係。 

  此外，賴志峰（2009）針對教師領導提出綜合型之定義，認為教師不論其是

否擁有正式的行政職位，都可以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透過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合作學習、專業對話，施展其領導而對教室內部及學校整體發揮影響力，協助同

儕教師改善教學、提升教學品質，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研究者綜觀上述學

者之觀點，認為教師領導係指「教師不論其正式領導身分有無，在教室內、學校

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持續發展其教育專業知能，並發揮其領

導影響力，促進學生學習、協助同儕教師發展教育專業，與所有學校成員共同增

進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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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領導的內涵 

  近來學校變革強調教師彰權益能，學校領導角色多樣化，教師對於學校的影

響力不再侷限於教室內，有效能的教師領導者，參與學校政策制定、協助同儕進

行專業發展，營造學校的合作氛圍，促使學校改造與革新。Barth（2001）指出所

有教師皆可以領導（all teachers can lead）的創新領導觀點，Muijs 與 Harris（2007）

將教師領導分為五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為「分享政策決定」：對教師彰權益能，

使其能夠勝任、參與學校重要校務的決策工作；第二個層面為「協作模式」，教

師彼此相互合作，促進教與學的專業發展；第三個層面為「主動參與」，教師積

極主動學校發展工作，擔任學校變革革的參與者；第四個層面為「專業學習」，

指教師個別、集體的專業學習；第五個層面「行動主義」，教師實際參與學校事

務，對學校變革發揮影響力。 

  謝逸勳（2011）將教師領導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為「個別自我領導」，

係指教師主動自我精進，提升其教學能力，且實踐於教室內，對學生發揮領導影

響力，其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及增進教師教學知能，進而營造良好的班級

氣氛。個別領導亦強調教師須培養主動積極的專業態度與承諾；第二層面則為「同

儕合作領導」，指教師在夥伴教師之間扮演領導者的角色，藉由經驗分享、專業

溝通的歷程，在教學與學生事務上能相互支持與協作，共同增進專業知能，產生

領導的動能，同時也鼓勵其他教師成為各種團體或社群的領導者，營造相互合作

的夥伴關係，使所有教師都能有更佳的表現；第三個層面為「教學文化領導」，

係指應用策略實際發揮領導作為，激勵夥伴教師共同形塑組織價值與共享願景，

而最後可以形成教師們共同的規範，內化於心中。 

  蔡進雄（2007）提出教師領導的三個意涵，首先是「教師領導是影響力的發

揮」，影響力的來源是可能來自教育專業知能，亦可為對於學校相關政策決定的

參與；其次為「教師領導影響之對象為多元的」，教師領導的對象包含學生、學

校同事及家長等，並不侷限於班內學生。最後為「教師領導者與非正式組織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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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有所差異」，前者對於學校及學生的影響力是正面的，而後者由於包含的範

圍相對廣泛，對學校發展的幫助並非全是正面。 

  張德銳（2010）則依教師領導之影響範圍列舉四個教師領導之內涵，分別為

班級及學生層面、同事層面、學校層面及校外層面。在班級與學生層面，教師為

教室內的領導者，其領導影響的範圍教室內的學生，在教師領導的概念中，其影

響力影響範圍最小，近來教師於教室內除了扮演教學者與輔導者的角色之外，愈

來愈重視教師扮演研究者的角色，希冀透過教室內的行動研究以促進其教學發展；

在同事層面，指教師在同事之間扮演專業發展促進者的角色，例如目前各級學校

的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實施輔導教師等，協助同儕除了屬於教師領導意涵之

一外，同時亦發揮同儕領導（peer coaching）的影響力。在學校層面，認為教師

是學校的重要成員之一，有義務及權利參與校務發展與決策，此外，教師亦可透

過教師團體來影響學校的教育政策；在校外層面，指出教師領導鼓勵教師除了在

學校之外，應走出學校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何高志、林志成（2012）則將教師領

導分為對內與對外兩大層面，前者包含班級及學生、同儕教學及學校事務，教師

領導聚焦於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同儕專業促進、引導學校變革；對外層面則包

含家長與社區、校外專業影響，教師領導聚焦於家長親職教育與社區教育品質發

展，並鼓勵教師透過國教輔導團或教學輔導團發揮更大的教師領導影響力。 

  而黃藍琪與賴志峰（2013）將教師領導分為「教學實踐」、「領導同儕學習」、

「參與校務決策」及「資源整合」四大構面，教師實踐係指教師透過專業教學與

班級經營，充分展現其專業於教室的專業實踐；領導同儕學習，教師同儕之間發

揮影響力，進行專業對話與分享教學經驗與策略，促進彼此的合作與學習，鼓勵

同儕教師參與社群活動，共同增進專業知能；參與校務決策，教師高度參與學校

校務，除本身的教學與課程相關決策外，亦承擔其他學校活動、教師權益相關事

務決策的責任等行為；資源整合，教師除了取得校內資源外，需進一步與家長、

社區或其他學術團體及教學諮詢團隊取得相關外部資源、協助，建立學校與社區

之間的正向關係，進而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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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師領導意涵的描述，整理如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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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教師領導之意涵 

學者 

（年代） 
教師領導之意涵 

Leithwood,  

Jantzi & 

Steinbach

（1999） 

1. 處理學校行政事務      6.  承擔教學責任 

2. 提供具價值的教育活動  7.  處理分歧並果斷決定 

3. 承擔正式領導責任      8.  與他人共享領導 

4. 給予其他成員協助      9.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5. 參與學校活動 

Katzenmeyer & 

Moller 

（2001） 

1. 發展方向：協助教師專業學習。 

2. 肯定認同：認同及表彰教師擔任角色貢獻。 

3. 專業自主：鼓勵教師主動創新，協助移除障礙支持教師

努力。 

4. 同僚協作：教師相互合作，討論教學策略、分享教材或

教學觀摩 

5. 共同參與：教師主動參與決策制訂，提供建言。 

6. 開放溝通：真誠開放，提供和接受學校有效運作之相關

訊息。 

7. 有利環境：提供教師滿意的工作環境，使其感受到同

儕、學生、家長及行政主管的尊重。 

Lieberman & 

Miller（2004） 

1. 教師是研究者   3.  教師是教學輔導者 

2. 教師是學者 

Murphy 

（2005） 

1. 教學專業化：教師賦權增能、教師承諾、效率和滿足。 

2. 學校組織強化：學習社群、整體組織歷程。 

3. 班級和學校的改善：學校改善及學生學習。 

Gabriel 

（2005） 

1. 影響學校文化 

2. 建立和維持一個成功的團隊 

3. 培育其他有潛能的教師領導者 

4. 增進或改進學生的成就水準 

Muijs & Harris

（2007） 

1. 分享政策決定  3.  主動參與  5.  專業學習 

2. 協作模式      4.  行動主義 

蔡進雄 

（2007） 

1. 教師領導是影響力的發揮。 

2. 教師領導影響之對象為多元的。 

3. 教師領導者與非正式組織的領導者有所差異。 

張德銳 

（2010） 

1. 班級及學生層面    3.  學校層面 

2. 同事層面          4.  校外層面 

（續下頁）

 



20 
 

謝逸勳 

（2011） 

1. 個別自我領導      3.  教學文化領導 

2. 同儕合作領導 

何高志、 

林志成 

（2012） 

1. 對內層面：又分為「班級及學生」、「同儕教學」及「學

校事務」。 

2. 對外層面：又分為「家長與社區」、「校外專業影響」。 

簡杏娟、 

賴志峰

（2014） 

1. 共享知識與專業成長   4.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2. 協同合作與共同參與   5. 行政引導與支援服務 

3. 共同領導與分享決策 

黃藍琪、 

賴志峰

（2013） 

1. 教學實踐     3.  參與校務決策 

2. 領導同儕學習      4.  資源整合 

王美琪 

（2013） 

1. 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3.  促進同儕協助合作 

2. 激勵教師專業成長  4.  參與校務發展決策 

江嘉杰 

（2014） 

1. 班級經營及課程教學層面 

2. 同儕合作及專業對話層面 

3. 行政參與及校務決策層面 

4. 校外鏈結及發表分享層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以不同的面向敘述教師領導之意涵，包含「實踐取向」、

「影響對象取向」、「任務取向」、「策略取向」與「教師角色取向」，研究者

依據研究目的，以「任務取向」將教師領導之意涵分為五個層面，分別為「共享

領導」、「協助同儕持續專業成長」、「促進學生學習」、「參與學校事務決策」

及「營造學校合作文化」，茲分述其內涵如下： 

（一） 共享領導 

  教師領導在形塑整體共享願景與價值扮演重要的角色，以權力共享作為核心

概念，期待教師能共同參與領導，鼓勵教師勇於承擔學校領導的角色，發揮其教

室內與教室外的領導影響力，而教師領導責任亦由學校整體成員共同承擔。當教

師領導能促使教師共同參與，那麼領導就會帶來組織的成功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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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同儕持續專業成長 

  教師領導主張教師應對於成人學習的準則具有一定的理解，並瞭解如何發展

集體負責的合作文化，教師利用這些知識來形塑專業，透過實踐的策略來引領團

隊進行反思，建立合作、信任與理解的學習環境，進而促進個人專業的成長，同

時以研究與專書作為專業知識的基礎，培養教師的專業技能，讓教師能應用其所

學於實際教學中，並利用同儕合作的方式，確保教學實踐與學校共享願景、目標

與任務的一致性。 

（三） 促進學生學習 

  教師領導主張教師做為領導者，引導同儕共同致力於教學實踐，例如可透過

協助同儕使用教學相關之研究，選擇適合的策略來改善學生學習，並且協助進行

學生資料的分析，集體解釋分析結果，並把結果運用於改善教學，進而能提升教

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四） 參與學校事務決策 

  教師領導認為我們必須轉化權力與影響力在校內的關係，法定權力與職責決

定學校的聘僱、個人評鑑、資源管理、法律適用、學生常規制定，但在學校計畫、

與課程設計當中仍須透過行政者與教師的合作來達成。因此，教師應該對於教育

政策規劃有相當地理解，並能了解政策當中的關鍵角色，並且提倡對學生學習有

益的相關政策與教學專業事項，進而促進學校的文化與實踐上的正面態度，來幫

助學生學習。 

（五） 營造學校合作文化 

  為了能夠使學生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教育系統與教學專業必須能在未

來快速的做轉變，教師領導主張教與學是同時並存的，教師設計與促進教學工作

的專業發展機會，並且與學校改善目標達成一致，教師必須經歷學生的學習歷程，

因此，教師領導是在創造整體學校的合作文化，包含教師與學生，其最終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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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能透過合作、實踐分享、教室領導與集體承諾來協助學生學習與適應未來

生活。 

參、 教師領導者的角色與實踐 

一、 教師領導者的角色 

  教師領導的概念描述教師教學專業的應用，改善學校的文化以及增進學生學

習，Childs-Bowen 等人（2000）認為教師是領導者，他們透過專業學習社群去影

響學生的學習、促進學校改進、激發卓越實踐，並讓利害關係人參與教育改進。

York-Barr 與 Duke（2004）指出領導從組織脈絡來看，是一個社會影響的過程，

意旨個人或群體有目的的去影響其他個人或群體，而在一個組織或群體建立活動

與關係，領導被視為教師與行政人員的潛在能力，因此每一個學校成員都有成為

組織領導者的可能性，Duke（1994）認為領導並非特定角色的特殊職責範圍，雖

然某些角色身上帶著領導的期望，但處於從屬地位的人發揮其領導力的例子比比

皆是。Lieberman、Saxl 與 Miles （1988）研究指出，當教師坐上領導者的位子，

他們會帶來強而有力的教學、組織以及教學技巧在這個新的岡位上，這些教師同

時認為他們能夠透過教學夥伴，發展能力以促進學習。教師獲得領導地位被視為

一項成就，以學習為目的，並願意承擔責任與風險（Wilson, 1993；Yarger & Lee, 

1994）。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1）提出教師領導的三種角色：第一，教師或

是其它學生的領導，例如促進者、教練或課程專家等；第二，操作任務上的領導

者，例如學科召集人、行動研究者；第三，決策或夥伴關係的領導者，例如學校

改善小組成員、委員會成員。 

  York-Barr 與 Duke（2004）認為領導發生在同事之間，教師領導者同時扮演

教師與領導者的角色，其焦點置於教學實踐，並對教師與教師領導者兩者角色的

特徵做進一步的區分，如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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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教師與教師領導者之特徵 

角色 教師（As teachers） 教師領導者（As leaders） 

特徵 

與 

專門技能 

1. 在自己的教學領域具有

豐富的經驗；優秀的教

學技能；具有教學、課

程、教育領域的豐富知

識。 

2. 明確發展個人教育哲

學。 

3. 創意、創新、挑戰和成

長的追求者、冒險、終

身學習、教學熱忱。 

4. 承擔個人行為的責任  

1. 建立同事之間的融洽與信任、

建立穩固的關係、協同工作、

透過關係影響學校文化。 

2. 支持性的同事，促進同事間的

成長。 

3. 以溝通發揮影響力，包含好的

聆聽技巧。 

4. 處理衝突，可以談判與調節。 

5. 有效處理過程中的問題，使團

隊有效運作的技巧 

 

 

5. 尊重和重視同事。 

6. 對於他人的感受與想法

是敏感與可接受的  

7. 認知和情感的靈活性  

8. 吃苦耐勞，能夠管理自

己的職責範圍，強有力

的行政和組織能力。 

6. 有能力去評估、解釋，並判斷

教師需求與關注的優先次序。 

7. 對於組織問題診斷及大意向有

深刻的理解，可以設想行政者

與教師所作之決定造成的廣泛

影響。 

資料來源：“What Do We Know About Teacher Leadership? Findings From Two 

Decades of Scholarship” by York-Barr, J. & Duke J., 2004,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4 (3), p. 268. Copyright 2004 by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而Merideth（2006：3）以REACH來描述教師領導者的行為，R（risk-taking）

代表冒險，教師必須去追求挑戰，並思考如何去實施，以改變現狀；E（effectiveness）

則代表效能，教師塑造最好的實踐、專業成長，並保有教育熱忱持續的促進個人

教學與學生學習；A（autonomy）則代表自治，教師必須行使其倡議權，獨立的

思考，並承擔相對職責；C（collegiality）為集體合作，教師領導者應該要提倡以

社群的方式，集結教師成員，並培養其互動溝通技巧；H（honor）則為榮譽，教

師必須展現他的正直品格、忠實操守與專業道德，將教師職位視為榮耀，承諾改

善教學與學生學習，最終而能為教育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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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教師領導強調每個教師都有成為領導者的可能，Neuman與Simmons 

（2000）教育社群的每一個成員都有責任，並有權擔任適當的領導角色，但York-

Barr與Duke（2004）研究指出，大多文獻談到關於扮演教師領導者的人選時，通

常認為教師領導者具有重要的教學經驗，且被認為是一個優秀的教師，能受到其

他夥伴的尊重，由此可知，擔任教師領導者的教師本身必須比其他教師有更專業

的教育知識或技能，Katzenmeyer與Moller（2009）提出教師領導發展（teacher 

leadership for teacher）的概念，指出教師領導的培訓和發展工作，必須先從評估

自己開始，進而掌握學校變革的脈絡，然後精熟影響策略，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

計畫。教師領導者在個人評估方面，必須學習瞭解自已以及尊重校內同仁在下列

情況的異同：（一）專業教學技巧；（二）教育哲學；（三）不同世代間的需求；

（四）工作觀點；（五）與他人的互動風格；（六）成人發展階段；（七）個人

家庭及校外生活狀況。能夠瞭解被領導者的不同價值觀、思想、能力等，教師領

導者才能和教師同仁建立合作關係，順利展開領導活動。即使是遭遇挫折時，也

比較會因為理解困境而感到釋懷；在改變學校方面，教師領導者必需學習掌握：

（一）學校文化的面向；（二）在學校中與成人的關係；（三）學校的組織結構；

在影響策略方面，至少需學習：（一）傾聽技巧；（二）團體工作技巧；（三）

協商技巧；在行動計畫方面，教師領導者必須知道如何善用下述行動研究的歷程：

（一）收集問題有關的資訊；（二）評估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三）指出欲達成

的理想狀況；（四）搜集現有可能解決策略；（五）研究最佳解決策略；（六）

選擇策略和採取行動（引自張德銳，2010）。 

  綜上所述，教師領導者係透過溝通與同儕建立關係，營造良好的社群氣氛，

支持夥伴教師增進專業成長，使組織能夠有效運作，最後達到促進學生學習的目

的；而學校亦應提供教師領導相關的培訓與工作機會，使教師有更多接觸教師領

導角色的機會，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1）強調如果學校領導者相信並更加

強調教師領導，那麼教師將被喚醒而更能扮演好教師領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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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領導者的實踐 

  單打獨鬥的文化削弱了老師的成長與專業（Talbert & McLaughlin, 1994），而

新興領導理論的出現，為學校經營管理帶來新的面貌，強調學校每個層級的共享

願景與領導、採用相互合作的互動模式，York-Barr 與 Duke（2004）指出為了使

學校的經營管理能夠評估教育舉措和促進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必須擴大教師領

導角色的範圍，並進一步說明教師領導者的角色職責，分別為協調與管理、學校

或學區的課程工作、同事的專業發展、參與學校變革與改善、家長與社區參與、

貢獻於專業、教師職前教育。 

  又 Schmoker（1999）認為變革為進步創造更多的機會，校長與教師一起合

作，帶領全校職員一同改革，讓教師承擔領導角色，校長可透過五種方式來達成：

（一）以專業知能委任有才能的教師領導者；（二）嘗試重視教師的時間（給予

額外津貼或減少職務）；（三）給予教師準備工作與反思的時間；（四）提供行政

訓練；（五）讓學校職員選擇與建議教師領導者人選。而 Lieberman 等人（1988）

則提出教師領導者的六項領導作為，建立信任與關係、組織診斷、於過程中處理

問題、運用資源、管理工作、與同儕建立技巧與信心。 

  Day、Sammons、Hopkins、Harris、Leithwood、Gu 與 Brown（2010: 4）認為

成功的教師領導者必須做到八件事，第一，確定價值與願景以提升期望，設定方

向與建立信任（define their values and vision to raise expectations, set direction and 

build trust）；第二，重塑教與學的條件（reshape the condi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第三，重建組織結構與重新設計領導角色與職責（restructure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and redesign leadership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第四，豐富課程

（enrich the curriculum）；第五，增強教師素質（enhance teacher quality）；第六，

增強教與學的品質（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第七，由內建立

合作關係（build collaboration internally）；第八，在校外建立強韌的關係（build 

strong relationships outside the schoo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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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等人（2010）以圖2-1描繪教師領導者所應注意的領導核心焦點。內圈表

示領導者的核心策略，而外圈則是他們應該採取的行動，其認為雖然可能情境、

時間、策略結合與使用在各校之間存有差異，但一些願景與價值是明顯共通的，

並強調信任是嵌在每個核心策略與行動之中。 

 

 

圖2-1 成功教師領導者行動之意涵 

資料來源“10 strong claims about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hip,” by Day, C., Sammons, 

P., Hopkins, D., Harris, A., Leithwood, K., Gu, Q., & Brown, E. 2010, 

National College for Leadership of Schools and Children's Services. p.4.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maharris.co.uk 

 

  本研究以跨校專業社群作為探討教師領導運作的研究場域，綜觀上述學者對

教師領導者的定義與領導策略，研究者認為跨校社群中的教師領導者須以促進學

生學習作為其領導的核心理念，並透過形塑共享願景、重新定義領導角色、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重新思考課程設計、建立社群內的合作關係五項策略來達成，茲

將其內涵分述如下： 

（一） 形塑共享願景 

  成功的教師領導者應以形塑強而有力、清晰的願景與價值為首要之務，願景

與價值將會影響組織未來的行動與發展方向，而關係目標未來達成的可能。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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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基石，願景及價值的塑造，強調全體成員的理解與認同，而能主動積極嘗

試革新的策略與行動。 

（二） 重新定義領導角色 

  教師領導者必須有目標地、逐步地對組織結構、角色進行重新劃定，分佈式

領導能有效提升成員的參與與增加其自主權，雖然每個學校的結構及文化存有差

異，但持續的進行組織改造是必要的，以突破過去傳統權力的階級關係，領導者

採取分佈式的領導方式，最終目的在於使每個成員清楚自己的角色與職責，進而

能發揮其專業，協助組織不斷成長。 

（三）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提供成員豐富的專業學習與成長機會，使他們能夠提升教學品質、維持動

機與專業承諾，是教師領導者的工作之一，教師領導者必須帶領成員有效的專業

學習與發展，例如帶領讀書會、組織專業學習社群等，這些相關的在職訓練將會

使教師能有更多的管道提升專業與改進教學，進而影響學生學習。 

（四） 重新思考課程設計 

  教師領導者透過引領、激勵成員參與，針對課程進行重新設計與思考，學術

性的探討將形成合作的社會關係，而不會造成彼此的對立，教師領導者以課程來

擴大、改善學生學習的機會，強調「學習階層」而非「年紀」作為學習，因此透

過課程的重新設計，將會使教學符合學生個別化的差異。 

（五） 建立社群內的合作關係 

  教師領導者必須以凝聚團體共識為基礎，發展與維持正向的同儕合作關係，

使教師成員認為其參與是有價值、參與感的，建構於信任與互相尊重的成長體系，

成員亦將忠於組織的目標與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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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業學習社群之探究 

  本節首先描述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在國內

外的發展背景，並說明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及內涵；接著探討專業學習社群的

組織型態與運作模式。 

 

壹、 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背景與相關理論 

一、 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背景 

  專業學習社群一詞最早出現在 1960 年代的研究，當時這個概念為解決美國

教師獨自發展教學專業的替代方案，而在 80 年代晚期與 90 年代早期開始出現較

多的研究。Little（1982）在其研究中指出，成功的學校，通常學校是一個合作式

的環境，教師投入持續改善教學，與一群不同背景領域的夥伴教師或行政者共同

追求廣泛的專業互動，例如討論教學法、結構式的觀察及分享教學準備或計畫等。

1989 年美國學者 Rosenholtz 在其研究的 78 所學校當中，發現學習豐富的學校

（learning-enriched schools）通常是透過合作的方式對學生學習集體承諾，假設

合作式的改善教學效果較單打獨鬥有效，而教師集體的共享目標聚焦於學生成就，

引導教師改善教學、了解有效的教學、促進高層次的教師承諾。在 1989 年當時

以工作坊作為教師互助合作的組織名稱，「社群」一詞鮮少出現，直到Senge（1990）

《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提出「學習型組織」的理念，其提倡五項

修練的組織成長模式勾勒出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清晰的核心概念，指

出組織學習的單位是「團體」而非個人，並以共享願景將每個人凝聚在一起，成

員透過對話（dialogue）一起深度思考、交流彼此想法，持續學習與共同成長。而

認知人類學家 Lave 與 Wenger（1991）提出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

的概念，團體的每個人彼此分享技藝與專長，社群的成立可能由於成員對於特殊

領域有共同興趣，而能自然而然的發展，或者為獲得相關領域知識而組成，這個

過程是大家透過彼此的資訊與經驗交換、共同學習，進而發展個人及其專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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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組織中成為一個團體學習的概念，當社群的概念運用到教育領域時，就轉化

為學習社群或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而關於專業

學習社群的界定目前尚無定見，但各家見解對於核心概念多有重疊或類似之處，

且認為社群能提供新手教師與專業教師持續性與穩定的專業成長（Jackson & 

Tasker, 2002；Thompson, Gregg & Niska, 2004；Hipp & Huffman, 2003）。 

  「專業學習社群」一詞，在 1997 年由西南教育發展實驗室（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SEDL）首先提出，Hord（1997: 6）在其著作

《專業學習社群：持續探索與改善的社群》提到： 

 

  為學習者創立的專業社群，成員包含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學習的行動包含 

    持續探索與共享學習，其目標在於透過增進專業效能的行動，以促進學生利 

    益······因此界定為持續探索與改善的社群。 

 

在美國與加拿大，專業學習社群扮演增進教師專業發展的角色，經過 Richard 

DuFour 的努力，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愈來愈普及而為人所知（DuFour & Eaker, 

1998），Little 指出，教師的教學改善與學校風氣之提升緊密相連，並主張教師可

以透過協力合作模式，激發教育改革的能動性（引自陳佩英，2009）。 

  1983 年美國於雷根總總任內，由教育部長 Bell 所組成的全美促進卓越教育

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提出《國家在危機中：

教育改革訓令》（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此報告

書對於往後教育改革有相當影響，其中指出缺陷的教師品質將造成教育上的危機

（Hord, 2004），當時美國在 1990 年代學校面臨許多困境，例如學生中輟、缺乏

利害關係人支持、教師與行政人員的不合作、校園維安、鬆散的教師經營管理等

（Hipp & Huffman, 2009），而教師專業社群成為這波改革中的新方法與策略

（Hipp & Huffman, 2003），唯有透過教育相關人員的連結，才能回應教育的問題，

因此，希望透過社會性的互動連結與專業對話，打造創意、開放、合作的學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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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改變學校過去的個人主義文化，這波的改革同時涉及教師的職能與角色轉化，

教師專業社群亦成為展現教師領導的一種方式。 

  近來教師專業發展成為我國社會大眾關注的教育新興議題，希冀透過協助教

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進而促進學生學習。在此背景脈絡下，教育部

於 95 學年度起推動為期三年之「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以形成

性評鑑的方式，協助教師教學改善。自 98 學年度起，「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

畫」之子計畫中，首度加入專業學習社群，與「精進教學計劃」共同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社群的實務運作（張德銳、王淑珍，2010），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的學校逐年遞增，參與學校數由 95 學年度一開始的 165 所，至 103 學年度已達

到 2,115 所（教育部，2014），可見教師專業發展觀念已普及於我國中小學。 

  而臺北市於 101 年初始解散高中國教輔導團，希冀透過這波改革進行教師專

業成長組織的解構與再造，原國教輔導團係為滿足教師增能需求而生，以求建立

教師的支持系統，依照學科作區分，被指派成立該學科輔導團之學校，由該校校

長擔任主任輔導員，而教務主任為秘書，組長為機要人員，學校內亦有一位該學

科的教師成為當然成員，並招募其他學校五至六位教師，共同組織而成，輔導團

甫成立之時，運作良好、有利協助教師的教學工作，惟由於輔導團受政策影響力

道強，教師往往必須負責額外的工作與業務，造成教師的壓力，而參加輔導團之

教師，相對地可獲得四節課的時數抵免，後來則造成近親繁殖的問題，輔導團漸

漸失去其原先協助教師成長的功能，因此台北市教育局透過這波教育改革，希望

由老師自願、主動成立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利用由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

讓教師專業成長的組織能夠再生。 

  由此可知，在中央專業發展評鑑政策與地方教師專業成長組織再造理念的輔

助下，專業學習社群逐漸成為台北市教師專業成長的管道之一，教師透過組成專

業學習社群，能夠打破過去傳統個人主義的學校文化，與其他同儕以合作的方式

進行教學改善、專業對話與交流，形成一個永續經營的專業成長體系，而本研究

所探討之專業學習社群為臺北市跨校社群，係由來自不同高中的教師所組成，研

 



31 

 

究者希冀能了解教師領導於跨校社群之運作，將研究結果作為未來其他跨校社群

之參考，進而推廣合作共享的教師專業成長理念，取代過去單打獨鬥的學校文化。 

二、 專業學習社群的相關理論 

（一） 社會建構主義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認為個體學習的發展歷程受到社會環

境與文化脈絡的影響，強調個體與環境互為主體，進而建構知識，視語言為社會

互動的工具之一（Vygotsky, 1986）。 

  探討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與專業學習社群的關係，從學習的角度出發，首

先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知識建構來自於個體與社會環境互動產生的結果，專業學習

社群提供教師一個開放的專業交流平台，參與者與其他學習夥伴透過共享願景、

專業對話、協同合作與實踐反思等，進行教學專業的交流，提升專業素養，促進

學生學習；再者，專業學習社群主張打破教師傳統單打獨鬥的學習模式，透過參

與者協同合作學習、成員之間的專業對話情境、分享教學實務與經驗，如同搭起

鷹架，不斷地建構新知識與學習，持續性的改善教學，以達專業學習社群最初提

升專業素養的設立目的。 

（二） 分佈式領導 

  分佈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又譯為分散式領導，係指組織與成員在

互動的情境當中，共享領導影響力的一種形式，分散式領導是一種正是領導與非

正式領導並存的領導形式，成員或部屬是透過專業能力來發揮影響力，強調跨界、

多元中心、開放與協同合作的專業領導。由於時代的快速變遷，組織為一個開放

的系統，其功能愈趨複雜，組織的運作無法再依靠單一領導者，近年來後英雄式

的領導理論逐漸興起，主張領導者與組織成員是相互影響的，吳百祿（2010）提

出分佈式領導的八個主要概念：1.強調集團勝於個人，注重多位領導者的整體觀

點；2.跨越傳統組織角色的任務；3.重視專家和專業知識，而不是科層權威；4.是

任務的執行表現，而不是角色的持有；5.是組織成員的互動，而不是成員的行動；

6.視領導為一種社會影響和合作性的個人主義 7.是一種建構性領導，也是一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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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領導；8.重視專業發展、專業學習社群與增權賦能。分佈式領導對於專業學習

社群而言，讓教師專業自主受到肯定，教師因此能獲得合作、自由的專業學習環

境，同時扮演領導者與跟隨者的角色，與社群成會共同增強專業知能，形成集體

領導的學校文化，同時亦提升教師的專業理性與自律，而能進行教學的實踐反思

（陳美玉，1997）。隨著分佈式領導概念的興起，相關研究的數量累積頗為快速

（張奕華、顏弘欽，2012）。 

（三） 組織學習與學習型組織 

  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在早期主要是認為組織受到外在環境的刺

激，因而引發組織內部結構與成員行為改變的刺激-反應歷程；近來組織學習開

始強調組織有效的變革，來自於成員的需求而形成求新求變的共識歷程（楊國德，

1999）。換句話說，組織學習即一個組織試圖透過適應與革新的學習，以持續改

變其行動的歷程（Calvert, 1994）。Argyris 與 Schon（1978）開始探討行動科學

（Action Science），引領學習型組織理論的發展，其中提出兩個重要的學習概念，

其一為單環學習（Single-looped learning），係指學習是針對手段、策略、工作坊

法及行為取向的檢討反省；另一則為雙環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係指學習

能針對目標、目標優先次序、政策趨勢及行為規範進行檢討反省；其中雙環學習

重視「反思」為 Senge 所提出的第五項修練「系統思考」類似概念，皆是促使學

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的策略。 

  1990 年 Senge（1990）發表其著作《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

提出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的概念，主張在一個組織中，成員不斷

發展其專業能力，以達到組織預期的目標。學習型組織強調學習者於工作組織與

環境的學習，其中包含知識、技能與經驗的獲取，並涵蓋個人、團體及組織三種

學習的層次。在 1994 年 Senge 出版《第五項修練實踐篇》，描述實踐學習型組織

的修練與原則，強調以下四個重點（引自楊國德，1999）： 

1. 組織是人們思考與互動方式的產物。 

2. 要讓組織更好，就要給人有機會改變思考與互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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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論你是最迷人的教師與總裁，沒有人真正能夠要其他人改變態度、信念、

技能、能力、感覺或奉獻程度。 

4. 組織學習的實踐，包括發展與參與實際的活動，可以改變人們做事的方法。

經由這些新觀念、創新的基礎架構、新的管理方法與工具，人們才可以開發

因應長期變革的能力，這個過程回到組織後，就會有更多的變化、奉獻、創

新與才能。 

  組織領導與學習文化是學習型組織的基礎，在 Senge 提出「自我超越」、「心

智模式」、「共同願景」、「團隊學習」與「系統思考」五項修練後，Handy 的《管

理夢想》進一步提供學習之輪的概念，以五個主要的概念與領導使輪軸轉動而往

前邁進，其指出組織必須透過建立團隊，以創新及目標為導向，來充分運用五項

修練（引自 Crick, 1996）。除此之外，學習型組織所強調的組織學習必須是主動

積極，而非被動反應，並且重視組織長遠的目標而非著眼於當下的成效，而最基

本的核心概念即學習的基本單位是團體而非個人。 

  對於專業學習社群而言，其主要的概念符應 Senge 的五項修練原則，亦可解

釋專業學習社群成立的重要性，隨著社會的變遷愈來愈快速，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使得知識與技能的半衰期遞減，教師依賴過去單打獨鬥的學習形式，勢必無法適

應社會快速的變遷，難以達到較高層級的發展。因此，設立專業學習社群，教師

可以透過參與社群活動，與來自學校內外的成員產生互動，分享個人實務經驗，

集體反思實踐，而創造一個開放、自由與合作的學習空間。 

（四） 情境學習 

  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由學者 Wenger 於 1990 年代提出，認為學習是

個體意義建構的心理歷程，具有社會性與實踐性，知識意義的產生來自學習者與

學習情境的交互作用，以及學習者間的互動過程。Collins、Brown與Newman（1989）

研究指出，成功的教學普遍歸於學習環境的設計，而最佳的學習方式即成為學徒

制（apprenticeship），唯有成為一名學徒，親自參與及觀察，才能有所收穫，Schon

（1987）亦指出多數具有專業的職業，其知識與技能無法完全依賴語言來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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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必須成為學徒，親自參與學習。Lave 與 Wenger（1991）出版《情境學習：

合法化周邊參與》（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提出實

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的概念，主張合法化周邊參與，讓新手也能進入

實踐社群，利用學徒制的方式進行學習，而陳慧娟（1998）亦認為情境學習強調

透過熟悉文化脈絡，以真實情境進行教學，重視參與，能豐富教學的內涵。 

  因此，情境學習強調在知識實踐的情境中呈現知識進而學習，使學習者如同

專家一樣進行實踐與反思；其次透過社會性的互動與協作來學習。對於專業社群

而言，社群的開放性，提供無經驗的新手教師或缺乏創新經驗的現場教師能夠有

機會進行專業發展，在社群中參與者同時扮演學習者與教學者的角色，透過專業

對話與反思實踐的社會參與過程，分享個人經驗與汲取新知，使專業學習社群成

為一個有效的學習情境。 

三、 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 

  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之定義，目前學界仍

無普遍共識，對於 PLC 的定義可能由於詮釋的背影不同而有些許差異（Stoll, 

Bolam, McMahon, Wallace & Thomas, 2006），使用之名稱亦有所差異，如「學習

社群」、「實踐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專業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ies）、「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Wenger, 1998；

Louis, Marks & Kruse, 1996；King & Newmann, 2000；Haberman, 2004；Hord, 2004；

Foulger, 2005）。 

  Hord（2004）認為教師專業社群是建立在共享的願景與目標，成員之間透過

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專業對話與反思實踐，最後將所獲得的知識與經驗運用於實

際教學情境，在發展專業的同時，亦顧及學生的需求與學習狀況。DuFour（2004）

則主張專業學習社群為社群參與者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促進反思進而改善教學，

使參與者持續地專業成長。Reichstetter（2006）指出專業學習社群是小組成員透

過以課程為中心的共享願景，定期合作，配合學生的需求而持續改善。Servage

（2009）認為教師專業社群在於增強學校能夠、應該提供的有限願景，並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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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潛力，能夠引起個人或群體產生對於知識與實踐的信念與規範，使教師能夠

更專業。 

  而我國教育部 2009 年在《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定義專業學習社

群為一群專業工作者所組成的學習與成長團體，成員基於對專業的共同信念、願

景或目標，為促進服務對象的最大福祉或專業效能的極大化，而透過協同探究的

方式，致力於精進本身的專業素養，以持續達成專業服務品質的提升與卓越。並

進一步定義「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持有共

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為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而努力不懈地

以合作方式共同進行探究和問題解決。 

  研究者綜合與歸納國內外多位學者觀點（DuFour & Eaker, 1998；Hord, 1997；

Huffman, 2003；Huffman & Hipp, 2009；Stoll & Louis, 2007；Hord & Sommers, 

2008；陳佩英，2009；蔡進雄，2009），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五個基礎構面： 

（一） 領導分享與提供支持 

  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當中，團體的領導者並非集中於單一成員，而是成員同

時擔任領導者與跟隨者的角色，每個人都享有領導的權力與責任，採取分散式領

導，而非傳統由上而下的領導方式，成員彼此建立人際關係，社群成為教師展現

專業與領導的場域，營造平等對話與經驗分享的學習型態，形成多元的溝通管道，

支持教師不斷地發展專業知能。 

（二） 共享願景與價值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最初成立必須基於一個經過成員普遍認同的共享願景與

價值，確認每個成員皆瞭解組織的發展方向與目標，一方面可確保組織任務的優

先次序；另一方面則作為社群運作的指引。此外，使社群的目標成為成員的目標，

可讓成員努力組織目標的同時，亦達到自我目標的實現，因而強化其對於社群的

認同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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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踐與經驗導向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除了必須有明確、清晰的願景與目標之外，強調將社群產

出的創新想法透過行動付諸實現。誠如 Wenger（1998）認為社群是具有社會性

及實踐性，必須透過經驗的反思與實踐，才能發展出特別的實務經驗，繼而引導

組織擴散成功經驗或從失敗中進行檢討與改善。因此，實踐與經驗導向是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模式，亦是促使教師不斷發展專業知能綿延不絕的動力來源。 

（四） 團隊協作與學習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主要是透過成員分享對話與協同合作，團體式的

合作學習歷程，在成員分享經驗的同時，其他成員亦給予回饋與評價，共同進行

反思，並針對特定的教育問題，分享討論，促進成員的高層次思考。簡單來說，

除了學校之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供教師一個整合性的學習環境，讓教師們可

以在這個開放式的社群當中，尋求學習的機會以及分享個人經驗與實踐，來協助

個人與社群成員共同成長。 

（五） 持續改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強調成員持續改善，由於社群係來自所有成員認同的共享

願景而成立，成員皆是自願、主動加入社群，對社群有著一份使命感，而成為教

師不斷持續成長與改善的動力。簡單來說，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個有機體，透

過成員彼此不斷的互相拉引、共同成長，而逐漸邁向社群理想的願景，進而提升

個人專業與促進學生學習。 

  教育為一門專業，而教師為專業的教育人員，本研究沿用教育部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作為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的中文名稱。近來使用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增進教師專業知能愈趨普遍，茲就目前我國學者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意涵，彙整如下表 2-3：

 



37 
 

表 2-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意涵 

學者 

（年代）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意涵 

蔡進雄 

（2004） 

專業學習社群係指一群人透過彼此平等對話及分享討論之

學習方式，以提升專業知能之團體。 

張德銳、王淑貞 

（2010） 

專業學習社群係由一群具有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的教

師所組成之學習與成長的團隊，透過教師之間省思對話、

探索學習、協同合作及分享討論等方式，來精進教學專業

素養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品質。 

孫志麟 

（2010） 

專業學習社群係由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共同組成的社群組

織，由教師行政人員作為教育的專業人員，經由個人和組

織間的互動、協作，追求持續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以改進

組織成員的知識、技能、態度及行為，提高組織進步和成

長的能量，最終實現滿足學生需求的共同目標。 

張淑宜、辛俊德 

（2011） 

專業學習社群係指學校中的教師及行政人員，基於共同的

信念含學習興趣所組成具義務心與歸屬感的團體，能在平

等、互惠、尊重與經驗分享的基礎上，相互激勵共同學

習，進而達成個人及組織的不斷成長。 

陳佩英、 

高嘉徽、 

    應尹甄 

（2012） 

專業學習社群係指，為了提升教學校能和學生學習效果，

教師、行政人員、校長、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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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慧門 

（2012）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顧名思義係由教師所組成，基於專業

的共同信念、願景或目標，以互動對話、自我省思、探索

學習、協同合作及分享討論等方式，來促進學生學習成

效，並精進自身的專業素養。 

許德田 

（2012） 

專業學習社群係由一群教育工作者組成，其主要角色為教

師，這群教育工作者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加學習成效。 

陳琦媛 

（2014） 

專業學習社群係指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基於共同信念、

目標或願景，針對特定專業領域組成學習團體以追求專業

成長，透過專業對話、經驗分享、知能傳承、教學觀察、

教學檔案、省思對話、探索學習、分享討論等多元方式，

彼此合作學習與成長，藉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和學生學習

成效，具有工作導向、結果導向的實務實踐特性。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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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嘉杰 

（2014） 

專業學習社群係指學校中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透過共同

的興趣、目標及願景而形成相互支持、合作的學習型社

群。強調專業導向，進行實務分享、專業對話及同儕合

作，進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幫助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

效，所組成的學習團體。 

吳秀春 

（2014） 

專業學習社群係由一群以關注學生學習成果為共同目標的

教師所組成，教師兼彼此信任、互相激勵及知識共享，是

一種以共同合作取代傳統個人單打獨鬥的學習社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專業學習社群的基本假設是，教師可以透過彼此合作，例如共同設計課程、

發展評量或其他方式來改善學生學習（DuFour, Eaker, & DuFour, 2005；

McLaughlin & Talbert, 2006；Mitchell & Sackney, 2000；Zmuda, Kuklis, & Klein, 

2004）。近來由於網路、虛擬平台的發達，學習社群依據其形態又分為兩類，分

別為虛擬學習社群與實體學習社群。前者透過網際網路及虛擬情境，打破傳統地

域的限制，創造學習者共享知識的教育或學習情境；後者大多數專業學習社群此

類，是指透過實際社會互動方式建構知識的團體（潘麗祺、賴美嬌，2003）。因

此，本研究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定義為一群將共享願景設定為增進學生學習的教

師，同時扮演領導者與跟隨者的角色，利用虛擬平台或實際社會進行互動，透過

專業對話、經驗分享、教學觀察、實踐反思、探索學習、高層次思考，促進教學

知識、技能、態度的成長，進而提升教學成效與學校效能。                                                                                                                                                                                   

貳、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組織型態、運作方式與發展階段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組織型態與運作方式 

  目前專業學習社群一詞已普遍運用於各教育層面（林瑞昌，2006）。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依不同觀點分為不同的組織型態，Bolam、Stoll 與 Greenwood（2007）

以成員種類作區分，分為教師與支援人員，而支援人員又分為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s）與非教學支援人員（non-teaching support staff）。其中教師包含校長、

教師兼行政人員、班級導師與科任老師，而教學助理則為特教老師及助理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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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支援人員為學校的行政職員（包括護理師、清潔人員、警衛、廚師等）；Astuto、

Clark、Read、McGree 與 Fernandez（1993）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為三種，分別

為「教育者（educators）」「教師與學生（ teachers and students）、學生之間（ among 

students）（於教室內或教室外）」「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潘麗祺、賴美嬌

（2003）依其成員互動媒介，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為虛擬學習社群與實體學習

社群，前者係透過網際網路的虛擬平台進行社群的互動，後者則是透過實際社會

互動而進行學習的社群。沈靜濤（2009）提出學校較常見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型

態，分別為學校會議與研讀小組，前者係指學校內的行政會議、學科領域會議、

年級會議等各式學校會議，後者則係由一群人針對已規劃的議題，定期聚會共同

討論研讀之議題，經由融合工作的方式，使教師組織成學習社群，以提供其專業

成長的機會及場域。McLaughlin 與 Talbert（2010）則以學校的不同層面將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區分為三類：（一）中央辦公室－校長與教師（central office）；

（二）同年級團隊（grade-level teams）（三）跨學科團隊（cross-discipline teams）。

DuFour（2003）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為四類，分別為「特定學科（course specific）」、

「年級（grade level）」、「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垂直（vertical）」

與「部門（departmental）」，並建議學校將專業人員整併至協作團隊，而團隊的

結構則由各校決定。 

  教育部出版之《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將專業學習社群組成型態分

為四類，第一，採年級形式區分，如職業類科畢業年級教師，可共同研發教育實

習課程，結合校內專業與校外實務做連結，以有效提升實習效果；第二，採學科

（群科）/學習領域形式，如組織社會領域專業學習社群，以共同備課的方式，設

計創新課程，統整領域知識等相關活動；第三，採學校任務形式，如科技部的高

瞻計畫，成立「全校性科學探究課程」專業學習社群，研發以問題解決為學習核

心的跨學科課程發展計畫；第四，採專業發展主題之形式，打破傳統以年級、科

別分類的方式，依據共同關注之議題，組成不同主題的專業學習社群，如「品德

教育」專業學習社群、「閱讀教學」專業學習社群」等（引自教育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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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學習社群旨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教育部（2009）亦針對專業學習社群

運作方式進行說明，研究者根據其內容性質，進一步彙整為四種類別，包括同儕

協作、增能學習、創新教學、經驗傳承。在同儕協作方面，同領域的教師透過協

同備課的方式，共同分析上課教材與內容，發展教學媒材或學生評量標準等，此

外，可透過公開觀課，來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透過同儕省思對話，來修正教師

個人的教學，並建立專業檔案，紀錄教學實踐成果，作為反省教學有效性之依據，

進而修正教學策略；在增能學習方面，教師可藉由共同閱讀專業書籍，啟發課程

或教學方法的創新設計，或經由案例分析，研讀他人的成功或失敗的案例、分享

個人經驗，與其他同儕共同集思廣益，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以解決教育相關問題。

在創新教學方面，教師共同思考與設計具有創意的教學方法與策略，其中包含共

同研發新課程、實施行動研究等，並依據學生個體之差異，發展個別化的教學工

具，以符應不同程度的學生；最後在經驗傳承方面，透過參訪辦學績效優良學校

或他校辦理之專業學習社群，以求能見賢思齊，持續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機會，

在校內可建立新手教師輔導制度，如高中職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引導新手教師

有效學習班級經營與教學之策略，此外，透過專題演講的參與，邀請同領域專家

給予指導，共同研討，協助各學科與領域持續專業成長。行動研究：行動研究是

由第一線的教師們擔任研究者，企圖改善既有的教學實務，以協助學生有效學習。

因此，教師先有系統地蒐集教學現況資料，然後構想與選擇適當的介入方案，接

著執行所選方案，最後評估執行方案後的成效。若成效不理想，再進一步修正，

不斷改進。 

  學者研究指出，台北市專業學習社群成員之組成，以同學科/學習領域形式

為主（林明貴、陳怡雲、許珍琳、廖純英、薛仲平，2012），而本研究探討之跨

校高中英文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其組成型態亦為同學科領域，而不同的是，跨

校社群成員由於來自不同的學校，其平日互動的便利性不如校內專業學習社群，

因此社群結合虛擬與實體的部分，成員會經由網路平台進行資訊的討論與交流，

同時亦於每個月舉辦一至三次不等的聚會，其中包含讀書會、備課、觀課及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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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的主題形式運作，每次聚會配合研讀書籍，例如課程設計、教學策略等，

導讀教師會概述規定讀物的內容，與其他成員進行專業對話與討論，共同思考教

學改進策略，而教師在備課時亦會將書中的策略融合於教學設計，改變傳統的學

生學習，例如以大概念的方式，整理英文學科領域的相關知識，提供學生文本外

的相關延伸教材，並利用引導式的學習單幫助學生高層次思考；在觀課階段，其

重點在於觀察學生學習的狀況，因此，在議課的過程當中，授課教師能夠了解學

生對於其教學設計的回饋，而進一步來做修正。此外，該社群亦邀請大學教授參

與社群運作進行指導，透過專家的協助，跨校社群所接觸的資訊是相當即時與新

穎的，並能經由成員之間的專業對話與省思，提升創新概念融入於教學的可行性

與有效性。由此可知，專業學習社群的組成可能是固定的型態，但是其運作方式

卻是多元的，透過不同的實施策略，來促進教師持續的專業成長，同時亦提升學

生的學習。 

二、 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階段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強調教師持續性地專業促進與改善，社群為一有機體，乃

是一個組織不斷更新的動態發展歷程，而關於社群的發展階段學者皆有不同闡述，

Wenger、McDermott 與 Snyder（2002），將社群發展分為潛伏期（Potential）、聯

合期（Coalescing）、成熟期（Maturing）、管理期（Stewardship）與轉化期（Legacy）

五個時期，成員在潛伏期屬於鬆散的關係結構，而透過共同的需求與關心的議題

聚集在一起，發現彼此相同的基礎並為社群做準備；在聯合期階段，成員聚在一

起使社群運作，透過參與學習而發現價值，並共同設計社群，接下來在成熟期，

社群成員開始產生自我認同，承諾自我的實踐與成長，並設定組織標準，訂定學

習的議程，共同成長。而在管理期，成員會在他的領域發揮其指導的功能，社群

發展來自綿延不絕的能量，不斷更新成員興趣與教育新進教師，尋求其他聲音並

納入成為社群新的考量重點。最後在轉化時期，社群由於組成型態的不同，有的

社群因其實用性而能長期維持，成員繼續往前邁進，可能轉型為不同型態的社群，

或與其他社群結合，但某些社群則可能因任務完成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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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s 與 Pruitt（2003）亦提出社群發展的五個階段，分別為形成（the forming 

stage）、激盪（the storming stage）、常態化（the normalizing stage）、成果（the 

performing stage）、中止（the adjourning stage），形成階段是社群的適應期，此

階段在於建立成員彼此信任、達成共識與建立社群目標。激盪階段則屬於社群的

磨合期，成員因溝通或對話產生衝突或挫折，導致其熱情或社群歸屬感降低，係

社群發展的最艱困的時期，若成員向心力不足可能導致社群潰散；在常態化階段，

社群趨於穩定，由於長期的共事合作與互動，成員多已培養出患難情感，對社群

產生凝聚力，並遵守共同規範，願意投入較多的時間在社群；成果階段為社群高

速發展期，成員彼此擁有高度信任與了解、心態成熟、主動積極，透過組織學習

而能有效處理遭遇的問題；最後在中止階段，相當於社群的休會期，社群的任務

發展到達一個段落，成員對於社群歷程進行反思、評鑑與建議，等待下一個社群

共識目標再出現。 

  McLaughlin 與 Talbert（2006）研究認為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需要歷經新手

期（novice stage）、中階期（intermediate stage）與進階期（advanced stage）三個

時期，在新手期此時期學校投入大量時間，尋求可解決學生學習的問題，同時開

始探索學校改善的價值，並發展相關流程，注重於建立社會信任與團體決策的概

念；而在中階期，著重建立社群中的領導模式，專注於教學的改善，透過學生的

學習成效改善，可激發更多的動機。一旦成員意識到社群的產出是不確定的，他

們害怕其運作形式是無效的，而採取改善協同合作中心的策略。許多學校在此階

段，仍無法將理念與實務結合，而導致實施成果不如預期。最後，在進階期，建

立起專業學習的學校文化，教師專業社群的理念可透過行動而實踐於實際教學場

域，而社群不斷經由挑戰獲取勝利，而持續追求更高層級的成效標準。 

  DuFour、DuFour 與 Eaker（2008）認為專業學習社群可分為空白期（Pre-

Initiation Stage）、起始期（Initiation Stage）、發展期（Developing Stage）、維持期

（Sustaining Stage）四個發展階段，在空白期，學校努力於學校現況的改進，尚

未有成立社群的動機，學校成員亦未發展出改善教學的態度，或對於學校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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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將學校進步的責任歸咎於學校行政；而起始期，學校會注意到學習產出對

於各年級學生及課程的重要性，產生學校的理念哲學，但並未實施於學校的日常

事件。社群著重於準則的建立，而針對重大議題則尚未開始處理，因此尚未影響

到教師的實踐層面，同時學生的學習僅侷限於個體教師的關注，社群成員專注於

建立目標，可惜此階段的目標過於廣泛，而無法以一個有效的方式指引教學決策；

在發展期的時候，社群建立的準則受到多數人的贊同，成員開始修正其思考與實

踐以配合準則來實施，教師明確了解其目標（短期與長期）而發展多項策略，促

進學生學習，並發展評估工具，以確保社群朝目標運作，社群成員繫於共享願景，

而對於社群感受到歸屬感，不論在態度、行為與承諾上，皆在使學校持續改善；

當社群來到維持期，其準備已深根於學校文化，內化於學校每個成員心中，利害

關係人看見明顯的產出成果，學校提供更多時間與支持，讓成員持續協助學生促

進學習，而社群的目標成為學校的共享願景，間接影響學校的政策、議程與每日

活動，成員亦不斷追求的挑戰。 

  Huffman 與 Hipp（2009）初始（initiating）、實施（implementing）與維持三

大階段（sustaining），在初始階段，領導者扮演重要角色。強調分佈式領導，使

成員能夠共享權力，促進公平對談與討論來建構社群初始目標與訂定社群運作方

式，達到共識基礎。而在實施階段，方案成為社群的核心重點，社群建立高度期

望、分享權力與授權責任，並建立回饋與支持的社群夥伴關係。成員因此能充分

了解自身權責，而投入社群方案來促進學生學習，同時亦經由夥伴關係的回饋與

支持，持續修正與成長；最後在維持階段，制度化成為社群的重點，社群在第二

階段方案實行達到成功變革的目的，社群強調持續性的改善，因此每次的方案必

須經過系統化的程序進行，而經過一段時間將社群運作的形式制度化，內化為成

員的個人信念與價值，進而促進社群目標與個人實現與專業發展。 

  研究者進一步彙整上述學者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發展階段的見解，認為在跨校

形式的脈絡當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分為「孕育」、「形成」、「成熟」、「維持」

等四個階段，在孕育階段，學校尚未形成合作學習之文化，大部分教師習慣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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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對於專業成長抱持著消極的態度，但部分教師已認知到未來的教育趨勢，

而體認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經由平日的對話，了解彼此共同的需求與關心的

議題，而開始為將來的社群做準備；在形成階段，由於受到共同願景與理念的牽

引，來自不同學校的教師聚集在一起，形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而社群成立之初，

建立社群的目標與運作模式成為首要之務，是確立社群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階段，

一旦社群內的成員對未來發展形成共識，將會增加他們對於社群的認同感而投入

心力，專業上的協同合作與分享討論逐漸開展；在成熟階段，成員致力於發展多

項教學策略與評估工具，來促進學生學習，並針對實務進行反思與專業對話，以

確保社群產出與實務之間的連結性，在這個時期，社群權責共享的運作模式，成

員對於社群的發展具有高度期望，社群建立回饋與支持的夥伴關係，使成員對於

社群產生歸屬感，成為社群重要的動力來源；最後在維持階段，社群經由長期的

運作下來，累積不少收穫與成果，社群的理念內化於成員的心中，成員除了發展

下一階段之目標外，亦透過教師領導的影響力，將其理念利用各種方式進行推廣，

希冀能獲得其他教師的認同，而進一步促使學校教育文化的變革。由此可知，跨

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其發展之不同階段，將會呈現出不同的任務類型與關注焦

點，以解決每個階段社群所遭遇的問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特徵，亦為社群的核心概念，Jackson與Tasker（2002）

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分為六項運作特徵，第一，分享的價值與願景（Shared 

values and vision），係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所有成員，皆投入於分享價值與集

思廣益以產生學校特殊的目標，透過權力的分享使成員能夠依循這個價值目標進

行他們的工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徵，亦即核心任務，是專注於學生學習與

學校整體的改善；第二，建構於探索的合作學習及應用（Collaborative learning built 

around enquiry –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教師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對

現況提出疑問，他們彼此支持新的方法，並共同從結果中學習。社群成員共同檢

驗學生，討論專業學習的期刊及書籍，並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將高知識的學習任

務及解決方式操作於教室內；第三，合作與分享的個人實踐（Collaboration and 

 



45 

 

shared personal practice），為了增加個人與組織的能力，社群成員一起工作而非個

人，課程的探究是慣例，教學是公開的，成員在一個多樣化的合作團隊中工作，

學習準則使教師及其他教育專家共同工作，因此教與學的過程是開放及分享的；

第四，支持與分享的領導（Supportive and shared leadership），教師領頭羊與其他

領導者透過民主式參與，形塑學習價值與規範，採用分佈式領導，分享權力與權

威，決策來自學校公開的價值系統。成員被充分授權，學生學習具有最優先性，

而創新冒險都激勵他們的領導與學習潛力；第五，對學生學習及成效的集體承諾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for student learning and success），教師專業社群的教育

專業就是尋找更好的方法促進專業改善，他們實驗與創新，都是由於對其學生的

集體承諾，不只存在於他們自己的班級，亦非過往成功學習的案例，他們熱烈地

去適應、發展，擴展學習範圍以促進所有學生的學習成就；最後為支持的條件

（Supportive Conditions），身體、心理、情感與資源條件，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成員能夠實現其貢獻，提供教師充分、足夠的時間與空間讓他們一起工作與學

習，例如：使資源能夠為其所用、時間表的重新修訂、工作表的調整等，慣常挑

戰實踐，使教師不再單打獨鬥，同時培養教師的社會凝聚力與彼此的信任關係。

研究者進一步彙整各學者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特徵的分類，見下表 2-4： 

表 2-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特徵 

學者 

（年代）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特徵 

Newmann 

（1996） 

1. 共享的價值與規範（shared values and norms）。 

2. 清楚與持續關注學生學習（clear and consistent focus on 

student learning）。 

3. 反思對話（reflective dialogue）。 

4. 去個人化的教學實踐（ Deprivatizing practice to make 

teaching public）。 

5. 聚焦於協作（focusing on collaboration）。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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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 

Tasker 

（2002） 

1. 共享的價值與願景（Shared values and vision）   

2. 建構於探索的合作學習及應用（Collaborative learning built 

around enquiry –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3. 合作與分享的個人實踐（Collaboration and 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4. 支持與分享的領導（Supportive and shared leadership）  

5. 對學生學習及成效的集體承諾（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for 

student learning and success）   

6. 支持的條件（Supportive Conditions）   

Stoll et al. 

（2006） 

1. 共享的價值與願景（shared values and vision） 

2. 對學生學習的集體承諾（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for students’ 

learning） 

3. 專注學習的合作層面（collaboration focused on learning） 

4. 團體即個人的專業學習（ group as well as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learning） 

5. 反思專業問題（reflective professional enquiry） 

6. 開放、網絡與夥伴關係（openness, networks and partnerships） 

7. 包容的成員關係（inclusive membership） 

8. 相互信任、尊重與支持（mutual trust, respect and support） 

Reichstetter 

（2006） 

1. 支持性的領導（supportive leadership） 

2. 集體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 

3. 合作式的團隊運作與決策（collaborative team work and 

decision-making） 

Hord & 

Sommers 

（2008） 

1. 共享的信念、價值與願景（shared beliefs, values, and visions） 

2. 共享與支持性的領導（shared and supportive leadership） 

3. 集體的學習與應用（collective learning and its application） 

4. 支持性的條件（supportive conditions） 

5. 分享的個人實踐（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者歸納上述各學者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發展階段與特徵的陳述，認為運作

特徵則分為四大概念，分別為「分享與支持性的願景與領導」、「對學生學習的集

體承諾」、「支持性的夥伴關係」、「合作學習與反思實踐」。在分享與支持性的願

景與領導方面，社群的良好運作維繫在成員對於目標與願景的共識，採用分佈式

的領導模式，成員共同發揮領導影響力，同時承擔相對的責任，一起為社群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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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貢獻心力；在對學生學習的集體承諾，專業學習社群的主要任務是提升學生的

學習，教師為能使課程教學之設計能夠符合學生的需求，進而攜手共同進行專業

成長，實現對學生有效學習的集體承諾；在合作與支持性的夥伴關係方面，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係由多位教師所組成，成員於參與的過程中，亦形成良好的夥伴關

係，亦師亦友的氛圍，是穩固社群向心力的重要因素，使社群能夠持續的成長；

在合作學習與反思實踐方面，教師進行合作式的學習，共同分享與討論教育相關

的實務，並能將社群所研發的策略實際運用在課堂實務，而經由同儕省思與專業

對話，不斷修正個人的教學。 

 

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推動現況與困境 

  近來專業學習社群蓬勃發展，成為教師專業發展的代名詞，透過專業學習社

群，教師能夠與同儕進行專業對話、合作學習，共同努力提升教學專業，以增進

學生學習，而各國由於歷史背景與文化之因素，可能造成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呈

現不同的面向。在第一部分，除了探討我國目前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現況外，挑

選西方及東方各一個國家作為了解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現況的案例，西方代表為美

國，其原因係由於美國近年來推動許多教育政策，例如 NCLB 法案、邁向巔峰計

畫（Race to the Top），研究者希冀能了解美國近來政策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的影響；

而東方代表則選擇新加坡，其原因係由於新加坡近來成為國際評量測驗的佼佼者，

研究者欲透過探討其專業學習社群實施的現況，來瞭解他們如何透過專業學習社

群協助學生增進學習成就。在第二部分則探討實行專業學習社群可能遭遇之困境，

作為本研究後續探討跨校社群運作的基礎。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推動現況 

（一） 美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動現況 

  美國 2002 年推行不讓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教育

政策，由聯邦政府主導教育改革，進行教育經費的補助，其績效責任機制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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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充分進步指數」（Adequate Yearly Progress, AYP）作為經費分配與學校懲處的

依據，其目的在促進教育平等（陳佩英、卯靜儒，2010），NCLB 法案要求學校

提出改善，而各州為了能夠達成 AYP 的目標，紛紛提出「學校改善計畫」（school 

improvement）來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而專業學習社群則成為學校改善的策略

之一，希望透過教師社群團隊合作，彼此分享教學經驗，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美國的教育制度各州具有差異，而教師專業的發展機制亦不盡相同。戚居清（2012）

研究以馬里蘭州為例，學校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利用協作、省思實踐來促進

問題解決與合作的能力，以協助教師個人及群體的專業成長，進而促進教室及學

校持續性改善與發展。該州亦訂定出馬里蘭州教師專業發展標準（Maryl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ndards），期望能夠過高品質的標準，使教師

能確實執行的專業活動。在他們訂定的內容標準（content standards）中，指出教

師透過專業成長而成為高效能教師的前提，必須具備六項目標能力，例如與家長

溝通、處理學生問題、以研究導向作決策、學科知識與教學專業、與同儕合作的

能力、營造安全與創意的教學環境。以馬里蘭州的 Harford County 為例，學校依

年級或科目別作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依據，透過分析學生學習資料，進行專業

對話與討論，來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並提出學習改善策略，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以學生學習為主要目標，聚焦於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 

  Mindich 與 Lieberman （2012）從紐澤西州 33 所由政府資助專業學習社群的

公立學校，挑選兩所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對於專業學習社群持續的關注是

至關重要的，而教師彼此的共同領導仍是不足的，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的未來發展，

領導將是關鍵。Eaker 與 Gonzalez（2006）認為領導對於有效學校的實踐是有相

關的，社群的領導者應該走在前端，讓每個教師能夠成為團體，帶領訂定社群的

運作程序，專注於與學生學習有關的批判問題。 

  美國教育部的職業與成人教育辦公室在 2012 年重新開始他們的線上教育，

他們稱這種為成人教育者設立的專業學習社群為文化資訊與溝通系統（Literac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LINCS），這個網站提供成人教育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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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可以使用的資源，例如依學習者的需求，提供以網站為基礎的專業發展機會，

亦或有目標性的面對面訓練，以及一個名為實踐社區（community of practice）的

網路平台，提供從業人員進行交流，LINCS 同時也提供專業工具，包含能夠讓學

習者橫跨國家同時參與討論（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Blitz（2013）

亦提出網路學習社群能否達到專業學習社群的目標，認為除了在學校以外，網路

與行動通訊工具能有效拓展教育團隊彼此的溝通與反思，與其他成員合作、進行

專業交流。 

  因此，檢視美國的發展現況，教師專業社群的領導角色開始受到重視，領導

力的有效施展，能帶領社群朝向共享的願景前進，成員亦能透過互相領導來進行

專業對話與實踐反思；另一方面，由於科技日新月異，社群的運作形式不再僅是

面對面的實體會議，現代行動智慧裝置迅速發展，透過虛擬的網路平台可即時進

行專業的交流與討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虛擬平台的建立雖然可能成為未來的趨

勢，但其成效則有待時間的考驗。 

（二） 新加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動現況 

  為了保持國家在全球的經濟競爭力，新加坡與其他各國政府一樣，努力改革

教育體系，而事實上，新加坡在 1965 年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時，便明確與直接

地確認經濟與教育之間的關係。由於新加坡屬於一個小島，人口卻有 500 萬，共

有 360 所學校，而這些學校大部分屬於公立學校，獨立、特別學校少於 20 所，

且其課程與評量必須受到政府法規之規範。 

  以專業學習社群而言，無論是在概念或是應用方面，新加坡與亞洲其他學校

的系統皆處於起步階段。新加坡於 2009 年新任教育部長兼總幹事首次提出對於

專業學習社群的倡導，認為專業學習社群能夠成為提升教師素質與專業水平的管

道之一，相較於其他國家，雖然新加坡學生在國際評量標準測驗皆有高水準的表

現，但政府意識到考試已不再滿足 21 世紀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ies, KBEs）需求，因此將 KBEs 著重於新的工作技能，例如創造力、創新、

批判性思維、解決能力與協作（Dimmock & Goh, 2011；Lee & Le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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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制定者意識到為了開發學生符合21世紀的工作技能，必須

在課程上有改革，簡單來說，他們認為課程的新模式必須能整合學生的學習成果

與其他全面性發展，包含所謂的軟實力（soft skills），而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制定

者看到專業學習社群的目的及其價值，他們認為透過教師協作學習的過程，能夠

逐步重構課程，滿足學生學術成績與其他面向發展的需求，因此他們視專業學習

社群為建立學校領導與教師能力，以開展校本課程改革的手段（Hairon, 2006；

Hairon & Dimmock, 2012）。 

  新加坡的政策制訂者將責任轉移到學校領導，倡議教師個人作為變革的推動

者，領導課程與教學創新，其目的在於發展教師專業與增強學生的學習成果。新

加坡教育部鼓勵每所學校成立專業學習社群，認為專業學習社群須具備六項特點：

分享與支持型的領導；學校願景、使命、價值與目標；行動導向與實驗；強而有

力的學習與探究文化；以信任與承諾為基礎；支持性條件（引自 Training & 

Development Division, 2010）。在 2009 年，教育部在 51 所學校實施該專業學習社

群模式，得到了 Michael Fullan 所提出的三點成功結論，三點分別為學校領導

（school leadership）、制度（systemness）與深度教育學（deep pedagogy），而到

2012 為止，360 所學校中，已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學校選擇利用教育部所提出的專

業學習社群模式來導入自己的學校系統。 

  然而，Hairon 與 Dimmock（2012）指出新加坡在推動專業學習社群上仍受

到兩大挑戰，第一是教師工作量的問題，新加坡的教師由於教育政策的變動以及

各方利害關係人需求的增加，使其工作量不斷地升高，新加坡的教師與其他國家

一樣，已經負擔過多的教學及非教學（行政）任務，因此在專業學習社群導入學

校系統時，可能被教師視為另一項負擔，從教師對於社群的評價能了解，教師認

為社群會占用相當長的時間，例如小組會議與相關科學研習活動，他們亦認為過

多的時間成本花費在研究上，而非備課、教學，每周一小時的專業對話時間對於

從事有意義的專業學習社群是不足夠的。第二，則是發現缺乏證據支持經由專業

學習社群的運作，教學實踐能夠促進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成果，部分人士對於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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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活動與學生學習成果之間的鏈結產生質疑，新加坡目前仍以考試為重，

教學活動仍無法擺脫以學生學業考試成績為首要考量。此外，雖然專業學習社群

是為影響教學及學校文化，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但如何做到這點，目前仍

是無法明確說明，在新加坡由於教育部熱衷推動以學校為基礎的舉措，希望將領

導責任下放至學校端，但學校目前仍無法脫離依賴上層的文化，因此常形成教育

部下放權力，領導者卻沒有對策的情況，在教育部與學校兩者之間形成一個無人

管的領域（no-man’s land）。 

  由上可知，新加坡教育部於推行專業學習社群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新加坡與

其他亞洲國家相同，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與實踐仍為起始階段，在專業學習社群

落實的過程中，亦面臨相關問題，如教師工作量、與學生成績之連結性等問題，

顯示目前其他國家在推行專業學習社群，仍面臨許多挑戰，而本研究希冀能透過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經驗，進一步思考這些執行時可能面臨的難題。 

（三） 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動現況 

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推動，可追溯至 2006 年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由於教師專業發展受到社會大眾重視，教育市場化帶動

學校的競爭風氣，各校開始著重教師的教學成效與學校效能，2010 年起，教育部

推動「以學校為本位」（school-based）的學校經營理念，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為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策略之一，長期持續地培養專業知能，並將原補助辦理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之學校的教師專業成長經費，轉變為補助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經費（林明貴等人，2012），由此可知，教育部鼓勵學校之教師專業發展透過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來推動，國科會於 2006 年首次推動「高瞻計畫」以高中

職為主要對象，協助發展高中職的前瞻領域科學與科技課程，其中主張教師在情

境中學習，針對實際遭遇之教學問題，共同進行探究與反思，凸顯專業學習社群

應用的重要性（陳佩英，2009）。此外，第二期「促進高中職優質化實施計畫」

有計畫的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了促進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活動

分為三個階段，各有不同的辦理重點與內涵，鼓勵教師於社群除了擔任學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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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亦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陳佩英等人，2012）。近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

作型態，不再僅侷限於校內的發展，教師可跨校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合作發

展創新的教學與課程模式，打破傳統由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模式，不但增進了學生

的理解，亦改進教師的專業知識與技巧（陳佩英、卯靜儒、鄭毓瓊，2014）。 

目前我國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由教育部統籌計劃，102 學年度適逢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施行，將教師專業社群納入十二年國教精

進計畫，是故，以下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進行現況評析（教育部，2013）。 

1. 辦理方式 

（1） 中央 

  督導各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貫徹十二年國教政策，協助各地方政

府建構整體性課程與教學領導機制，規劃並執行教師專業進修體系，同時督促地

方政府健全國民教育輔導團之組織與運作，作為教師專業成長之支持體系，並輔

導各地方政府督導所屬國中小深化校本進修活動、倡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 

（2） 地方 

  依據教育部補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配合教育部

課程與教學政策推動重點，地方政府成立推動小組，透過資源統整、整體規劃及

專業對話，建構藍圖及整體計畫，整合組織資源，研訂計畫方案，同時由地方教

育局（處）組成督導訪視小組，進行督導與考核。 

2. 申請方式 

（1） 中央與地方 

  地方政府於每年十月底，完成整體計畫及各行動方案之擬訂及自評作業，並

於十一月十五日前，將所有計畫提送各分區策略聯盟審查。審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自評檢視，由地方政府邀請邀請教育部國教署輔導諮詢委員辦理；第

 



53 

 

二階段透過各分區策略聯盟十一月份之會議辦理審查；最後階段地方政府依審查

意見修正後函報教育部國教署備查。 

（2） 地方與學校 

  公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可依學校發展或教師需求，自主成立「學習社群」。

每一社群以 4~12 人為宜，並推舉 1 位教師擔任領導人，並填寫「教師社群申請

書」，最後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遴聘學者、專家擔任審查委員，並依據審查

向度，採序位法遴選出受補助團隊。 

3. 經費補助現況 

（1） 中央與地方 

  經費補助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各地方政府最近三年度之基準財政收入額

占基準財政需要額之比率平均值，作為各地方政府財力之標準，分不同補助基準，

同時考量所屬校數、教師人數及考量地理環境、交通情形之差異。中央給予地方

的經費分兩次撥付，第一期先撥付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六十，為二月至八月執

行之用，第二期則視地方政府年度執行狀況撥補當年九月至次年一月的不足款項。 

（2） 地方與學校 

  地方由於中央補助款項之差異，補助各社群的金額亦有差異，以新北市為例，

每個社群的運作經費以新台幣兩萬元為限。 

  由此可知，目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行，是由中央主導，而由地方縣市配

合辦理，成為十二年國教之推行的配套措施之一，希望各校藉由成立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來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並深化以校為本的教育理念，計畫申請之方式，

地方政府需要先擬定整體規劃，交由各策略聯盟進行審查，而地方學校則挑選一

社群召集人撰寫申請書來提出申請，而經費則因中央給予地方之補助管而有差異，

研究者經訪談調查後，目前臺北市給予社群之經費一年為新台幣六萬元，而受訪

教師認為補助款項足以負擔社群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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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困境 

  自 1990 年 Senge 出版《第五項修練》提出「學習型組織」概念，教師透過社

群的方式進行專業發展的理念蓬勃發展。過去當學生於課堂上運用合作的方式學

習時，忽略教師專業知能的培養亦能夠過合作學習來進行（潘慧玲，2002），社群

提供教師一個合作學習的機會與場域，教師們可以透過社群的方式，彼此分享及反

思教學方法、班級經營策略等，而進一步修正、改變、創新自我實踐，以促進學生

學習。 

  綜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階段，在最後時期的主要工作都在於「維持」

（sustaining），然而，要將社群的文化深植於學校實為不易，York-Barr、Sommers、

Ghere 與 Montie 指出，學校形成專業學習社群時，將面臨的挑戰有四項：第一，學

校領導者所給予的奧援；第二，教師專業成長需求的滿足；第三，教與學為核心目

標定位；第四，社群與學校文化的相容性（引自沈靜濤，2009）。國內引進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之概念雖已歷時五至六年，但真正實踐的時間並不長，其中可能來自於

社群之成立與運作常會面臨許多學校傳統上的挑戰，吳清山（2009）認為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面臨之挑戰來自於制度、行政、環境及教師等層面，茲將其意涵說明如下： 

（一） 學校行政缺乏有力支持 

  國內各校對於專業學習社群之概念仍在摸索階段，在對於社群認知不足的情

況下，難以提供社群有效的支援，而在社群草創之期，尤以行政的支持決定其能否

有效運作，因此學校行政人員對於社群認知的不足，往往是部分學校的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無法有效運作或難以成立的原因之一。 

（二） 學校團隊合作氣氛不足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強調成員集體合作、共同學習，需要輔以合作的學校文化基

礎，才得以順利運作，目前部分學校遲遲難以建立社群或順暢運作，其中原因之一，

在於學校長期缺乏互助合作的氛圍，教師互信基礎上為建立，因而很難組成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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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當有部分教師願意做為領頭羊，推動社群時，難免會遭受缺乏合作意願

教師的抵抗或打擊，因此在學校合作文化建立之前，社群之推動有其困難性。 

（三） 教師缺乏學習社群認知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部分教師仍屬於陌生的名詞，無法了解社群運作的形

式與內容。一般而言，教師對於政策與計畫方案不夠熟悉或了解，往往會裹足不前，

不敢輕易嘗試新事物，形成學校推動新政策的阻力，成為當前學校辦理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困境之一。 

（四） 教師缺乏參與動機意願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能否成立或順利運行，在於教師的投入意願及其自發性，

學校有主動積極投入教學促進的教師，亦存在對於專業發展冷漠以對或淡然處之

的教師，而這種漠視、消極的態度往往難以使雙方形成共識，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

無法順利開展。 

（五） 學校缺乏誘因獎勵機制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除了引發教師的內在動機之外，外在的獎勵機制亦

相當重要。目前不論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單位皆尚未建立一套系統的獎勵機制，激

發教師追求專業的動機，造成學校僅有普遍教師組成小型學習團體，缺乏全面性的

參與。 

（六） 教師教學工作事務繁雜 

  目前學校教師除了本身教學工作之外，有時尚須擔任行政職位，協助處理行政

業務，長時間下來壓縮教師提升專業的時間，也造成教師身心俱疲，而無力參與更

多的社群活動。惟教師有心，仍可加以克服。 

  而國外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執行上亦遭遇相當的挑戰與困境，戚居清（2012）

研究指出，美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有三個困境，分別為時間問題、溝通問題與

學校文化。首先時間是教師社群第一個需要面臨的問題，有些學校雖然會安排共同

的時間，讓教師能夠共同合作學習，但有些學校則會佔用中午教師休息的時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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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需要邊吃午餐邊討論。第二，溝通問題來自於教師個人特質，有教師表示由於

每個人的個性、專長及背景有異，而造成溝通上的困難，此外，大多數教師的互動

僅以學生學習為目標，專業溝通僅發生於學校，私下卻很少交集，而無法形成緊密

的夥伴關係。最後是學校文化，研究指出每個學校的發展背景並不相同，改變學校

文化須歷經一段時間，因此需要行政的協助（如校長）共享領導，才能間接促使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夠順利發展，實踐對教育的承諾。 

  由此可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無論是在草創期、發展期甚至維持期都可能面臨

不同的挑戰與困境，如何克服外在環境與內在成員交織所形成的阻礙，尚須對於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更多的實徵研究，方能提出解決方案及策略，以有效因應、突

破現況。 

 

第四節 教師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相關研究 

壹、 教師領導相關研究 

  現今世界處於競爭激烈的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對於國家未來競爭力具有的深

遠的影響，而長期以來，教育體系中的組織與團隊，採用傳統的階層領導方式，而

造成政策與實際執行存有落差，任何的組織具有其特定的目標與價值，而須透過全

體成員的共同合作努力來達成。分佈式領導逐漸在學校層面上的使用，教師能擁有

其專業自主權，透過教學革新，來增進教學品質，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教師領導勢

必可能成為未來學校領導發展的趨勢。研究者利用三種電子資源蒐集教師領導的

相關文獻。第一，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以「教師領導」作為「文章名

稱」與「關鍵字」，搜尋近五年的博、碩士論文，計有碩士論文 48 篇，博士論文 7

篇；第二為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教師領導」作為「篇名」及「關鍵字」，

搜尋 2009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的期刊論文，計有期刊論文 18 筆；最後以

EBSCOhost 系統，以「teacher leadership」作為「標題」與「主題術語」，搜尋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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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4 年的國外文獻，計有 586 篇，總計近五年專業學習社群相關論文共有 659

篇，此外，雖然國外文獻經由搜尋系統查詢後，文章數量超過 500 篇以上，但研究

者實際瀏覽過後，發現文章僅與領導有關，而非關注於教師領導之展現。因此，研

究者考量研究目的，瀏覽文章篇名與摘要後，選用與本研究具有相關性或近期的研

究，以「專業學習社群領導」相關的文獻，作為本研究教師領導參考的相關文獻。 

  郭騰展（2007）研究指出近年教師獲得許多權力、影響力及專業地位，迫使學

校領導權力系統從權力控制轉為權力分享，同時也讓權力界限漸趨模糊化，而能更

有效、更成功的領導學校發展。其研究亦發現教師領導可有效形塑正向、合作式的

學校文化，教師領導成為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蔡進雄（2007）研

究發現，學習領域召集人在推動教學領導常會遭遇許多困難，例如：權力有限、資

源有限、授課時數多等；葉慶祥（2011）由教師觀點作出發，認為教師領導是教育

需求、改進的重要聲音。然而其研究亦發現，目前教育當局下過多指導棋，教師專

業自主時間、空間不足，教師領導難以施展，因此蔡進雄（2011）研究亦指出，教

師領導要深耕發展，制度建立與鼓勵措施不可忽視。 

  為了能讓教師領導普遍運用於現今的學校教育，何高志、林志成（2012）建議

學校應該要建構並強化多元的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對話分享的學習文化。莊雅琇

（2013）探討社群召集人對於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務經驗，其研究發現多數

社群成立前已具備社群雛形的前置運作，而當社群召集人具有專長且善於將專業

資源納入社群時，召集人往往會影響社群組織的成立與走向。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本身的特徵即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多數社群召集人並未刻意形塑或掌握社群的特

徵，而是在社群成員互動的過程中自然浮現。然而，作者亦發現形塑最佳社群發展

需要透過社群內部成員彼此信任、賦權增能以及反省實踐；社群外部則須爭取校長、

學校行政主管或校外單位的充分支援，且人數相對較少的科任教師成立社群較為

不易，目前許多社群亦面臨欠缺專業指導、社群與社群召集人跨校或跨縣縣市交流

等媒合機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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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uck、Aubusson、Kearney 與 Burden（2013）研究發現，現在由教師領導者

組成之專業學習社群已成為一股潮流，他們擁有更多的專業背景與精練的教學法。

莊雅琇（2013）研究發現，社群召集人具有某些特質，例如具有堅定的信念與持續

的熱忱、樂於學習且富專業知能；社群召集人在社群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扮演催生、

整合與支持、示範與引導的角色。而關於專業學習社群的實際情形，其研究發現教

師會在社群中，藉由分享知識與教學經驗來共同促進專業成長；或者主動積極分擔

工作並合作研發教材。 

  此外，Owen（2014），研究發現透過社群教師的共享領導，教師獲得充分授權，

並獲得高度的支持與資金，而專業學習社群要能達到最成熟的階段，必須要能有時

間準備工作、資金以及清楚願景支持，才能挹注這些專業學習社群順利發展。無獨

有偶，簡杏娟、賴志峰（2014）研究亦發現行政充分授權給社群召集人來領導社群

的運作，並提供社群精神上的支持與實質上的貼心服務，能夠使教師在教學技能有

所增長，學生的學習興趣亦有提升的成果。 

  綜觀上述研究，教師領導的普及是未來學校領導的趨勢之一，透過分佈式的領

導結構，讓教師重獲其專業自主權，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教師領導在跨校社群之教師

領導實踐，跨校社群之教師領導亦可能遭遇權力有限、資源有限、授課時數多，成

為本研究探討教師領導實踐的重點之一，教師成員如何運用教師領導來解決跨校

社群實務上遭遇的困難；再者，Schuck 等人（2013）與莊雅琇（2013）指出通常教

師領導者具有其專業素養，而本研究預期能藉由參與觀察及訪談來了解在跨校社

群當中，教師領導者如何運用其領導來影響其他社群夥伴，本研究亦期盼未來有其

他相關實證性研究，能提供更多的依據，來作為後續跨校社群理念推廣之用。 

貳、 專業學習社群相關研究 

  由於因應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推行，教育部有計畫地推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作

為配套，近來專業學習社群成為教師專業成長的代名詞，而相關研究亦相當豐碩。

研究者利用三種電子資源進行文獻蒐集。第一，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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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業學習社群」作為「文章名稱」與「關鍵字」，搜尋近五年的博、碩士論文，

計有碩士論文 133 篇，博士論文 2 篇；第二為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專業學

習社群」作為「篇名」及「關鍵字」，搜尋 2009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的期刊論

文，計有期刊論文 53 筆；最後以 EBSCOhost 系統，以「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作為「主題」，搜尋 2009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的國外文獻，計有

411 篇，總計近五年專業學習社群相關論文共有 599 篇，研究者在瀏覽文章篇名與

摘要後，選用與本研究具有相關性或近期的研究，以「教學效能」、「社群發展」及

「社群現況」相關文章，進一步做為本研究參考的相關文獻。 

  在教學效能方面，蕭至展（2011）認為專業學習社群具有五個核心要素，分別

為反省對話、專注學生學習、同儕間互動、合作組織文化、共享價值與標準，而其

將教學效能分為自我教學效能、多元教學技術、師生關係和諧及教學評鑑回饋四個

層面，並以「國小教師知覺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學效能之間有顯著相關」及「國小教

師知覺專業學習社群的各層面對教學效能有顯著的預測力」為研究假設，針對彰化

縣國小現職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其研究發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核心要素之各層面

與教學效能的相關程度相當高，教師知覺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學效能相關情形則為

中度正相關，並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整體教學具有預測力。 

  湯艷鳳（2013）亦針對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學效能之關係進行探討，認為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可分為共享領導、共享價值和願景、集體學習和創造、共享教學實務、

支持情境等五個面向，教學效能則分為教學計畫與準備、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多元

教學策略、教學成果與評量、營造友善學習風氣五大層面，並以「國小教師參與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教師教學效能有正向顯著預測力」為研究假設，針對臺北市國小

正式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其研究發現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整體與教師教學效能

整體表現成中度正相關，而社群教師認同營造友善的學習氣氛能提升自己的教學

效果與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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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子喬（2014）研究則在探討專業學習社群對新進教師之教學效能的影響，其

將教學效能分為六個層面來讓教師進行自我評估，分別為師生互動、教學策略、班

級管理、親師溝通、教學執行與學習評量，並以「高職餐旅群新進教師之社群參與

的不同對教學效能之自信心有顯著差異」為研究假設，針對南部設有餐飲科類科學

校之新進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參與程度則以有無參與 102 學年度上學期教師社群

作為依據，研究發現不同社群參與程度的高職餐旅的新進教師對教學效能各層面

均無顯著差異，其認為可能是研究時間僅為期半年，辦理半年的社群對新進教師之

影響可能無法比較差異。此外，孫志麟（2010）提出五項推動專業學習社群之實踐

策略，由外而內推動專業學習社群、創造協同合作與支持文化、關注教師專業發展

的生態變革、發展多樣性的專業學習社群及理解專業學習社群多元樣貌，認為專業

學習社群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肯定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專業提

升的幫助。 

  由上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學效能相關之研究分析來看，多數教師認為專

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之教學效能具有影響力，而且認為專業學習社群須具備共享

價值、集體學習與合作組織文化、共享教學實務與同儕互動等構成要素，因此可見

成員合作文化與氛圍的建立與營造，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的有效運作與維持是不可

或缺的。而在徐子喬（2014）的研究當中，亦可發現教師參與社群的時間可能對於

社群的影響力具有關聯，蕭至展（2011）與湯艷鳳（2013）研究針對教學效能各有

不同的見解，這些重要的研究發現未來將可提供研究者針對跨校社群運作效能不

同面向的參考，而進一步發展成為訪談問題。 

  在社群發展方面，Levine（2010）認為現存關於教師社群的概念仍不足以讓我

們清楚去定義、設計教師的學習，而在其研究當中提供一個具體的例子，協助未來

的應用，其研究發現專業學習社群的目的是在利用經驗的分享與創造，來發展教師

與準教師的能力，聚焦於那些促進教師學習的元素，例如情境、資源以及工具，透

過專業學習社群內部的工作參與，讓教師了解社群如何豐富他們的教學資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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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他們個人所設計與傳遞的教材，協助設計準教師與教師的活動，發掘其教育的

潛能。 

  Kagle（2014）亦發現學習社群作為現場教師增進專業的工具，對於準教師是

有意義的，不僅能夠增進準教師的專業能力同時也能成為對準教師教學有意義的

工具，同時也在使他們成為學習反思的實踐者，而準教師經參與專業社群後，帶入

專業學習的文化進入學校，並能更積極地從事專業發展，製造更多機會促進專業合

作，形成學校的專業發展文化。而 Owen（2014）則從研究的三間學校中，挑選兩

間進行行動研究，來觀察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概念，行動研究小組的運作如同專業

學習社群，幫助教師建立教學技巧與能力，讓老師在教室內的角色轉為共同學習者，

促進學生學習，與夥伴分享願景、教師問題，以及參與各個學校碰到的實務案例。 

  由上述研究可發現，專業社群的組成可以同時包括新進教師與資深教師，教師

透過社群的參與，能夠開始熟悉如何透過共享願景與領導、合作學習來協助個人及

同儕進行專業成長，逐步將社群理念內化於教師心中，教師由原本單一的教學角色

開始轉變，在社群當中每個人除了是領導者外，亦是跟隨同儕腳步的學習者。此外，

專業學習社群的影響力亦非僅止於社群內部，而是能夠發揮社群的凝聚力，將良好

的教學理念或教學策略做進一步的經驗分享與傳承，這也是本研究在探討跨校社

群教師領導影響力的觀察重點之一。 

  在社群現況方面，針對國小教師專業社群的層面，馮莉雅、林惠儀與張翠倫

（2012）指出目前國小專業學習社群能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主題加以結合，雖然

社群規劃是依據需求，而非政策或行政引導，但較少與評量及補救教學做結合，而

缺少引導培訓之課程，社群未能系統性結合活化教學、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三種教

學知能，其研究亦發現行政人員的評鑑知能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知能，會影響社

群活動。研究者認為專業學習社群固然其最終目標在於促進學生學習，惟過程中亦

在強調教師專業知能的培養，而目前專業學習社群作為十二年國民教育計畫的配

套方案，因此，本研究除了觀察教師領導於專業社群的實踐，亦關注政策面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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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實際給予社群的支援與協助。此外，呂瑞美（2013）則發現桃園縣的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歷年限多數未滿2年，社群之研究主題大部分與教學相關，而學

校多數社群的實施是由上而下所推動，學習社群的運作仍在教師增能階段，成員將

所學轉化於教學現場之能力尚待加強。 

  而在高中層面，陳佩英、高嘉徽與應尹甄（2012）指出，目前已經實施超過三

年進入第二期程的優質化學校，不少已意識到學習社群對於學校改善的助力，能夠

促進以校為本的特色發展與創新課程及教學之發展，進而逐漸認同提升整體學校

整體效能與均衡各地區之教學資源，但作者仍進一步說明，雖然優質化的專業學習

社群主張不見得能夠帶來真正的變革，如何增加教師參與意願，經由持續性的專業

對話，來打破學科之間的藩籬，而能夠形塑彼此信任、分享、學習與專業認同的組

織氣氛與文化，並找到有意義的投入和協作行動，這些行動是未來在學習社群推動

上需要思考的。 

  鍾國全（2014）以臺北市高中職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作為探討對象，針對臺北市

42 所公私立高中職 110 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高中職學習

社群的組成通常以同學科或同學群為主，教師彼此專業性相同，有共同的教學研究

會議時間，彼此之間交流的情形也較多，而當前社群成立目標與教師需求結合，以

提升教師專業素養為首要目標，大部分社群會議一個月召開一次，通常是利用空堂

時間，而大多數的社群訂有明確的工作進度計畫與安排定期的成效檢視。此外，社

群成員普遍認為在社群運作的過程中沒有足以影響社群運作的因素存在，但仍有

潛在因素在未來可能影響，例如：社群成員共同時間、學校提供社群的資源、建立

社群評鑑機制。 

  由上述研究可知，目前教師所組成之專業學習社群，仍是以同學科領域為主要

的組成型態，較能使教師發揮其領域專業，進行專業對話與交流，而鍾國全（2014）

研究發現目前社群在運作的過程中，沒有足以影響社群運作的因素存在，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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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影響社群運作之重點置於教師領導的施展，探討教師領導對於跨校專業學習

社群的影響力為何。 

  而由於科技發展的結果，越來越多的社群使用雲端平台，利用行動裝置做即時

性的互動討論與交流，邱子芸（2012）探究臺北市國小教師透過臉書（Facebook）

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之情形，其研究發現教師使用 Facebook，有利於使用者與同事

的人際溝通交流，其中社團（groups）功能有助於建立線上學習社群，並能增進同

儕的夥伴關係，提升教育工作熱忱與培養自我專業態度；Holmes（2013）研究亦發

現線上學習社群有助於社群中的學習者與夥伴合作、批判反思、發展教學工具，線

上學習社群可以讓老師每天都分享教學經驗，並且跟夥伴們一起討論，其中反思與

批判，都能增進教師的能力，同時能夠預先建立未來可能發生問題的應對機制，透

過網路社群來建立教師彼此的尊重與信任，並藉此改善夥伴們的教學，更打破傳統

面對面交流上時間、空間區域的限制。而在 Schuck、Aubusson、Kearney 與 Burden

（2013）的研究當中，亦指出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專業發展途徑，使用行動科

技工具能有效增進教師教學，在新教學法或科技教學的開發過程中，社群教師彼此

的討論與交流成為重要的一部分。 

  由上述可知，未來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趨勢將會融合網路平台，透過社群虛擬

平台的建置，教師將不再受到學校地理位置與時間因素的影響，大大增加社群參與

的可能性，且虛擬平台融合於個人的網路社群工具，使教師亦能增進彼此的互動與

交流，促進良好的夥伴關係，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的組成形式與傳統專業學習社群並

不同，社群成員來自不同的高中，其依賴網路虛擬平台的程度預期會高於校內形式

的專業學習社群，而研究個案作為跨校社群的領頭羊，研究者希望能觀察跨校社群

虛擬平台的使用經驗，作為後續社群運作之參考。 

 



64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社會研究是產生知識的系統化歷程（陳榮政，2014），審慎設計研究方法對於

研究目的的達成十分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領導於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實踐歷程」，研究者經由持續地蒐集質性資料與田野觀察，瞭解教師領導於專業學

習社群發展的脈絡，以及成員互動的領導關係。量化研究途徑採取線性的研究路徑，

傾向使用標準化步驟，通常研究目的係解釋變項間之因果關係；相較於量化研究途

徑，質性研究途徑則是採用非線性的研究路徑，特別強調從自然環境、文化與歷史

的脈絡性來發展關係，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透過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演

變過程，來瞭解教師領導於社群內的實踐歷程，因此偏向採取質性研究途徑，並藉

由參與觀察、訪談的研究方法來瞭解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個殊性與複雜性；此外，

在研究實施過程中，研究者謹遵研究論理，務必使本研究具有正當性。 

  本章節主要在敘明本研究設計之構想與實施過程，分為七個部分，依序分別為

研究取徑、研究對象、研究實施、資料處理、研究倫理與目前研究進度，茲於各小

節做詳細說明。 

 

第一節 研究取徑 

壹、 方法論 

  教育現象錯綜複雜，教育研究具其複雜性，在十九世紀前，主要採取哲學上的

思辨討論，而後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經驗─分析」模式成為教育研究的主流，強

調統計與推論，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套普世的價值體系或法則，然而，教育研究的目

的並非僅在了解變項的相關性，更重要的是能夠理解並詮釋事實背後所代表的意

義。 

    近二十年來，歐陸思想批判主流的量化實證理論，而逐漸形成一套質性研究典

範。傳統上社會科學研究有實證主義、詮釋面向及批判取向三個研究典範，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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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典範又可細分出五種典範，分別為現象學、詮釋學、符號互動論、批判理

論與俗民誌（陳榮政，2014；陳伯璋，2000）。實證主義途徑採取自然科學的方法，

經由價值中立、獨立觀察來驗證並解釋人類及其社會與歷史普遍的特徵，並用以控

制及預測。相對地，詮釋途徑從文化與歷史脈絡中詮釋人類的社會生活（Crotty, 

1998）。詮釋學看待社會科學的角度不同於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追求能夠測量與量

化的客觀事實，而詮釋學通常採取建構論的觀點，認為個體所認定之事實係奠基於

個體對於真實認知所抱持的觀點與信仰，而非客觀的事實或實體。當代詮釋學奠基

於 Heidegger 提出的架構，他強調人必須意識、感應到與生活周遭事物的接觸，才

能發現客觀世界的意義；此外，他重視對於人事物的「理解」，在人類的發展史中，

經驗的不斷地傳承與延續，便是理解事物與行為意義的起點，強調理解是根據宏觀

的時空脈絡，而非支離破碎的經驗累加。簡單來說，詮釋學主張研究者唯有瞭解人

們如何建構社會實體，才能理解人們的社會生活，因此強調研究者應該要能臨場接

觸研究對象、對於研究對象能感同身受，進而突破表面的事實行為，探尋更深的意

義理解，例如人類社會的概念、符號、角色與關係等。 

    本研究旨在了解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領導行為，研究者希望透過實際

與社群人員接觸並參與其中，以 Weber 針對詮釋途徑，提出理解（verstehen）觀點

（Crotty, 1998），從社群的發展脈絡與運作來了解成員的互動與行為意義，進而理

解其深層之意義，因此研究者偏好採取詮釋學之質性研究典範。 

貳、 研究方法 

一、 個案研究 

    本研究為能深入了解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領導之實踐歷程，採用個案

研究作為本研究的質性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是一種實證研究，在不脫離現實情境的

情況下，研究當前正發生的現象，通常是用來處理研究者感興趣的個體，研究者可

以決定個體是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組織或是一個社會情境；個案研究是一種發

現式的探究過程，能夠描繪研究對象的深度圖像，因此大多數的個案研究不同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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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能夠包含廣大的研究樣本，通常僅針對該現象進行深度探究（Yin, 2003）。

個案研究包括多樣的研究方法，例如訪談、觀察、問卷、調查或其他質量混合的研

究方法，而本研究則採用參與觀察法及訪談法，希望經由實際參與觀察來瞭解社群

運作的實際情形，並透過個別訪談來深入了解教師參與社群的脈絡及對於社群運

作的觀點與想法，因此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而資料蒐集方法則使用「參與觀

察法」與「訪談法」進行資料的蒐集。 

（一） 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法是一種個案研究的實施方式，研究者從參與者的角度，觀察研究對

象日常生活的情境與事件，以瞭解長時間連續現象的人文意義及互動關係，進而能

夠對於所觀察的現象進行深入描述與分析（王昭正、朱瑞淵，1999）。Jorgenson 認

為參與觀察法是民族誌及人類學的一部份，它提供研究者「直接、經驗的、觀察的

途徑以通往當事者的意義世界」（引自藍毓仁，2008）。研究者嘗試從不同高中的教

師於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互動過程，來瞭解教師領導於社群內的發展與實踐

歷程，研究者本身擔任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會議記錄，以圈內人身分長時間在現場

進行觀察，融入於社群當中，與教師們亦有頻繁之接觸，教師們的互動不因研究者

之涉入而刻意、不自然，而研究者也能夠透過現場參與的方式，瞭解社群運作的實

際樣態，並隨時記錄重要發現。此外，本研究恪遵社會研究之倫理原則，研究者在

獲得社群內所有教師之同意才進入研究場域，並徵得所有教師同意於每次會議進

行錄音與紀錄，而記錄統整後，亦會給與教師紀錄之副本，盡可能使研究能夠達到

互惠的功能。 

（二） 訪談法 

  古代透過對話以獲取系統性知識，例如蘇格拉底透過與其他具有競爭關係之

哲學家對話，才開展其哲學知識。進行質性訪談在於使受訪者使用自己的語言，描

述其觀點、活動與經歷，而研究者則側重詮釋受訪者所敘述之現象的意義。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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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訪談者必須扮演「礦工」及「旅人」的角色，亦即成為知識的蒐集者與知識的

生產者（陳育含，2010）。 

  本研究採行面對面的直接訪談方式，而訪談的方式又劃分為結構性、半結構與

非結構性。結構性訪談的形式受到高度控制，包括問題的內容、提問順序與方式，

以及記錄形式都完全統一，而非結構性則屬非正式的訪談，既沒有特定的主題，亦

缺乏具有架構的訪談內容（黃光雄、簡茂發，2003）。因此，研究者採取折衷的半

結構性訪談形式，本研究之訪談大綱係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來設計，其目的是

使訪談能圍繞研究之問題，不致偏離問題主軸，研究者試圖透過個別訪談來瞭解跨

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進而瞭解社群成員的互動關係與教師領導的運

作模式，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針對受訪者回應的內容基礎，選擇具有價值性的

回應進一步詢問，以瞭解其回應的整體脈絡。 

  此外，為確保訪談品質，在訪談過程中盡可能使受訪者自發、切題地敘述與回

應，研究者並嘗試檢核個人詮釋與理解之正確性。本研究訪談過程僅遵研究倫理，

事先徵得受訪者之同意，並簽署訪談同意書後才正式開始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

研究者並於訪談時同步作訪談重點的簡易筆記，以彌補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的選

擇性過濾，而導致紀錄結果產生偏誤。訪談結束後，研究者立即編打逐字稿，整理

訪談的重點與脈絡，以保持資料的結構性與完整性。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將研究架構分為兩個部分，作為本研究資料處理及分析的初步架構。根

據第一章研究問題與第二章文獻探討區分為「教師領導之實踐」與「跨校專業學習

社群之發展」。在「教師領導之實踐」以下進一步區分為「教師領導者之領導影響

條件」、「內部之領導行為」及「成員角色之扮演」三個架構，以探究教師領導之實

踐。而「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以「跨校社群之發展階段」來呈現，「社群困

境與解決之道」與「教師專業之提升、學生學習之促進、以學習者為中心理念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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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在社群的發展過程中，彼此會發生，探討教師領導於跨校社群發展歷程如何發

揮影響力。本研究之初步研究架構如下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三節 研究對象 

壹、 個案社群選取 

  本研究採取質性取向的個案研究取徑，主要目的在了解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教

師領導及互動的歷程，以提供未來其他跨校社群之參考，因此本研究理想的個案社

群之組成必須是由來自不同學校的教師所組成，並已實際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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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基於上述個案社群之需求條件，於 2014 年 5 月經由指導教授的協助，

選擇驚奇社群做為本研究之個案社群，主要理由是由於，第一，驚奇社群是一個相

當多元的跨校社群，由來自 10 所不同高中的老師所組成，社群成員任教的學校包

含前、中、後段，教授的學生族群有其差異性，有助於社群帶來不同的教學觀點；

第二，目前台北市有 17 個跨校社群，而驚奇社群是唯一的高中英文科跨校社群，

實質上係擔任高中英文科跨校社群的領頭羊角色，研究者預期從中能看見較多的

教師領導樣貌；第三，社群成員包含不同學歷背景、教學及行政經驗的教師，研究

者預期從中能看到不同面向的互動，例如課程教學討論、教學與行政事務分享等。

職是之故，研究者認定驚奇社群符合個案條件之需求，而選擇驚奇社群作為本研究

之研究個案社群。 

貳、 個案社群素描 

一、 跨校社群發展沿革 

  驚奇社群的成立是源自於兩位高中老師，德華老師與依林老師他們曾經是大

學同學，同時也是一同奮戰教師甄試的夥伴，他們認為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與教學評

鑑制度過於流於形式，達到教師專業成長的效果有限，大約在兩、三年前，政策開

始要求教師能夠公開接受觀課，過去一直以來都是大家自己關起門來備課，但由於

現今教育趨勢的轉變，學校事務變得複雜，很難像過去一樣再依賴單打獨鬥的方式

進行教育工作，於是他們希望透過公開觀課的方式，來瞭解學生真正學習到的東西。 

  後來在一次以佐藤學老師提出之「學習共同體」為主題的研習，兩位老師聽完

之後很有感觸，在會場上遇上當時也同樣參與研習的燕姿老師，三人皆認為組成專

業學習社群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透過合作學習能夠分享彼此的教學，並協助對方

改善教學，於是三個人在 2013 年九月組成一開始的驚奇社群。同年九月社群中的

亞軒老師參加於麗山高中辦理各校社群的教師研習，在這次研習當中，遇上了德華

老師，德華老師聽到亞軒老師認同佐藤學老師學習共同體的理念，且對於專業學習

社群亦有興趣，於是邀請小樺老師一同參與預期於 11 月舉辦的社群會議，而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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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舉行的會議當中，總共有五個人，包括了德華老師、依林老師、燕姿老師、亞軒

老師及心亞老師，心亞老師也是由小明老師邀請而加入社群。之後社群運作良好的

風聲傳到了部分學校，陸續又加入了采潔老師、靜茹老師、若瑄老師、志玲老師、

丞琳老師、杰倫老師、俐靜老師等七位老師參與社團的實際運作。此外，驚奇社群

與其它社群不同的地方在於，社群邀請大學教授擔任社群的諮詢顧問，教授出席每

次的社群會議，並提供社群有益的想法與引導更高層次的思考，為社群注入更多面

向的思想層面。 

  驚奇社群在 103 學年度參與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計畫，由亞軒

老師擔任社群召集人，順利拿到臺北市教育局的經費，社群利用獲得的經費來添購

共同閱讀讀物與教學相關物品（如：文具、白板等），目前驚奇社群營運時間已超

過一年，社群成員常於自己校內或校外進行社群的經驗分享，推廣學習共同體的理

念，並希望英文科第二個跨校社群能盡快成立。 

二、 跨校社群運作現況 

  目前 103 學年度驚奇社群的成員共有 12 位，分別來自十所不同的高中，研究

參與者的詳細資料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驚奇社群成員資料表 

姓名 學歷 任職單位 曾擔任職務 
教學 

總年資 

現服務 

學校年資 

 

亞軒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英語學士 
太陽高中 

國中教師、高中

教師、學科召集

人、學共社群召

集人教評委員、

考績委員、交通

安全委員、圖書

館委員 

23 年 23 年 

 

燕姿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碩士 
白雲高中 高中教師 14 年 3 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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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亞 

英國倫敦大學

國王學院教育

碩士 

星星高中 
國中教師、 

高中教師 
17 年 8 年 

若瑄 
英國劍橋教育

碩士 
星星高中 

高中教師、組

長、學科召集人 
16 年 12 年 

采潔 
美國賓州大學

教育碩士 
太陽高中 高中教師 6 年 2 年 

志玲 
輔仁大學語言

所碩士 
綠地高中 

高中教師、學科

召集人 
8 年 6 年 

德華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英語碩士 
青樹高中 

高中教師、 

秘書、組長、 

英文科主席 

15 年 10 年 

俐靜 
國立中央大學

英文系碩士 
藍天高中 高中教師 12 年 4 年 

杰倫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英語學士 
紅花高中 高中教師、組長 4 年 1 年 

丞琳 
國立交通大學

語文所碩士 
翠湖高中 

實研組長、 

英文科主席、 

高中教師 

10 年 7 年 

依林 
哈佛大學 

教研所碩士 
天池高中 

教學組長、高中

教師、導師 
13 年 10 年 

 

  目前驚奇社群利用學習共同體的理念，形成一個固定的社群運作模式：讀書會

與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議課，社群會議每個月召開二至三次，每次的會議時間固

定為星期一下午一點至五點，而公開觀課時間則視授課教師的課程安排而定。此外，

驚奇社群有屬於自己的 FB，社群成員可透過網路虛擬社群平台進行教學資源、經

驗的分享與討論，許多研習或教學素材的資訊成員也會在平台上進行交流，以下就

驚奇社群的運作模式，進行詳細的內容說明： 

（一） 讀書會與共同備課 

  通常會議的進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導讀共同閱讀讀物，第二階段為授

課教師分享課程計畫。讀書會的功能是讓社群成員透過閱讀課程設計與教學相關

書籍，協助教師增進專業能力，目前社群的課程設計是以讀書會的閱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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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by Design 為基礎架構，利用其中「大概念」的理念進行課程的設

計，當週會議會有一至兩位老師負責導讀，並帶領社群成員討論，其他成員亦可提

出自己閱讀完後的問題或想法；再來由開放公開觀課的授課教師進行課程設計的

分享，在這個部分，授課老師會事先將課程相關內容放在社群的 FB 上，另外在共

備會議上提供成員上課的紙本教材（如：學習單、授課講義等），接下來授課教師

會演示整個課程，過程中對於講義或學習單內容進行詳細說明，其他成員在授課教

師說明的過程中，可提出修改建議或想法，授課教師在共備之後，可參考社群成員

給予之意見，進行課程與教材的微調或修改。 

（二） 觀課 

  一般來說，以學習共同體所延伸出的課程教學理念，會希望學生透過分組合作

學習的方式來上課，授課教師通常於觀課前兩週告知社群成員確切的觀課時間與

教室，授課教師會幫成員分好觀課的組別，而觀課的重點在了解學生合作學習的策

略及對於學習的回饋，因此社群觀課聚焦於課堂中學生的學習。社群成員於公開觀

課當天，進入自己負責觀察的小組，記錄學生的活動狀況與課堂表現，作為議課討

論的依據。 

（三） 議課 

  在觀課結束後，社群成員通常會在原教室或其他適當的空教室進行議課，一開

始先由每個觀課老師個別發表觀察之發現與心得，這些回饋通常能讓授課教師了

解學生對於其設計的課程內容能夠理解的程度；接著由授課教師給予回饋，分享平

日學生的課堂表現供觀課老師參照，通常經由觀課老師的個別分享後，授課老師能

夠發現平日教學未發現的小細節，有時會有意外的發現（如：A 男成績普普，在分

組闖關活動卻扮演領導的角色）；最後則進行觀課的綜合討論，每個成員能提出於

觀課過程中的發現，引導大家作更深層的討論（如：學生在這個活動當中，哪裡是

他們發生跳躍學習的地方？），在活動結束後，授課老師除了得到課程設計的寶貴

回饋之外，對於學生的掌握度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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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觀察場域 

  研究者以英文科跨校專業社群的社群會議為研究場域，個案社群每個月固定

召開二至三次會議，其會議時間集中於星期一的下午時段，過程約四至五個小時，

地點因會議形式而有不同，通常共同備課的地點為當週主辦教師學校周邊的餐廳，

而議課地點則在觀課學校的教室。 

  一般來說，備課與議課的參與人員為全數的社群成員，但由於社群成員除了一

位諮詢委員為大學教授之外，其他成員皆為現職高中教師，部分成員在學校兼任行

政職務，再加上本身教學事務已相當繁忙的情況下，並不是每次的社群會議全員皆

能到齊。職是之故，每次現場的觀察對象，需視當日參與的社群成員方可確定。 

  而由於研究者本身負責個案社群會議記錄的工作，每次會議結束後，研究者會

立即將當日的會議紀錄進行編輯，並以電子檔的形式上傳至個案社群的臉書。此外，

研究者在觀察的過程中，在經全數成員的同意後，以錄音筆記錄社群會議的過程，

並隨時以速記的方式記錄重要會議內容，除作為社群的紀錄外，亦成為本研究重要

的現場觀察參考資料。 

  研究者自 2014 年 5 月 19 日經驚奇社群成員全數同意後，首次進入研究場域，

至 2015 年 7 月 6 日退出研究場域，期間參與共同備課 16 次與公開觀、議課 6 次，

共計 22 次社群活動，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社群會議參與觀察統計表 

活動類型 次數 時間 參與人數 地點 

共同備課 

（含讀書會） 
16 次 

2014/05/22 

2014/06/23 

2014/08/19 

2014/09/15 

2014/10/06 

2014/10/20 

12 人 臺北市餐廳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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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4 

2014//12/01 

2015/01/26 

2015/03/09 

2015/03/30 

2015/04/13 

2014/05/04 

2014/05/18 

2015/06/01 

2015/06/22 

 

 

公開觀課與議課 6 次 

2014/06/09 

2014/10/27 

2014/12/15 

2015/01/05 

2015/04/20 

2015/06/08 

12 人 

綠地高中 

藍天高中 

星星高中 

紅花高中 

天池高中 

星星高中 

 

肆、 訪談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教師領導之實踐歷程，研究者除了透過親

身參與觀察社群於平常會議的領導模式及成員互動之外，亦希望經由訪談來了解

社群成員個別的想法或省思、與其他成員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於社群的建議與改善，

因此，本社群的所有成員皆為研究的訪談對象，但目前驚奇社群中一位教師由於兼

教務主任，行政事務繁忙，無法正常參與社群會議，因此，研究者在考量該成員參

與次數過低的情況下，未將該教師納入本研究之受訪對象。此外，研究者為了解台

北市關於推行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教育政策脈絡，進一步訪談兩位前任與現任台

北市教育局的課程督學。 

  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主要在探討教師領導於跨校社群的實踐，因此必須對於成

員的背景資料及其在社群扮演的角色有所認識，除了能夠更深入掌握社群的脈絡

之外，亦能了解成員較深層的想法。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預計為 11 位教師，其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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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不乏有身兼其他職務的高中教師，例如兼任組長、學科召集人等，研究者預期能

從訪談的過程中，除了了解教師領導於社群的實踐之外，亦能發現他們在原校發揮

的教師領導影響力。基於研究倫理，所有受訪者均已匿名呈現，研究者亦模糊處理

其基本資料，若訪談內容涉及身分等之敏感性詞彙，為確保受訪對象之個人隱私，

亦將進行模糊處理或以其他替代方式做處理。此外，研究者將依據訪談對象不同的

身分，而給予不同的代碼作為區別，受訪對象名單如表 3-3。 

表 3-3 受訪對象資料表 

受訪對象 代碼 訪談時間 訪談長度 訪談地點 

亞軒老師 T1 
2014/11/26 

2014/12/16 

1 小時 

1 小時 

校史室 

校史室 

燕姿老師 T2 2015/03/11 1.5 小時 空教室 

德華老師 T3 2015/03/13 1 小時 空教室 

心亞老師 T4 2015/03/16 1 小時 咖啡廳 

依林老師 T5 2015/03/19 1 小時 教師休息室 

杰倫老師 T6 2015/04/02 1 小時 諮商輔導室 

志玲老師 T7 2015/03/30 1 小時 餐廳 

丞琳老師 T8 2015/04/16 1 小時 教師辦公室 

采潔老師 T9 2015/04/10 1 小時 教師休息室 

俐靜老師 T10 2015/04/13 1 小時 餐廳 

若瑄老師 T11 2015/03/26 1 小時 空教室 

紫棋課督 S1 2015/02/12 1 小時 空教室 

馥甄課督 S2 2015/02/12 1 小時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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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實施 

  本節旨在說明研究實施之步驟，包括進入研究場域前之準備、進入場域後的資

料蒐集工作，最後則說明退出研究場域與研究報告之撰寫，各步驟之內容詳細說明

如下： 

壹、 進入研究場域前之準備 

  研究者在研究所碩一階段，修習「教育組織與變革」課程，在課堂上老師介紹

專業學習社群之相關研究，因此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產生好奇與興趣，又於碩二時，

藉由指導教授的協助而能有機會接觸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擔任其他老師的研究助

理而能有機會參與學習共同體相關研習，進而欲將專業學習社群作為論文的研究

重點之一；再者，碩二期間修習「教育行政新興議題」課程，在課堂上老師介紹許

多符合未來趨勢的領導模式，研究者首次接觸到教師領導的概念，同時對於個人的

論文有了初步的構想。因此，與指導教授進行論文初步想法的討論，最後決定以跨

校專業學習社群為研究場域，來探究教師領導在社群中如何實踐及發揮影響力，而

在進入研究場域前，研究者必須先對專業學習社群及教師領導有相當的認識及理

解，因此閱讀及彙整相關研究資料與文獻是本階段的首要任務；再者，研究者必須

依據閱讀之文獻，尋求合適的研究個案，並盡快與選定之社群聯繫，告知研究之目

的及需求，以求能及早進入場域進行資料蒐集。此外，研究者與其他同儕組成論文

小組，指導教授針對未來小組成員可能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導讀的方式，建立研究

者與小組成員研究的先備知識，其內容包括認識論、理論觀點、方法論及研究方法。 

貳、 進行資料蒐集 

  研究者首先向社群敘明研究目的與研究方式，在獲得社群之全數成員同意後

進入社群，同時義務協助社群會議紀錄之工作，展開資料蒐集工作。在參與觀察的

過程中，研究者與社群成員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社群成員能在自然、不受干擾的

狀態下進行社群活動，而穩固的互信關係亦助於研究者於受訪時，能暢所欲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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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表露心中的感受與觀點。此外，採用參與觀察法容易使自己成為圈內人角色，因

此研究者時時提醒自己注意所扮演的觀察者角色，希望能在最小影響的情況下，以

最客觀的角度進行研究。 

參、 退出研究場域與撰寫研究報告 

  在蒐集足夠的研究資料後，研究者將事先與社群成員告知退出現場的時間，讓

社群成員與研究者彼此皆能有所準備。之後研究者開始著手將蒐集的資料，如觀察

筆記、訪談逐字稿及相關文件資料等，進行分析、歸納與統整，形成研究的結果，

在撰寫論文期間，研究者將定期與指導教授與同儕進行討論，以求論文的質量能更

臻完善。 

第五節 資料處理 

  研究者依據研究步驟與流程，試圖透過對個案社群驚奇社群的訪談與現場參

與觀察，來瞭解社群成員的互動關係，以及教師領導在驚奇社群實際的實踐情形。

隨著研究資料的蒐集漸趨充足，本節主要針對研究者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進行說

明，解釋本研究詮釋與分析資料的方式與步驟。 

壹、 資料整理 

  人們的記憶並非可靠的，越晚做資料的紀錄，遺忘的部分越多（王昭正、朱瑞

淵，1999），研究相關資料之蒐集與處理，若能即時將有關個案的訊息資訊有效結

合，對於個案研究是最佳的資料處理時機與狀態（Yin, 2003）。因此，研究者為能

讓後續資料處理較有效率，於資料蒐集過程中將資料分為現場參與觀察與訪談兩

種類別，在每次獲取資料後立即進行資料彙整與編碼，盡可能與原始情境形成連結，

使研究者在後續資料分析與詮釋能真實呈現原始現象之意涵。 

一、 現場參與觀察資料 

  本研究觀察資料的來源為跨校社群的共備、觀課及議課等社群聚會，除觀課之

外，研究者在經全數社群同意後進行錄音，並於觀察的過程中記錄當下重要事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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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製作成觀察札記，此外，由於研究者協助個案社群會議記錄工作，另外將會

議重要內容做摘要形成社群開會之會議紀錄。在觀察資料的種類別方面，研究者將

共備會議的代碼設為 P，而議課會議的代碼設為 D，若觀察資料於研究報告引用時，

研究者則將格式設定為「資料蒐集方式─觀察日期─代碼」，例如（觀 20141124P1），

代表此筆觀察資料出於 2014 年 11 月 24 日的共備會議記錄。 

二、 訪談資料 

  訪談資料之處理，研究者參考質性研究方法等相關書籍，並利用碩一修習「教

育與社會科學研究法」教師所提供的訪談逐字稿格式，進行訪談的轉錄工作，格式

內容包括編號、逐字稿及編碼，而研究者自行另外彙整訪談對象基本資料及個人省

思。 

  本研究之訪談包含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在每次正式訪談時，研究者除了利

用錄音筆擷取訪談資訊外，過程中亦隨時以紙筆記下重要發現，並於訪談後配合錄

音檔案整理成訪談逐字稿及省思筆記，為確保資料詮釋之有效性與完整性，統整後

的資料會以電子檔或紙本的方式寄送給受訪對象進行校對；而非正式訪談則未使

用錄音器材進行資料保存，一方面係為讓訪談對象卸下心防、暢所欲言，另一方面

則是非正式訪談的資料多為補充性質，與研究僅有間接關聯性，研究者希望透過非

正式訪談來補足正式訪談後仍無法清晰說明的脈絡。研究報告撰寫如有引用訪談

資料，則依據表 3-2 之受訪對象身分代碼及資料蒐集方式，以「資料蒐集方式─訪

談日期─代碼」的方式作註明，例如（訪 20141126T1），代表此筆訪談資料出於 2014

年 11 月 26 日 T1 老師的訪談記錄。 

三、省思札記 

  研究者除了整理觀察與訪談資料，亦於每次資料蒐集工作進行時，隨時利用筆

記本記錄個人觀點與感受，並定期整理成筆記資料成為省思札記，作為資料分析的

來源之一。若於研究報告中引用札記資料，則將其格式設為「資料蒐集方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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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例如（札 20141124），即代表此筆資料出於 2014 年 11 月 24 日的省思札記

記錄。 

  研究者依據上述不同的資料類別，以下表 3-4 說明代碼、代表意義及資料取得

來源。 

表 3-4 資料編碼表 

資料類型 資料編碼 代碼說明 

現場參與觀察資料 
（觀 20141124P） 

（觀 20141124D） 

2014 年 11 月 24 日共備觀察記錄 

2014 年 11 月 24 日議課觀察記錄 

訪談資料 （訪 20141126T1） 2014 年 11 月 26 日教師訪談記錄 

省思札記 
（札 20141124） 2014 年 11 月 24 日研究者札記記

錄 

 

貳、 資料分析 

  Mikes 與 Huberman 認為研究者應於蒐集資料階段同時進行分析工作，除了能

夠協助研究者思考現有資料，擬定資料蒐集的新策略，對於未來資料蒐集的品質亦

能有所提升，運用較佳的方法來修改研究的盲點（引自張芬芬，2006）。因此，研

究者依據發展的研究架構作為資料分析的指引，在資料蒐集的過程當中，陸續將已

蒐集的資料進一步做歸納與統整，同時就資料與理論的關聯性進行比對，如有發現

資料蒐集之不足，研究者將另與社群成員約定時間，進行二次訪談，補足前述未完

成的部分資料，以確保能夠呈現現象完整的面貌。 

  Yin（2003）認為透過使用多種證據來源、建立資料庫即組成證據鏈等三大資

料蒐集原則，能有效確保個案研究資料的信效度問題。因此，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分

析時，著重使用多種證據來源，例如觀察及訪談等，希冀透過多種來源的資料，透

過相互印證來產生趨於一致性的結論，使最後建立的研究結果與結論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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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釋力；而研究者針對陸續蒐集的資料，將進一步以主題式的方式進行劃分，歸

納整理研究文獻、個案資料及相關圖表資料形成個案研究資料庫，對於未來研究報

告能較有條理地呈現，亦便於提供讀者研究相關資料；最後研究者將於資料分析的

過程中，找出能夠支援結論的具體資料證據作為參照，以回應最初的研究問題，建

立起完整的證據鏈。 

  而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而其資料蒐集方式則選取參與觀察法

及訪談法，兩者有不同的資料處理方式。透過訪談所蒐集的資料，本研究聚焦於意

義的分析，研究者會針對訪談逐字稿進行意義編碼、內容分析、意義濃縮與詮釋，

在詮釋的過程當中，研究者將密切與受訪者聯繫，以確保詮釋後之資料能夠合理、

前後一致。另一方面，參與觀察所蒐集到的資料，研究者會進行排列及編碼，並連

結研究文獻與相關理論，製作筆記，在取得概略的想法後，進行資料的重新組合，

對特定的問題進行釋義或解釋，亦可利用訪談的資料協助觀察資料脈絡的整理。 

  最後，本研究採用詮釋觀點，理解人類的存在涉及其所處時代的特殊生活情形，

因此研究者進行資料之詮釋時，會考量社群成員的個人背景與社群脈絡，雖然沒有

任何一種釋義是完整的或絕對的，但研究者仍希望詮釋能盡量符合原始情境脈絡。

節錄訪談逐字稿之編碼如下表 3-5。 

表 3-5 訪談逐字稿之編碼表 

行碼 逐字稿 編碼 

056 

057 

058 

059 

060 

061 

062 

063 

064 

老師：恩，其實因為，其實我在目前紅花高中所任教的同

事們，其實他們對於我們參加社群，其實他們很多人也都

是蠻羨慕，他們也是覺得說，其實有一個這樣互助成長的

一個團體很好，因為畢竟如果說同校同科的老師，有的時

候可能礙於同事的情誼，或者是說可能也不想干涉彼此的

教學，所以可能講話也會有所保留，或是不太敢給別人意

見，但是我們如果走到了跨校這樣的一個層級，其實因為

每個老師都來自於學生程度不同的一些學校，其實我們對

於學生的表現也好，對於自己的表現也好，因為可能也比 

 

旁人對於社

群是羨慕的 

 

校內老師不

敢干涉彼此

教學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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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066 

067 

068 

069 

070 

071 

072 

073 

074 

075 

076 

077 

078 

079 

080 

081 

較不會覺得尷尬，所以我們都比較願意侃侃而談，那就我

所知，我們自己科內的一些同仁們，其實也都知道我在校

外去參加社群，那當然有些人是偶爾會來問我說「欸，詠

瑜你們這個社群現在都在幹嘛？」我說「我們最近阿，可

能在讀差異化教學的書，課程設計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

這樣的 ideas 或 concepts，我們希望可以做一些符合大家

實用的 一些課程」，那你說評價嗎？我覺得其實不錯，因

為就我所知，我們科內有另外兩位老師，他們可能也是知

道說「欸，英文呢目前也只有我們這一個」，那就具我所

知，他們兩位去參加了，跟其他學校的老師們共同組了一

個英文的第二個跨校社群，聽說叫做 Enjoy，那我覺得這

就是一個很好的擴散，因為不是說只有我一個人單打獨

鬥，那因為我在前一間學校的經驗不是很愉快，所以我覺

得我到了紅花之後，我覺得其實同事都非常的 supportive，

那我會覺得說，即使他不加入，即使他沒有要做我們在做

的事情，但是你只要給予精神上的支持，我都覺得是很令

人開心的。 

 

跨校提供一個

安全的環境 

 

 

 

 

 

社群影響力的

擴散 

 

 

 

 

 

 

第六節 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利用三角檢證、參與者檢核及同儕審視作為提升研究信實度的方式，以

下針對三種提升信實度的做法進行說明。 

壹、 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 

  三角檢證係 Denzin 提倡的一種研究方法，係指在研究過程當中，利用不同形

式的方法、理論與資料，以確認及檢核資料蒐集策略、資料來源及理論架構等之效

度（引自吳芝儀、李奉儒，2008）。本研究選用資料來源、方法與研究者的三角檢

證方式，對於相關資料作檢定，以避免或降低研究者對單一事物或資料詮釋偏頗的

可能性。在資料來源的三角檢證方面，係藉由個別的正式、非正式訪談與社群會議

觀察等來了解訪談資料的一致性；在方法的三角檢證方面，本研究同時採用參與觀

察與訪談等資料蒐集方法進行交叉佐證；在研究者的三角檢證方面，則是由指導教

授及撰寫論文的同儕，對於研究者所蒐集與詮釋的資料，提供協助（如資料內容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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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討論等）。研究者係透過資料來源、方法與研究者之三角檢證方式，來提升本

研究之信實度。 

貳、 參與者檢核（peer debriefing） 

  研究者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將蒐集的資料經分析、詮釋後，商請研究參與者

協助檢視其中是否符合原意，並能表示意見（潘慧玲，2004）。研究者於每次訪談

過後，立即將錄音檔轉錄為書面資料，並以電子檔的方式發送給研究參與者進行檢

核，以確認資料有無問題。而研究者於資料分析工作告一段落後，提供經詮釋後的

資料供參與者閱覽，以釐清詮釋之資料是否存有偏誤，而提升最後研究結論的可信

度與正確性。 

參、 同儕審視（member check） 

  同儕審視係指未參與研究的外部人員，例如研究者的同儕，對於研究者所使用

的研究方法、資料分析與詮釋提出問題（潘慧玲，2004）。研究者於從事研究過程

當中，除定期與指導教授針對論文各面向進行討論之外，亦主動向從事個案研究的

同儕請教，協助檢視研究內容，藉以提升研究報告之品質。 

 

第七節 研究倫理 

  進行社會研究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兩難與衝突的問題發生。研究倫理的準則式

規定能夠使我們在研究過程當中，輔助判斷我們從事之研究是否符合道德與義務，

因此，本節在說明研究者進行研究過程中，所根據的研究倫理，以「研究者角色」、

「研究參與者之倫理議題」兩個部分敘明之。 

壹、 研究者角色 

  進行社會研究的研究者在過程中，常會面臨許多倫理上的兩難，而在質的研究

當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the researcher is the instrument），唯有研究者本身

作為研究工具，才能適應多變的研究情境（Lincoln & Guba, 1994）。因此，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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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究的目的與方法的實施，必須衡量必要性及可能造成的影響，保持高度的自

覺，並配合相關的合宜規範。 

  再者，社會研究倫理之基本原則是在保護研究者固有的從事研究自由，並同時

保護研究參與者的個人權利，研究者應秉持專業從事研究，在追求學術自由的同時，

負有倫理的責任與義務，必須尊重所有人的基本權利，以最高標準從事研究工作，

並保證研究能帶給生活新的意義與知識，對社會做出貢獻。 

  質性研究涉及的研究場域變化無窮，充滿多樣性與複雜性，雖有成文的倫理守

則條文，但無可避免仍有倫理議題處於模糊地帶，或涉及利益衝突的情況，研究者

必須能夠遵守心中的倫理信條，並反省倫理守則的合宜性，以誠信的態度從事質性

研究。   

貳、 研究參與者之倫理議題 

  研究之進行務必避免造成研究參與者不必要的傷害，因此研究者具有保護研

究參與者之義務與責任，以下根據陳榮政（2014）與臺灣社會學會（2014）對於參

與者之倫理議題進行闡述： 

一、 被告知後的同意 

  參與研究是來自參與者之個人意願，「自願」參與研究始終是社會研究的基本

倫理，研究者必須在被告知同意書中，主動提供足夠的資訊與資料，增進研究者與

研究參與者的相互理解，以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或充分授權，此外，研究者取得

一次告知同意，不代表同意永久有效，研究者亦應告知對方有隨時退出研究的權利。 

二、 保護隱私與機密 

  研究者對於研究參與者的隱私與機密負有保護之義務與責任，為保護參與當

事人之隱私與機密性，研究者可採取匿名的方式，將可識別研究對象身分之資訊匿

名化，且在獲得研究參與者或其合法代理人之同意前，不得公開任何於研究過程中

涉及其個人隱私與身分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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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互惠與分享 

  研究者應遵循科學的倫理準則，公開發表與分享研究成果，以發揮社會研究對

於社會的貢獻與回饋，此外，若研究參與者希望了解研究相關資料與結果，研究者

應盡力提供協助，以回報研究參與者的協助與奉獻，使研究能順利完成。 

  研究者在獲得全數社群成員同意後，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觀察，且於訪談前，向

受訪者充分說明研究目的及相關資訊，協助受訪者瞭解研究之背景及訪談相關注

意事項，在簽署訪談同意書後，始進行訪談。最後，退出研究場域前，研究者將知

會社群成員，並互相留下聯絡方式，以便後續成員索取研究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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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從第三章關於台北市跨校高中英文科專業學習社群的個案素描中，可以了解

驚奇社群係由一群來自不同學校的高中老師所自願組成，其目的在透過彼此的合

作學習，來提升教師專業，持續改善英文教學實務，促進學生學習。在社群尚未成

立前，幾位來自不同學校的老師經由接觸學習共同體的理念而受到啟發，開始反思

自己過去的教學實踐，加上當時政策鼓勵教師公開觀課、打開教室，因此老師們認

為可以利用高中英文科的領域時間，定期舉行跨校性的聚會，討論課程的設計、教

學方法的操作與應用，產生專業上的對話與交流，並藉由觀課進行具體實踐。

Ferguson（2013）研究指出，有一些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的老師，因為平常學校的事

務繁忙，而認為參加專業學習社群造成他們額外的負擔，因此，驚奇社群的教師能

在百忙之中，排訂出共同的聚會時間實屬不易，且參與社群的過程當中，無私分享

教學經驗與貢獻教學媒材，是教師領導的最佳表徵。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1）

認為教師領導在於教師無論是在教室內或教室外，認同且促進由教師學習者及教

師領導者所組成的社群，並協助其他人改善教育實踐，而驚奇社群透過協助、共享

與支持的互動歷程，成員緊密合作與成長，漸漸累積豐厚的實踐成果，除了看見創

新教學在英語科上的嶄露鋒芒，也帶來教師協作理念在校內散佈的可能。 

  因此，本章第一節首先針對個案驚奇社群的發展歷程，歸納第二章各學者對於

社群發展歷程的分類後，提出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依序為「孕育」、「形

成」、「成熟」、「維持」等四個階段作為驚奇社群發展歷程的分析架構，呈現跨校專

業學習社群在各發展階段的運作情形。第二節進一步描寫各校教師在社群中所扮

演的角色，以分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多元角色。最後則探討教師如何在社群的互

動當中發揮影響力，進而探究教師領導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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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歷程 

  本節之敘寫係依據研究者歸納之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歷程，分別為「孕育階

段」、「形成階段」、「成熟階段」與「維持階段」，作為對應驚奇社群之發展過過，

以真實呈現驚奇社群在各階段的運作內涵。 

  驚奇社群自 2013 年起，經過兩年的成長與蛻變，社群形成固定的運作模式，

定期舉辦社群聚會，社群成員亦由原初三位不同學校的教師，到目前的十二位教師，

顯示社群持續地穩固發展。透過觀察與訪談及相關文件分析後，歸納四個發展階段

的主要內涵，分別為孕育階段之「教師自覺與政策支持」、形成階段之「尋求夥伴

與確立方向」、成熟階段之「專業分享與情感深化」及維持階段「實踐反思與理念

散播」，來探究驚奇社群運作的內涵與歷程。 

壹、 孕育階段 

  社群成員在孕育階段屬於一個鬆散的結構關係，其主要內涵為「教師自覺」與

「政策支持」，意義在於驚奇社群成立之前，部分教師知覺個人自我增能的需求，

進而尋求具有共同理念的學習夥伴。在這個階段，由於教師的自我動能，加上台北

市教育局為因應 103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即將上路，以課程與教學為其推

動核心策略，支持教師增進教學知能，透過有效的教學設計以提升學習效能（丁亞

雯，2012）。也因此間接為這些具有共同理念的教師帶來相聚的機會，發現彼此相

同的基礎，並為成立跨校社群做準備，而如何凝聚教師參與跨校社群，成為跨校社

群成立與否的關鍵。 

一、 教師自覺 

  在大部分的傳統觀點上，教師被認為安於現狀，不願意做改變（郭昭佑，2007），

不過在學校的各角落中，仍有不少教師不斷地自我更新，追求成長，「我自己很想

要在教學上有進步。」（訪 20150319T5）在校擁有多年教學經驗的英文科教師，雖

然學生成績表現穩定，但自己對於一成不變的教學模式感到疲倦，認為應該在教學

上的創新與改變有所作為，期待能努力讓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發生另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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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好像已經在教學上沒有什麼問題，然後跟學生的互動也很好，整個都

很好，但是我感覺到其實是有一個瓶頸存在的，就是說自己在課程設計上面的

那個靈感，或者是自己在教學的一個模式上面，好像已經很固定了，然後其實

也十年了阿！你就覺得說，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會不一樣？（訪 20150416T8） 

 

  在一開始組成專業學習社群的風氣尚未形成前，在職老師只能自己想方設法，

尋管道自行進修，對於政府提供一個有效的專業成長機制其實是相當渴望的，「我

比較覺得，你假如有一個機制是很鼓勵老師專業上成長的話會很棒，但我們的教育

體制難有，所以我自己會去找線上課程來修，例如 british council，英國（文化）協

會有一些線上課程。」（訪 20150316T4）而目前教師普遍提升專業知能的方式，多

來自參加各方的研習或工作坊，「其實我們社群裡面的大家都還會很主動地去參加

各種研習，那研習有時候是時間比較短一點，而且比較是單向的，就是聽講師要跟

我們講什麼，但是我知道還會有人大概會去工作坊。」（訪 20150416T8）而研究亦

指出，在教育的背景中，專業發展明顯偏向一次性的工作坊模式與會議，或類似的

做法，而這種一次性的做法，其實踐之效能是否帶來改變是令人質疑的（Colmer, 

Waniganayake & Fielf, 2013），且缺乏專業發展的自我內在導向（余民寧、賴姿伶、

王淑懿，2002）。 

  教師在其生涯發展過程中，並非是直線式的上升，偶爾會遭遇專業成長的停滯

期，為使教師能為其生涯發展上有所突破，除了外力引導，其個人的內在動力是重

要的（顏士程，2006），驚奇社群內的老師在 2014 年台北市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

（簡稱台北市工作圈）鼓勵教師組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前，就曾主動入班觀課「我

其實也蠻主動地去入班看過幾位老師，甚至包含國文跟數學老師，就是我自己也很

喜歡入班聽課！」（訪 20150313T3）而這種追求專業成長的動力，來自於教師專業

的自我實現，同時也是對於學生學習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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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家都那麼豐富的教學經驗，都教得那麼久，但大家都一直想要試著看看

可不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然後讓學生更可以收益，然後都希望可以用更有創意

的方法，把一些想傳達給學生的東西做出來。（訪 20150416T8） 

 

  驚奇社群教師的個人內在動能，以及彼此對於改善教學的共同信念，也促使成

員們搭上「學習共同體」翻轉教學的列車，讓來自不同高中的英文科教師有機會能

夠聚在一起，成為驚奇社群成立的關鍵要素之一。 

二、 政策支持 

  2012 年，經時任台北市教育局長丁亞雯指示，臺北市校長、主任、老師以及

大學教授至日本參訪學習共同體學校，在同年 8 月 1 日，師大陳佩英教授與中正

高中簡菲莉校長成立等人成立「臺北市學習共同體研究會」臉書社團（facebook 

group），進行海外參訪的經驗分享與交流，許多學校因此主動向教育局表達推行學

習共同體的意願（陳麗華、陳劍涵、陳茜茹，2014），而後有一些老師便透過「臺

北市國高中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試辦學校」參與日本參訪活動，其中也包含幾位

驚奇社群中的老師，「那我是因為一路以來希望想要改變，可是步伐都很小，所以

一直到有學共可以到日本去參訪，我就參加了，回來之後，你改變的幅度就會大一

點，就會比較勇敢一點。」（訪 20150316T4） 

  參訪活動結束後，陸續有相關的教師研習相關活動開始討論學習共同體，例如

102 年 1 月於臺北市立育成高中所舉行的「101 學年度國高中試辦學習共同體及授

業研究出國分享暨教學研討會」，以及同年 6 月於臺北市立西松高中所舉辦的「101

學年度國高中試辦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試辦學校年度成果發表會」等，許多參與

海外參訪的教師迫不及待欲分享從國外所見所聞，學習共同體的理念也因此在國

內蔓延開來。 

 

我那時候，瘋狂參加有關跟學共的研習，然後那時候他們剛從國外回來，也辦

了很多研習，因為他們也很想分享，他們在國外看到的經驗，跟在國內自己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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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經驗…那我就是一直去參加，我甚至還聽過數學科講他的教案設計，聽不

太懂，就是想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訪 20150311T2） 

 

  這些研習活動的舉辦，也間接讓這群有著共同理念的老師有接觸與交流的機

會，因此結下了不解之緣，「幾個老師剛好在不同時間點，接觸到佐藤學老師，那

後來我們在去年九月的時候，在麗山有一個各校的社群的一個類似研習跟發表，那

時候在那個社群裡面我認識了德華老師。」（訪 20141126T1） 

  而驚奇社群的成員，除了透過海外教育參訪與參與研討會外，也透過學習共同

體專書的閱讀，了解學習共同體的內涵與意義，產生對學習共同體的認同，部分教

師在驚奇社群成立之前，已自行開始實施在校內的英文科教學。「我自己去參加那

個學習共同體的學術研討會，然後我看了我自己覺得很感動，我就決定回來就做

了。」（訪 20141216T1） 

  在孕育階段，教師個人在教學上的省思自覺，以及臺北市教育政策的推行與支

持，間接讓學習共同體成為跨校專業學習社群萌芽的觸媒，雖然教師們在這個階段

尚未透過組織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形成合作學習的文化，但社群中多位老師已體認

到教師專業成長對於教學革新的重要性，開始在校內改變英文科教學的課程設計

與教學模式，利用學習共同體讓學生發展其獨立學習的能力，一個共同理念的形成，

為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掀開序幕。 

貳、 形成階段 

一、 尋求夥伴 

  驚奇社群的成立，緊繫一位關鍵人物─德華老師，臺北市自丁亞雯局長 2011 年

開始推動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受到學習共同體理念的影響，推

廣教師能打開教室、公開觀課（林倖妃，2013），因此青樹高中的校長希望德華老

師能在校內辦一場公開觀課，為了準備課程內容，德華老師聯繫同樣在高中擔任英

文科教師的依林老師，以及過去曾經在研習或者研討會所認識的老師們，希望可以

幫忙協助共同備課，增加教學內容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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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說就是互相討論一下教材，然後有機會去上課，而且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其實

三個…共通特色就是說都有參與學習共同體的這個計畫或方案或了解跟認識，

也正好要參與公開觀課這樣子的事情，所以才會聚在一起。（訪 20150313T3） 

 

這個跨校的學習社群，有我、依林老師還有燕姿老師，我們其實都是自發性的。

（訪 20150313T3） 

 

  因此，驚奇社群一開始的成員只有三位教師，分別為德華老師、依林老師與燕

姿老師。相較於傳統的教學觀摩，由學習共同體出發的公開觀課，其焦點不在於老

師的教學，而聚焦於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透過觀察學生的學習，以學生為中心的

方式出發，讓教師成為輔助學生學習的支持者。 

 

我們也知道在學習共同體裡面，其實很重要的不只是老師本人自己在上課，或

者是盯著老師上課，而是說，透過觀察同學的表現，可以對我們的老師的教學

的專業素養，以及同學的學習品質做更大的提升。（訪 20150402T6） 

 

這個共同社群的目的地是我們要翻轉教室，我們要讓學生能夠自己去控制他

的學習，所以我們在備課的理念是相同的，然後觀課的同時，我們也是在觀察

學生如何學習。（訪 20150330T7） 

 

  由於對學習共同體理念的認同，公開觀課成為驚奇社群的主要任務之一，「覺

得是有熱情的我們聚在一起，那因為觀課變成大家既定的默契啦！」（訪

20150316T4）公開觀課的次數逐漸累積，學習共同體曝光的機會大大增加，「我是

不知道的學習共同體在做什麼的，那我去看燕姿老師的觀課是，第一次真的去參加

一個老師的公開觀課，然後去看學共。」（訪 20150416T8）同時也潛移默化了前來

觀課的教師，散播了讓驚奇社群茁壯的種子，認同公開觀課作法的老師不再只是少

數，「我覺得從公開授課的時候，看到那個上課的整個狀態，我覺得比較是能夠直

接看到影響的。」（訪 2015031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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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驚奇社群自 2013 年 9 月 16 日成立後，運作了兩個月的時間，11 月

時加入了亞軒老師及心亞老師，前者與德華老師在一場各校專業學習社群發表的

場合上相遇，在意見交流的過程當中，亞軒老師表達對學共的興趣，因此德華老師

邀請他參加 11 月的社群聚會，希望他也能加入驚奇社群的行列，共同為提升教學

專業與改善學生學習努力，「在麗山有一個各校的社群的一個類似研習跟發表，在

那個社群裡面我認識了德華老師，想說 11 月我們來個聚會，那聚會的話就是邀一

些認識的老師。」（訪 20141216T1）而心亞老師則在松山高中的研習場合上，聽到

燕姿老師分享其學共落實於英文科教學的經驗，當時心亞老師對於他的演講十分

有感觸，雙方在會場上也有許多專業上的交流，因此後來燕姿老師也邀請心亞老師

參加驚奇社群 11 月的聚會，而心亞老師也因此能夠有機會加入驚奇社群的專業發

展團隊。 

 

我也是不知道為什麼就被找去講，就去分享我英文課怎麼做的，然後心亞當時

是在下面，就是來參加研習的，然後他有去日本參訪，他也講了他怎麼做的，

當下我就覺得他是個人才，我就立刻就是想要去知道誰這樣子…所以後來在

德華在 FB 上說，他想找幾個人來討論的時候，我只提供了一個人，就是星星

高中的心亞。（訪 20150311T2） 

 

會加入這個社群，其實大家就是，至少我們共同的信念是一樣的，所以不會去

抗拒這件事。（訪 20150311T2） 

 

來這社群的都是各校非常的認真，而且又有些都是推行學習共同體有成果的

老師。（訪 20150330T7） 

 

  在成員的招募方面，德華老師固然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而其餘的四位成員亦

利用相關管道，邀請具有共同理念的英文科教師加入驚奇社群，「我們後來覺得說

社群的話總會覺得說，不同的學校然後不同的背景，能夠互相激盪會有不同的火花，

所以接下來才又加入像志玲老師、采潔老師，然後采潔是跟我過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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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6T1）而心亞老師則是透過校內同儕的關係，邀請擔任星星高中英文科主席

的若瑄老師，當時若瑄老師曾在校內成立了一個專業學習社群，不過由於校內教師

的向心力不足，而導致維持一個學校後便告解散，因此當心亞老師邀請他參加驚奇

社群時，他是非常感興趣的，最終也加入了社群。 

 

前一學年我在當科主席的時候有，有成立一個社群，也就是希望凝聚科裡面老

師的一些，就是一些向心力啦，所以大概就是撐了一學期吧，覺得在校內原則

上我覺得應該是最好的方式進行，可是因為那個風氣真的沒有形成…主要是

心亞老師先參加嘛，我想說「欸欸，好像還蠻不錯的」，她也蠻鼓勵我就說去

多了解這樣子。（訪 20150326T11） 

 

  驚奇社群之所以能夠順利吸引不同學校的教師加入，除了大家將學共、發展教

師教學專業及促進學生英文學習視為社群的共同理念與願景之外，其中一大原因

係來自於社群教師在原校缺乏一群共同學習與成長的夥伴，一方面高中教師習慣

單打獨鬥，學校合作學習的氛圍尚未形成，一方面則是來自於校內社群的運作成效

不佳，無法滿足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 

 

校內的方式跟便利性應該很高，可是就單純的學校的層面來說，因為這個學校

的氛圍跟習慣，並不是很完全的成型…我們校內，第一沒有這個風氣，然後第

二還是回到那個校內是利害關係人，就是我反而找我認識的老師，會比較自在，

找校內的老師，會覺得大家會有一些可能會共同競爭的那種概念什麼的。（訪

20150313T3） 

 

很大一個原因，因為我們校內沒有社群可以這樣子，對，所以反而是校外有這

樣，相同興趣的…會有校外，就是因為你校內沒有這樣的一群人嘛。（訪

20150316T4） 

 

我認為我自己很想要在教學上有進步，所以我還是很努力地撥出時間去參與，

那每一個學校有這樣的老師，可能真的是寥寥無幾，真的有需要跨校讓他集合

起來，去激發一些教學上的創新。（訪 20150319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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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奇社群於 2014 年 1 月 16 日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舉辦人才庫

說明會後，納入台北市教育局下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成員登記共有十二位英文科

教師，其中不乏有教學經驗二十年以上的教師，亦或具備秘書、組長或學科召集人

等行政經歷的教師，亦有獲得資優教案殊榮的年輕教師，顯示社群成員組成的多元

性，「我們社群很有意思，年齡層很廣，然後大家都是公立高中，可是學生的範圍

很廣。」（訪 20150316T4）驚奇社群老師其共通點在於每位老師加入社群的目的皆

在提升個人專業知能，以促進學生學習。此外，由於社群成員來自不同的高中，學

校間學生程度的差異，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討論上，又增加不少挑戰性，相同

地，社群的討論常能匯集各方多元的觀點，讓成員跳脫原校的思維，從宏觀的角度

思考自己教學的班級。 

二、 建立方向 

City、Elmore、Fiarman 與 Teitel（2009）指出，為了能在學生學習上發揮最大

的效果，社群的焦點必須與教學的核心有關，驚奇社群的成立緊繫一共同理念─改

善學生英文學習，希冀透過學共的模式，改善學生在英文科的學習。隨著學習共同

體理念逐漸落實於教學現場，教室中的座位以「ㄇ字形」進行排列，取代傳統教室

的排排坐，讓教師能夠 360o環顧學生的學習情形，也增加與學生互動討論的機會。

驚奇社群初期的討論聚焦在思考如何將學共教學模式搬進教室中。但經由一次次

課堂的施作，部分驚奇社群的成員認為學習共同體理念的落實，不應只侷限於課堂

座位排列形式，開始思考跳脫學習共同體的思考框架，回歸促進學生學習的初衷，

形成「以學習者為中心」宏觀的教學思維。 

 

它（理念）一路有在修正，因為當初我們是學共聚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因為

現象來的很快、去的也快…所以我覺得那個本來的聚在一起，是要討論學共要

怎麼放在教室裡去執行，就是已經不是了，我們已經沒有只有侷限在學共，已

經變廣了！（訪 20150316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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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社群理念修正的過程中，驚奇社群成員意識到訂定目標對於社群長久

運作的重要性，「社群本身建構的目標，可能可以透過我們社群成員的討論最後做

一個比較妥協性的結果之後，我覺得那還是要，因為應該是說，社群也好、個人也

好，要有個目標去才會，大家才會有動力。」（訪 20150313T3）而由於當初驚奇社

群的成立是來自各校高中英文科教師對於學共理念的認同，而自願性地參與社群

活動，在組織上屬於非正式的教師團體，相對地運作的過程中是缺乏外界支援的，

這也讓部分成員對於社群的未來感到擔憂。 

 

它（驚奇社群）一直都不是一個很正式、很 formal 的一個組織的運作，是一

個等於是老師基於自己對教學的熱情，然後想要聚集在一起，然後定期分享的

一個自發性的一個團體。（訪 20150416T8） 

 

其實我心裡面還蠻擔憂的就是說，該怎麼走下去？然後所以就會去模仿或仿

效，或者是尋求支援、尋求協助，或是去看有什麼潛力。（訪 20150313T3） 

 

  2014 年 1 月 16 日臺北市工作圈舉辦人才庫說明會，其目的在吸引來自不同學

校、具有教學熱忱的教師，利用擔任未來研習講師或組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

取代過去國教輔導團的功能，進行教學經驗分享與交流，也達到另一種形式的教學

傳承。 

 

我們在 102 年 12 月整個（臺北市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都弄好的時候，在

103 年的一月初，我們就辦了一個工作圈的說明會跟人才庫的說明會，其實最

終的目的就是這個工作圈要取代以前的輔導團，因為輔導團在 101 年初的時

候，就被解散了，以前所有的學科都有輔導團...工作圈與跨校社群這件事情，

某個意義上面其實跟輔導團是同質，它就是跨校，輔導團五、六個老師也是跨

校，只是在自發性上有所差異，（人才庫說明會中）希望由下而上的力量，（參

與者）真的在裡面有收獲不錯的，再留下來...人才庫合作的方式有兩種，一種

是只要他們願意，人才庫未來要辦研習時，他們可以作為推薦講師，講座就是

從這裡出來的，第二個，加入跨校社群，利用社群的方式來達到傳承的效果。

（訪 20150212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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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市工作圈的鼓勵之下，說明會當天，共有 17 個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成立

而驚奇社群成為唯一的英文科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第一屆的召集人經由成員討論

後，由亞軒老師擔任，而驚奇社群的名稱則是由杰倫老師所發想。 

 

102 學年度教育局發了一個文，就是他們可能也注意到說，老師有這樣的需

求…他就發了一個文，說想要成立一個台北市的人才庫。（訪 20150416T8） 

 

台北市政府在一個會議上，說「我們現在可以撥經費給社群，然後你們社群可

以取個名字，寫個計劃上來，我們可以撥經費」的時候，那時候取名字是杰倫

取的，第一屆的預算跟計畫書是我（燕姿）寫的，然後我們幾個，我們就在講

說，因為這個是跨校事情，但是呢，經費只能在一個學校，所以需要一個主任

比較支持的學校來處理會比較方便，然後當下，因為太陽高中的校長當天有在

那個會議，他們的主任、校長都很支持這件事，亞軒就說他去問校長，然後他

們校長說 OK，他支持這件事，所以他會協助，我們就說「好，那召集人就你

了！」所以就把他寫下去了。（訪 20150311T2） 

 

  2014 年驚奇社群在臺北市工作圈人才庫說明會後，成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

補助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一，社群成員結合學習共同體課堂教學研究的理念，擬

定社群的目標，第一，以共同備課方式發展並實施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設計；第

二，舉辦社群內公開觀課及議課；最後則在增進教師專業知能之成長與合作分享。 

  驚奇社群在目標確立後，成員積極規劃社群的聚會時間與內容，每學期排定公

開觀課的教師與觀課時間，同時為了讓擁有許多教學實務經驗的教師，能夠接觸、

吸收當前的教學新知，讓實務與理論結合，經過成員討論與協商後，在每次的共同

備課聚會中，加入讀書會、閱讀指定的專書，並安排每次導讀的主講人與範圍，「因

應新的一些教育上的哲思，反正我們就會修正，我們從讀書會，再變成實際上實施

的。」（訪 20150316T4）社群成員視情況每個月利用星期一高中英文科的領域時間，

舉辦一至三次不等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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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觀課、議課這個對大家來說，其實感覺應該是，本來當老師應該要做的

東西，但是其實至少我們的教師生涯裡面，好像因為大家的忙碌，或者是某些

狀況，就沒有做。（訪 20150313T3） 

 

我們實際是一個希望能夠把理論、理念放到實際的課堂中，所以我們就從共同

備課到老師教室的施做，然後到大家最後共同的議課這樣子，所以應該是自然

而然就是採取這個運作模式。（訪 20150330T7） 

 

  在形成階段，不同學校的教師由於對學共理念的認同而聚集在一起，在運作的

過程中，由於學共模式在執行技術上窄化了教師教學的空間，成員經過討論後，將

社群的大方向改為「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將學生視為學習的主體，讓學生自主

建構知識，而不再講究原本學共注重的教學形式，同時社群透過成員協議、建立一

套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模式，包含讀書會、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與議課，讓成

員在社群中的協同合作與專業對話逐漸順利開展。 

參、 成熟階段 

  進入成熟階段後，驚奇社群運作的主要內涵在「專業分享」與「情感深化」，

社群成員透過形成階段所建立的社群運作模式，包括讀書會的分享與討論，共同備

課、公開觀課與議課的實踐省思與回饋，進行專業對話、經驗分享與知識探索學習，

創新發想教學策略與教材，以促進學生學習。隨著時間的延展與推移，社群成員彼

此成為學習良伴，經過無數次的社群聚會，活動過程中，除了在專業上進行對話與

省思外，亦針對平日學校工作經驗進行分享與交流，在跨校形式的限制下，打破時

間與空間的隔閡，拉進彼此的距離，進而產生密不可分的情誼，成為生活中相互扶

持的摯友。 

一、 專業分享 

  驚奇社群成員為不同高中的英文科教師，擁有不同的教學背景與經驗，在討論

議題中，能突破校內的框架，以宏觀與全面的角度檢視現下更廣泛的教育問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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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意見的分享與交流，「真的就是整個視野變得比較大一點，然後有時候就會站在

比較高的、比較廣的角度去看教學這件事。」（訪 20150311T2） 

而驚奇社群成員為了讓傳統的教學產生改變，利用親身的實務經驗與現下的

教學理論作連結，希望能夠為課程的轉化與教學設計增添創新的想法，促進學生的

學習，因此在每次的聚會時間，驚奇社群皆會安排專書導讀的讀書會，在 103 學

年度所使用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 UbD）的共讀文本，係由社群所聘請的

大學教授所推薦。 

 

讀書的部分，就是我們進來之後，因為一方面是因為教授推薦那個 UbD 的書，

然後一方面也是那時候台北市有很多研習跟 UbD 有關係，因為講到共同備課，

然後就講到課程結構設計，然後就把 UbD 拉出來，所以我們就想看看那到底

UbD 是什麼，就開始我們的第一本書這樣子。（訪 20150311T2） 

 

UbD 主要強調教學設計講求以學習者為中心、多元評量，以及培養學生問題

解決的能力，提倡以「大概念」的方式，來進行課程的編排與設計，引導學習者積

極學習、理解與建構個人知識學習模型（Wiggins & McTighe, 1998）；而因應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104 學年度選讀 How to 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 in mixed-ability 

classroom（簡稱 DI），由俐靜老師所推薦，在該次共備會議當中，成員們認為可以

將 UbD 中的大概念與 DI 結合，來呈現不同的課程。（觀 20150126P1）DI 主要點

出差異化教學並非教學方法或策略，而是一種哲學，希望能夠在教學設計中，融合

差異化教學的理念，以因應美國其背景下，特殊教育生回歸教育主流的融合教育

（Tomlinson, 2001）。 

透過讀書會的專書選讀，成員共同分享討論與意見反饋，教師將 UbD 與 DI 書

中實用性的概念與實務結合，套用到個人的教學設計當中，例如課程活動的編排或

學習單的設計等，其目的皆在為不同程度的學生提供最好的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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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不知道會有讀書會這件事情，可是我後來慢慢地發現其實有讀書會這

件事情很好，它的好處是在於就是，雖然我們是同科，可是畢竟是有一個可以

共同對話的東西，大家可以根據那個章節，反映到最近的例子，而且我真的覺

得每兩個禮拜讀一點是好的，因為如果一次讀完的話我們就會忘記，可是如果

我們才剛讀完，我們（會）比較好聊。（訪 20150410T9） 

 

讀書會我覺得可能就是，希望能夠說，大家自己有些經驗之外，能夠有一些比

較專業的成長，對於比較學術的東西來支持這樣子。（訪 20150326T11） 

 

我們會希望盡量把那個課堂的教材的設計跟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起來，因為

我們最後要走出去所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可能就是會提供一些學生的生活經

驗或者可以怎麼樣教，或怎麼樣子會比較好。（訪 20141126T1） 

 

  連結讀書會所習得的概念，驚奇社群中接受公開觀課的教師，利用每次共同備

課的聚會時間，介紹其設計的教案與學習單，呈現整個教學的流程，而社群成員在

結合個人的教學經驗與想法，提供專業的建議，經過共同的思考與討論，公開觀課

的教師能自行決定課程設計的修改或調整，多數的老師認為透過成員協助檢視課

程內容，有助課程更具全面性。 

  同時由於學校之間教科書版本與學生程度具有差異，在討論時教師所分享的

學習單或教案，如其他成員需於個人的班級使用，則必須視版本與學生程度進行轉

化，以符合原校學生學習之需求。（觀 20141020P） 

 

我覺得共備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的東西，然後會把這些東西，然後根據自己學

校不同背景，去修改，會覺得是一種很棒的靈感跟啟發...大家一起共備的時候，

我比較會去思考這個文本它所要傳達的一些訊息，坦白講，因為我以前都覺得

文本很無聊，其實大多數老師都覺得好~無聊。（訪 20141126T1） 

 

我覺得每次的討論，就是一種產出，他給了一種思想的交流，不見得是很具體

化一定要做成學單，因為我會覺得說每次討論完之後，回來我都會有一些新的

想法，我都會想說，那是不是我還可以做一些什麼改變？ 

（訪 20141126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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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備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原來其他老師他備課的切入點是不一樣的，或者他

設計學習單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所以就是完全就會覺得說，文章是死的，可是

你真的可以從很多不同的方法，帶學生去閱讀。（訪 20150311T2） 

 

  驚奇社群每學期會安排二到三位成員進行公開觀課，所有驚奇社群的老師皆

會出席協助觀察學生上課的學習，觀課成員依照授課教師所預先安排的觀察小組

入座，驚奇社群中的俐靜老師是最晚加入的成員，對於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觀課模式

最為陌生，而第一次有機會入班觀課，帶給他很大的感觸。 

 

大部分是台北市學校在做的觀課跟備觀課這個東西，即便我是在台北市的國

立學校，但是這個訊息我不知道，就譬如說在我英文科裏頭，我要不是進來這

一邊，我根本就不知道原來學習者觀課是這樣子的過程。 

（訪 20150413T10） 

 

  在課程進行當中，觀課成員觀察小組學生的學習狀況並作紀錄，觀察重點在於

學生學習歷程所使用的語言或肢體行為、小組互動及班級學習氛圍。在議課階段，

有時會有觀課教師原校的行政人員作為主持人，或者由授課教師親自主持，而觀課

成員針對在小組中，所觀察到的學生學習情形進行分享，最後則由授課教師給予回

應。（觀 20141215D）由於教師平日教學所面對的學生眾多，無法一一掌握各個學

生的學習狀況，因此，往往透過觀、議課的方式，教師除了能挑戰與突破個人的教

學習慣，最重要的是，經由觀課成員的回饋，授課教師得以了解自己班上學生個別

的學習狀況，進行個人教學實踐的反思；同樣對於觀課的老師而言，看到不同學校

學生的學習狀況，也是一種另類的體驗與成長。（札 20141027） 

   

我觀課跟我被觀課，那個全部都是我人生第一次嶄新的經驗，我在那一次我給

我們的 PLC 觀課之前，我從來都不知道被觀課是這樣子觀的，我必須說...我

完全是一個新手，這種新的觀課模式，把注意力的焦點放在學生身上，是一種

嶄新的，但是是對我衝擊非常大的。（訪 20150413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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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很多雙的眼睛幫你憶起去檢視你自己的教學，然後當你想不出東西的時

候，也有多了好多好多的那個電腦在那邊幫你想。（訪 20150416T8） 

 

透過我們大家一起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其實最大的成長就是說…再去重新思

考自己的教學過程。（訪 20150313T3）。 

 

  專業分享來自成員依據其教師生涯之教學經驗、班級創新教學之實踐，藉由每

次聚會的對話與討論，激盪出更多成員對於英文教學的想法與創意，讀書會專書導

讀，帶讀成員不僅分享書中的篇章內容，亦將個人經驗反思穿插其中，帶領成員更

全面性的思考，助於成員將相關概念注入教學課程與教材的設計，同時透過公開觀

課演示、公開議課省思的過程，理解與解析學生上課第一時間的學習情形，提供成

員改善其教學的方向與策略，成為一教師專業發展之循環模式，如下圖 4-1 所示。 

 

圖 4-1 驚奇社群之教師專業發展循環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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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深化 

  Katz、Earl與Ben Jafaar（2009）提到，成功的專業學習社群會挑戰成員，讓他

們重新思考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因為這是唯一可以觸發真正學習的方式，這

也是為什麼專業學習社群會鼓勵專業上的衝突，像是促進嚴厲的探究與成長，且為

了讓專業衝突不會演化為個人衝突，關懷與信任的道德觀是必須的。 

  驚奇社群能夠穩定運作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它是一個安全的環境，能夠讓成

員給予最真實的回饋與建議，「在議課的這個方面就是給老師一些 reflection（反

思）...議課不是在批評老師，我們其實對彼此也都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支持，那我

們有做調整的地方，都會很，我們會很直接」。（訪 20150402T6） 

 

我覺得他們的那種好朋友是他就完全是無私的支持，就只要一個人有問題，大

家都會去協助他的那種感覺。（訪 20141126T1） 

 

  而這種堅固的信任與支持關係來自於，驚奇社群成員們除了在既定的時間討

論課程與教學外，由於長久以來的合作與互助，大家也在合作學習的過程當中，交

流彼此學校與學生的相關訊息，成為彼此生活上的好朋友（札 20141020）。此外，

社群當中許多成員的小孩年紀相仿，因此大家常會利用周末的時間，一同出外旅遊，

許多成員認為這樣的情感維繫是不可多得的意外收穫。（觀 1040518P） 

 

社群夥伴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在工作的範圍外面，多了很多專業上跟

生活上的朋友。（訪 20150316T4） 

 

我們常花很多時間討論有的沒有的，可是有時候你不覺得人的那種互信或者

是友誼，也是要從那些建立起來的，所以校外，可能社群夥伴不只是專業上，

生活上也給我很多溫暖的感覺，多了好多朋友。（訪 20150316T4） 

 

  因此，相較於校內的專業學習社群，跨校形式的專業學習社群，讓成員打破傳

統教師間的競爭關係，教師彼此間的互動亦不再受到學校氣氛的影響，反而能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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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與坦誠為彼此的專業成長奉獻，給予直接且實用的改善建議，除了讓成員進一

步思考其課程設計與教學方式，亦提供學習者更好的教學品質。透過成員良好互動

關係的建立，驚奇社群的運作與嚴肅的專業研討會有所不同，更像是三五好友聚在

一起，討論與分享教學生活的點點滴滴。 

肆、 維持階段 

  驚奇社群累積豐富的教學實踐經驗，來到維持階段，主要意涵在於「實踐反思」

與「理念散播」，意謂為了讓社群能夠永續運作與發展，成員針對過去所付諸的行

動進行反思，並思考社群未來的方向與願景，帶領社群邁向下一個階段。此外，由

於驚奇社群良好的運作成果，成員們試圖將有助於改變學校氛圍的理念帶回原校，

希望為高中教學環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一、 實踐反思 

（一） 學生學習之促進 

  Williamsa、Ritterb 與 Bullockc（2012）指出，從實踐中學習是複雜與豐富的，

能促進教師對於未來教學的重要討論。驚奇社群經過兩年的運作下來，每位社群成

員皆有公開觀課的經驗，也對於參加跨校性的專業發展活動有所心得，最大的轉變

莫過於教學焦點的轉移，由教師身上轉向學生，Watson（2014）亦認為點學生的聲

音對於專業學習社群有其重要性，學生對於自己學習的觀點與意見，能夠作為專業

學習社群對於未來運作與實踐的參考。 

 

我以前就是，我就是上課會從第一個字，我真的會講到最後一個字，然後每個

補充，我就很像補習班老師，一節課我可以寫五個滿滿的黑板。（訪

20141216T1）。 

 

一般來講，其實教英文的人會有一些盲點，就我們覺得它是英文，所以我們會

覺得這樣教最保險，所謂最保險就是學生一定聽得懂，可是學生聽得懂，跟他

想學完全兩回事（訪 20141126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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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出發，教師不論在教案設計或是教學方法皆有所

轉變，「這一年來，我的學習單變了很多很多次，跟以前差非常多，呵呵，就是它

比較有系統，然後它比較會以學生為中心去幫我設想說我要搭什麼樣子的鷹架，才

有辦法上去」（訪 20141126T1）學生不再只是低頭抄筆記、念課文，漸漸能夠習慣

上課開口說英文，甚至利用英文與同儕進行討論，在教室裡，學生成為課堂上的主

角，「我學生那反應還不錯，有學生跟我講說，因為我去新加坡那一陣子請了代課

嘛…他們就一直講『不習慣老師一直講』這樣子。」（訪 20150311T2） 

  為了檢視驚奇社群共備對於實際教學的影響，社群成員在自己教學的班級發

放問卷與進行訪談，以了解學生學習的情形。透過這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式，

增加了同儕之間的討論與互動，教師真正成為了一個助學者，而學生亦能發展個人

獨立學習的能力。 

 

那時候給他們用一個問卷，然後他們那個回饋都超好，就是覺得說就是討論後，

會比較有印象、同學講比較清楚啦，跟同學討論的過程中自己也會學習…尤其

有一個是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的同學，他的回饋是在跟同學討論過程中，他自

己的概念更清楚。（訪 20150311T2） 

 

  教案活動的設計與讀書會所閱讀的書籍作結合，教師將 UbD 中的大概念融合

進課程的設計，從不同的觀點去進行素材間的連結，協助他們加深對文本的理解，

來建構學生的知識，例如單字的記憶、文法的學習或文本的理解，能讓學生的學習

不再只是片段，而是一個有架構且重理解的學習模式。 

 

學生我都有不定期讓他們做一些回饋，就是問卷…他們會告訴我一些，（讓）

我知道我達到目的了，例如他就說「哦！原來課文可以這樣去深究。」以前課

文對他們來講，只是裡面的單字片語要背起來，那因為我說我是從大概念出發，

所以他會發現原來課文可以這樣討論…調查的結果都是這樣，他們告訴我這

樣課堂，跟其他老師上的課很不一樣，他們覺得用討論式的有時候比較花時間，

可是東西是自己的。（訪 20150316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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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內，原本打在教師上的聚光燈，隨著社群成員們教學方式的改變，開始漸

漸轉移至學生身上，課堂上少了教師的講述，空出更多的時間，讓學生進行小組的

對話與討論，透過分組討論的方式，不僅促進學生適當表達不同的觀點，亦是提供

學生訓練接納異己見解的機會。（札 20150420）此外，原本被學生認為是利於優勢

學生學習的學共教學方式，在教師真正落實於教室後，成績落後的學生亦在小組討

論中，享受合作學習的過程，而學共的教學方式，亦讓教師較易掌握學生的學習情

形。 

 

有些學生講得讓我還蠻驚訝，他說：『老師我本來以為學習共同體的方式，是

為了成績好的方式所設立的，因此每次在討論的時候，我們對成績不好的孩子

都沒有辦法插話，都是成績好的孩子在講，我都不知道我的功用是什麼，可是

後來慢慢地，我聽同學分享的時候，其實我發現我自己有學習，後來我發現我

講出來的 idea，同學也不會覺得我講得很 stupid，然後我開始覺得我上課的時

候腦袋是活絡的。』做學習共同體，因為要討論，它就有很多種的問題，我覺

得反而比較能夠抓到他們一些學習上面的困難。（訪 20141216T1） 

 

  透過學生真實的回饋，證明驚奇社群對於教師改變教師教學的確帶來了正面

的影響力，然而，驚奇社群教師並不以學生成績作為教學成效的評斷基準，「我們

自己會這樣去檢視，但是我覺得這不能拿來當成效，因為學生成績影響實在太多了，

因素太多了。」（訪 20150311T2）對於學生成績的提升，社群成員仍認為影響學生

學習成就的因素太多，因此成員普遍並不會認為社群的產出成果，能夠直接導致學

生學習提升的結果。 

（二） 社群運作之挑戰 

  驚奇社群在 102 年加入了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確立社群的發

展方向，「如果局端的規劃是可以被信賴的，那局端也願意去支持的話，我覺得重

點不是在給這個經費，重點是協助大家去做一個比較有系統的東西。」（訪

20150313T3）社群成員認為政策的支持給予社群實踐很大的助力，不過亦有成員認

為加入臺北市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後，為社群成員帶來額外的負擔，例如在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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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完畢後，要求每個參與計畫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不分學科都必須繳交書

面的成果報告書，「我們期末的那一本成果報告就是最沒有用的一個方式。」（訪

20150402T6）對於社群而言，形成了另一種有形的負擔。 

 

我們還是希望局裡不要產出，可是局裡面的講法是說，會計說一定要看到產出，

他們才會覺得這筆錢是可以核的，所以一定得產出。（訪 20141216T1） 

 

  社群的成效難以利用書面資料作為呈現的依據，多數成員認為專業學習社群

的產出來自於授課教師在公開觀課時的動態產出，Zhao（2013）亦指出不少專業學

習社群教師由過去傳統參加主題式工作坊，以聽講來學習的方式，轉為由教師自主

趨動，透過教學實踐，來找尋解決教學問題的方法。專業學習社群其宗旨在其實踐

性（Wenge, 1998），因此社群之產出不應以靜態的資料作為社群成效的依據，而必

須從社群的動態歷程當中去理解與評價。 

 

第一個當然就是透過公開觀課，這是最明顯的。（訪 20150319T5） 

 

如果是我被觀課，我自己的成長會更大，因為要被觀課，那當然每一步、每一

步活動的連結，就會想得更仔細、更仔細...我其實覺得被觀課一次自己的成長，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大。（訪 20150319T5） 

 

  驚奇社群成員在聚會的過程當中，常會提出其個人參與社群後的反思與感觸，

通常可以分為兩個類別，首先是透過共同備課後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是否促進

了學生的學習，再者則是針對社群內部運作的檢討與反省。教師從學生的學習單、

上課的討論狀況以及問卷的回饋，了解其透過「以學習者為中心」作為教學設計的

核心理念，讓學生能夠藉由教師所精心設計的教材，依循其所構築的鷹架來學習，

間接地讓學生能夠掌握自己的學習，亦從與同儕的互動當中獲得成長；而在社群的

運作方面，成員認同驚奇社群增加自己的視野，透過與擁有不同教學經驗的教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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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踏出原校的教學脈絡，思考與省思更廣泛的教育問題，同時針對社群運作實務

上的問題，例如社群產出、發展方向，進行檢討與改進。 

二、 理念散播 

  驚奇社群屬於跨校性的專業學習社群，惟原先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係基於校

本的理念，其目的是希望藉由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透過彼此的專業對話與協作

學習，結合學校發展願景，改善學校的教學品質。然而，由於校內對於教師專業發

展固有的阻礙條件，導致教師在校內無法獲得共鳴，而紛紛向外尋求援助，進而形

成跨校性的專業學習社群。 

 

同校老師一個很難的問題就是，當大家的 position（位階）都是一樣的時候，

很多老師他會覺得我去看你的，好像就是我肯定你，好像我自己比較不好，很

多，尤其在大校，或比較老的學校，或者像我們年齡層都已經到那種中年，會

有一個面子的問題…會得罪別的老師，就是那種想法心態是不大一樣的。（訪

20141216T1）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雖可讓驚奇社群教師暫時脫離校內的框架，尋求專業發展

的可能，但在運作上也遭遇了難以避免的難題，「跨校畢竟版本不一樣，學生程度

不一樣，就像我說的，討論的東西雖然說很有激發，可是效率不會馬上展現，就我

學到的東西不見得立刻能夠當下可以馬上用在我的教學裡。」（訪 20150311T2）

因此，參與跨校性的專業學習社群所獲得的成長，勢必需要帶回原校，改善學校的

整體氛圍，驚奇社群的成員亦認同，讓教師能在原本的教學脈絡下，與其他教師相

互合作學習，是目前必須著手進行的社群任務。 

 

我如果可以跟跨校的老師都可以成立一個社群，那我為什麼沒有辦法回來分

享或者是提供一些善意的回應。（訪 20150313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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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ffman 與 Jacobson（2003）提到，一個具有願景的領導者、行政者可以將專

業學習社群的模式放到學校中，藉以增加理解與溝通改善問題解決的能力，並發展

有組織的改變過程，來建造「社群」於學校組織架構。身為英文科跨校專業學習社

群的領頭羊，社群成員開始試圖將驚奇社群所習得的經驗帶回學校分享，而部分學

校的教師其反應並不如預期。 

 

其實也算在校內分享過，後來有一次教研會我也稍微分享了一下，可是因為你

看到大家的態度，你就會知道他們並沒有…他們就是聽聽這樣。我也害怕說因

為我的態度讓他們，我萬一哪個地方不小心讓他們覺得被冒犯到了，然後從此

對這件事情，就打叉叉，其實我還蠻怕這樣的。（訪 20150311T2） 

 

就是同事會覺得說，他不想改變，他日子過得好好的，他的教學好好的，他的

學生成績也沒有什麼問題…別人也不會很 care 我到底出來外面做什麼，只是

有些時候討論到東西，然後會說，喔，其實可以怎麼樣、怎麼樣，然後像我前

兩個禮拜，也把這兩本書分享給我另外 一個同事，然後我就跟他說，我這學

期社群要讀這兩本書，然後我就說，我就拿書給他看，然後我還幫他把書的封

面拍起來，我說，他如果有興趣他可以去找這個書這樣子…然後就句點了阿！

（訪 20150330T7） 

 

  而在大部分的學校當中，驚奇社群成員在校內進行分享是有所斬獲的，「校內

的研習有排到我當講師的話，我就可以把或許先拿我自己的教案當分享，然後去把

自己的教案的反思阿，分享給同事這樣子。」（訪 20150330T7）透過成員主動與學

校老師進行跨校社群的成果分享與討論，逐漸地開始對平日互動較多的教師或一

些剛進學校的新手教師產生影響。 

  驚奇社群成員起初由於教師個人專業成長動力的驅使，在校內缺乏能夠相互

扶持的夥伴，因而走出學校、尋求外援，社群成員因緣際會下相識，進而成立第一

個英文科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成為臺北市英文科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領頭羊，社群

成員在參加跨校聚會的過程中，不論是在專業成長，亦或是個人生活上，皆獲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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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員的支持與協助，而能夠持續維持社群運作，固然現階段社群理念向外擴散的

能力有限，但仍給予活化學校教學一個未來的新希望。 

伍、 小結 

  驚奇社群經歷兩年多的運作，從跨校社群的成立至社群理念的擴散，除了反映

學校行政支援的重要性，亦凸顯目前教師在校內專業發展受到阻礙的現象，而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為英文科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其學科性質在社群的運作當中具有影

響力，研究者將上述研究發現，歸納為以下三大啟示： 

一、 校內文化改善的迫切性 

  跨校社群的蓬勃發展，除了讓各校教師有機會能夠看見不同學校的教學面貌

之外，其實反映出教師無法在校內獲得充分的專業發展機會，而必須透過跨校的方

式，尋求外部的資源，凸顯校內文化必須進行改善。 

  研究者整理研究訪談結果，綜合歸納出影響校內專業學習社群無法有效運作

的可能因素： 

1. 高中教師具有高度專業自主，即使同科教師們身處同一個辦公室，很少會與同

儕進行專業上的討論，但不一定是傳統上同科教師競爭的關係，而是出於善意，

害怕冒犯他人的專長領域，因此教師無法形成專業交流的風氣。 

2. 學校雖有專業學習社群成立，惟社群成員係被迫加入，導致社群運作偏向形式，

而無實質的產出，又多數校內社群屬於任務導向，一旦階段性任務完成，即宣

告解散，無法持續維持。 

3. 部分高中教師除了負責教學事務之外，可能兼任其他行政職務，而專業成長活

動易被其視為額外的負擔，無獨有偶，許多教師為了維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導

致無法參加許多在學校活動時間之外的專業成長活動。 

二、 學校行政支援的重要性 

  驚奇社群的聚會時間為星期一的下午，該時段屬於臺北市高中英文科的領域

時間，通常學校或其他教育單位會安排英文科的共同研習與教學研習會，因此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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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如果缺少行政在時間上調度的支援，將無法正常運作，而驚奇社群成員對於原

校准假外出參與社群聚會，感到自我專業成長受到肯定，亦認同原校對於專業發展

的支持。 

  此外，學校支援在教師舉辦公開觀課時格外重要，「我之前公開授課的時候，

如果有辦公開授課，就非常需要行政支援…社群還在運作的初期、早期的時候，光

這部分就需要場地、教室。」（訪 20150311T2）成員亦一致肯定學校行政支援對

於跨校社群之運作的必要性，並同時認為學校行政人員在行政事務的支援，有助教

師全心全意投入促進教學發展的活動。 

  然而，驚奇社群的社群類型雖屬於跨校性質，惟其經費由臺北市課程與教學發

展工作圈之課程教學組（負責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中）統一核撥至各跨校專業學

習社群召集人的原校，因此在社群的經費使用方面，仍受到學校的管控，社群成員

認為在經費核銷的部分，時常與學校的會計部門產生誤會，使得經費的核銷成為社

群召集人另一種額外負擔，類似體制上的問題，還需教育主管單位進行檢討後，進

行問題的解決與改善。 

三、 英文科屬性 

  學科屬性對於專業學習社群最大的影響在於教師在教學上的討論，而由於在

台灣英文教學被歸類在外語，秉持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著手課程設計，要讓所有的

學生皆能參與討論，學生不僅要能夠理解文意，且必須能夠在小組內，利用英文與

同儕進行溝通與討論，其實是有困難的。 

  此外，驚奇社群以大概念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不若其他學科具有清楚的教學

概念與分類，因此在教學的討論上，容易發生無法凝聚共識的情況，社群亦曾發生

過對於英文教學應從「語言」或者是「工具」的焦點出發，而進行一番的討論與思

辯，而面對這樣的困境與挑戰，驚奇社群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最終決定由英文教

學的技能做出發，發展出一套能夠套用在各種文體的學習單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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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奇社群自 2013 年 9 月運作至今，社群聚會活動次數達 36 次，共同備課 25

次與 11 次公開觀、議課，相較於 2013 年社群處於形成階段，社群運作尚未臻成

熟，自 2014 年開始，驚奇社群除逢過年期間、暑假或學校重大考試之外，平均每

個月有兩次的聚會，高中教師教學事務繁重，部分教師在原校同時具有行政職任務，

能夠安排時間、定期參與跨校性的專業學習社群實屬不易，且近來由於社群運作趨

於穩定，甚至單月會有兩次以上的社群聚會活動，成員也因此增進彼此的關係，持

續地促進彼此的專業成長，研究者根據訪談與參與觀察紀錄綜合歸納後，整理驚奇

社群歷年之相關活動，詳見附錄三。 

 

第二節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多元角色 

  驚奇社群係由十二位來自不同學校的教師所組成的英文科跨校專業學習社群，

社群內不乏有教學資歷十年以上的資深，但亦有教學年資五年以下的年輕教師，兩

者雖在教學實務上的經驗有所差異，但每位驚奇社群的成員皆對於改善高中英文

科教學現況抱有高度的熱忱，希望能藉由協同合作的方式，共同致力於改進英文科

教學，以促進學生學習。 

  本節首先探討驚奇社群成員於跨校社群的領導影響條件為何，再參考第二章

關於教師領導者分類的文獻，搭配研究者實際於社群聚會的觀察與訪談紀錄，進一

步分析與歸納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領導者類型，以呈現教師於驚奇社群中多

元角色的面貌。 

壹、 教師領導者的領導影響條件 

  教師領導不應僅侷限在教室內，而應走出教室，對學校、同儕做出更大的貢獻

（蔡進雄，2004），在跨校性質的專業學習社群當中，成員來自不同的學校，康瀚

文（2013）認為非正式的關係有時更有助於領導的運作，而且教師領導者最好是由

同儕選出、或至少具有同儕認可的正當性，顯示教師領導者的領導正當性將影響社

群內的成員和諧互動與持續運作。研究者藉由個別訪談了解教師的個人背景（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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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並透過實際參與社群聚會了解成員的互動情形，分析歸納出驚奇社群的教師

領導者其領導影響力發散之條件，以下分別利用「學經歷背景」與「教師生涯年資」，

進行論述。 

表 4-1 驚奇社群成員資歷表 

成員姓名 

（匿名） 

教學年資 最高學歷 英文相關 

學科畢業 

行政經歷 

★亞軒 23年 學士 ○ 

學科召集人 

學共社群召集人 

教評委員 

考績委員 

交通安全委員 

圖書館委員 

☆燕姿 14年 碩士 Ｘ 無 

心亞 17年 碩士 Ｘ 無 

若瑄 16年 碩士 ○ 
組長 

學科召集人 

采潔 6年 碩士 ○ 無 

志玲 8年 碩士 ○ 學科召集人 

德華 15年 碩士 ○ 

秘書 

組長 

英文科主席 

俐靜 12年 碩士 ○ 無 

杰倫 4年 學士 ○ 組長 

丞琳 10年 碩士 ○ 
實研組長 

英文科主席 

依林 13年 碩士 ○ 教學組長 

註：★代表第一屆驚奇社群召集人；☆代表第二屆驚奇社群召集人。 

 

一、 學經歷背景 

  成員的學經歷背景即代表成員在專業或其他各領域所涉略的程度與經驗，關

係到驚奇社群能否在各種議題的探討過程中，分享與提供不同的觀點與想法，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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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教學上提供專業意見或帶領討論之外，亦促進社群創新思考，甚至可有效解決

社群運作過程所欲處理的行政事務。  

  雖然 Kıranlı（2013）研究結果顯示，經驗對於教師領導較無影響，但在驚奇社

群當中，相較於只有單純教師背景的成員，擁有相關行政經歷的亞軒老師、德華老

師在社群的行政事務上擔任領導者的角色，帶領與協助成員解決社群運作歷程上，

所遭遇的任何行政相關問題；另一方面，擁有多年學科中心實務背景的俐靜老師，

在社群共備會議上，常能主動提供教學活動設計上的想法，並分享教師專業成長的

相關資訊，而心亞老師則有別於社群大多是英文本科背景的老師，心亞老師擁有法

科的知識與背景，其思維較其他成員具有邏輯性，常常在教學相關議題的討論上，

帶來不同的觀點與想法，因此俐靜老師與心亞老師對於驚奇社群能夠創發許多教

學上的新思維與課程設計功不可沒。 

二、 教師生涯年資 

  成員的教師生涯年資代表成員於學校生涯歷練的豐富程度，影響教師個人在

教學或行政上行事的純熟度，York-Barr 與 Duke（2004）研究指出，大多文獻談到

關於扮演教師領導者的人選時，通常認為教師領導者具有重要的教學經驗，且被認

為是一個優秀的教師，能受到其他夥伴的尊重，因此教師生涯年資對於成員在驚奇

社群能否教師領導者亦扮演關鍵的要素。 

 

我覺得去年的社群召集人亞軒老師他是蠻有影響力，因為第一個他教學經驗

豐富，第二個他實施學共的時程也較早，而且他除了這個跨校社群以外，他似

乎還有其他的，像其他跨科的社群，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有活力的前輩，然後

他是一個我們社群所仰望的 leader。（訪 20150330T7） 

 

  「教學生涯年資」亦常被社群成員認為是影響力不論是在校內或是校外社群之

所以能夠擴散的原因之一，「就有一個power在，那個power是一種很無形的power，

就是你真的去做什麼事情，人家也不會講你什麼。」（訪 2015031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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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因為社群資深的老師們都很熱血，他們你都感覺不出來他們教了 20 多

年或快 20 年...所以意義就會覺得，你就會看到這些很棒的老師，就是一直以

來都這麼樣、這麼樣地努力，就是會有一種典範的感覺（訪 20150410T9） 

   

  不過也由於驚奇社群內，具有年資相對資深的老師，而能夠為其他成員樹立良

好的典範，並時常提供社群成員不論是在專業上，或是生活上實質的協助。（札

20141006）同時由於社群良好的互動氣氛與信任關係，即使彼此存在資歷經驗的差

異，即使是年輕或新加入的成員依然能夠在社群當中獲得專業上的成長，甚至是其

他生活方面的支持。 

貳、 社群成員的角色類型 

  Gabriel（2005）指出教師在學校內被賦予多元的領導角色，不論是在正式職位

或是成為同儕教師的良師益友（mentors），意謂教師於學校內，可透過非正式與非

正式的地位，扮演領導角色，而在跨校性質的專業學習社群當中，偏向分佈式的領

導情境，Duke（1994）認為領導並非特定角色的特殊職責範圍，雖然某些角色身上

帶著領導的期望，但處於從屬地位的人發揮其領導力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驚奇社群

內部，雖然每位成員都是來自各校的優秀教師，但在社群運作的歷程當中，每個人

卻也扮演不同的角色來維持整個社群的有效運作，研究者藉由參與觀察社群成員

的互動情形、個別成員訪談的結果，在參考 Katzenmeyer 與 Moller （2001）對於

教師領導角色的分類後，將驚奇社群成員所扮演的角色分為四種類別，分別為「教

學型領導者」、「行政型領導者」、「支持者」與「跟隨者」，研究者針對以上四種成

員角色之分類分述如下： 

一、 教學型領導者 

  York-Barr 與 Duke（2004）指出教育領導者有重要的教學經驗，被認為是一個

優良的教師，且受到其他夥伴的尊重；這些教師們展現高層級的教學專業、協作、

反思以及被授權，因此他們成為領導者，更精確地來說，他們的夥伴同意由他來領

導（Snell & Swanson, 2000）。教學型領導者顧名思義，係指能夠帶領團隊，針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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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的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在驚奇社群當中，每位成員在英文教學上都有良好

的表現與評價，並且在教學的生涯過程中不斷地努力充實自我，其目的在提供最適

合學生個人的學習模式，促進學生的學習。然而在驚奇社群的聚會互動當中，並非

所有的社群成員皆會帶領討論或誘發教學相關的想法，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研究

者選出兩位最具教學型領導者代表性的教師，分別為心亞老師與俐靜老師。 

（一） 心亞老師 

    心亞老師在其 17 年的教師生涯中，除教師之外，無從事教學以外相關的工作

或事務，累積豐厚的教學實務經驗，而在驚奇社群的十二位成員當中，共有四位教

師未曾擔任學校的行政職務，加上其法科教育背景的獨特性，在驚奇社群的運作當

中，常帶給成員們不同的切入點與觀點。 

 

心亞老師她不是學外文的，她是學法律的，然後再出國去念書，所以她看待事

情的角度會比較不一樣…她本身就是一個邏輯思考很強的人，很有系統的人，

所以她經常，我跟她的接觸，往往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到問題，然後幫我們

找出一些盲點，而那個盲點我自己大概不會注意到，因為我自己思考可能 我

都習慣假設我都往某個方向，我很少去往另一個方向…我們外文其實念的文

學東西，我覺得基本上沒有標準答案，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所以我們很容易

陷入那種一團渾沌的狀態當中。（訪 20141216T1） 

 

心亞老師有時候在帶一些教學理念的時候，可能會跳脫純語言的東西，她會看

到一些我覺得比較，可能比較宏觀的一個教學的議題…能比較狹隘地只侷限

在一些語言的 技巧的學習上面，對，有時候她提出一些就是，某種主題的教

學方式的時候…會讓你的那個觀點會轉到另外一個比較全新的境界。（訪

20150326T11） 

 

  心亞老師由於長期致力於教學的創新與改變，他對於自己的教學擁有一定的

信心，在社群當中主動積極分享自己的教案或學習單，亦或在其他成員分享時，提

供自己的意見或觀點，為社群帶來許多不一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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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貢獻可能比較多是在教學設計本身，可能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自信的也是

這些吧！課程的設計跟課程上課的那個傳遞，我還蠻有信心…在教學上，我覺

得因為我有自己的特色，然後我很清楚我的目標，也比較非常有自信，就是我

知道我在做什麼，做一個分享，然後也比較不會受限於那種傳統的考試跟進度。

（訪 20150316T4） 

 

  心亞老師在參加驚奇社群後，她認為社群的夥伴是往前邁進的動能，除了可以

加速自己改變的速度，也可以使自己在教學主題上的設計變得更明確，在同儕的協

同合作下，接收更多來自不同成員的回饋與觀點，促進個人的教學改善。 

 

參加社群之後，就很清楚啦，那是因為你有伙伴嘛，然後我要做備課，我想要

給夥伴看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所以我會很努力的要把社群裡面的東西放

進教學設計，步伐比較快，就是跟你一個人慢慢地試、一點一點試，現在有一

群人，然後會有壓力，因為你要做共備，如果你要做觀課，四十幾個老師在後

面，其實你是有壓力的，可是這個壓力我覺得在課程的計畫上，最大差別就是

我的主題變得很清楚。（訪 20150316T4） 

 

  常常可以看到心亞老師在驚奇社群的共同備課聚會上，不避諱地、直接地提出

自己的想法與觀點，除了有助成員重新思考其教學設計的架構外，社群亦常因為心

亞老師所提的議題，創發更多有意義的思考與討論，她希望能夠在有限的社群時間

內，帶領大家進行教學問題的討論，從事課程的設計與交流。（札 20141020） 

 

我擅長的是這個部分，所以我在那個課程的設計上面，我會比較想大家快一點，

討論那些東西，就是我們比較怎麼樣可以做出有深度的問題設計，那個是我很

想要學的，而且我覺得我比較擅長。（訪 20150316T4） 

 

講到教學的部分，我還會直覺、也第一個會脫口而出的就會是心亞老師嘍！對

阿！因為他的觀課，還有他整個課程上面的設計，還有他精美到不行的學習單，

都會令你覺得非常的驚嘆這樣，心亞老師都可以在大家覺得卡住的時候，會突

然點大家一個什麼，然後心亞老師每次丟出來的一個教案，大家就會覺得是一

個，是某一種典範這樣子。（訪 20150416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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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成員對於心亞老師的評價，多是能夠提供教學建議的支持者，並且對於她

所設計的教案讚譽有加，Yarger 與 Lee（1994）認為成功的教師領導依賴教師領導

者與同儕的合作與互動關係，心亞老師除了給與同儕專業上的建議與回饋外，亦會

主動分享教學相關的教材與實踐成果，在驚奇社群當中，心亞老師扮演一個主動積

極、樂於分享的教學型領導者角色。 

（二） 俐靜老師 

  俐靜老師雖然是最晚加入驚奇社群的成員，但由於她是通過學科中心評鑑、具

有專業認證的教師，並且常常受邀針對大型英文考試（例如：TOEIC、TOEFL 等）

舉辦講座，英文教學的資歷十分豐富，「因為我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還有學

科中心的那個角色，所以我可以提供比較多元的觀點，在不同的議題上面。」（訪

20150413T10） 

 

像俐靜老師，影響力在於他許多的訊息是，從他其他的團體來的，他是那個學

科中心，多益認證的老師，所以他有很多資源從那裏來，就那個地方我沒有資

訊的平台，所以他是很有影響力的。（訪 20150316T4） 

 

  俐靜老師除了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外，也是個積極的分享者，不定時在驚奇社

群的聚會上，分享自己的教案或近期的教學活動，甚至是演講的相關訊息，「每一

次 PLC 來的時候，除了我們本來例行的讀書會，然後我很喜歡的是直接 show 給大

家看我最近的學習單又做了什麼事情。」（訪 20150413T10） 

 

我在學習單裡面加了很多閱讀策略這一項，我覺得他們必須要花在思考上面

比較多，然後我透過我詢問的時候，我覺得蠻多學生喜歡被加了思考這個層次

的學習活動，他們覺得比較有成就感…像是我跟我其他的 PLC 的老師，我們

開始在用了...像之前不是在講 predicting、questioning 這種預測的活動、提問的

活動，那我分享給其他老師做。（訪 20150413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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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成員亦認為俐靜老師在教學上的影響力不容置疑，York-Barr 與 Duke

（2004）亦認為教師領導者如果擁有傑出的經驗背景，會受到同儕們的尊敬，而他

們也因此能夠擴展他們知識、技巧及影響力於社群當中，「我覺得俐靜老師...因為

俐靜老師真的在教學上真的超級優，他在加入我們社群之前，其實他本身 就是一

個很厲害的老師，他在各方面很有名，他很有名，他講 TOEIC、講什麼，他什麼都

可以講。」（訪 20150311T2） 

  此外，由於俐靜老師是最晚加入驚奇社群的成員，對於社群的運作與目標在一

開始並非完全了解，但在加入社群的首次公開觀課後，校內教師與社群成員分享他

們所觀察到的學生學習情形，讓俐靜老師對驚奇社群帶給他意想不到的回饋感到

欣喜與感動，讓他第一次看見學生與同儕們學習的細微之處，了解學生真實的學習

狀況，York-Barr 與 Duke（2004）研究亦發現，教師領導的受益者通常是教師領導

者本身，同時證明了領導與學習是互相關聯的，教師領導者的成長，在於他們領導

時，所理解的教學、專業與組織實踐。 

  而驚奇社群成員在討論教案或活動設計的過程中，有時候會因為討論的主題

模糊，使得教學議題的討論無法聚焦，而各自岔開話題，通常在這時候，兩位老師

會將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原先的討論議題，並提出自己的觀點與想法，帶領成員思考，

進而透過大家的分享與交流，讓原先具有爭議的教學問題最終能夠獲得解決，在教

學專業的討論方面，心亞老師與俐靜老師是驚奇社群不可或缺的關鍵領導者。 

二、 行政型領導者 

  驚奇社群係由來自不同高中的英文科教師，彼此並沒有權力與位階的直接關

係，社群成員之參與皆屬自願性，在運作上自然形成分佈式的領導模式，每位成員

在社群當中皆有扮演領導者角色的可能，Glatter（2009）指出關於專業學習，分佈

式領導聚焦在合作而非個體發展，而相較於科層模式，分佈式領導承認具有位階的

領導者，可以超越領導者與跟隨者的傳統領導角色概念，如同正式與非正式領導者，

來理解領導概念（Colmer, Waniganayake & Fielf, 2013)。驚奇社群之所以能有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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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除了有賴於每位成員的積極參與外，還包括默默為社群處理行政事務的一群人，

即正式領導者角色的社群召集人，以及對於行政事務較有經驗卻無正式領導職位

的社群成員，研究者依據觀察與訪談結果，選出三位最具行政型領導者代表性的教

師，分別為前任與現任的社群召集人亞軒老師與俐靜老師，以及具有服務熱忱與行

政經歷的德華老師。 

（一） 亞軒老師 

  亞軒老師是驚奇社群的第一屆社群召集人，也是社群當中最資深的教師，擁有

超過二十年的教學經驗，除了在驚奇社群擔任召集人外，亞軒老師在太陽高中內也

有擔任學科召集人以及教學輔導教師等職務，其中也是唯一成功帶領校內專業學

習社群的領頭羊教師，因此在社群的經營與管理方面，亞軒老師相較於其他的社群

成員，擁有較豐富的經驗，社群成員也認為在亞軒老師的帶領下，驚奇社群才有辦

法順利運作。 

 

因為我覺得他整個去年帶領我們，就可能就剛剛我們講的那個行政那一塊，教

育局阿，或什麼那邊接洽阿，我們可能需要有什麼樣的社群未來的方向阿，包

括整年的議程阿，我覺得他都還蠻有組織，而且都會事先跟大家講，然後感覺

就還運作得蠻順利的。（訪 20150326T11） 

 

在社群的運作跟互動，想辦法協調大家的問題，我覺得亞軒老師，這方面很努

力，而且他還是一個蠻好的姐姐型的領導者，所以就領導層面來講，我覺得亞

軒老師還蠻有影響力的。（訪 20150313T3） 

 

  社群召集人其職務通常在扮演教育局端與社群之間的聯絡人角色，除了需要

協助告知局端社群的需求，同樣也需要扮演政策傳達的角色，亞軒老師本身具有高

度的同理心，因此在處理有關局端交辦事項時，希望盡可能不要增加社群成員額外

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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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的時候，因為有的時候局裡會有一些工作，或者說局裡會有一些期望，

所以我每次上去 FB 留言的時候，我都會想一想，我要怎麼樣講大家才不會覺

得這是一個額外的工作，或者我要怎麼樣講大家會覺得比較願意參與。（訪

20141126T1）。 

 

有些東西比較棘手，那大部分如果說今天我自己可以處理，譬如說只是出去開

會，我大部分就會報我自己過去，因為我知道很多禮拜六的會，我們的裡面的

媽媽們是沒辦法來的。（訪 20141216T1） 

   

  身為驚奇社群第一任的召集人，亞軒老師是社群中資歷最深的教師，除了在教

學專業的討論上積極分享外，亦無私奉獻於社群的行政事務上，這股熱忱間接凝聚

了社群成員的向心力，同時獲得社群成員一致的認同與肯定，對於當時剛起步的驚

奇社群而言，亞軒老師支持與帶領社群行政順利運作的功勞功不可沒。 

（二） 燕姿老師 

  燕姿老師是目前驚奇社群第二屆的社群召集人，擁有十年以上的教學經驗，在

其教學生涯中，雖然未曾擔任過行政職，但憑著一股服務的熱忱，驚奇社群在其帶

領之下，社群發展的方向與內容更加聚焦，也由於其樂觀開朗的個性，讓社群除了

專業上的討論之外，也提供社群成員假日活動的資訊，並主動協助安排行程，維繫

社群成員的感情。 

 

燕姿老師他就是一個很樂天派的媽咪呀！然後他做事情又很認真，可是他講

到生活就又很...讓你看到他就感覺很樂活得一個人這樣子，所以就覺得看到不

同個性的夥伴，就覺得這個社群很棒！就每次大家都在成長，然後我也跟著成

長。（訪 20150330T7） 

 

  不過由於職涯過程中，未有接觸行政的經驗，因此在處理行政事務上必須從頭

學習，「當召集人之後，就會有很多行政上聯繫的事情…那目前給我的支援就是，

我的感覺比較像是告訴我事情要怎麼做，行政程序要怎麼做，核銷是什麼程序，然

後請購是什麼程序。」（訪 20150311T2）為了讓驚奇社群的實踐成果能夠被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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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姿老師與亞軒老師都很願意主動參與關於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演講，不吝於投

入大量的心力在驚奇社群的活動上。 

 

燕姿跟亞軒老師對我來說是，就是那種前輩，然後是非常願意花時間在社群的

經營上面，甚至他們很樂意抽空去代表社群對外分享，就這兩點我非常尊敬他

們，願意花這麼多時間。（訪 20150316T4） 

 

  燕姿老師是驚奇社群最初成立的成員之一，對於社群具有高度的認同與期望。

由於第一任的社群召集人亞軒老師的經驗傳承，雖然燕姿老師缺乏行政實務經驗，

但在處理驚奇社群的行政事務方面有前例可循，加上他的積極態度以及其他成員

高度配合與幫忙協助之下，社群的運作持續穩定發展。此外，燕姿老師在社群成員

的關係建立上投入更多的心力，常會主動邀約成員，共同利用假日進行家庭戶外活

動，增加成員彼此互動的頻率，並能讓成員的情感構築於彼此的生活連結，成為社

群一股無形的動力，扶持成員共同為彼此專業發展而努力。 

（三） 德華老師 

  德華老師在驚奇社群當中，屬於行政資歷較資深的教師，本身擔任青樹高中的

秘書，對於行政方面的事務十分熟悉，也由於擔任行政的緣故，德華老師的人脈相

當廣，驚奇社群當初能夠成立，就是在於他一開始被邀請舉辦公開觀課時，主動聯

繫依林老師與燕姿老師，提出共同備課的需求，進而間接促成驚奇社群成立的契機。 

 

德華認識的人比我多很多，超多，我覺得也是因為他是行政的關係，所以他比

較有機會出去參加會議什麼的，他就認識很多，然後他也是默默在收集對這個

（以學習者為中心）方面有熱忱的老師的一些聯絡方式。（訪 20150311T2） 

 

德華老師也是，因為他在擔任行政的經驗很豐富，而且他是當到祕書嘛！所以

其實他跟整個高中的那個課程工作圈之間的一個關聯還蠻緊密的，所以其實

有時候如果局裡有一些什麼跟跨校社群相關的東西。（訪 20150416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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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德華老師本身是個熱心服務的社群成員，除了協助社群召集人處理對外的

行政事務之外，也會主動幫忙驚奇社群的公共事務。 

 

德華老師一直是我一個很大的支持，因為他是行政，然後，而且我們兩個年紀

又比較大一點，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年紀大的好處，對於那些妹妹們，我覺得有

時候就可以稍微地比較好溝通。（訪 20141216T1） 

 

會有想要提供協助的部分是，比方說幫忙建立這個 dropbox，就是一個線上的

檔案，然後幫忙夥伴去 cover 一些公共事務的部分…提供最新資訊…一開始的

dropbox、後來的 FB 都是我幫忙想辦法找人，或我自己幫忙設立的，因為其實

現在的 dropbox 的源頭是我自己的帳號…我就是想說主動提供資訊，幫忙一

個，想辦法當一個一開始的社群協調者。（訪 20150313T3） 

 

  亞軒老師與燕姿老師前後擔任驚奇社群的召集人，社群成員除了感激他們能

夠自願接下召集人的角色工作，承擔跨校社群的行政事務，亦認同他們領導對於社

群的正面影響，「我覺得我很開心我們有兩個很棒的領導者，燕姿跟亞軒，我覺得

他們兩個人很棒。」（訪 20150413T10）相對地，在驚奇社群的運作過程當中，社

群成員對於召集人所交辦的事務展現高度的配合性，這也是驚奇社群能夠維持和

諧氣氛，長期運作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 支持者 

  驚奇社群成員皆係自願參與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期待能夠透過與來自不同高

中的夥伴進行交流，進行專業發展，「他們也是引導我成長的力量，也會讓我覺得

不能再混了，因為大家都很厲害！」（訪 20150311T2）重要的是驚奇社群的成員皆

致力於一個長遠的社群目標─改善未來教與學的環境，因此社群成員對於彼此抱以

無私奉獻的心態，以合作關係取代競爭關係，傾囊相授，展現其對於社群的認同與

支持，「我覺得我還蠻活潑的，熱情活潑，這一點我應該可以第一名吧！...我覺得

我的活潑，我的熱情，我對於大家的一個友善，而且我覺得我不藏私，而且我不自

私！」（訪 20150402T6）也有成員主動利用每次的社群聚會，分享自己教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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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自己做過的活動、學習單等等，可以分享給別人。」（訪 20150319T5）驚奇社群

成員在合作學習歷程當中，社群夥伴們除了獲得專業上的成長，彼此亦產生患難與

共的情感，「我覺得他們就是一種無形的，但是你會感覺到一直都在的那種支撐的

力量。」（訪 20150410T9）來自驚奇社群內部成員的支持，不論是在教學設計上提

供多元的觀點與想法，亦或對於成員個人生活的關懷與協助，往往是促使成員個人

繼續向前邁進的動力 

  在驚奇社群當中，支持者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兩個類型的角色，而對於的支持

並無固定的形式，社群成員積極地出席，就是支持社群最簡單的一種表現，「只要

社群有伙伴的那個觀課的時候，我們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盡量都會排除萬難地出

席，給予大家一些那種支持。」（訪 20150416T8） 

四、 跟隨者 

  分佈式的領導聚焦在領導者、跟隨者及情境的互動，Sherer（2008）研究指出，

跟隨者在會議上屬於比較靜默的角色，發言的次數非常稀少，雖然他們不是領導者，

但仍會分享他們的實務經驗，不過其談話通常較為分散、無法聚焦。而根據研究者

的觀察，跟隨者在驚奇社群當中，參與聚會的次數少於其他成員，在教學專業對話

的過程當中，屬於較少給予回饋，或僅聆聽與接受其他成員觀點與想法的邊緣性角

色。在驚奇社群當中，並無成員長期處於跟隨者的狀態，那些短暫時符合跟隨者特

徵的社群成員，多數係由於其承接學校的行政事務，或者是社群時間與校內活動衝

突，而無法正常參與社群聚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成員能夠參與聚會時，其通

常顯露出支持者的特徵勝過跟隨者。 

 

因為我在社群一下之後，就被抓來做行政了，所以就那個目前為止的分享，我

就比較少跟大家分享那種完整的教案，比較有的會是可能大家在討論什麼活

動的時候，然後會...可能我會講說我之前做的時候，是用什麼樣的方式，然後

做了之後有什麼樣的結果，或者說學生有什麼樣的反應…我必須承認，我還沒

有辦法調整到有時間弄出好完整的教案，然後跟大家就是很仔細地分享這樣。

（訪 20150416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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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an 與 Lindy (2014)指出，教師無法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的原因之一，在於與

其他活動時間是相互衝突的，而驚奇社群的成員具有韌性與強烈的學習動機，在校

兼有行政職務的志玲老師，仍在高度的工作壓力下，完成了既定的社群活動，「我

有完成一次公開觀課…我覺得我至少我是鼓足了勇氣，然後很努力地去完成這件

任務。」（訪 20150330T7） 

  Meidl 提出跟隨者中心理論，認為領導的過程不單僅依賴領導者的角色與行為，

跟隨者亦扮演重要的角色，領導者的領導影響力必須在有跟隨者的情況下才可能

發生（引自 Sherer, 2008）。在驚奇社群當中，成員對於自身專業發展及促進班級學

生英文學習皆有高度熱忱，而自願性參與跨校性的專業學習社群，縱使成員由於學

校事務繁忙，而無法高度參與社群事務，在社群其他成員的協助與支援下，處於跟

隨者角色的成員仍可間接獲得社群在專業方面的支持，例如成員會在驚奇社群專

屬的社交網站上，提供最新的研習資訊或教學資料，讓不克參加社群聚會的成員亦

能了解社群的運作進度與情形。 

參、 小結 

  在驚奇社群當中，固然「學經歷背景」與「教師生涯年資」成為領導背後的正

當性，惟教師領導者的影響力之所以能夠發散，係社群成員平日所建立的信任關係，

而促使驚奇社群能夠在成員高度配合下持續運作。 

 

  我覺得這個團體很好的是，不會發現你教 20 年，你就欺負我這個教 5 年

的，就不會，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都很平等的一個地方，不會說今天亞軒教了

20 年，他就講話倚老賣老，完全沒有這種狀況，我都覺得我在這邊我跟他們

都是一樣的人，這就是令人很溫暖的，就是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家庭的感覺。

（訪 20150402T6） 

 

  許多研究顯示非正式的角色仍有可能會使用教師領導（Fairman & MacKenzie, 

2012；Harris, 2005；York-Barr & Duke, 2004），這也成為許多沒有正式地位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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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的特色，他們通常不認為自己是領導者（Fairman & McKenzie, 2012；Earl & 

Katz, 2007；Muijs & Harris, 2006；York-Barr & Duke, 2004）。教師領導對於驚奇社

群的成員而言，是一種支持的力量，具有影響力的個人與其他社群成員互動時，亦

用支持與協助來取代實質領導，雖然研究者將驚奇社群的多元角色綜合歸納為四

大類，並在部分類型當中提出該領導特性較為明顯的社群教師，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驚奇社群的合作分享歷程中，每位成員並非始終扮演同一類型的角色，而是依據

社群探討主題的變化，影響成員扮演不同的角色，Gibb 認為領導者與跟隨者並非

相互排斥的類別，而是隨著情況的不同，教師角色的扮演會有所改變（引自 Gronn, 

2002），大多數的老師在接受訪談時亦認為無法將自己界定在特定的角色分類，「我

覺得是都有。有時候可以領導討論，有時候也可以聆聽他人的討論這樣子」（訪

20150319T5） 

  而驚奇社群之所以能夠順利運作，有賴於成員在社群中在不同的工作任務上

所做的貢獻，「在我們的這個社團裡面，看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大家都還蠻厲害

的，大家都很厲害，這個很重要，大家厲害的是有些人是行政專長，然後有些人是

活動專長，然後有些人是設計那個學習單很厲害。」（訪 20150410T9）研究者參考

Sherer（2008）領導與影響力動能的分析框架，進一步將驚奇社群成員在不同情境

下的角色扮演，呈現如下圖 4-2 與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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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行政任務討論成員角色分布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圖 4-3 教學事務討論成員角色分布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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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任務討論方面，包含社群議程排定、社群經費核銷事項、社群對外成果

分享及教育主管單位指派事項等，除非為急迫性事件，行政任務通常在讀書會與共

同備課結束後討論，由驚奇社群的召集人主持或由其他社群成員提出臨時動議，因

此，在處理社群的行政任務時，召集人（例如：亞軒老師、燕姿老師）的領導影響

力發揮是顯而易見的，除此之外，驚奇社群召集人同時扮演教育主管單位與社群的

溝通管道，在正式與社群成員討論相關行政任務時，亦會事先擬定解決方案，讓行

政任務不致形成其他成員額外的負擔。然而，並非所有社群成員皆擁有行政相關經

驗（例如：心亞老師、采潔老師等），在行政任務的討論，通常他們處於跟隨者與

支持者的角色，而部分擁有行政經驗的教師（例如：德華老師）會提供個人的想法

與建議，帶領成員解決相關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杰倫老師在社群當中相對資

淺，但由於長期接觸行政事務，他對於行政任務的討論是相對活躍的。 

  在教學事務討論方面，則包含讀書會、共同備課、教學媒材與教案分享等，在

讀書會與共同備課的部分，當次負責導讀或授課的教師皆具有「提供成員豐富的專

業學習與成長機會」之教師領導者特質，惟研究者根據參與社群聚會之觀察，發現

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教師領導者（例如：心亞老師、俐靜老師），除了在讀書會負責

導讀或共同備課擔任授課教師以外，亦會在不具有領導者身分的情況下，提出問題，

帶領成員思考，或根據個人的教學經驗，提供建議與回饋。此外，亞軒老師雖然在

行政任務扮演教師領導者角色，但由於其豐富的教學資歷及經驗，在教學事務討論

上仍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除了上述幾位在驚奇社群不同情形下，領導影響力較為明顯的領導者之外，多

數的教師在社群中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尤其在行政事務方面，如果與教學相關，教

師參與討論的活躍度較高，例如期末成果報告製作的內容，每個教師都提出自己對

於 UbD 當中，所提到大概念的想法，進行個人的意見闡述。而相較於行政任務討

論，教學事務討論跟隨者較多的原因，根據研究者訪談與觀察結果，在於社群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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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師認為年資與資歷是領導的正當性，他們不會主動帶領討論，但是當討論的

議題與其具有共鳴時，他會無私地提供意見與回饋。 

  由此可知，教師的年資與資歷會影響其領導的正當性，而成員在不同的情境下

會展現出不同的角色特質與行為，亦不會永遠固定扮演同樣的角色，雖然研究者依

據觀察與訪談結果彙整上述之成員角色分布圖，惟社群角色分布屬於動態歷程，在

呈現上仍可能與實際稍有不符之處。 

 

第三節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下之教師領導作為 

  教師領導存在一個巨大尚未開發的潛力，透過其實際的作為，具有可能改變我

們的教育系統中的力量（Katzenmeyer & Moller, 2001）。謝逸勳（2011）指出教師

在夥伴教師之間扮演領導者的角色，藉由經驗分享、專業溝通的歷程，在教學與學

生事務上能相互支持與協作，共同增進專業知能，產生領導的動能，同時也鼓勵其

他教師成為各種團體或社群的領導者，營造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能夠使所有教師

都能有更佳的表現。Childs-Bowen 等人（2000）亦認為教師是領導者，他們透過專

業學習社群去影響學生的學習、促進學校改進、激發卓越實踐。 

  驚奇社群歷經兩年多的合作學習歷程，經由社群成員彼此間的互動與協助，帶

來了個人的成長與學習，其中教師領導無形帶領社群像既定的目標邁進，York-Barr

與Duke（2004）認為教師領導者的任務在於，建立同事之間的融洽與信任、建立穩

固的關係，促進同事間的成長，而Day等人（2010）認為成功的教師領導者應該要

重新設計領導角色與職責、重塑教與學的條件，並在校外建立強韌的關係，因此研

究者參考過去文獻，並分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背景脈絡後，認為在跨校專業學習

社群下的教師領導行為可分為六大類，分別為「重新定義領導角色」、「促進教師專

業發展」、「重新思考課程設計」、「塑造安全的支持環境與信任關係」、「建立社群內

的合作關係」與「散播社群良好理念」，來協助跨校專業學習社群能夠持續的穩固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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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新定義領導角色 

  謝逸勳（2011）研究指出，教師領導的發展任務包含教師角色與任務重新定義，

教師領導強調合作為領導的核心精神，強調教師除了傳統的教學角色之外，尚須擔

任決策者的工作，在驚奇社群的多元角色分類當中，可以看到社群中一些教師在教

學上或者行政上較明顯的領導影響力，但其實在社群中，這種領導力的影響對於成

員來說並非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強制力，相對來說，成員由於對彼此的信任，而相信

教師領導者的領導作為是一種支持的行為，會形成這種平等的權力關係，在於驚奇

社群採用分佈式的領導形式，Elmore（2000）亦認為分佈式領導，能夠重建領導角

色和職能，益於教學的改進，其領導核心內涵在於強調組織內部相互依存的問責、

能力互惠，並以教學實踐為導向。 

 

我覺得我們社群人很特別欸，就是沒有誰在講話的時候，會特別讓人覺得說

「我要來影響你、我要來改變你！」大家都是很 open-minded 這樣子！ 

（訪 20150311T2） 

 

  而通常被成員認為是領導者的教師，亦不認為自己是在「領導」大家，而是偏

向協調者、溝通者，甚至支持者的角色，例如受到社群成員極大肯定的第一屆社群

召集人亞軒老師就認為， 

 

比較像一個協商者，一個溝通者，其實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領導者，我一

直不這樣認為，因為英文老師，其實你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然後英文

老師其實，每個人都需要一些舞台，你應該有感覺，英文老師其實，我們的特

質可能就是說，每個人其實你讓他獨立工作，他都可以完成很多事情，所以我

覺得多要給大家舞台。（訪 20141216T1） 

 

  驚奇社群的成員皆是各校對於教學具有高度熱忱的英文科教師，無論是在教

學方法調整或是課程內容設計的討論上，都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因此成員往往認為

在驚奇社群當中，沒有固定的成員才具有領導的影響力，Gibb 亦認為領導者與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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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者之間有頻繁的角色轉換發生，根據其觀察一些積極的跟隨者常常會有一些領

導的行為產生（引自 Gronn, 2002）。 

 

我對我們社群的感覺就是非常的有創意又很專業，這是我對社群的感覺，其實

我們社群裡面的夥伴，雖然剛剛講到我已經教十年了，但是我相對在社群裡面

是經驗比較沒有那麼足夠的老師，其實大部分的夥伴們，他們的教學經驗都更

豐富，所以其實在教學的 這一塊，專業性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因為大家都不

是那種菜鳥，而且大家都有非常深厚的教學底子跟教學經驗。（訪 20150416T8） 

 

我覺得沒有單一的人有影響力，我也覺得我可能有一些影響力…跟其他好夥

伴的討論過程跟互動過程，我其實是覺得可能在不同層面都有影響力。（訪

20150313T3） 

 

  結言之，相較於校內專業學習社群可能受到校內文化、教師辦公室氛圍的影響，

而有較明顯的權力關係，驚奇社群來自台北市不同公立高中的英文科教師，彼此沒

有位階或權力的相對階級關係，同時由於社群成員皆是對於英文科教學具有熱忱，

進而加入驚奇社群尋求專業成長，因此每位成員都有可能在社群的聚會當中提出

自己的觀點或想法，驚奇社群進而能夠以分佈式領導的方式進行運作，社群每個成

員亦有充分的機會擔任社群的領導者角色。 

貳、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Merideth（2006）認為教師領導者應利用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聚集教師成員，

並培養其互動溝通技巧，讓教師能夠塑造最好的實踐，達到專業成長，透過集體合

作，保有教育熱忱持續地促進個人教學與學生學習。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是跨校專業

學習社群或其他校內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同目標，驚奇社群在社群的形成階段，透過

社群運作模式的建立，協助教師專業成長，運作模式的內涵包含讀書會、共同備課、

公開觀課與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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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書會 

  設立讀書會最初的目的在於讓教師除了於驚奇社群的聚會上，針對實務方面

進行專業的對話與交流之外，亦能夠接觸當前最新的教育資訊與教學理論。驚奇社

群在期初前，會安排下學年度共讀文本的導讀者，每個老師都會負責導讀部分文本

的內容，在讀書會的時候，帶讀的老師點出書中重要的理念後，與社群的成員進行

專業對話，思考與討論文本中的概念，實行在教學現場的可行性以及可能遭遇的問

題。 

 

我去思考說，我其實讓學生學習可以多達到什麼東西，對，因為這中間當然也

包含社會的成長、學生的進步跟我們導師的認知就是說，我們不能只光一本書

去講東西，因為知識一定是死的東西，尤其是教語言這種東西。（訪 20150313T3） 

 

  此外，教師也會將文本的理念結合在課程的內容設計與教學省思，「因應新的

一些教育上的哲思，反正我們就會修正，我們從讀書會，再變成實際上實施的，我

自己是這樣，我是因為覺得UbD的書，我是覺得我要放進教學裡。」（訪20150316T4）

透過實務與理論的結合，一方面利用教師的經驗檢驗創新理論的可行性，一方面促

使教師改善過去傳統的教學思維或模式，教師領導者在讀書會上，常常帶領社群成

員進行的創意思考、想法激盪，帶來許多不同的教學想法或點子。 

二、 共同備課 

  在讀書會結束後，驚奇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接受公開觀課的成員，能夠分享其

所設計的教案或學習單，與社群其他成員討論設計的架構是否具要進一步做調整，

或是課程活動實際在執行時，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學習背景不一樣、思考背景不一樣，所以我們就會可以從別的老師那個地

方，得到一些『欸，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做！』的教學點子。（訪 20150313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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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每一個老師每一次的課前就是課程計畫的討論阿！那從甚至幫忙發想阿、

討論阿、修改阿！然後看到每一個老師怎麼樣去教一課東西，是從不同的點切

入，然後訓練哪些不同的英文技能或指考策略，都覺得是比自己一個人在座位

上、在辦公室那個小格子閉門造車還好，而且這些東西我覺得在目前我還無法

從我的身邊的同事學到，所以我覺得遠遠超過我的預期。（訪 20150330T7） 

 

  共同備課是提供授課教師課程與教學設計上的建議，透過與其他成員的專業

對話與分享討論，成員往往能夠看見自己設計教材的盲點，而能夠重新思考教學設

計、進一步做改善。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可能沒有一個固定的教師領導者出現，但

每個社群成員都能夠發揮自己的教學專業，提供各種不同的觀點與想法給授課教

師，領導發生在社群成員的互動之中。 

三、 公開觀課與議課 

  共同備課的討論與交流，接受公開觀課的成員依據其修正的教學計畫，實際執

行於課程上，而在公開觀課當日，社群成員也會協助該授課老師觀察學生上課的學

習情形，並在議課時給予回饋與建議。對於成員而言，公開觀課是對於個人教學實

務的檢驗，觀察者所給予的回饋，可作為改善教學的依據，進而促進學生更高的學

習品質。 

 

我還蠻喜歡公開觀課，就是別人來看，例如我同事來看，我們就會增加很多討

論的話題，還會談論我上課的一些方式或教案設計，然後我們才有話題去討論

其他的。（訪 20150316T4） 

 

因為我們都有在執行，我們都是輪流地做觀課，我本來做了兩次，也好像只有

我做過了兩次，那我覺得說，做了以後，我覺得哦，對我來講，我對於我自己

教學的信心的提升，以及我在專業上思考方式的一個多元化，我覺得這就是一

個很好的成效。（訪 20150402T6） 

  社群成員由於都是自願性參與跨校性的專業學習社群，自然而然會希望在驚

奇社群當中，獲得更多在平日在校內所無法做到的教學討論與交流，由此可知，在

社群聚會上，社群成員多會主動分享個人的想法與觀點，「願意提供協助，樂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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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因為這個社群也沒有什麼強迫性…在社群中你要有自己的想法，你要願意提供，

提供資源，你要是樂於分享的，然後就這樣就好。」（訪 20150316T4）也因此社群

成員多認為透過這一連串的教學討論過程，比過去自己一個人埋頭苦幹設計教案

擁有更高的效率及產出。 

 

從想要讓學生學到什麼的那個出發點，去出發來設計課程，就是跟自己之前備

課最大的差異，因為自己備課實在一個人要弄太龐雜了，有時候你會忘記那個

教學設計的初衷是什麼，可是在社群裡面的整個過程，都一直有夥伴不斷地在

提醒我們要記得的是什麼，而且我們又有一起在讀書會，所以一直不斷地可以

有一些強而有力的東西，然後新知來支撐我們要記得這件事情這樣。（訪

20150416T8） 

 

  而跨校性質的專業學習社群，其優點在於讓社群成員能夠接觸來自不同學校

的教師，透過彼此資訊的交流，也擴大個人的視野，「每個有每個學校的狀況和經

驗，可能有人犯過的錯誤，別人可以不要再犯，或者是可能做了什麼，做的很成功，

可以值得別的學校參考。」（訪 20150319T5） 

  且由於各校的背景脈絡不同，每位老師在教學設計上關注不同的焦點，成員處

於學生學習成就較高的學校，在英文科的設計上多重在深層問題的思考，而部分成

員則由於學生學習成就相對低落，而關注在單字與文法的基礎能力教學，當兩類教

師在驚奇社群相遇時，往往會帶來更多教學專業上的衝擊，促成交流，「有一次分

享一個文法講義給心亞看，心亞看一下就說『妳的講義可以給我嗎？我開始想要講

一點文法了。』覺得我的文法教得很特別。」（訪 20150311T2） 

  由此可知，驚奇社群成員透過讀書會、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與議課等一系列的

活動進行專業成長，在社群聚會上，促成成員的分享對話與協同合作，類似團體式

的合作學習歷程，成員在其分享經驗與公開授課的同時，其他成員亦能給予回饋與

評價，共同進行反思。此外，平日的社群聚會上，成員們也會依據其在各校的經驗，

針對特定的教育問題，分享討論，達到校際之間的資訊交流與高層次的思考。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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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驚奇社群提供教師一個整合性的學習環境，讓教師們可以在這個開放式的社

群當中，尋求學習的機會以及分享個人經驗與實踐，協助個人與社群成員共同成長。 

參、 重新思考課程設計 

  Day 等人（2010）認為成功教師領導者的策略之一，在於能夠重新設計、豐富

課程，驚奇社群成員之所以能夠有機會聚集在一起，係由於成員認為過去傳統單方

性的教學模式需要改變，「教學上的那個困境，我覺得我們有慢慢去思考說，如何

多讓學生去參與，比方說把一些原本應該是講授的課程，把它轉換成是一種學生參

與的教學活動也好，或者是學生實際去。」（訪 20150313T3）進而認同「學習共同

體」將學生置於教學主體的理念，而在經過一連串的社群聚會活動後，驚奇社群對

於課程設計的理念由較為狹隘的學習共同體模式，轉向「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思考

模式，同樣都是將教室教學的焦點置於學生身上，強調教師扮演協助者的角色，發

揮學生學習的最大潛能，但後者對於教學的模式較為開放，不限任何的教學方法，

來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使他們成為主動的學習者，以及知識的建構者。 

 

我覺得佐藤學的那些學共的中心思想，其實就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一種概念

的呈現…所以我們一開始都是認同學共的，那以學習者為中心其實是比學共

再廣義一點點…因為我們的學生就是被 push 慣了，他從小就是這樣上來的…

以學習者為中心就是基本上它是比較廣義一點，然後它只要是能夠把時間還

給學生，把學習的責任還給學生。（訪 20150311T2） 

 

我們其實每個人的教學還是有各自蠻不一樣的風格，可是我覺得共同的那個

主軸是一樣的阿…就是學生要討論、學生要思考、學生要應用，不要都是老師

站在前面講。（訪 20150311T2） 

 

就是我盡量不要告訴他哪裡很重要，哪裡會考，而是盡量給他一些資料，然後

透過問題的設計，鼓勵學生就是刺激他們，自己去找資料、自己去找答案。（訪

20150319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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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校性質的專業學習社群，相較於校內的專業學習社群，較能讓教師突破原有

的思維框架，從其他的觀點作切入，「因為裡面有很多很資深的老師，然後大家對

於一個議題的切入，的確是會讓自己想到說『恩，原來這個東西以前可能自己習慣

從這裡，可是那個老師從這裡，感覺也不錯』，因為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子也行。」

（訪 20150410T9） 

 

  不過也因為跨校性的關係，當其他成員提供其教學設計與案例分享時，其他社

群成員必須去思考這些教學素材對於原校學生的合適性，在某種程度上需要去做

教材的修改與轉化，而不能直接套用在自己的教學當中。 

 

你叫我用星星高中的東西，不可能嘛！這個不可能，所以我會覺得說，你要去

評估說，這樣的一個素材對你的學生來講，它是不是適合的，我覺得至少我得

到很多的訊息是，我可以拿來過濾說，這適合我的學生用，那我就把它用到裡

面來。（訪 20150402T6） 

 

  而驚奇社群除了讓不同學校的教師能利用社群的聚會，作為專業討論與交流

的平台，並且強調教學的實踐，讓社群的成果能夠實際影響學生的學習，改變教室

的教學，「我覺得老師在設計教學活動的課程，多想辦法去設計一些讓學生可以做

的、參與的教學活動或學習活動，的確學生也沒辦法睡覺，因為老師也會更有時間

走下去。」（訪 20150313T3） 

  專業學習社群的最終目的在於促進學生學習，驚奇社群的共享願景即是利用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進行教材之編撰與設計，同時由於英文本身為我國的第

二外語，班級學生的程度相較於其他學科會有較嚴重的落差，因此社群成員在設計

課程或學習單時，會特別注意個體的差異化情形，而確保不同程度的學生皆能在班

上獲得學習，經由驚奇社群中與其他來自不同學校的討論課程教學設計，成員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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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原本的視野，以宏觀的角度重新思考課程設計，最終在依循原校或原班級的脈

絡，設計合適的英文科課程教學。 

肆、 塑造安全的支持環境與信任關係 

  當教師領導者欲影響其同儕時，建立互信與合作是必要的基礎（York-Barr & 

Duke, 2004），驚奇社群之所以能讓教師自由的發表個人的想法與意見，在於驚奇

社群屬於跨校性質的專業學習社群，打破傳統校內教師的競爭關係，少了一層利害

關係的隔閡，形塑一個安全的支持環境。 

 

真的很溫暖阿！可能是因為大家沒有包袱，就是你在同校同事面前有時候說

話反而不能太直…我覺得在這裡就是，你會覺得就是大家就是真的互相支持，

不知道為什麼，反倒是同校的同事沒辦法做到這一點，很奇怪！（訪

20150311T2） 

 

我覺得那種善意、善解，其實是我在這個社群看到，我覺得最棒的地方，它就

是很安全，套一句佐藤學老師講的話，就是非常地安全。（訪 20141126T1） 

 

  因此，驚奇社群的成員常在分享自己的教學設計後，能夠獲得最真實的回饋，

「我覺得社群的老師，其實我們不介意在彼此面前說實話。」（訪 20141216T1）最

重要的是，成員不會因此而感到被冒犯或者挑戰。不過亦有老師在訪談中表示，「我

不太好意思分享我自己的講義，因為看了講義你就可能會覺得說...，他們也會覺得

用不到…他們拋出來的很多東西，我覺得我受惠很多。」（訪 20150311T2）因此較

資深的成員認為，目前驚奇社群對於塑造安全的對話交流平台還有進步的空間，例

如部分社群中年輕的教師，在社群中的發言依然貧乏，代表社群給予成員的安全感

仍顯不足。 

 

現在跨校社群我覺得有一個缺點就是，年輕老師都不大講話，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大的缺點…是不是應該要營造一個更安全的環境，那大家會覺得有問題或

隨時都可以 share，我覺得這一塊覺得還要努力啦！（訪 20141126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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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多數的社群成員認為驚奇社群所形塑的支持氛圍，是他們在校內沒有辦

法感受到的，顯示驚奇社群提供了教師們一個能夠自由揮灑專業的場所，建立支持

性的環境對於教師的專業成長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Bolam 等人（2005）

亦認為「包容的夥伴關係」、「互信、尊重與支持」與「開放、網絡、夥伴關係」

是有效能專業學習社群的特性，信任與開放性有助於打破過去教師閉門造車、單打

獨鬥的教學型態。 

 

我們會講話那麼直接說，可是你這個活動會不會怎樣怎樣，那這種很誠實的回

饋，就是我們在自己學校是看不到的。因為自己學校的老師講話會比較客氣。

（訪 20141126T1） 

 

這個社群提供我這樣的一個環境，有人可以討論，然後討論之後，我覺得我自

己發展出來的教學方式，已經跟我大部分的同事不太一樣，所以慢慢地我覺得

我在教學上我走出自己的一個特色出來。（訪 20150316T4） 

 

  Katz 等人（2009）也提到，成功的專業學習社群會挑戰成員，讓他們重新思考

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因為這是唯一可以觸發真正學習的方式，這也是為什麼

專業學習社群會鼓勵專業上的衝突，像是促進嚴厲的探究與成長，且為了讓專業衝

突不會演化為個人衝突，關懷與信任的道德觀是必須的，而驚奇社群之所以能夠形

成支持的交流平台，另一個因素是在於社群成員在互動的過程當中，培養信任的夥

伴關係，「人際關係的累積，或者是同儕之間、 夥伴之間的關係，因為運作了一陣

子之後，有更緊密的關係，然後也有互相協助的一些關係。」（訪 20150313T3） 

 

  在驚奇社群當中，對於成員來說，其他成員不只是專業學習成長的夥伴，也是

生活上的好朋友，「我覺得就是那一種友誼、支持，譬如說我要做一個觀課，大家

就會很支持，大家都會加油，然後另外也會在生活上交換很多的...有很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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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變成朋友。」（訪 20150319T5）驚奇社群的成員亦常會利用周末假期，帶著彼

此的家庭共同出遊，聯繫彼此的感情，為彼此生活上的連結增加了互動的頻率。 

 

從來不知道我的家庭生活禮拜六、日的 weekend 可以這麼豐富，哈哈！…在

前一陣子那個他安排了，剛好我們這邊有五個家庭的那個...在寒假的時候，五

個家庭一起去到了那個南投的兩天一日遊…所以我覺得突然很多的

connection 連結裡來的時候，這個社群的凝聚力在我自己心中的份量加強了很

多。（訪 20150413T10） 

 

  社群成員認為驚奇社群之所以能夠成功運作的原因，成員彼此深厚的友誼是

不可或缺的，丞琳老師認為，「必須有一種信任跟信任感...否則 PLC 可能會像是一

個超級專業的研討會，可是每個人都用很專業的方法他覺得對的，可是他就是一個

研討會，所以講完就講完了。」（訪 20150416T8）隨著時間的轉變，社群每次的聚

會都是成員關係的進一步累積，加上驚奇社群成員常會利用假日共同出遊，聯繫彼

此的感情，此外，驚奇社群擁有專屬的臉書社群以及 LINE 社群，雖然每個成員來

自不同的學校，卻能夠透過社群網站或軟體，跨時空進行討論與交流，打破跨校社

群可能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我覺得很重要一個地方就是 PLC 要能夠運作成功有重要的一個關鍵點就是信

任跟友誼，一定要友誼夠深厚才有信任這一件事情，它必須要藉由時間的累積。

（訪 20150413T10） 

   

  Lieberman 等人（1988）認為教師領導者應建立社群內的信任與關係，在驚奇

社群當中，除了少數的成員在加入社群之前已經認識，多數成員原先對於彼此都是

不熟悉且陌生的，因此專業討論開展的前提必須建立在信任關係的基礎上。驚奇社

群成員的信任關係之所以能夠順利建立，其主要原因在於驚奇社群的成員皆由於

具有共同教學理念，而聚集在一起，因此在共享願景經所有成員認同的情況下，驚

奇社群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形成一套大家認可的運作模式，即讀書會、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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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觀課與議課，而由於成員的互信關係，社群的支持環境才得以被建立，許多專

業上的討論能夠直接且有焦點地發展，進而帶給教師最真實的成員回饋。 

伍、 建立社群內的合作關係 

  驚奇社群集結了抱持共同理念的教師，因此在社群成立之初，成員具有共享的

價值與願景，加上彼此對於專業成長的渴望，在驚奇社群運作的歷程當中，合作關

係很快地被建立起來，成員也感受到與在校內不同的氛圍。 

 

大家會很願意把最近發現的什麼研習的資訊阿，或是在什麼研習聽到的東西

都說出來，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在跨校社群裡面那種激盪，比在校內的還要熱

烈這樣，可能是因為跨校的人，在各自不同的地方嘛，所以他的經驗是不一樣

的，他的整個是不一樣，所以他可以 feedback 回來的東西就更不一樣。（訪

20150416T8） 

 

  而驚奇社群合作關係網絡的建立，歸功於社群成員積極主動地分享，「即便可

能彼此就在教的是同樣一個課本、同樣一個年級，然後反而就很願意說『阿那你這

個拿去用，這個拿來用用看。』然後並不會覺得說，阿你就拿去了，我就拿來改來

改去有什麼好或不好的，真的沒有關係！」（訪 20150413T10）形成這種無私分享

的協作情境，除了教師個人追求專業成長的熱忱與動力，也由於校內缺少能夠共同

學習的夥伴，跨校性的社群提供一個讓教師能夠發揮其專業，與同樣具有教學熱忱

的夥伴們互動交流的機會， 

   

我看到的很多是每個老師很 open-minded，然後大家就很無私在分享你手上擁

有的教學資源，無論是在檯面上或檯面下的…那個無私真的很重要，我覺得在

教學場域裡頭，在為什麼很多是在學校內的 PLC 沒辦法經營成功，竟然跑到

學校外，甚至是跨校 PLC，原本就是明明在學校裡面就有一大堆 PLC 可以參

加了，為什麼學校裡面沒參加，還跑來學校校外，因為無私這次這件事情是很

難得。（訪 20150413T10） 

 

 



140 

 

所以我也覺得說大家每次帶過來一些他們現在手上新弄的一些學習單，我覺

得在校外的這個跨校共備，我自己感覺到是大家都很想要利用大家從各個學

校來這個時間，把所有想要分享的東西都講出來這樣。（訪 20150416T8） 

 

  另一方面，當成員常常分享個人的教學成果時，其他成員往往也會被影響，認

為自己也應該要提供一些回饋，在這種良性的分享循環迴路下，社群流動的資訊與

教學想法也愈來愈多。 

 

我們願意分享的氛圍之下、互相合作的分享之下，我除了聽到別人的分享之外，

我也希望說我能夠試圖給些什麼東西…除了主動關心，透過線上，那個 FB 或 

LINE，或者是什麼狀況，Email 的聯繫、討論之外，我們可能可以互相幫忙找

聚會地點，然後互相幫忙蒐集資料、提供資料之外，那我們在下一次的聚會就

有討論的話題或討論的課題。（訪 20150313T3） 

 

大家都是屬於蠻喜歡學習的老師，所以我常常在這個 PLC 以外的...在各這個

PLC 裡面大家就會交流，什麼時候又有哪一個研習的資訊，所以這個也是這

個 PLC 很大的好處阿！就是資訊交流…這邊老師又很樂於分享他聽來的資訊，

然後就 PO 在我們自己的那個共享的網站上面，我覺得資訊交流是這邊還蠻好

的一個地方。（訪 20150413T10） 

 

  為了讓教師能夠傾囊相授，關鍵能夠在於建立一個超越工作團隊、願意接納新

點子與避免孤立的文化，因為持續的專業學習與討論是最基本的（Stoll et al., 2006；

Fullan, 1993）。在Grossman、Wineburg與Woolworth （2000, 2001）的研究個案當

中，他發現挑戰、討論關於不同的教育觀點，是學習過程很重要的一部分。而透過

這種頻繁的交流與互動，社群成員走出原學校，看見其他學校的教學現況，也打開

了個人的視野，促進成員反思日常生活的教學實踐。 

 

就看我們在那邊激盪阿，然後就發現...接著就發現我自己很渺小阿！發現原來

別人這麼厲害！每次都會覺得我真的可以得到很多的，就都會有新的東西啦，

然後也會一直不斷去重新檢視自己的教學，或者去看看有沒有新的東西可以

放在我的教學裡面。（訪 2015031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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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在驚奇社群的共同備課，透過社群成員共同建立的合作學習關係，可以讓

教師呈現個人的教案跟成員討論，獲得其他夥伴專業的建議與回饋，進而改善個人

的教學，這是社群成員在校內自己準備教案無法達到的。 

 

教學不只是這個任課老師一個人的事情， 那其實在課前的備課上面有很多的

同科的夥伴，就個人不同的經驗以及專業給你的建議，都可以拿來作為你上課、

授課內容調整的依據。（訪 20150402T6） 

 

  Harris（2007）將教師領導分為五個層面，其中之一在於建立教師的協作模式，

鼓勵教師彼此相互合作，促進教與學的專業發展；謝逸勳（2011）研究亦指出教師

領導強調教師在夥伴教師之間扮演領導者的角色，藉由經驗分享、專業溝通的歷程，

在教學與學生事務上能相互支持與協作，共同增進專業知能，產生領導的動能，同

時也鼓勵其他教師成為各種團體或社群的領導者，營造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使所

有教師都能有更佳的表現。在驚奇社群當中，成員密切的合作關係，讓社群在每次

的討論當中都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例如依林老師分享教學媒材的創作、俐靜老師

分享上課闖關活動的設計等等，「無私的分享與合作」是驚奇社群動力綿延不絕的

關鍵原因之一。 

陸、 擴散社群良好理念 

  驚奇社群的成立，大多歸因於這些社群成員在校內缺乏教師合作學習的氛圍，

因此社群教師在原校欲成立專業學習社群無法獲得共鳴，因此轉而向校外的教師

尋求合作的可能。 

 

其實高中老師是非常獨立自主的，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氛圍，所以大家

比較不容易說去彼此的做一些交流。（訪 20150402T6） 

 

我們英文科在我同辦公室的同事，幾乎比較少老師接觸到這個，可能有聽過，

但是並不知道那個仔細的那個執行流程是怎麼樣，所以大家覺得非常好奇，然

後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在幹嘛！（訪 20150413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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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與 Cheung（2014）認為教師領導者透過網絡擴展其影響力至其他學校的教

師，在這個擴展的專業網絡上，這些教師領導者和其他參與者環繞課程與教學法上

問題進行討論，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最佳解。在過程當中，教師們進行經驗、想法與

資源的交換，且挪出相關資源制定行動計畫，去解決他們原校的問題。而在跨校的

脈絡當中，驚奇社群歷經兩年多的運作，累積不少教學專業的討論成果與經驗，社

群內的老師亦希望能夠將社群良好的理念帶回原校，改善學校整體的氛圍。通常社

群成員會先針對與自己關係較為緊密的老師作為理念推廣或資源分享的首要對象，

「其實我會把很多老師很棒的理念，跟我科內的老師分享。」（訪 20141216T1）一

開始社群成員進行相關的分享時，校內的老師會認為自己的教學並未有任何重大

的問題，對於教師所分享的理念亦抱持質疑的態度。 

   

他們平常可能按照原本上課都上得好好的阿，成績也都不會有問題啊，然後為

什麼要改變這樣子？改變又有風險，萬一做實驗沒有成功的話，那有可能是犧

牲掉孩子的時間、學生的成績等等，所以其實不是每個老師都可以願意去改變，

但是他看到別人要去改變的時候，他也不見得會給你贊同的口氣。（訪

20150330T7） 

 

  隨著教師在班級實作所帶來的良好回饋，其他教師看見驚奇社群成員的成果，

對於成員所分享的教材與想法也開始慢慢地接受，並實際運用在自己的課堂教學，

社群成員也相信透過這種漸進式的理念傳播，能夠影響辦公室內的文化。 

 

我自己的東西就會跟很多的老師們分享，因為我覺得他們如果沒空做，那也許

我做好，然後電子檔，他們去修改，就會比較快，我發現多多少少啦，現在就

是做的老師比較多一點。（訪 20141216T1） 

 

他們覺得 ok 的話，願意嘗試，其實我也覺得也很好…我們高一有五個老師，

一個代課老師不算，四個正式老師，有三個都是用討論在上課。（訪 20141216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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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喜歡出去跟不同科的老師去討論，就像我去讀書會，我也很高興，因為

會 跟那種，裡面又有行政、又有老師阿、又有國高中老師啊，其實我覺得出來的

衝擊是一樣的。」（訪 20141216T1）Lai 與 Cheung（2014）認為教師領導者透過網

絡擴展其影響力至其他學校的教師，在這個擴展的專業網絡上，這些教師領導者和

其他參與者環繞課程與教學法上問題進行討論，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最佳解，在過程

當中，教師們進行經驗、想法與資源的交換，且挪出相關資源制定行動計畫，去解

決他們原校的問題。在驚奇社群當中，社群成員屬於原校較資深的老師，開始利用

其領導影響力散播社群的教學理念，散播的範圍擴及至整個學校。整體而言，雖然

現階段仍無法了解社群成員在原校推廣社群理念的實際情形，但社群成員積極透

過各種方式傳播教師合作所帶來的效益，目前社群已有六位教師，包括亞軒老師、

心亞老師、德華老師、依林老師以及燕姿老師，參加各種類型的研討會，分享驚奇

社群所帶給教師專業成長的收穫，由此可知，社群理念的曝光度將有所提升，進而

能夠漸漸影響對於教學專業合作上有熱忱的教師，加入專業學習社群的行列。 

柒、 小結 

  專業學習社群其目標固然致力於專業上的討論，但成員無私的分享與交流無

法僅架構於教師教學的專業，而必須建立成員互相扶持的信任基礎與關係，而跨校

性質的專業學習社群之所以在當下的教育環境中蓬勃發展，便在於校內無法提供

教師足夠信任的環境，而必須與其他學校的教師締結聯盟。 

  在傳統上的教師領導作為首要強調共同價值與願景的形塑，而於跨校專業學

習社群的脈絡下，教師普遍係由於共同的理念而聚集在一起，因此教師領導強調在

彼此支持與信任關係的建立、領導角色的重新定義、課程設計的重塑。此外，York-

Barr 與 Duke（2004）指出，現階段教師領導仍著重於教室的實踐、展示學生的成

效，而較少關注在組織的層面，像是參與學校的決策等，社群理念的傳播在於脫離

了校本的專業學習社群，在其本質上依舊有所限制，良好理念傳播的意義在於改善

學校的整體氛圍與文化，讓教師在校內即可獲得專業成長的機會，依照學校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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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提供學生最適的學習環境，以促進學生學習，在不遠的未來，也許教師領導

的影響力能進一步擴散至學校的決策圈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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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法針對跨校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歷程，探討教師領導之內

涵，並綜合歸納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第一節 結論 

壹、 驚奇社群之運作共經歷「孕育」、「形成」、「成熟」與「維持」等四個階段 

  驚奇社群原為三位教師組成的共備社群，歷經兩年多的成長與蛻變，成為十二

人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其發展歷程共分為四個階段。本研究歸納整理過去文獻對

於專業學習社群階段的分類，提出孕育、形成、成熟及維持四個階段來分析驚奇社

群的發展情形。 

一、 孕育階段─教師意識個人專業成長之需求，為跨校社群成立做準備。 

  部分學校的教師對於傳統的教學模式感到倦怠，即使學生的成績未出現太大

的起伏與落差，但其個人對於教師生涯有更高的期待，因此期盼能在教學上的創新

與改變有所作為，致力於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 

  教師耳濡目染佐藤學教授「學習共同體」理念，認為教室的教學應打破教師為

主體的傳統，而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加上當下政策的推行，讓許多教

師能有機會到海外參訪，真實感受「學習共同體」在教室實作的成效，也因此，教

師參訪回國後，紛紛在各大研習或研討會現場，討論學習共同體施作在台灣教育現

場的可能。 

  在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成立之前，各校部分的教師認同學習共同體理念，形成教

師之間的共享價值與信念，而學校教師欲突破單打獨鬥的專業成長模式，卻礙於校

內缺乏合作學習之風氣，於是轉向校外尋找專業學習的夥伴。在這個階段，教師的

個人自覺以及政策支持成為後續驚奇社群成立的關鍵因素之一。 

二、 形成階段─跨校社群甫剛成立，建立社群方向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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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奇社群最初成立只有三位教師，各來自不同的高中，當初由於學習共同體理

念的推行，臺北市開始推廣公開觀課，希望教師打開教室，讓教師彼此觀摩，提升

教學品質，因此青樹高中的校長希望德華老師能在校內辦一場公開觀課，德華老師

遂聯繫過去曾經一同準備教甄、目前也在高中擔任英文科教師的依林老師，以及在

教師研習認識的燕姿老師，邀請他們幫忙協同備課，驚奇社群也因此成立。 

  由於對於學習共同體的認同，公開觀課成為驚奇社群的基礎共識，隨著公開觀

課累積次數的增加，學習共同體曝光的機會大大提升，也因此吸引更多認同學習共

同體理念的教師參與驚奇社群的行列，讓社群從原先的三位教師，增加到十二位來

自不同高中的教師。而驚奇社群之所以能順利召募成員，係來自前述校內學習氣氛

尚未形成的緣故，教師只能轉往校外，尋求其他願意共同促進專業成長的夥伴。 

  驚奇社群成員在每次的教學實踐當中，進行理念反思與修正，部分成員認為學

習共同體理念的落實，不應只侷限於課堂座位排列形式，而應包容更多不同的教學

方式，於是開始嘗試跳脫學習共同體的思考框架，回歸促進學生學習的初衷，形成

「以學習者為中心」宏觀的教學思維。 

  在 2014 年 1 月 16 日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舉辦人才庫說明會，

在台北市工作圈的支持與鼓勵之下，驚奇社群正式成為臺北市第一個跨校英文科

專業學習社群，並由亞軒老師擔任第一屆的召集人（第二屆召集人為燕姿老師），

驚奇社群的目標大致底定，分別為「以共同備課方式發展並實施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教學設計」、「舉辦社群內公開觀課及議課」及「增進教師專業知能之成長與合作分

享」，同時每學期排定公開觀課的教師與觀課時間，並安排指定閱讀的專書（讀書

會），社群成員視個人情況利用星期一高中英文科的領域時間，參與每個月一至三

次不等的聚會。此外，最初驚奇社群三位教師所設定「編撰一套系統性的英文教科

書」，成為社群長遠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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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熟階段─社群運作穩定，強化與維繫成員關係。 

  驚奇社群在形成階段建立一套社群的運作模式，讀書會、共同備課、觀課及議

課。因此在成熟階段，強調社群成員進行專業的討論與分享，於每次的社群聚會，

社群成員進行專書導讀及心得分享，教師能將書中所習得的概念與實務結合，套用

到個人的課程設計當中，轉化為實際的教學方法或教材；而社群成員利用每次的共

同備課，分享個人所設計的教案或學習單，社群成員則依據個人的教學經驗與想法，

提供專業的建議與回饋。 

  驚奇社群並於每學期安排二到三位社群成員進行公開授課，在公開授課當日，

所有驚奇社群的老師皆會出席協助觀察與記錄學生上課的學習情形，在最後的議

課階段，則由觀課成員針對其在小組中，所觀察到的學生學習情形進行分享及回饋。 

  此外，由於驚奇社群來自不同高中的教師所組成，討論議題的層次不再僅限於

學校內的個案探討，透過彼此分享學校的經驗，拓展成員的視野，並提升議題的層

次，對更廣泛的教育問題進行思考。 

  而驚奇社群成立之前大家都素昧平生，彼此並不會產生校內教師間的競爭或

權力關係，社群成員之間缺少隔閡，且歷經長期的互助與合作，而能穩固地持續運

作，同時社群成員在合作學習的過程當中，建立堅不可摧的友誼，除了是專業學習

的夥伴，也成為生活上的好朋友。 

四、 維持階段─社群擁有豐碩的收穫與成果，將社群良好理念向外擴散。 

  在維持階段，成員針對過去所付諸的行動進行反思，透過問卷及與學生談話，

獲得學生對於上課方式改變的回饋外，認為教學方式的改變有助於學生的學習，但

教師並不聲稱學生的學業成就改變，與其參與社群有直接的關係。另一方面，成員

亦針對社群的運作進行評論與給予建議，當驚奇社群被劃入台北市工作圈下的跨

校專業學習社群後，隨之而來的是相關的績效評鑑，社群成員們普遍認為書面報告

的成果並不能完全代表社群執行的成果，其認為公開觀課更能看出教師們的專業

成長以及社群真正為教育現場所帶來的改變，因此，透過成員們的省思，社群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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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更有規劃地繼續發展。此外，由於驚奇社群良好的運作成果，成員們試圖將有

助於改變學校氛圍的理念帶回原校，希望為高中英文科教學帶來更深遠、實際的影

響。 

  驚奇社群自 2013 年成立以來，經歷孕育、形成、成熟與維持四個階段，成員

積極地投入與參與對於社群穩健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而社群所帶給成員的回

饋則是讓成員不論在教學專業或其他教育知能都能有更顯著的成長，此外，也由於

各位成員對於理念的認同，型塑社群的凝聚力，拉近來自不同學校教師的距離，讓

驚奇社群的運作不若嚴肅的教學研討會，而更像是一個提供專業成長的大家庭，每

個成員都能無私奉獻自己教學經驗、想法及靈感，帶給驚奇社群源源不絕的創新點

子與想法，而研究者進一步將跨校專業學習社群與校內專業學習社群之特性區分

如下表 5-1。 

表 5-1 跨校與校內專業學習社群特性比較表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 校內專業學習社群 

成員之組成 不同學校之教師 同一學校之教師 

成員之關係 

無競爭與權力關係 

信任關係需建立 

可能有競爭或權力關係 

信任關係不易建立 

議題層次之差異 涵蓋不同教育現場 

所面臨的問題 

可能僅針對校內 

所面臨的教育問題 

共享願景之設定 在社群成立之前 在社群成立之後 

影響力之擴散 理念散播至成員的學校 校內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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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在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中扮演多重角色 

  本研究將領導正當性區分為學經歷背景與教學生涯年資，對於驚奇社群而言，

社群成員之組成份子為不同高中的英文科教師，其在學經歷背景與教學服務資歷

上皆有差異，於社群運作的過程當中，亦表現出不同的組織參與角色特徵，惟其

中有部分成員表現出明顯的領導特質與行為，又可分為行政型領導者與教學型領

導者，不論其領導影響力係發揮於教學事務或行政組織任務，皆為社群帶來引導、

支持與穩定的作用。 

  在傳統的組織中，跟隨者角色普遍存在，但以驚奇社群的個案而言，個別成

員長期出現跟隨者的角色特徵並不常見，多半的成員仍以支持者的型態，參與每

次的社群聚會，即使未能如教學型領導者或行政型領導者帶領教學專業或行政事

務的討論，仍會在其具有想法或感觸的議題上，提出個人的見解或看法。此外，

驚奇社群所建立高度的成員信任關係，領導者與支持者的界線變得模糊，社群成

員不會感受到領導行為對個人所造成的負擔或壓力，反而能夠同理領導行為的產

生，係由於社群的每個人都希望社群有更好的發展，也間接形成成員對於社群事

務的高配合度，而促進驚奇社群不斷地成長。 

參、 教師領導行為能有效促進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 

  驚奇社群的成立除了當時政策的支持之外，最大的原因在於來自不同高中的

教師，能夠投入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參與跨校性質的專業學習社群，教師領導的行

為因此能有機會於驚奇社群的運作歷程當中發揮影響力。 

  在驚奇社群初期，三位教師透過形塑社群的理念與價值，吸引認同學習共同

體理念的教師參與，並在收編為台北市教育局所補助的跨校社群後，訂定社群未

來發展目標與方向，即使後來的理念有所修正，但皆經過社群成員的一致認同。 

  驚奇社群利用分佈式的領導重新定義領導角色，為社群帶來更多具創意的想

法與多元的觀點，提升社群成員的參與與其自主權，加上正向同儕合作關係的建

立，型塑安全的支持環境，社群成員能進行平等的對話與交流，亦能從彼此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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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對話當中，得到有意義的回饋與建議，藉以促進個人的專業成長，共同創新與

轉化英文課程，進而影響學生學習。 

  惟驚奇社群之運作仍與學校行政支援密不可分，社群成員原學校的文化與氛

圍仍會間接影響驚奇社群，除了在社群成員於校內散播良好理念的成效外，在社

群經費的部分，由於統一由總召學校松山高中提撥至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召集

人學校，因此在經費核銷部分仍受制於召集人之學校的會計制度、行政與教學的

互動文化，倘若召集人學校之行政與會計部門對於跨校性專業學習社群之事務欠

缺理解與認識，對於社群相關經費核銷部分抱持質疑態度，可能形成跨校性質專

業學習社群運作之一大阻礙，也形成跨校社群召集人的額外負擔，顯示學校行政

組織文化氣氛仍與跨校形式的專業學習社群有一定的關聯性。 

  總而言之，在具有行政支持的情形下，教師領導除了能有效維持跨校專業學

習社群的穩定運作，並讓社群良好的理念能夠回饋到各個社群參與者的學校，擴

散社群的影響力，進而改變學校校內的組織文化，提高教師能夠在原校獲得專業

成長支持的可能性。 

 

第二節 建議 

  綜合歸納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背景脈絡為臺北市之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研

究者針對臺北市教育行政單位、學校組織成員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如下，亦可供

其他縣市與後續相關研究人員作參考。 

壹、 對臺北市教育行政單位之建議 

一、 調整跨校社群產出評鑑，促進跨校社群有效運作 

  驚奇社群自成立至今已超過兩年，當初在未併入臺北市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時，

社群雖無經費的補助，但社群成員仍投入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參與社群的聚會活

動，其目的除了提升教師個人的教學專業能力之外，最終的目標在於改善高中英

文教學的品質，以促進學生的英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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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驚奇社群教師自行為社群量身打造一套教師專業成長的模式，透過讀

書會、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的過程，進行專業的對話與交流，其中公開觀課讓

教師能夠檢視個人的教學實踐，同時也是教師共同認為最能代表跨校專業學習社

群的成果產出。 

  自 103 年 1 月驚奇社群納入台北市 17 個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體系後，獲得

政府的補助，除此之外，該計畫亦要求每個社群必須在計畫結案時，提出書面的

資料，即結案報告，作為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成果，讓行政主管單位了解

社群運作的成效。 

  高中教師自發性組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實為不易，能夠在課務繁忙的情況下，

撥冗參與社群聚會活動更是難能可貴，在驚奇社群的維持階段，社群成員進行檢

討與省思，認為行政主管單位要求各學科提供相同類型的成果產出形式，忽視各

學科性質的差異，且書面資料無法代表完整呈現社群實際的產出。因此，要求社

群成員額外花費心力與時間製作書面的成果報告，對於社群成員而言，恐成為額

外的負擔，甚至影響社群實際的運作。 

  是以，教育行政單位應考量各社群學科性質之差異，調整各學科社群產出評

鑑之形式，例如英文科得以公開觀課作為社群成果產出之依據，尊重各跨校社群

的獨特性，給予專業多元發展的空間。 

貳、 對學校組織成員之建議 

一、 學校領導者─促進學校學習氛圍，改善教師合作關係 

  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之成立，讓教師能夠與其他學校的教師合作，跨校間資訊

的交流，開啟了教師的視野，也讓教師離開原有的舒適圈，看見外界在教學上所

正在發生的改變。 

  相對地，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成立亦代表，教師由於原學校內部的合作學習

氣氛尚未建立，導致其無法在校內獲得專業發展的機會，轉向外界尋求協助，尋

求共同專業成長的夥伴，惟在驚奇社群的討論當中，社群成員指出由於各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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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的差異，共享的教學資料或教學方法無法套用在原學校，顯示校內的專業學

習社群的價值，並未由於教師在校外得到專業學習的管道而消失。 

  因此，學校領導者有必要改善學校的學習文化，打破校內教師間的競爭關係，

讓教師們成為彼此合作互助的夥伴，協助教師進行專業成長，以改善學生的學習。 

二、 學校教師─建立辦公室專業合作文化，促進校內專業學習社群 

  傳統以來，教師在準備課程與教材方面，多是單打獨鬥、各自為政，即使位

處相同辦公室的同科教師互動關係良好，但涉及教學專業時，難避免班級間考試

成績的競爭，同儕彼此在專業上的交流傾向冷漠，而形成自掃門前雪的現象。由

本研究可知，驚奇社群試圖將社群內良好的理念（例如課程設計、學習單、共同

備課理念等）帶回原校，其影響標的首重於較具有同儕情感關係基礎的同辦公室

教師，但部分成員表示教師們的接受度不一，顯示目前部分學校辦公室專業合作

的文化未臻成熟。 

  此外，驚奇社群成立的主因在於教師對於專業成長的需求，在原校無法獲得

其他同儕的認同而難以形成共鳴，轉而向校外尋找其他共同專業成長的夥伴，進

而形成跨校形式的專業學習社群，惟本研究結果認為，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最終目

的在於促進成員其原校的學生學習，教師專業成長無法脫離其原校脈絡，由此可

知，校內的專業學習社群具有其價值性，而非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所能替代。 

  因此，對於目前促進教師校內專業合作文化而言，倘若教師能夠先與互動關

係較為緊密的辦公室同儕，建立辦公室的專業合作互動模式，分享彼此的課程設

計與教學媒材等，可以作為全校文化改造的領頭羊，進而將專業合作的氛圍散播

至校內各角落，將教師共同合作學習的模式常態化，如此一來，可以滿足教師專

業發展的需求，亦能確保整體學生的學習品質。 

參、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採用量化研究，蒐集較全面性的數據與資料 

  本研究係以個案研究法，選定單一跨校專業學習社群進行長時間的觀察與訪

談，以蒐集研究所需的資訊與數據，用來了解跨校專業學習社群脈絡下，教師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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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行為的實踐。然而，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在臺北市發展日漸蓬勃，目前除了驚奇

社群之外，另外還有 16 個其他學科的跨校社群，各社群的發展程度不一。因此

研究者認為，後續研究可透過量化的方式，蒐集大量樣本，針對不同的跨校專業

學習社群教師領導的實踐進行調查，進而了解教師領導在在不同脈絡下發展的差

異情形，有助於全面性地了解教師領導在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 

二、 選定初建立的個案社群，以增加個案脈絡之了解 

  研究者於 103 年 5 月第一次進到研究場域，該個案社群運作已超過一年的時

間，社群在形成期所遭遇相關磨合的問題僅能透過個別成員的訪談來了解，而無

法透過實際參與觀察了解教師領導從中發揮的影響力。因此研究者建議，後續之

研究若採用個案研究，選定即將成形或剛起步的社群將較能夠了解社群整體運作

的脈絡與教師領導在不同階段、面向的發揮。 

 

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研究者自進入研究場域至退出場域歷時一年的時間，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

研究者除了針對教師領導行為於跨校社群的展現，並思考本研究對目前教育現場

的貢獻與價值為何。目前研究已告一個段落，看見社群的教師開始試圖將社群的

理念帶回原本的學校，惟相關的成效尚待後續研究進行研究與探討。 

  研究者在進入研究場域後，扮演參與觀察者角色，除了作為研究的觀察者之

外，亦參與社群相關事務與活動，例如各活動之會議記錄、社群年末聚餐，融入

研究情境當中，透過與研究對象的緊密互動，而能夠深入觀察研究對象之互動情

形與關係，同時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而能在觀察與訪談等方式外，透過其他談

話的機會了解研究對象之背景脈絡。 

  本研究以教師領導理論觀點探究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旨在探討跨校英文科專

業學習社群運作歷程中的教師領導行為，既以社群運作歷程作為研究焦點，所有

社群發展的歷程理應成為本研究所探究之範疇，惟礙於時間無法回溯之限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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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未能於社群成立之初接觸個案，無法獲得最初社群發展的相關資料，以致本

研究僅能透過社群成員零碎的記憶，拼湊社群最初的發展歷程，作為資料分析與

結果詮釋的依據，是本研究的限制，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能夠選定起始運作的社群

進行研究，能夠蒐集較全面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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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 個人經歷 

1. 請問老師您的教學年資有幾年？在目前服務學校的教學年資有多少年？您

的學歷為何？ 

2. 除了教學以外，請問您於本校曾有擔任過行政或其他職務的經驗嗎？ 

二、 參與經驗 

1. 請問目前跨校專業學校當初為何會採取這種運作模式？ 

2. 請問用一個形容詞形容目前這個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團隊，您會如何形

容？（有創意、合作、活力…）為什麼？是否有社群外的人曾經評價過目

前社群？如果有，評價為何？ 

3. 請問您是否有參與過校內專業學習社群的經驗，如果有，您認為兩者有何

不同？（運作、氣氛、互動…） 

4. 在跨校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過程中，行政給予了什麼支援？你認為行政的

支援是否不可或缺？為什麼？ 

5. 請問目前參與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您認為該社群的運作是否有符合您原先

加入的目的？有任何超出預期的收穫嗎？ 

三、 個人與同儕 

1. 在社群運作的過程中，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帶給您什麼成長？與過去自

己準備課程內容與教材有什麼差異？ 

2. 參與每次社群的活動，您與同儕如何互動，以協助彼此共同成長？ 

3. 社群夥伴對您最重要的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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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領導 

1. 您認為在社群當中，您通常扮演什麼角色？您覺得自己對於目前社群最大

的貢獻是什麼？ 

2. 在社群成員的互動中，您認為自己給予其他人的感覺是什麼？（例如：合

作、隨和、有主見…） 

3. 在目前的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中，您認為誰比較有影響力？為什麼？ 

4. 從成立至今，社群的運作是否有遭遇瓶頸或困境？如果有，您們如何解

決？ 

5. 我們知道專業學習社群是要提升每個老師的專業，那就您所知，您個人或

成員是否還有透過其他方式進行增能？如果有，方式為何？ 

6. 目前我們社群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確定社群的效能或成效？ 

7. 參與跨校專業學習社群後，您認為您的教學有了什麼樣的改變？這樣改變

反映在學生學習為何？ 

8. 您會將於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所吸收的新知帶回原校嗎？如果會，反應為

何？如果不會，原因是為什麼？ 

9. 您認為您目前可以透過何種方式，將社群良好的理念擴散於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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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敬愛的＿＿＿老師您好： 

  十分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本研究。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

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侯仲宸，在林子斌教授的指導下，想瞭解跨校專

業學習社群教師領導之運作內涵及歷程。欣悉您參與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經驗豐

富，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有獨到之見。爰此，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本研究之

訪談活動，在您分享寶貴經驗之前，研究者宜先告知您本研究之進行方式。 

 

一、研究目的：瞭解跨校專業學習社群教師領導之運作內涵及歷程 

 

二、研究性質：訪談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 

 

三、研究方法：以個別訪談方式進行。 

 

四、實施程序： 本研究擬定之訪談時間為一小時。訪談過程中，如有覺得不適

的感覺等，您可以隨時決定退出本研究。 

 

五、資料蒐集：為求能探究您心中真實想法，希冀能徵求您的同意，於訪談過

程中全程錄音，並會在錄音前事先經過您本人之同意；另為求研究內容之

完整性，盼您能於參與過程中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 

 

六、保密處理：本研究基於研究倫理，訪談資料與相關文件皆不會對外公開，

僅供研究者與指導教授研究討論之用，而關於個人身分基本資料及涉及相

關敏感等議題，均會以匿名的方式加以處理，以維護您的隱私及權益。 

 

若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請您於下方空白處簽名。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

或建議，也請您隨時與我聯繫。因為您的參與，才能使本研究更臻完善。 

 

  敬祝 

順心 

 

研究參與者：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侯仲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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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驚奇社群專業發展活動表 

 

活動類型 次數 時間 參與人數 

共同備課 

（未含讀書會） 
3 次 

2013/09/16 

2013/09/30 

2013/11/04 

6 人 

共同備課 

（含讀書會） 
22 次 

2014/01/13 

2014/02/24 

2014/03/24 

2014/04/07 

2014/04/21 

2014/05/05 

2014/05/22 

2014/06/23 

2014/08/19 

2014/09/15 

2014/10/06 

2014/10/20 

2014/11/24 

2014//12/01 

2015/01/26 

2015/03/09 

2015/03/30 

2015/04/13 

2014/05/04 

2014/05/18 

2015/06/01 

2015/06/22 

12 人 

公開觀課與議課 11 次 

2013/10/21 

2013/10/28 

2013/11/28 

2013/12/02 

12 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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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0 

2014/06/09 

2014/10/27 

2014/12/15 

2015/01/05 

2015/04/20 

2015/06/08 

 

註：統計資料自 2013 年 9 月 16 日開始，以上資料統計截至 2015 年 7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