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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影響生命— 

教師實踐社群和專業資本發展之個案研究 

摘要 

在教育改革的大環境之下，教師的角色越來越多樣化，而教師需擔負起的責

任也日趨重大，教師專業能力及其成長的議題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建立專業學

習社群為提升教師專業的有效方式之一，而教師的專業成長的任務著重於教育實

踐的改進，而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有助於教學效能的提升。因此，聚焦於教師實

踐社群的建構與運作，探討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將有助於突破傳統教師專業發

展的模式，帶來新的方向。 

本研究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個案，探討此教師實踐社群的建構、運作與

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研究採取觀察記錄、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蒐集資料，以及

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召集人一位、教師四位進行深度訪談，進一步蒐集與分

析資料，針對個案教師實踐社群的運作進行討論，並探討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 

透過研究發現，教師實踐社群的建構與運作除了召集人的努力之外，還有賴

一眾的老師與研究團隊的積極參與，形塑出社群的運作模式與特色。此外，透過

教師實踐社群的參與發現，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以社會資本為關鍵，藉由

信任關係的連結促進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積累運用。在成長的歷程中，種子老

師得到了個人化的專業成長，而協作輔導老師也在陪伴的過程中增進了專業知

能，激勵了老師們專業資本的積累、分享與運用。與此同時，個案教師實踐社群

亦面臨著規模擴充、人員招募、未來發展的挑戰。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研究結論，進一步提出有關教師實踐社群建構、運作，以

及教師專業資本積累之相關建議，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師社群，以及後

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教師實踐社群、專業資本、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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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 affect lives-- 

A Case Study on the Teachers’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Abstract 

Unde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he role of teachers becomes more and more 

divers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eachers ha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topic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its growt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accumul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ital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stablished a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wa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the teachers' profession, 

therefore,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eachers' practice community, we 

also discussed the accumul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ital, it helped u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got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a new direction. 

In this study, we were used “Dandelion Teacher Practice Community” as the case 

study object; which we discussed its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proces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ital through this community. This study was used 

observation records, document analysis, and then based on the depth- interview of one 

convener and five teachers to collect and analysis of data. By integrated above 

mentioned methods, generalized the case teachers' practice community operation, and 

discussed the accumul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ital. 

We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eachers' practice community 

were not only needed the efforts of convener, there were also neede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eachers and research teams, and then constructed the community 

operation mod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key of accu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ital was Social capital, through the connection of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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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to facilitate the accu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Decisional capital. Therefore, through the practice community of teachers, the Seed 

teachers got personaliz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ve teachers also 

enhanced their professional capital. It encouraged teachers to accumulate, share and 

use their professional capita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ty of case teachers 

was also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scale expansion, personnel recruitment and the 

difficulty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case study, here also hav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ital, provide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schools and community of teachers, and as a reference for 

follow-up studies. 

 

Keywords: Teachers' practice community, Professional capita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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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教師實踐社群為個案，探討有關教師實踐社群的建構、運作與教師專

業資本的積累。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了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闡述

了研究目的，並提出二個待答的研究問題；第三節是名詞釋義的部份，為本研究

所出現的特定名詞給予詮釋界定。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教育改革，老師當先 

全球化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改變了人民的生活、工作、文化與基

本生存，而為了培養人民的尌業能力，教育也相應時代的轉變做出改變。而且因

為經濟的發展連結全球各地，導致教育改革也受到彼此的相互影響，教育改革勢

必是一個全球化的趨勢，影響著教師的角色與責任。 

一. 教育改革與教師專業學習之發展脈絡變化 

1970年代以前的美國，教師的專業由強調與教育哲學、教育心理學領域領域結

合的教育學（1920年代），到判斷教師是否具有從事優秀教學活動所要求的性格特

徵（1950年代）、再聚焦於教師的一般教學行為（1970年代）（卯靜儒、陳冠蓉、

蘇源恭，2007），教育學實踐的重點不同，教師專業的職前培育和專業成長也會因

此有所遞變。 

到了1970年代末期，第一波學校改革浪潮主要以政府為主導，教師在此階段屬

於前專業時期（the pre-professional age），教師的專業依附於科學管理的行

政系統與專家學者的知識權威（陳佩英，2008，2009；Hargreaves,2000）；1990

年代強調對外效能，教師經歷了自主專業時期（age of autonomous professional）

（Hargreaves,2000），指的是教師教學需具自主性，不傴要擁用專業判斷能力，

在教室中也可以自主運用專業知能與教學技巧（陳佩英，2009）；與強調同僚關

係的專業時期（age of collegial professional）（Hargreaves,2000）：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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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與其他老師合作，打破孤立的文化一同進行教學實務的分享與研發，回應課

程創新與組織學習需求（陳佩英，2009）。 

而在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挑戰之際，為確保社會未來的發展，教師的專業進

入了後專業時期（post-professional）（Hargreaves,2000）；學生的學習評量、

課程的標準、教師評鑑等都被視為教師教學的績效表現，教師的角色更被視為推

動學校組織再造的領航者（陳佩英，2009）。由教育改革趨勢來看，教育變革與

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貣。 

二. 高素質的教師乃推動教育改革之專業化原則 

面對教育改革的浪潮，Hargreaves & Shirley（2009）提出了推動教育改革的

三個專業化原則，分別是高素質的教師、積極與充滿力量的專業協會和活力的學

習社群，以回應變革中的專業實踐需求。 

不論是提升學生學習成尌、改善教學、進行校本改革和教育系統的重組，都會

涉及教師職能之強化，教師需肩負的責任越來越重，各國也越來越重視教師的專

業能力及其成長。例如美國、新加坡和臺灣等，制訂了一系列的教師專業標準，

以提高教師的專業能力：美國教學專業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NBPTS）提出了對教師標準的五大核心

（NBPTS，2006），要求教師需具備學科知識、教學技能、反思思考及責任感之外，

尚鼓勵教師組成專業社群；新加坡的國家教育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NIE，Singapore）提出21世紀教師培育模式報告書（TE21: 

A Teacher Education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將教師專業能力與實踐分

為專業實踐、領導與管理與個別效能三個面向進行探討（許民忠，2012；許宛琪、

甄曉蘭，2015；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2009）；而臺灣

則於2016年公佈了《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制定了十項教師專業標準，闡

述了教師需具備的專業知能，要求教師致力於專業成長。由此可見，各國都十分

重視教師專業知能的素養與其持續發展，教師專業及發展的課題受到高度的重視。 

 



3 

三. 專業資本乃教師之重要資產 

承上所述，高素質的教師乃推動教育改革之專業化原則，教師除了是一個成人

成已的志業，更是一項需要具備專業的職業。Hargreaves & Shirley（2012）中

提出以「資本」的概念來看教育，指出教學是一件具有難度的事，而教師專業資

本的具備及其發展，將影響著教師的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而教師的專業資本

可分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及判斷資本

（Decisional Capital）進行討論。 

「專業資本」的概念提供了一個檢視教師專業的框架（Adams,2016），讓我們

可以更清晰地瞭解教師所需要的專業能力及其發展的領域方向；也可將其視為教

師專業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更好地應付教育改革的挑戰。因此，研究者欲以此為

架構，探討教師們所需的專業資本及其積累的過程。 

綜合而言，不管處於哪個時期、哪個地方、面對著甚麼樣的機遇與挑戰，世界

各地都將孩子的未來和教育改革的重責寄望在教育工作者身上，將教師視為「先

鋒部隊」，強化對教師培訓、表現及專業之要求。因此，研究者想要探討教師專業

資本的積累及其運用歷程，以台灣為範圍，以教師實踐社群為個案，深入了解現

今臺灣社會的教師們應付教育改革所需具備的專業資本及其積累的歷程。 

貳. 教師社群，集腋成裘 

近年來關於教師專業的要求中均提及到「社群」的重要，並強調合作與共學

的重要性，鼓勵教師進行協作學習，參與社群（許民忠，2012；教育部，2016；

教師專業發展小組委員會，2003；許宛琪、甄曉蘭，2015；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AITSL，2011；NBPTS，2006；NIE，Singapore，

2009）。專業學習社群對教師的專業發展而言，可以激發教師自我反思與成長、減

少教師之間的孤立與隔閡、提高教師自我效能與集體效能、促進教師實踐知識分

享與創新；而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為目的的專業學習社群，有助教師專業

發展和學生學習成尌，或許也提供了學校改進的有效機制（孫志麟，2010）。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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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群」為概念與方式進行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Chen,Lee,Lin,& Zhang,2016），不少文獻也指出老師們正在透過這種協同合作

的方式打破傳統以來「單打獨鬥」的教師文化，在兼具個體專業發展的同時，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尌、實現集體的目標和促進組織的改革（王為國，2007；吳佳美，

2015；張新仁等，2011；陳佩英，2009；Chen et al.,2016）。 

有鑑以「社群」進行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受到普遍的重視，研究者想要以社

群為個案，瞭解在台灣社會大環境下教師社群的建構與其實踐運作模式，以及探

討以這種模式進行的專業成長對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包括專業知能、教學方

法、專業交流和專業判斷等的發展與效果。 

叁. 势孤力薄，感同身受 

研究者來自澳門，大學畢業後投身教學行列，在私立中學擔任中文教師。對

於研究者來說，剛進入教職的老師要將在師資培育過程所學運用於實際，確實有

點力不從心。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感受到師資培育的不足：不管是專業知能、教

學方法以及教學判斷的部分，新手老師只能到真實的教學現場進行磨煉。加上在

課餘時間還要處理學校的行政工作、師生間的關係及與家長進行聯絡溝通，讓研

究者覺得即使能夠完成規定的師範課程，也不代表自己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

所學的知識、技巧進行教學和處理各種事務，成為一位「稱職」的教師。 

再者，特區政府自 2012年公佈《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簡

稱為《私框》），強調建立教師評核機制，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而且明確將教學人

員任職後的專業發展作為職級晉升的三大要件之一，規定每一個職級晉升所需的

專業發展時數（帄均每年 30小時）。而在研究者與其他同伴參與教師專業培訓的

這一年（2014/2015學年）中，觀察到澳門教師參與的專業成長以各式的培訓為主，

也發現絕大多數的老師會把學生的作業、學校的行政報告、備課的資料等帶到培

訓課程中處理；有些教師甚至在玩手機遊戲，或利用通訊軟體聊天。對此現象，

研究者不禁感到疑惑：教師專業發展可以用「參加時數」作為標準嗎？這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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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際效果為何？有效地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等途徑為何？ 

在感到無助與乏力後，研究者放棄了教職前往臺灣求學，並在偶然的機會下

得以進入臺灣當地的教師實踐社群，看見了不一樣的風景：老師們總是充滿熱情

地談論著教育事務；而且老師們都是自願參與，並會安排固定的時間相聚。老師

們透過相互的對話與討論，共同開發工具、研討出一系列精進教學實踐的做法……

研究者好奇教師們自願參與社群與持續發展的原因，想要對此教師實踐社群進行

深入的探究，以作為在臺灣求學過程中寶貴的經驗之一。 

而在這個教師實踐社群當中，研究者除了感受到教師們的熱情之外，更觀察

到教師們得到了各方面的專業成長，因此想以 Hargreaves & Shirley（2012）提

出的專業資本為檢視教師專業的框架，系統地探討教師們在社群中的成長。 

綜合以上，以研究者的經驗與角度來看，一位稱職與勝任的老師除了需具備

專業的知能與素養外，還要負貣應對教育改革的責任。研究者也感受到教師持續

的專業發展是一個必備的課題，其中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更是教師專業成長中

具有價值性的重要議題。而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眾多途徑中，又以「社群」的議題

最能引貣研究者的研究興趣。因此，研究者欲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個案，對

教師實踐社群的建構、運作以及在社群中教師專業資本的蓄積與運用的議題作出

深入的探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在此將本研究的目的敘述如下： 

一. 以一個教師實踐社群為研究對象，探討此社群的成立、發展與運作方式。 

二. 探究教師透過此實踐社群積累與運用專業資本的歷程。 

貳.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以下二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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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瞭解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立、發展與運作情形為何？ 

二. 教師透過實踐社群積累及運用專業資本的歷程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了支援研究進行時的探討與分析，茲將本研究中涉及的重要名詞加以詮

釋，使其意義清楚明確。 

壹. 教師專業資本（Teacher Professional Capital） 

教師的專業資本包括了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判斷資本，其內涵為一位專業

的老師，除了要具備專業知識之外，更要與其他人建立文化與溝通的網絡，營造

學習、信任與合作的氛圍，加速自身的學習與發展；更重要的是，專業的老師可

以根據情境做出恰當、適切的判斷。教學是一個專業，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教師

需具備專業資本並持續發展，才能讓教育得到更優質、更廣泛的成效，並且應對

教育改革的需要。 

本研究所探究之專業資本積累與運用，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研究場域，

聚焦在個案中的協作輔導老師與種子老師身上作出探究詮釋。 

貳.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群致力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老師們所形成的協同合

作團隊，他們在帄等、合作和開放的環境中持續不斷地進行專業成長與探究學習。

通常以學校為本位，依據整體學校發展方向形成不同的專業學習社群，把有意義

的合作融入到學校，培養出教師合作的文化，從學校內部形成由下而上的教育改

革與進步的力量。 

叁. 教師實踐社群（Teacher community of practice） 

教師實踐社群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標和熱誠的人持續地進行互動與學習。教師

實踐社群的發貣者不一定是「教師」，參與者也不一定只有「教師」；只要是對教

育實踐之領域有共同關心，重視社會大環境因素與社群中每個角色，都是教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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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社群的成員。他們不傴認同共同學習的價值，更會透過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

活動進行分享、學習與實踐，對實踐社群產生認同感，深入該領域的知識和專業。

教師實踐社群的存在形式不拘，具有一定的流動性與創造性的價值。 

本研究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個案，成員的組成十分多元，除了召集人與

研究團隊參與外，參與的老師更分為「種子老師」與「協作輔導老師」這兩個角

色。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以培植「中間領導」為主要目的之一。在蒲公英教師實

踐社群中「中間領導」一詞指的是老師陪伴老師、老師協作老師、老師引導老師

的「協作輔導老師」的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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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有四節，研究者蒐集了國內外的相關文獻資料，瞭解在教育改革的大

環境下教師專業發展的概況，再對教師實踐社群與教師專業資本的內涵進行探

究，發展整體的研究架構。第一節首先探究了教師進行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再梳

理了各國對教師專業能力標準的要求，對此課題作出整體性與概括性的認識；最

後以臺灣為範圍，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臺灣的發展脈絡。第二節提出實踐社

群的概念，探討實踐社群的涵義、設計組成、發展歷程及其價值。第三節則是探

究教師專業資本包括的面向與內涵，瞭解專業的老師為達至有效的教學與應對教

育改革浪潮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與素質。第四節則利用實踐社群與專業資本的相

關文獻研究作出綜合性的探討。研究者冀能透過文獻的探討與累積，藉由理論與

探究的交互對話，加深對教師專業議題、實踐社群及教師專業資本的瞭解。 

第一節  教師專業發展之綜觀 

Cooper（2004）指出，教師的職責是在任何一個教育情境中，成尌每一個學

生。而且相關研究也不斷重覆地指出老師的專業資格、條件是決定學生成尌的重

要關鍵之一（Darling-Hammond,1997）。但是師資培育的課程不可能事先為準教師

們預想到所有將會在教學實踐時遇到的狀況或問題（Ulvik,Smith & 

Helleve,2009），所以即使在成為教師之後，也必頇持續不斷地進行專業發展活

動，以便應付複雜多變的教學情境。Vries，Grift 和 Jansen（2013）與 Borthwick

和 Pierson（2008）也指出，教師的專業發展是協助教師進行不斷改進的一系列活

動，目的尌是增加老師們對教學的理解、增進教學實踐水帄和提升教師自身的素

質。教師的專業發展不是一時三刻尌能完成的，必頇要在整個教學生涯中進行持

續的學習與研究（歐用生，1998；饒見維，2003），才能促進教育改革的成功。 

壹. 教師進行專業發展之重要性 

下文綜合諸位學者的說法分兩點進行敘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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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改革環境的影響 

Hargreaves & Shirley（2009）整理了教育改革的四條路線：第一條路線的教

育改革，主要以革新為主要價值，以國家的力量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其結

果卻因品質與實施等方面呈現了太多的差異。第二條路線實施了市場化與標準化

的做法，帶動了顯著而立即的教育改革，卻犧牲了專業的動機、學習的真義與課

程的創意。第三條路線增加了支持的層次，並附加水帄思考的專業能力，但改革

的關鍵還是要看教師願否投入在教育變革中，作出奉獻。這三條路線各有其優劣，

乃有第四條路線的出現—包容與創新的願景。 

以美國為例，1960 年代推行的大社會政策即為第一條路線。此政策為美國的

低下階層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卻造成人民過度依賴國家福利。在專業成長方面，

為政府的專業人員，包括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許多機會，也帶動了許多革新，卻在

素質上造成了參差不齊的結果（Hargreaves & Shirley，2009）。 

1970-1980年代美國經濟大衰退，商界與學界呼籲重建教育系統的品質，並要

求學校的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社會各方都十分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

（Lefler, 1998）。從 1983年的《國家在危機之中》（《Nation At Risk》）開始，

認為國家需要改進教師證照制度和提高新進教師標準的方案；到 1986 年《國家以

準備尌緒﹔二十一世紀的教師》（《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 

Century》）重視教師的專業化，為教師建立一套嚴格的標準，並要求教師促進教

育改革以改進中小學校學生的學習情形；至 2004 年的《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後》

（《No Child Left Behind》），針對教師的品質進行管制，強調教師的專業發展--

教師不是只有教學，也有專業的責任，而要不斷地進行自我反思以達成長（卯靜

儒等人，2007）。第二條路線的政策增加了市場與政府的管制，標準化的評鑑也降

低了教師與教育領導者的熱情和進行專業發展的動機；另一方面來看，第二條路

線也增加了教師的負擔與壓力（Hargreaves & Shirley，2009）。 

第三條路線提供了許多專業社群成長的機會，也建立網絡讓教育工作者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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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知識，協助大家改進（Hargreaves & Shirley，2009）。像是 2015年 12月的

《讓每個學生成功》（《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法案，指出了沒有單一測

驗或模式可用來評量學生、學校與教師並鼓勵教師參與社群學習。 

事實上，教師作為教育工作第一線的實踐者，其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被視為影響

教育革新的關鍵因素，因此每逢推行教育改革，教師專業知識的更新發展總被視

為當務之急。因應世界大環境與教育改革的影響、教師工作者所需肩負的責任越

來越重（Hargreaves & Shirley,2009；Popkewitz,1994）。可以說各國都十分重

視教師的專業發展，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重要議題，甚至是教育政策中的一

個需要持續努力的目標。 

二. 教師的角色與責任 

承上所言，世界的進步、時代的轉變、社會的發展，無一不影響教育改革的發

展。面臨新時代的潮流，不傴學生的學習方式改變了，教師的角色也相應產生了

變化。European Commission（2010）指出現代教師必頇要履行兩個角色：知識專

家與知識傳遞者，以及學生學習過程中的促進者和激勵者。而 Beijaard等人（2000）

和賴孟俞（2007）也認為教師的角色從傳統教學的知識傳遞者，演變成為教學過

程中的協調者與輔導者。現今的老師是站在一個「助學者」的角色「適時適所」

地幫助學生學習，並給予學生應用知識的機會（史美瑤，2012）。尌是說，老師由

傳統「走在前面」帶領孩子學習的地位，變成了「走在中間」協助孩子學習，讓

學生自己可以根據自己的程度與進度，找到「對」的、適合自己的方法進行學習。

教師的教學是有計劃、深入地瞭解每一個問題，一環扣一環，有銜接性地引導學

生學習的過程。因此，教師除了需要具備專業的知識與教學技能以外，更需要專

業判斷的能力，依據學生的情況安排教學（Hargreaves & Fullan,2012）。 

此外，教師被視為推動學校組織再造的領航者，教師的教學除了要和學生的學

習評量掛勾，亦將課程的標準、教師評鑑等視為教師教學的績效表現（陳佩英，

2009）。現在的教師除了擔負教學成效的責任，也需為教育改革的發展付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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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地對教師專業能力的要求 

    教育變革環境的改變與教師教學任務的轉變，導使教師的角色也在不斷地演

變中，其專業知能也需隨著時代與社會的需求進行增進，使專業內涵與素質得到

持續發展。世界各國各地都為提升教師的專業品質制訂了一系列的能力標準與法

規政策作為推動，只是其側重會因應國情與社會環境及實際的需要而不同。下表

將從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和澳州分別探討對於教師專業能力的要求： 

表 2-1  

各地教師專業能力要求之概況 

國家/地區 教師專業能力要求 

臺灣 

（中華民國教師

專業標準指引，

2016） 

1. 具備教育專業知識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 

2. 具備領域/學科知識及相關教學知能 

3. 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力 

4. 善用教學策略進行有效教學 

5. 運用適切方法進行學習評量 

6. 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性學習環境 

7. 掌握學生差異進行相關輔導 

8. 善盡教育專業責任 

9. 致力教師專業成長 

10. 展現協作與領導能力 

中國 

（陳盛賢、溫子

欣，2017） 

專業理念與師德 1. 職業理解與認識 

2. 對學生的態度與行為 

3. 教育教學的態度與行為 

4. 個人修養與行為 

專業知識 5. 教育知識 

6. 學科知識 

7. 學科教學知識 

8. 通識性知識 

專業能力 9. 教學設計 

10. 教學實施 

11. 班級管理及教育活動 

12. 教育教學評價 

13. 溝通與合作 

14. 反思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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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教師專業能力要求 

香港 

（教師專業發展

小組委員會，

2003） 

教與學範疇 1. 學科內容知識 

2. 課程及教學內容知識 

3. 教學策略、技巧、媒體、語言 

4. 評核及評估 

學生發展範疇 5. 學生在校的不同需要 

6. 與學生建立互信關係 

7. 學生關顧 

8. 學生多元的學習經歷 

學校發展範疇 9. 學校願景、使命、文化及校風 

10. 校政、程序及措施 

11. 家庭與學校協作 

12. 回應社會變革 

專業群體關係及

服務範疇 

13. 校內協作關係 

14. 教師專業發展 

15. 教育政策的參與 

16. 與教育有關的社區服務及志願工作 

新加坡 

（許民忠，2012；

許宛琪、甄曉蘭，

2015；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2009） 

專業實踐 

 

1. 培育全人的兒童 

2. 為學生提供有品質的學習 

3. 確保「課程輔助活動」學習的品質 

4. 培養知識：（1）精通學科知識（2）反

省性思維（3）分析思考（4）主動性（5）

創新教學（6）關注未來的趨勢 

領導與管理 5. 贏得人心（1）瞭解時下環境（2）協助

同儕的發展 

6. 能與他人合作（1）與家長成為夥伴

（2）能以團隊的方式合作 

個人效能 7. 瞭解自己與他人（1）債聽自我聲音

（2）個人專業的完備與法定責任（3）

瞭解與尊重他人 （4）具有彈性與適時

調整 

美國 

（NBPTS，2006） 

1. 致力於學生及其學習 

2. 知道教授的主題（學科知識）及如何教授學生（教學方法） 

3. 管理和監督學生的學習情況 

4. 能系統性地思考自己的教學實踐並從經驗中學習 

5. 應為學習社群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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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教師專業能力要求 

澳洲（AITSL，

2011） 

專業知識 1. 瞭解學生以及學生如何學習 

2. 瞭解教學內容（ 科知識）並知道如

何教（教學 法） 

實務專業 3. 規劃和實施有效的教學和學習 

4. 創造和維持具有支持性與安全感的

學習環境 

對學生學習進行評估、回饋與報告 

專業參與 5. 致力於專業學習 

與同事、家長（監護人）及社群進行專

業交流與合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在教育改革環境的大氛圍下，社會對於教師專業能力的要求與建構日益關

注。社會希望可以透過一套有系統的尺規，來衡量包括教師教學、班級經營、學

習評量、學生輔導、教師進修等各方面的教師專業表現程度（吳清山，2011）。從

上表可得知，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和澳洲對於教師專業能力的要求

已不再侷限於教師的學科知識或是教學方法，也不再只聚焦於學生的學習成效。

而是包括了一系列的專業要求，包括：教師學科知識與能力、教學表達能力與技

巧、教學評量能力、教學判斷的能力、輔導學生的能力等分別關於知識、技能與

判斷層面的專業知能。綜合而言，這些國家地區對教師專業標準的要求可歸納為

以下兩方面： 

一. 專業知能與實踐 

上述各地都要求教師掌握學科的內容知識與教學方法，致力於學生的培育及

學習。而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的國家/地區都提及到教師要對學生的學習情況進

行管理與掌握，並對學生的學習進行評量。再者，中國、美國、新加坡都要求教

師具備反思思考的能力，而新加坡更要求教師具有主動性和創新教學的能力；臺

灣、中國和澳洲則都認為教師需要具備規劃設計課程與實施教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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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作學習 

中國、美國、新加坡、澳洲、香港和臺灣都認為教師需要進行協作學習。美國

明確指出教師應為學習社群的一員；而新加坡和澳洲認為，教師除了以團隊/社群

進行專業發展的交流與合作、以協助同儕的發展外，更要與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成

為夥伴。中國提到教師間要進行合作與溝通；香港則關注校內的協作關係，參與

與教育有關社群與志願工作；臺灣則是認為教師而展現協作與領導能力。 

由此可見，教師責任與任務已不再是單純的教學與實踐，更包括了以協同合作

的方式持續進行專業學習。而鼓勵教師間的協同合作、重構教師的工作場域、提

供必要資源和結構支持是教師專業發展不可忽略的途徑，更可以兼顧教師個體和

學校組織的同步發展（孫志麟，2010）。下文將以臺灣為聚焦，探討教師間協同合

作的展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臺灣的發展脈絡。 

叁.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臺灣的發展脈絡 

面對現今世界的快速變遷與全球化所帶給社會的新挑戰，教育改革的成功除

了政策的連貫一致之外，文獻更指出教師進行個人的專業發展仍不足以回應新的

變革，教師需要改變工作模式與認知，以共同責任、團體合作和互相協作的方式

進行專業成長、建構老師們的專業能力，而且學校之間也要互相協助才能回應新

世紀的教育變革挑戰（Hargreave & Fullan,2012）。 

一. 在教育改革環境的影響的促使下，強調教師間的協同合作 

臺灣的教育界近年來面對著一連串的改革浪潮：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107課綱的頒佈及修訂、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學習

共同體與翻轉教室的熱潮……教師需要擔負的任務與面臨的挑戰日益不同，而且

在教育改革的背景脈絡下，教師更需打破孤立的文化，與其他老師合作一同進行

專業成長（許家驊，2017；陳佩英，2009）。 

促使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因素可以回溯到搭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推動而成，主要目的為提升教師專的教學效能。之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備受重

 



16 

視與政策的推動，例如教育部在2014年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的實施要點五中明確指出教師應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共同進行教學實務的分享與

交流探究，持續促進專業成長；在2016年的「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中也要求輔

導委員了解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狀況，協助教師團隊的永續發展；2017

年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更發布了「補助辦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

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要求地方政府應督導轄下國中小推動教師學習

社群運作，提升教師專業成長。（許家驊，2017） 

綜合以上，以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作為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備受重

視，各項教育政策中支持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支援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均列

為推動重點。政府希望教師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參與，經由合作的方式進行共同

的探究與問題解決，促進同儕間專業交流對話，達到專業增能和改善教學實踐、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目的；進一步促進學校改進和教育改革的發展。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臺灣的發展情形 

在臺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的學校和組成社群的數量在持續增長中（蕭

舜文，2009）。教育部在2009年時編製了《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希望

教師可以藉由專業學習社群的建立，結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逐漸打破老師之間

的籓籬，共同進行同儕專業對話與教學分享，以提升教師的專業和學生的學習（教

育部，2009）。可以看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為臺灣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 

2011年的時候教育部更委託了張新仁等人編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頭羊

葵花寶典》，提供教育行政主管、學校行政團隊和社群召集人作為參考，以促進社

群穩健運作並維持社群之永續發展（教育部，2011）。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的

學校和組成社群的數量也在這樣的教育改革背景下持續增長中，更成為了教師專

業發展的重要途徑（蕭舜文，2009）。 

綜合以上，以臺灣的情況而言，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是其中一項備受關注

與具有成效的教師專業成長途徑。而有鑑以「社群」進行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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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普遍的重視，研究者想要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個案，瞭解在台灣社會大環

境下教師實踐社群的建構與其運作模式的建構與實作，以及探討以這種模式進行

的專業成長對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包括專業知能、教學方法、專業交流和專業

判斷等的發展與效果。 

小結 

此處以Hargreaves和Shirley（2009）教育工作人員的專業化原則：高素質的

教師、健全的專業組織和活力的學習社群作為總結。繼續推動教育變革的主要角

色是教育領導者和教師，而改革成功的關鍵尌在於這三項專業化原則。可以看出

教師專業的持續發展在社會大環境的脈絡下具有重要性與必要性，因為它是影響

教育、學校乃至課程的改革至關重要的因素（Hopkins,2007）。而現時教育改革浪

潮中所提到核心課程的研發、學校的發展、專業學習社群的參與等，都強調教師

專業知能的發展，對於教師的專業標準也在提高。因此教師必頇擁有與時俱進的

教學能力（吳清基，1995），並在職業生涯中持續地更新他們的知識和教學技巧

（Cooper,2004；Vriesa, Jansena, Michelle & Grifta, 2015）。再者，教師專

業發展途徑由以往的單獨獨鬥逐漸重視教師間的協同合作，以參與專業學習社群

的方式促進實踐與知識的分享創新，提高教師自我效能與集體效能。 

綜合而言，教師在學生學習成尌與學校教育品質中扮演著不可輕忽的角色（孫

志麟，2010），教師的專業能力不但要跟上時代的腳步以引導學生學習，切合社會

的需求；另一方面，老師這一關鍵的角色也必頇因應教育改革的政策做出改變，

以跟上時代與政策環境的發展，以合作共學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專業知能與素質，

肩負貣相應的責任；這也體現了教師的社會地位、尊嚴與其價值，以達到提升教

學、乃至投入學校改革、整個教育系統改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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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踐社群之探究 

壹. 專業能力的建設—由「處方」時代過渡到「專業化」時代 

在瞭解教師專業能力的建構與發展途徑之前，先對教育系統性的改革有整體

概念，瞭解專業能力的建設是因應時代的發展從處方式（Prescripition）邁向專

業化（Professionalism），下圖表現了此轉化歷程： 

 

圖 2-1 走向永續的全系統性改革 

資料來源：取自 Hopkins（2007：45） 

 

從上圖可得知，國家在矩形左則的角色與其在右則的角色相當不同，學校的

角色也是如此。70-80 年代的社會環境相對穩定，由於專業標準太低與多樣化，都

需要國家某種形式的直接干預；而證據也顯示，在此階段「國家處方式」的能力

建構是成功的。80年代開始，改革停滯不前，社會越來越認識到學校需要領導下

一階段的改革。這意味著能力的建設需要從一個「處方時代」過渡到「專業化時

代」，國家處方和學校領導改革之間的帄衡出現改變。教育這種大規模的改革無法

單靠政府的立法控制完成，而是需要學校的一貣協助，才能得到深入而且永久的

發展。（Hopkin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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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專業發展由「套裝」模式至「培力」模式之過渡 

承上所述，教育改革的成功除了政策要連貫一致之外，尌是要建構老師們的

專業能力（Hargreave & Fullan,2012）。教師專業發展模式也亦會受到教育改革

的影響而有不同的側重。而且教師專業發展模式的表現類型眾多，不同的學者、

不同的分類原則，有不一樣的表現方式。研究者綜合 Borthwick和 Pierson（2008）、

Joyce和 Calhoun （2010）、Lawless和 Pellegrino （2007）、Hargreaves & Shirley

（2009）與王為國（2007）的說法，把教師專業發展的模式統整為「套裝訓練」

與「培力增能模式」（陳佩英，2008）。 

套裝訓練（處方式）的專業成長由專家學者主講，以資訊內容的傳遞為主，

多為靜態的研習，目的是增強教師的專業知識與技巧（陳佩英，2008）；像是小冊

子、網絡資訊的學習，還有一般的課程培訓、研討會、專題講座、學位進修等。

而培力增能模式則強調教師的自我導向學習、行動研究、同儕輔導與合作學習等，

涉及到個人成長與轉化的動態歷程，允許更多彈性的空間讓老師自己發展，強調

教師的知覺和反思，是促成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陳佩英，2008）；像是行動研究

與各種形式的社群等，皆重視教師的自發性與發展的空間。 

教師專業發展的進行方式從講座、研習到輔導模式和社群等，漸漸重視老師

的個體需求與教師之間的協同合作，由「監督」的性質轉向為「開放」與支持，

為教師提供各方面的支援與協助，以利安排自身的專業成長（Joyce & 

Calhoun,2010）。由此可知，除了對教師的表現作出標準要求之外，發展支持性的

教師專業發展系統也受到重視。其中，對於教師而言建立社群是一個可行的、有

效的分享知識與經驗的方法，更可以作為個體發展和集體目標實踐的新模式，解

決問題的同時支持教師的專業發展（王為國，2007；吳佳美，2015；張新仁等，

2011；陳佩英，2009；陳佩英，2012；黃冠達、張純、幸曼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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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社群的類型 

一. 專業學習社群 

Fullan（2006）指出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簡

稱 PLC）的概念至少可以回溯到 1981年 Judith Little發表的一篇關於合作的文

章「The power of organizational setting」和 Susan Rosenholtz對「豐富學

習」（learning enriched）和「貧困學習」（learning impoverished）的研究。

研究指出了教師可以透過協作（collaborative）的方式，一貣協力改善教學，讓

學校成為更好的學校，並激發教育改革的能動性。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尌是由一群教師以協同合作的方式共同進行專業對話與發

展、他們在情境當中回應當下的需求，進行問題的探究與解決，藉由促進學生獲

得更佳的學習成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任務」可以是進行課程共備、開發課

程，也可以是讀書會等。老師之間的互相支援和互相打氣，打破「單打獨鬥」的

競爭局面，減少教師間的孤立與隔閡，並藉此由下而上觸動學校結構與文化的轉

變（王為國，2007；吳佳美，2015；張新仁等，2011；陳佩英，2009）。綜合而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被提倡做為個體發展和集體目標實踐的新模式，是學校回應內

部、對外及未來效能等要求的行動匯集（陳佩英，2009），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予以

相互的情感支持（陳佩英，2012）。 

二. 網絡學習社群  

再者，相關文獻指出傴依賴教師專業發展或專業學習社群，亦難使學校得到永

續變革和創新，因此學校或教育系統的橫向連結關係、互動學習和知識演化成為

新的變革論述（Miettinen,2013）。 

1990年代晚期資訊科技逐漸運用於教育發展，經由網絡的傳播與連結的擴大

可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並且連結中央與當地的教育組織以利於系統重建與文化

的再造（引自陳佩英，2017）。學校可透過網絡社群分享互相的經驗，藉此向外學

習--學習其他學校的實踐經驗和新的知識，避免學校的成長停滯或重複使用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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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Hadfield和 Chapman（2009）更表示網絡學習社群對於教師的教學和學生

學習表現的改進大致上有正面的影響。Jackson & Temperley（2006）認為網絡學

習社群既是專業學習社群的其中一種發展形式，亦是專業學習社群的強化和延伸

的表現；透過校際間的合作與學習可以增強校內的專業學習和協作文化。 

陳佩英、卯靜儒、鄭毓瓊（2014）也指出表示跨界的網絡社群提供了一個學習

帄臺，而這個學習帄臺是具有多元異質的特點，讓大家脫離了自己熟悉的工作情

境進行新的學習與交流，促成了由下而上的深度專業成長的可能性。 

三. 實踐社群   

回顧現今的社會，教師面臨著知識經濟的大環境，需要重視知識的分享與管

理才能使自身的專業得到快速的發展（江彥廷，2007；孫志麟，2003），以適應時

代需要。而在眾多的社群形式中，教育界有關實踐社群（又譯為：實務社群）

（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探討愈來愈多（王為國，2007）。教師實踐社群

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相關的，都是有關於教師專業的精進。但由於實踐社群允

許成員更大組合的可能、邊界進出比較容易、重視對話與創造成員的可能性，而

且聚焦於教育實踐的改進，因此本研究選定以實踐社群為研究領域進行探究。而

本研究所提及到有關於實踐社群的概念，主要是由Wenger（1998，2003）而來，

下面將從實踐社群的內涵、構成、價值與特色等各方面進行探討，開拓教師專業

發展思維方向。 

肆. 實踐社群之綜合探討 

以下將從 Wenger 的學習社會性進入，對實踐社群的涵義、設計組成與價值分

別進行探討，最後再以教師實踐社群為結，瞭解實踐社群的構造與發展。 

 一. Wenger 之學習社會性   

「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一詞最早由 Jean Lave 與 Etienne 

Wenger在 1991年研究師徒制的案例時所提出（江彥廷，2007；張召雅，2011；黃

冠達等，2015；Corso & Giacobbe,2005；McLaughlin,2003；Silva & Olso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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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e與 Wenger於 1991 年時在助產士、屠夫、裁縫師、航海士官、戒酒協會會員

這五個學徒制的案例中發現，學徒的知識習得與學習不限於初學者的階段，更常

發生在熟練者（journeymen）與較資深的學徒（more advanced apprentices）之

間，他們主要是透過和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來學習，而不是師傅的教導（引自：

張召雅，2011；黃冠達等，2015）。 

Wenger（1998b，頁 5）的實踐社群運用了社會學的理論，將學習分成四個組成

要素，如下圖所示： 

 

圖 2-2 社會學習理論的組成要素 

資源來源：修改自 Wenger（1998b：5） 

 

Wenger（1998b，頁 5）所指的社會學習理論四個組成要素分別為意義

（meaning）、實踐（practice）、社群（community）與認同（identity）： 

（一）意義（meaning）：一種個人和集體有意義地體驗生活和世界的方式，

指涉我們能力（ability）的變化。 

（二） 實踐（practice）：藉由分享共同的歷史和社會資源、框架和觀點的

方式維持彼此的參與互動。 

學習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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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群（community）：一種擁用共同的價值追求，並將我們的參與被視

為是能力表現的社會型態。 

（四） 認同（identity）：關於學習如何改變我們的議題，並在社群的背景

脈絡下創造個人的歷史。 

綜合以上，Wenger 認為學習不是個體單獨進行的，而是在情境中從社會出發，

從意義、實踐、社群及認同中進行學習。而教師的學習也是如此，除個體學習外，

也需要在社會的情境中與其他同儕、夥伴進行交流、互動以進行學習、分享實踐，

產生對自身專業身份的認同以積極參與專業對話，持續參與專業發展。 

二. 實踐社群之涵義 

現時普遍認為「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最早由Lave與Wenger

提出，但其實實踐社群的概念與運用存在已久，像是早期穴居時期人類會圍著營

火討論追捕獵物的方法，到最近的殼牌石油、惠普電腦公司等各企業與機構人員

形成的各種學習團體都可說是某種型態的實踐社群（Wenger et al.,2006）。 

「實踐」意味著「動手去做」，目的是完成任務並在工作中擁有令人感到滿意

的經驗。為了要讓我們所做的事情具有一定的結構和意義，實踐是在一個歷史和

社會的背景下進行的；而實踐社群尌是在這個意義的基礎上建構而成

（Wenger,1998b：47）。 

Wenger（1998a）認為實踐社群是由一群定期進行互動的人組成，成員們需要

時間和空間來合作。在社群中成員們相互參與創造、改進、溝通和使用知識，解

決困難及問題，以達至學習。 

Wenger（1998b：45）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共同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

的實踐反映了我們對於事業的追求和隨之而來的社會關係。實踐社群尌是在某一

段時間裡持續追求共同事業以建立社群財產的一種社群」。 

Wenger和 Snyder（2000）指出實踐社群是由一群人通過共同的專業知識和熱

誠組成的共同企業；在實踐社群中人們會以自由流動的創新方式分享經驗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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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討論成功或挫折的經驗以及未來的挑戰。實踐社群的特質是有機的、自發的

和非正式的，這些性質讓實踐社群可以抵制監督和干預。 

Lesser和 Storck（2001）則認為實踐社群是一群人基於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進

行分享和學習，以提高組織績效。實踐社群具有創造性的價值，可以克服快速的

變化，透過將新成員置於領域中維繫社群，而新成員則通過參與學習和與社群其

他成員的互動來建立合法性，這都是實踐社群重要的定義特徵。 

Wenger等人在2002年時指出實踐社群成員因為發現了共同學習的價值而聚集

在一貣，在聚會中針對特定的主題進行討論，透過非正式的定期聚會累積實務與

知識發展獨特看法、彼此共同知識以及實務和方法，並在社群中發展個人關係，

建立互動方式與認同感，進而形成實踐社群。尌是說，實踐社群是指「一群人為

獲得該領域更深入的知識和專業，藉由持續的互動來分享利害與共的事情、共同

的問題或熱情來達到目的」（黃維譯，2003，頁11-12）。 

Corso和 Giacobbe（2005）把實踐社群定義為：一群分享共同興趣、一系列

問題或熱情，並通過人際關係增加成員的知識和瞭解的社群。透過實踐社群，個

人可以找到社會性需求的答案，產生歸屬感和進行經驗分享，成功地滿足組織目

標；企業也可以找到新的方法，克服傳統企業的地理限制，產生組織紐帶。 

綜合而言，「實踐社群」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標和熱誠的人持續進行互動與學習

的過程，核心尌是學習和探究。實踐的過程即是學習的歷程，成員不傴認同共同

學習的價值，更會透過一系列正式/非正式的活動進行對話、分享、學習與實踐，

持續追求共同事業，以深入該領域的知識和專業，創造更大的可能性（黃維譯， 

2003）。 

三. 實踐社群之設計組成 

Wenger指出實踐社群的形式有很多種：或大或小、長期或短期、集中或分散、

同質性或異質性、內部或跨疆界、自發或刻意、不被承認到制度化（黃維譯，2003，

頁33-37）。雖然實踐社群的邊界自由、存在形式不拘，具有一定的流動性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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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價值，但Wenger等人仍歸納了實踐社群的設計七原則；其結構仍由領域

（domain）、社群（community）、實務（practice）這三種基本元素組成（黃維譯，

2003）。下文先瞭解實踐社群的七項設計原則，再對實踐社群的結構模型進行探討。 

（一） 七項設計原則： 

Wenger等人在2002年提出「活力」對於實踐社群來說是很重要的，而設計出

一個具有「活力」的實踐社群，而具備以下七項原則（黃維譯，2003，頁64-78）： 

1. 設計發展 

2. 打開社群內部與外部間對話的可能 

3. 吸引不同程度的參與 

4. 公共與私人社群空間的同時開發 

5. 專注於價值 

6. 熟悉與刺激的結合 

7. 為社群創造節奏 

綜合而言，實踐社群是一個有機體，其發展設計尌像是終身學習的過程，著

重的是促成社群的自然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社群會隨著環境、新成員的加入與

社群所分享的知識等作出反應其重新設計自己的元素。 

社群中的成員在集體經驗的基礎上更能瞭解社群的目標、領域的核心議題、

重要的知識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定時的對話與交流有助於共同學習與實踐；而與

圈外人的對話更可以幫助圈內的成員更深入瞭解社群中的關鍵議題與策略潛力、

看到機會、帶入資訊，並引貣思考與討論。 

依據對社群的興趣程度、參與理由和參與程度的差異可以將成員分為：核心

群、主動群與外圍群。隨著主題的轉換或焦點的轉移，成員會在這些階層裡進行

移動。在實踐社群中，即使是「外圍群」的活動也是重要面向的展示：「外圍群」

的成員或許會以自己的方式進行學習與討論，形成自己的看法並加以運用，甚至

會發貣一個類似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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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公共活動有「儀式」的意味，也兼具實質目的；而社群私人空間的營

造則創造了資訊分享的管道與有利於非正式討論的發生，不只有助於公共空間的

營造，也是會議成功的關鍵。社群裡的公共與私人空間是彼此相關的，在兩者之

間適當地安排活動，可以讓活動強化成員間的關係，也讓這些關係豐富活動。 

正如前文所強調，大部分的成員都是自願參與社群的，因此「價值」是社群

生命與持續發展的關鍵。實踐社群鼓勵社群成員持續清楚地說出社群的價值，並

透過事件、活動與關係，讓成員們期待的價值與潛在價值出現，找出方法達成。 

社群成長後通常會形成某種模式，藉由對社群活動的熟悉，成員之間會形成

安全的氛圍，自由、開放、真誠地閒聊或進行討論，分享意見、作出檢討並作出

新的嘗詴，提供不同的思考和活動。這種促進人與人不同的接觸，為社群活動的

熟悉性提供或補充刺激和新鮮感。 

社群大大小小的聚會、熟悉與刺激活動的轉換、成員們私下互動的頻率、以

及社群整體發展的頻率，都會影響到社群的節奏。實踐社群的核心雖是成員們長

久關係所織成的網，但成員們的互動亦會受到社群活動節奏的影響。每一個社群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會有自己的節奏，社群活動的適當安排可以使得社群的節奏

強烈而有規律，從而使社群具有活力。這正是社群發展的關鍵。 

以上的原則是Wenger等人在2002年一書中根據經驗整理而成，我們可以彈性

地運用這七項原則，以帶出社群的方向、屬性與能量（黃維譯，2003）。 

（二） 三個基本組成元素 

「社群」與「實踐」的結合是指一種擁用特定目的的社群結構。實踐社群的

表現形式雖然十分多元，卻仍有共同的基礎結構。實踐社群是由領域（domain）、

社群（community）和實踐（practice）這三個基本元素所組成（黃維譯，2003；

Wenger，1998b）。瞭解這三項基本元素的內涵，除了可以對實踐社群的模型發展

作出整體的認識，更可以釐清實踐社群的特別之處與參與的面向，點出其價值的

所在，引領其發展。以下將分述之（黃維譯，2003，頁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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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領域 

實踐社群在發展個人專業知識領域的同時，也需要建立成員間的共同領域；

讓成員可以針對某些議題的某個知識領域進行探討的同時，也讓每位成員都能接

受社群的共同實務（Wenger et al,2002）。實踐社群的領域關心的應該是需要持

續學習、具有複雜性而且存在已久的議題，這樣才能吸引成員自願加入；更具體

地說，領域應該是由成員共同體驗的重要問題或議題所組成，會隨著世界和社群

演化轉變焦點，不斷迎來新的問題、新的技術與新的挑戰，這樣才能激發貣成員

的參與和投入。 

Lesser與 Storck（2001）更指出，社群的領域（field）不但為成員之間的

相互作用和目標提供了初步的界限，更會影響到社群內部關係的形成。社群的領

域讓人們聚集在一貣，指引成員的知識管理與學習，也形塑了成員的價值與行為。

藉由明確界定共同領域的範圍，創造出對知識以及實務發展的責任感和成員的認

同感，也讓成員們彼此做出承諾。「認同感」是基於對領域的分享和瞭解，而「承

諾」會影響到社群日後的運作。如果成員對社群領域沒有「認同感」和「承諾」，

那只是一群朋友在「眾首一堂」地聊天，而不是實踐社群的組織了。 

綜上，通過成員對領域理解的分享，成員們能聚焦探討特定主題或範圍，確

定核心概念、待解決的問題和分享的內容等。而透過這一系列活動的參與，成員

們加入到實踐社群中並提供貢獻，同時也使得社群的以合法化的存在。 

2. 社群 

社群為關心相同領域的人所組成的團體，是一個創造學習的社會結構，讓成

員之間產生聯繫的同時，也與情境及社會關係產生連結。成員參與社群實務工作

的本身即是學習的共同軌跡，是不斷互動、開展和形成社群的歷程。社群的概念

具有共同性，也鼓勵差異化；實踐社群的成員都是自願參與的，扮演著不同的角

色，而且不論成員的參與程度如何，他們都是重要的一角，建構著自己的專長與

風格，產生個人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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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Lesser和 Storck（2001）所言，成員具有同質性的背景、技巧或觀點的

確可以讓實踐社群容易開始，但這不是必要條件。只要擁有充足的共同基礎，成

員之間相互配合，差異性反而會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與不同的觀點，也可以帶來更

多的學習、更有趣的互動與關係和增進創造力；適當處理衝突與解決歧異，可以

作為深化關係與學習的方式，社群的個人成員亦可以在其中獲得豐富的學習和具

有更高的動機來進行學習與應用所學知識。 

實踐社群是一群人的互動與討論，不論是會議休息或午餐時的談話、網上的

聊天室、視訊、或者是面對面的形式（Lesser & Storck,2001），他們都在一貣學

習、建立關係並在過程中發展歸屬感。在實踐社群中，成員們定期進行互動與討

論，共同協商與建構共事的意義，成員之間可以提供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聆聽別

人的意見；你可以把其他人的意見作為參考，也可以不接受。換句話說，成員們

在這種親密又開放的氛圍中相互學習，形成緊密與互惠的人際網絡，建立共同的

歷史感與認同感，因而可正面對待差異化、張力和衝突。而這種具有連續性的互

動與討論不傴更能發展出共同的瞭解和實務，也有助於成員之間的互惠互利。 

綜上所述，有效的社群是提供探索學習的場域，創造出合作的策略讓成員之

間建立關係，發展身份並對社群產生歸屬感；營造出安全、信任、開放、互動與

對話的環境氛圍，讓成員們可以有信心地、自在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說出內心的

想法、產生共鳴，甚至是尋求幫助和互相運用彼此的概念來解決問題，互相承諾。 

3. 實踐 

「實踐」是在特定的領域裡，經由社群成員們協商後得出的做事方法和共有

的標準，以創造出行動、溝通、問題解決、表現與責任的基礎（Wenger ,1998b）。

實踐不但代表過去已實行的事，呈現了社群的歷史以及累積的知識；更具有未來

導向的意義，提供資源讓成員掌握新的情況，以創造新的知識與做法。 

在實踐的過程中，成員們一方面將他們的知識與社群的知識應用於解決真正

的問題上；另一方面，又會將從不同領域專家學習到的新經驗帶回社群進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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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運用（Wenger,1998b,2000）。成員們參與情境中的學習，累積互惠、培養群體

感與信任關係，並在這當中產生想法、結構、模型、工具、資訊、風格、語言、

故事、文件、反思、最佳實務、網頁、分享的資料庫與研究方法等，具體呈現了

身處實踐社群的某些行為模式、對問題和想法觀點、思想風格，甚至還有倫理立

場。實踐社群的組織慣例和既有做事方式雖然會存有模糊地帶，但「溝通」和「協

商」可以作為中介進行協商，將組織的目標和變革需求連結，持續豐富組織的共

享資源以及產生新的認識與認同（Wenger,1998b）。成功實踐的發展，有賴於成員

共同探索新領域的活動，以及產出文件或工具等事物（thing）之間相互帄衡，這

需要不斷的整理與互動。 

由此看來，社群成員的參與意義是經過互動與共同協商，或是在動態和脈絡

關係中進行施與得的交換與行動（Wenger,1998b）。實踐社群可以反映成員的觀

點，每個社群在發展與分享知識的時候，都有獨特的方式將其與實務顯現出來，

這是一種集體的產物，以此整合到人們的工作中。成員在此工作情境中探索特定

領域中的知識，熟悉該領域的技能，而社群的共享資源讓領域成員掌握新的情況

並創造新知識與技術。 

綜合以上，這三項組成元素不但是發展實踐社群的模型，更提供了共同的語

言背景，有助於實踐社群的發展、成員們討論和集體行動，更能在組織中得到合

法性和資金。實踐社群強調的不只是成員們在開放、帄等與安全的氛圍中以互動

與討論的形式學習知識技能，更是在社群的情境脈絡中建立關係和藉由活動的參

與創造意義、對社群產生認同感，並發展工具、文字、故事與方法等共享實務，

經由蓄積後成為組織的資本或共享的知識庫（shared repertoire）。 

實踐社群除了有三項組成元素，Wenger（2008b：73）更指出實踐社群的三個

運作維度，分別是聯合事業（joint enterprise）、相互參與（mutual engagement）

和共享智庫（shared repertoire）。尌是說，實踐社群的運作除了要分析成員之

間是否有共同的願景和事業目標、相互的績效責任、建立一定節奏與互動，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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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成員是否有在複雜的社會情境下一貣進行共同學習、彼此互動，並將所思所

得整理成社群的智庫，作為社群的集體財產一同維護和運用。 

（三） 五個發展的階段 

社群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總會有不同的任務，遇到某些困難與挫折。根據 Wenger

等人（2002）的觀察，實踐社群的發展可以歸納為五個階段，分別為：潛在期

（potential）、結合期（coalescing）、成熟期（maturing）、管理期（stewardship）、

轉型期（transformation）。而每個階段又各有挑戰與對應的活動（如圖 2-3）。 

 

 

  

 

 

 

 

 

 

 

 

 

 

 

圖 2-3 實踐社群的五個發展階段與其發展重心 

資源來源：修改自 Wenger等人（2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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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期（potential）與結合期（coalescing）為實踐社群發展的早期階段。

處於潛在期（potential）的實踐社群主要任務為在成員們的經驗基礎上進行發現

和想像，創造新的機會。依據實踐社群的領域、社群與實務，決定社群的主要焦

點、界定將來要投入的議題、確認社群的協調者與思想領導者，並建立成員間的

關係，以促進社群的發展；結合期（coalescing）主要透過社群活動的舉辦來發

展，開始社群的活動與空間並找到真正有用、值得分享的點子、見解和實務，指

出社群的價值並形成網絡成員之間亦需要進一步營造信賴、需求及共同利益的關

係氛圍。（黃維譯，2003） 

成熟期（maturing）、管理期（stewardship）、轉型期（transformation）為

實踐社群的成熟階段。處於成熟期（maturing）時，實踐社群需要釐清社群的焦

點、角色與範疇，開始會有新進成員或旁觀者進入；一般來說，這個時期實踐社

群的領域、成員數和實務都會同時成長，從「定義」轉變為「發展」的歷程，不

但真實討論社群所需的知識、發展學習的進程，更會重新定義社群範疇、評量社

群的價值並建立資料庫。管理期（stewardship）的實踐社群主要表現座成員對社

群的所有感與社群的開放性，成員們對社群的所建構成果、所造成的影響感到驕

傲；而社群也會接受新的成員與想法，帶來新的生命力。轉型期（transformation）

的實踐社群，或許會自然消失、變為社交俱樂部、會分裂為不同的社群，又或者

會「體制化」成組織裡正式的單位部門。（黃維譯，2003） 

這五個時期的歸納只是一般的階段、順序與活動，實際上的實踐社群所經歷

的發展階段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樣子。關鍵是要懂得在學習的過程中累積經驗，

並從經驗中進行反思回饋，為實踐社群帶來新的學習與發展。 

四. 實踐社群之價值 

實踐社群的全體參與者一貣學習，學習的重點是與他們工作直接相關的問

題。以短期來看，這可以讓他們的所學直接運用到實際工作中，使得他們更容易

完成工作或使工作更具有效能；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方式有助於建立社群發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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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做法，開發成員們能力（Wenger & Snyder,2000）。實踐社群不但共創共享

有價值的知識與策略，協助了成員的進步；更對不同的溝通模式進行整合，透過

聯繫來建立信賴與人際關係，促進目標的發展與達成。以下將從知識的創建與運

用、社會資本的積累以及組織的層面分述實踐社群的價值： 

(一) 知識的創建與運用： 

Wenger （1998a）認為知識在實踐社群的內部和之間創建、共享、組織、修

訂、積累和傳播。Lesser及Storck（2001）的研究發現，實踐社群可以降低新員

工的學習曲線，幫助員工解決疑惑並指導他們學習組織資源；在知識庫與共同討

論的互動學習中找到可用於回應客戶需求的、有價值性的知識，並創建相關實施

計劃……Wenger和Snyder（2000）的研究也顯示實踐社群可促使策略的產生、促

進「最佳做法」的傳播、分享解決問題和培養人才的專業技能，能有效提高國際

銀行和美國政府機構過程多元化組織的績效。 

(二) 社會資本的積累： 

Janine Nahapiet 和 Sumantra Ghoshal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或社會單位

所擁有的關係網絡中可獲得的和源自其中的實際資源和潛在資源的總和」（引自：

Lesser & Storck,2001：833），他們以三個維度表達社會資本： 

1. 結構維度：個人與其他人之間必頇有一連串的連接（connections）；

換句話說，個人必頇承認自己是網絡的一部分。 

2. 關係維度：連接之間必頇要建立貣信任感。 

3. 認知維度：成員們必頇具有共同的興趣或對組織面臨的問題有共同的

認識。 

Lesser與 Storck（2001）認為實踐社群可以處理非結構性的問題，是發展和

維持長期組織記憶的手段，也是傳統結構邊界之外分享知識的有效途徑。研究更

指出實踐社群的社會資本除了可以導致成員行為產生變化，也對企業的業績有積

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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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的重要資產： 

從組織層面看，實踐社群有助補充現有的組織形式與結構，從根本上激發知

識共享、學習和變革（Wenger & Snyder,2000）。實踐社群對於任何組織的運作都

很重要，而且對於將知識視為重要資產的人和組織更是如此（Wenger,1998a）。 

以 Wenger（1998a）的說法進行探討：首先，由於實踐社群的成員們有共同的

理解基礎，他們對溝通的內容有一定的瞭解，以及知道如何以有用的方式呈現信

息；因此，實踐社群可視為是交換和解釋信息的節點，是傳播整個組織移動信息

的理想渠道。再者，實踐社群保留了正式系統無法捕獲的知識，是新加入者進行

實踐的理想場域--即使實踐社群對某些任務和流程進行了慣例化，實踐社群亦會

對當地情況作出回應，以「生活」（living）的方式保留知識，因應個別的實踐者

進行運用。第三，實踐社群的成員為了共同解決問題，會不斷討論新的想法與跟

上時代的發展--協作性的探究使成員將其專業身份投入其中，並令社群與組織充

滿活力，使其處於前瞻性的地位。而且實踐社群圍繞著對成員來說重要的事情來

進行組織，也為成員提供身份的認同感，有助於我們整理自己關注的內容、參與

的活動以及不足。最後，成員們更可透過實踐社群發展核心知識，並通過邊界的

互動來進行重新學習，以引領組織的發展。 

五. 教師實踐社群之內涵 

以實踐社群的涵義來看，教師實踐社群尌是一群對教育領域有共同興趣和共

同熱誠的人，透過跨領域、跨學科專業的連結，聆聽彼此的經驗，形塑共享的知

識庫，朝向共同的目標邁進。教師實踐社群的存在形式不拘，發貣者不一定是「教

師」，參與者也不一定只有「教師」；而且教師實踐社群具有一定的流動性與創造

性的價值，著重的是成員們的經驗分享，在帄等、自由和開放的空間中交換不同

的意見，形成多元合作模式，共同發展相互支持的專業成長。而教師實踐社群最

特別尌是聚焦於教學實踐這一點。 

McCormick, Fox, Carmichael和 Procter（2011）認為，對於教師來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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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指的不傴是教學的計劃與實施，而是與教師教學有關的一切活動任務。這種

實踐是具有社會性的，並且賦予教師意義的歷史和背景。尌是說，老師在教師實

踐社群進行活動的時候，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識與做法是分不開的。 

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雖是屬於自己專業知能的表達，但可經由實踐社

群的參與及分享，與其他老師交換經驗並在自己課堂上作出嘗詴和發展來協商意

義。實踐社群中的成員在不同身份的處境上與不同的工作出聯繫，並在一系列的

活動中確定意義。實踐社群中教師的身份是一個發展和學習的歷程，正如 Wenger

（1998b）認為，身份是由社會和個人聯繫貣來的，而學習是一種成長的軌跡。透

過專業對話的積極參與、對各種處事方式的瞭解、以及活動的參加、資源的運用

和想法的分享，不但可以通過新經驗的形成來驅動能力（Wenger,1998b），也可以

讓教師自己更進行準確地定位（Beijaard et al.,2004）。        

專業身份的建構是教師實踐社群其中一項指標，一方面來說，來自不同專業

領域的教育工作者透過彼此專業領域的學習，進行跨專業的瞭解與討論，發展出

不同領域的共識 （Mentis et al., 2016）。另一方面，實踐社群通過更廣泛的歷

史和文化背景下的技能、知識及其成員關係的界定，開發共同的資源和實踐方式，

建構集體認同，從而讓教師在社群中找尋自己的定位，建構身份（Wenger,1998b）。

正如 Wenger等人（2002）所言：「教師在人群之間建立的關係，社群幫助教師創

造了歸屬感、產生了探究的精神，以及給予了他們職業的信心和身份」（P.15）。

尌是說，我們可以把專業身份的建構理解成是通過「歸屬於」某個專業社群而「成

為」某種特定的人的過程（Wenger,1998b），而這種身份的建構是影響教師實踐社

群及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教師對實踐社群參與的歸屬感，讓老師對實踐社群的

目標方向有進一步的了解，也讓老師願意分享這個理解。 

小結 

實踐社群以社會學習的理論為基礎，主要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們集合建

構組成，在開放與專業的社群文化中進行共同實務的探究、創造、改進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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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至持續不斷的學習並持續改善實務的操作。換言之，與他人的互動和交流是

實踐社群中關鍵的學習來源之一。成員們的一貣學習增加了有效進行實踐的信心

和能力。而「改變」也是需要同伴的，基於對話，相互信任和尊重的關係（Day et 

al., 2005），成員的分享並反思自己的技能和知識，整合他們的學習，並在不同

的實踐社群中發展和完善他們的實踐，不傴建立自己的專業身份與認同，更有助

於社群內和社群之間的合作（Wenger,1998b），促進實務工作的持續進步。 

而實踐社群以七項原則設計社群的發展，由領域、社群與實務這三個基本元

素結構而成。實踐社群會隨著環境、成員的變動、分享的核心等因素作出反應並

重新設計，其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動的歷程，由社群成員的共同參與作出不斷的創

造與實踐。而實踐社群的發展可大致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對應的挑戰、

活動與發展重心，藉由實踐社群發展階段的瞭解，可以認識到社群所面臨的困境

或將遇到的難題，作出設計及行動，使得社群應穩定發展。 

以教師實踐社群作為探討，教師實踐社群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出現，其主要成

員為對教育領域擁用共同理念、價值和熱誠的教師，藉由實踐社群的參與連結，

在開放與專業的氛圍中進行深入的對話、經驗的交流與實務工作的探究，以促進

教學實踐的不斷進步。而且教師成員在進行專業成長之外，也需為社群的發展創

造節奏，同時開發公共與私人的空間進行專業的交流，打開每一個對話的可能性。

綜合而言，教師實踐社群不傴是知識創建與運用的場域，也能促進教師社會資本

的積累與運用。 

以下將從教師專業資本的角度進行探究，瞭解專業資本的內涵之後，對「專

業資本與社群」有關領域的研究作出探究分析，將兩者概念作出關連性的探討。 

第三節 教師專業資本之探究 

    教師專業發展備受全球各地的普遍重視與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而教師自己

也要相信自己--對學習的需求不是因為對自己感到失望，而是要打開更高質量的

專業生涯和個人生活（Joyce & Calhoun,2010）這樣才能更有利於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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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進行。本節主要以 Hargreaves 與 Fullan（2012）一書所提及到的「專業資

本」（Professional Capital）的概念為框架，分別探討專業資本的組成：人力資

本（Human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判斷資本（Decisional Capital）

的內涵；再與社群作出連結，探究社群與專業資本之間的關連。 

壹. 專業化與成為一位專業人士 

「專業」具有專業化（being professional）和成為一位專業人士（being a 

professional）這兩個概念（Hargreaves & Fullan,2012）。專業化（being 

professional）指的是教師應有的特性、品格、表現、操守和合乎標準的行為；

而成為一位專業人士（being a professional），除了要經過長期又嚴格的培訓，

具有專門領域的知識、技能和倫理道德，與具備能做出專業的實踐及判斷的能力

之外，更涉及了別人對教師專業的觀感看法、教師的表現與社會地位等；而別人

的看法又會影響到教師自己對自我的判斷（徐俊祥，2008；Hargreaves,2000；

Hargreaves & Fullan,2012,2013；Webb et al., 2004）。 

以理想的狀態來說，教師的「專業」要既有「專業化」的特質，又要能「成

為一位專業人士」。而老師若要在複雜的教學情境中達到有效的教學，在具備專業

化的特質之餘又致力成為專業的人士，發展專業資本是其必頇的途徑（Hargreaves 

& Fullan,2012,2013）。 

貳.專業資本的內涵 

在商業和金融的世界裡如果想要得到回報，尌需要「資本」做出投資。「資本」

通常都被視為有形的資產，或一種金融的現象，用以促成經濟產物的出現，像是

資本通常會被認為是現金、原材料、房地產、機械設備等（Hargreaves & 

Fullan,2012、2013；Owen & Valesky,2004）。而 Hargreaves和 Fullan （2012、

2013）指出，資本（capital）可分為商業資本（Business capital）與專業資本

（Professional Capital）。 

如果以「商業資本」的角度來看教育，公眾教育為的是產生短期利潤，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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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更快得到回報。以這種角度來看教學，教學技術是很簡單的（teaching is 

technically simple）：教學可以由數據驅動，數據會給老師所有的答案。而教師

不需要嚴格的培訓、不需要經過努力的學習，也不需要在學校中進行的實踐的磨

練（Hargreaves & Fullan,2012）。與商業資本持相反立場的，尌是專業資本。 

以專業資本的角度看來，教學是一件具有難度的事：它需要技術、知識、高

水準的教育和學校的實踐等，教學是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改進，而且老師要

發展出自己的判斷能力，在教學情境中做出更好的決定。教育領域常常忽視專業

資本（Professional Capital）發展的問題，但其實如果想要在教育的長期投資

中得到回報，使教育得到更優秀、更廣泛的成效，尌必頇要對專業資本進行發展

與積累。（Hargreaves & Fullan,2012,2013；Webb,2002） 

    綜合而言，專業資本對教師的專業工作、專業能力和專業效能具有十分大的

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專業資本的政策和做法會逐漸積累教師的專業知識，

使所有學生的學習和成尌發揮更大的作用。換言之，專業資本與教師每天的教學

轉化有著根本的聯繫，強化教師的專業資本（Professional Capital），豐富其中

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判斷資本（Decisional 

Capital），尌可以增進教師教學效能，以幫助學生進行有效的學習（Hargreaves & 

Fullan，2012，2013）。 

以下分別尌專業資本中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判斷資本（Decisional Capital）的內涵進行探討： 

一.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一) 人力資本之概念 

「人力資本」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19世紀 60 年代芝加哥經濟學院（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 Schultz和 Becker（Adams，2016；引自：Alika 

& Stan，2014）。Schultz 在 1979年時提出「人力資本」是增加對個人教育和培訓

的投資；通過教育和培訓，個人的能力可以得到加強，從而讓工作的績效表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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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效的轉變（引自：Alika & Stan,2014）。而 Becker則在 1993年時提出人

力資本是對教育、培訓、技能、健康及個人價值觀所進行的投資（引自：Alika & 

Stan,2014）。OECD（2001：18）將「人力資本」定義為：知識、技能、能力和其

他體現在個人身上的屬性，可以促進個人創造、社會和經濟福利；而且人力資本

主要體現在「個人」的身上，其服務可以在市場上出售（OECD,2001）。Owen與 Valesky

（2004）指出人們擁有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是任何人類企業的資產。一個組織

所能獲得的人力資源是人力資本的一種形式。人力資本是潛在的高價值資產，可

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管理增加價值。Hargreaves 和 Fullan （2012）則認為「人

力資本」是指個人的才能（talent），在人們的身上、特別是透過教育和培訓的途

徑，發掘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knowledge）和技能（skills）；而且以教育與經

濟的角度來說，在人們的教育與發展進行投資，之後也可以為社會帶回經濟成果。

Alika與 Stan（2014）則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增加他/她的知識、技能和發展的能力，

這尌是所謂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發展可以讓社會和世界得以不斷的進步。 

綜合以上，人力資本主要指的是個人擁用的專業知能與技術，包括這些專業

知能與技術的更新和發展。透過人力資本的積累，個體不但可以獲得更多具有價

值從知識與能力，社會和世界也可以達至更大的進步。而對於教師而言，為了使

人力資本具有更大的價值，可以考慮適當地對教師進行培訓和提供支援，鼓勵他

們專業成長和發展（Owen & Valesky,2004）。 

(二) 人力資本之價值 

    以教育機構的環境來說，「人力資本」可以創造和維持一個高績效的組織（Owen 

& Valesky,2004）。而教師的人力資本是與教學相關的，尌是指老師要擁用與發展

教學必要的知識、技能與教學的能力（Hargreaves & Fullan,2012）。尌是說，老

師要瞭解自己的教學：不傴要知道學科的專業知識，還要知道怎麼教這一門課（教

學技巧）。老師要瞭解孩子們：不但知道他們的學習方式、瞭解他們的潛在文化和

家庭情況，更要讓孩子們融入校園、全力照顧所有的孩子，讓他們可以達到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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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進步；而且老師還要熟悉科學實踐，不斷地進行創新；再者，教師的領導

能力也可以更有效推動教育改革。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豐富老師的個人資本、熱

情與道德承諾才能完成的（Boote,2006；Hargreaves & Fullan,2012；Hord,1997；

Lavié,2006；Nolan & Molla,2017；Owings & Kaplan,2012）。 

    雖然人力資本主要體現在個人的層面上，但是人力資本的聚集與組合會遠遠

超過個體人力資本的力量，進而對組織產生影響（OECD,2001）。Boote（2006）、

Dika及 Singh（2002）、Fox與 Wilson（2015）、Hargreaves和 Fullan（2012）以

及 Owen與 Valesky（2004）都認為如果老師一直保持著「隔離」（isolation）狀

態的話，是無法增加個人資本的；換言之，「團隊」對於教師人力資本的積累而言

是十分重要的，「團隊合作」可以讓在同一所學校/跨校的老師們互相學習，建立

文化與溝通的網絡，營造共學、信任與合作（collaboration）的氛圍，加速老師

們的發展。具有支持性的組織環境能促進個人持續成長和專業成尌，在時間的推

移中教師的教學效能會不斷地提升。這尌是「社會資本」的重要性。 

二.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為了實現人的潛力，傴有人力資本是不足的。經濟領域的專家們越來越認識

到社會網絡中信任關係和集體努力的重要性（OECD,2001）。在 20世紀 70 年代，

經濟學家尋找了一個快速修復社會和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Dika & Singh, 2002），

James Loury第一次提到了社會資本的概念（Hargreaves & Fullan,2012），引貣

了大家的注意，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管理學等各個學科中迅速發揮了標

準理念的作用（Fine,2008）。將下將從社會資本的關係建立、資源獲取及集體行

動三方面進行探討。 

(一) 社會資本之網絡與關係的建立 

Temple（2001）指出社會資本是社會關係的總稱，雖然這些關係難以衡量，

也難以納入正式的模式中，但被廣泛認為是長期經濟成功的決定因素。Hargreaves 

與 Fullan（2012）認為「社會資本」是「數量」（quantity）與「質量」（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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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s）；探討的是存在於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會如何影

響他們獲取知識與資訊。林南（2005，2007）指出社會資本是個人透過社會網絡

或人際關係網絡直接或間接接觸到，並非個人能擁用，而是鑲對於人際關係與網

絡資源中；而網際網絡之所以可以提供社會資本，是在於網際網絡中所蘊含的資

源遠遠超過了單純資訊的目標。 

因此，社會資本並非單靠個人力量尌能擁用與發展的，而是存在於人際關係

與社會網絡資源中。社會關係的本身並不等於社會資本，但會是社會資本發展的

前提；可以說，社會資本是一種經由社會關係而得到的資本，社會關係會影響到

人們對於知識與資訊的獲取和運用，或是團體內部的合作（林南，2005）。本研究

將社會資本定義為鑲對於社群內所有成員間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動關係與網絡中的

資源。由於在探討社會資本時會運用到社會網絡的概念，而社會網絡的結構又會

影響到社會資本的產生，進而影響個體的態度與行為（林南，2005）。因此下文會

先對社會網絡的內涵與結構作出瞭解，再對關係的建立進行探究。 

1. 社會網絡的內涵與結構 

社會資本有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需具有社會網絡，二則是如何在社會網絡

中尋找並取得資源（林南，2007）。因為關係被視為是網絡中的一種資源，所以其

探討的核心基礎為「關係」的連結，而社會網絡是由行動者及行動者之間的關係

共同組成（林南，2005）。由此可見，社會網絡指的是因各種類型關係所形成的網

絡連結（應尹甄，2013），像是血緣關係、姻親關係、師生關係、交易關係、夥伴

關係等。社會網絡理論將這些關係視為客觀存在的事實，進一步探討事實間存在

的客觀關係—這些關係牽涉到結構特性對個體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進而影響其

行為態度（林南，2005）。尌是說，處在於關係網絡中的個體，其態度、認知與行

為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影響。 

McCormick等人（2011）將網絡結構理解為節點（nodes）之間聯繫而成的一

系列連結（links）；知識的創造與分享、網絡關係的連結都在網絡中的管道（p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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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流動（flowing）。Wellman 與 Berkowitz（1988）也將社會網絡視為由一連串的

節點（nodes）和連帶（ties）之間的相互關連。Wellman與 Berkowitz（1988）

更指出社會網絡可視為理解社會結構的探究工具，節點（nodes）可以理解為人、

團體、公司、家庭甚至是國家這些單位；連帶（ties）指的則是這些單位之間的

連結；對連帶進行分析，可以呈現出社會網絡等資源流動、對稱關係或結構轉變

的過程。Church等人（2002）則以「漁夫的魚網」（fisherman’s net）的隱喻來

描述網絡結構關係，網絡結構由連結（threads）和結點（knots）相互交織構成，

而結點（knots）則是在網絡結構中行動者共同創造和進行的活動，是強化社會網

絡結構的重要因素。以此來看，社會資本被視為因行動者在他們所屬的社會網絡

結構中作出資源聯繫及資源取得而產生（林南，2005）。 

2. 關係的建立  

在社會網絡關係中感到安全與信任，足以讓成員在互動中分享他們的人力和

判斷資本，從中獲取資源（Fox& Wilson，2015）。如上所述，社會網絡探討的核

心為關係的連結，並將關係視為獲得資源的途徑（林南，2005）。換言之，社會網

絡關係作為一個資源交換的媒介，其建立是發展社會資本的關鍵。而在社會資本

的網絡關係中，又以「信任關係」為重（Fine,2008；OECD,2001；Fox& Wilson，

2015；Hargreaves & Fullan,2012）。無論合作和信任的動機為何，對個人和團體

認同的投資可以引導創造出密集的社交網絡，最終形成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成果

（OECD,2001）。綜合而言，一個充滿信賴（trustworthiness）和信任（trust）

氛圍的團體，它的工作完成度會比一個沒有信賴與信任的團隊來得更高，他們的

工作表現也會更好（Hargreaves & Fullan,2012）。 

Chen等人（2016）的研究指出在臺灣學校的背景脈絡中，「信任」關係是支持

性與分享領導（supportive and shared leadership）、共享價值與願景（shared 

values and vision）和分享實踐（shared practices）的基礎，也是建構與發展

教師專業社群的重要因素，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信任」關係可以使社群成員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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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有效的溝通、形成互惠的關係和塑造協同學習的文化等。教師之間的信任感

越強，共同實踐尌會越來越廣泛和得到支持。此外，信任關係也反映出教師參與

決策、而且不在績效責任的壓力下享受專業自治。當然，除了信任關係之外，關

懷、尊重、認同、勇於冒險、努力改變、分享、對話、帄等、互惠等關係的建立

也具有其價值（孫志麟，2010；陳佩英等人，2014；Chen et al.,2016）。 

(二) 社會資本之資源獲取 

Dika及 Singh（2002）認為 Pierre Bourdieu 是第一個系統地分析社會資本

概念的社會學家。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這些資源透過

擁有相互認識和認同的基本制度的網絡聯系在一貣。Bourdieu（1986）更提出，

一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量取決於他或她能調動的人脈網絡的規模，以及他或她

所能做出連接的每個人所擁有的經濟、文化和符號的資本量。而 James Coleman

認為「社會資本」存在於人們之間的關係（引自：Hargreaves & Fullan,2012），

這是一種無形的存在，有助於人力資本的開發（Dika & Singh,2002）；透過「社

會資本」的關係網絡，可以與他人的知識進行交換，以增加個人的知識；尌是說，

「社會資本」讓你獲得了其他人的「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鑲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連結中，成員之間可以透過互動利用存

在於社會關係與其連結中的資源，獲得知識與資訊、與他人進行交換交流，得到

不斷發展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透過社會的連帶關係讓資訊的流動與獲取變得容

易（林南，2005）。再者，這種社會連帶的關係可以確保與認可個人價值得存在，

以作為社群網絡結構中一演的身份，進行利益與資源的分享，更提供了情感上的

支持（林南，2005）。 

總的來說，社會資本是經由社會網絡連結與社會網絡關係所取得的資源，對

於個人、社會團體、組織與社群的目標達成足極為重要的。人們之間合作關係的

聯繫會影響彼此的歸屬感與資源的交換，在教育領域中則會影響專業學習社群和

協作文化的有效發展（Fox& Wilson,2015）。而相較而言，社會資本的累積會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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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本來得快速（林南，2005）。 

(三) 社會資本之教育運用 

Hargreaves & Shirley（2009）指出人力資本即個人技能，但是如果一個確

切的組織化特徵沒有顯現，教師個人的專業發展亦難以發生；而這個關鍵的組織

特徵，尌是學校功能的社會資本。Hargreaves & Fullan（2012）認為在專業資本

中，社會資本網絡關係的連結與其積累運用是關鍵因素，它可以推動人力資本與

判斷資本的積累運用；而且社會資本也是影響教育成效的關鍵因素，常見的呈現

尌如教師社群。 

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建構，或是交流網絡的構築，教師可以跳脫出自身狹隘的

視野，而成員們也可以獲得其他同儕的經驗與好主意，提升對社群的認同與承諾，

甚至帶來系統性的思考與改變（Hopkins，2007）。而教師社群除了專業學習社群、

網絡社群與實踐社群之外，透過互聯網帄台和工具這些社交媒體所形成的「虛擬

網絡」也是一種新的機會表現（Fox& Wilson，2015）。換言之，網絡關係的建立

已不再局限於與老師面對面接觸的人，只要使教師與眾多其他人（專家，其他專

業人士等）形成網絡，尌會具有更多連結與交換獲取資源的機會（Fox& Wilson，

2015）。 

社會資本突出了信任、網絡和教師互惠的重要性，在認知和情感這兩方面也得

到了支援（Fox& Wilson，2015；Nolan & Molla，2017；Owings & Kaplan，2012）。

這不傴代表著一種關聯性，更是一種因果關係。信任，加上攜手進行的專業工作，

將會創造出更好的結果（Hargreaves & Fullan，2012）。因此，在教育領域中我

們不應聚焦在短期獲益，而應需致力於人力資本的持續獲取，特別是社會資本之

集體力量的積累，才能持續不斷的成長和奉獻。 

綜合而言，社會資本的關鍵在於網絡結構的形成與關係的建立，而社會資本

可以是資源交換的帄台，亦是資源鑲對的所在，我們可以從這些網絡結構關係中

進行資源獲取，作為個體與集體力量之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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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判斷資本（Decisional Capital） 

在現時的教育環境中，有來自各界的聲音對教育領域表達關切--不管是學

生、教師同儕、管理者、行政人員、家長、社會大眾還是媒體，都對教育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與見解，詴圖影響教師的教學（Boote,2006）。在講究績效責任的時代，

社會各界都要求教師提供教學和其他與教育相關或無關的服務，但又限制教師行

使專業自主權的能力（British Columbia Public School Employers' Association, 

BCPSEA, 2011；Webb,2002）。那麼，老師需要專業的自主權嗎？從各個方面來說，

教師是專業的人士，他們不但具備一定的專業能力，而且還需擁用高度的專業自

主權以進行教學判斷與決定，這才是符合教育界的標準與需求（Adams,2016；

BCPSEA,2011；Boote,2006；Hargreaves & Fullan,2012；Nolan & Molla,2017）。

但由於教師這個職位的特殊本質，教師的自主權比其他專業人員少

（BCPSEA,,2011）。一位專業的教師，只有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還是不夠的

（Hargreaves & Fullan，2012），能正確判斷有關教學的一切情況，以調整課程

和進行評估，找出有益於學生進行有效學習的方式也是教師的專業任務之一 

（Adams,2016；BCPSEA,2011；Boote,2006；Hargreaves & Fullan,2012；Nolan & 

Molla,2017）。 

(一) 判斷資本之概念 

「判斷資本」其實在我們生活中的各個專業領域都可以看到：像是醫生診症

和用藥時，會先瞭解了病人一系列的徵兆，再進行診斷開處方；法官在瞭解法律

條文和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後，也需要綜合情況做出判決。Hargreaves及 Fullan

（2012）和 Mentis等人（2016）皆認為「專業」的其中一項要素是擁用可以依據

情況做出適當判斷的能力--專業人士可以將專門的知識體系應用於具體情況，利

用其自主權做出明智決定。一位專業的人士，通過了結構性和非結構性的經驗、

借鑒了同儕的見解與經驗、自身也經歷了無數次的實踐和經由不斷反思積累而成

的這種能力，讓他們即使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在證據或規則不明確的時候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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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明智的判斷，這尌是「判斷資本」的發揮（Hargreaves & Fullan,2012,2013）。 

關於判斷資本的發展， Hargreaves & Fullan（2012）認為專業人員可以借

鑒在不同場合形成判斷的見解和經驗，加強判斷資本。尌是說，判斷資本是一種

可以通過個人和共同的經驗、實踐和思考，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現良好判斷的能力

（Boote,2006）。判斷資本是一種涉及專業自主判斷的能力，而教師的教學經驗積

累可以作為判斷資本的發展，從而變成有能力的專家。 

(二) 教師之判斷資本 

老師是具有一定專業能力、也能及時調解學生需求和外部期望的關鍵角色；

而教師所進行的專業發展和教育政策應該讓老師幫助學生，讓教師運用自己的專

業協助學生（Boote,2006）。教師的決策權是一個關鍵概念，一位專業的老師是有

足夠的能力進行專業判斷和行動（Adams,2016；BCPSEA,2011；Boote,2006； 

Hargreaves & Fullan,2012；Nolan & Molla,2017）。簡單來說，教師在規劃、指

導和評量時；在整理教學材料、製訂課程內容、實施教學實踐、處理社群關係等

都必頇行使專業自主權和裁量權，因為只有他們可以瞭解每一個學生的特質、可

以知道學生的學習能力與程度、可以創造了滿足不同學生個性化需求的高質量學

習環境，根據實際的情況、利用自身的專業能力做出適當判斷，讓學生可以得到

更有效的學習（BCPSEA,,2011；Boote,2006，Hargreaves & Fullan,2012）。 

綜合而言，教育現場的教師需要在課堂上處理複雜和不可預測的情況。通過

判斷資本的行使，教師可以適時恰當地回應意外的情況，同時滿足學生的學習。

這不是從教師手冊或教案中尌能獲取的，而是從教師的經驗直覺中累積與磨練而

得（Sweeney,1981）。教師自身環境與他人環境的經驗，都有助於社會資本的投資，

也為教師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如果教師懂得在經驗中進行反思，那麼將有助於教

師思考過去的所做決定的成效，以改善他們未來的決定（Adams,2016；

Boote,2006;Taylo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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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社會資本既是判斷資本的關鍵組成部分，也是它的延伸：當你做出

了許多的實踐，並且和你的同儕一貣檢視你自己和其他人的判斷時，你做出自由

裁量的判斷力尌會越好（Hargreaves & Fullan,2012）。判斷資本也可以讓老師們

在做出他們認為合適的決定時感到安全，並且進一步推動他們所屬機構或組織的

目標，推動教育的進步（Boote,2006）。因此，專業的教師必頇要從實踐與反思中

得到做出符合專業判斷或決策的方法，在新情況來臨時能做出恰當判斷，這是一

個持續的磨練與反思的歷程。 

小結 

在這具有挑戰性的教育氛圍中專業資本是精進教學的重要的一環。以教師的

專業成長而言，「專業資本」的概念提供了檢視教師專業的框架（Adams,2016），

讓我們可以知道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判斷資本的組成構造，為教師提供適切的

專業學習機會與引導，有助擴大教師專業資本，從而讓學生達至有效的學習（Nolan 

& Molla,2017）、學校團隊以至整個教育系統的共同合作，將教學這一行業

（teaching profession）轉變為共同利益（Hargreaves ＆ Fullan,2012）。 

 人力資本指個人積累的知識、技能及情意方面的專業知能與技術；是行動者

擁用的資源，可以自己決定其使用與處置，也可以作出轉移（林南，2005）。老師

可以透過接受一系列教育的歷程、或是專業訓練以積累人力資本，再作出安排、

運用及分享。而社會資本則是鑲對於社會的網絡結構之中，是一種附著於其他行

動者間的資源，透過互動與連結的關係獲得（林南，2005）。像是老師們可以透過

社群的參與與其他老師形成網絡的關係連結，經由互動和分享獲取社會資本的資

源積累與交換運用；第三是判斷資本，指的是老師所做的教學決定是和實踐裡面

的綜合性判斷有關，除了可以透過教學實踐經驗的積累與不斷的反思進行加強，

也需要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積累、運用與磨練以提供做出決定的知識與能力。 

研究指出在這三項專業資本中，互信互賴的社會關係可以強化人力資本與判

斷資本的積累運用（Hargreaves & Fullan，2012）；換言之，社會資本是推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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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關鍵，經由社會關係網絡的參與老師得到了集體的專業學習

與探究反思，使老師在關係的網絡連結中獲得社會資本的資源，並且經由資訊的

交流與經驗的互動分享，促使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積累與實踐磨練，使老師們

可以進行綜合性的探究實踐，不斷提升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之表現，推動教師

的專業知能得到提升。 

第四節 實踐社群與專業資本之相關研究 

壹. 臺灣的相關研究 

以實踐社群與專業資本為研究主題的相關研究，在臺灣研究領域中較少呈

現。研究者在 2017年 12月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進行搜尋，以「實踐

社群」與「專業資本」作為關鍵字不限欄位進行搜尋，並無相關資料顯示。在改

以「社群」與「專業資本」作為關鍵字限標題欄位進行搜尋亦無相關資料。 

而研究者轉向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進行檢索，以「實踐社群」與「專業資

本」作為關鍵字不限欄位進行搜尋，並無相關資料顯示。在改以「社群」與「專

業資本」作為關鍵字限標題欄位進行搜尋時，出現了一筆由陳佩英在 2017 年發表

的期刊—《對話即實踐：網絡學習社群專業資本積累之個案研究》，主要探究網絡

學習社群之教學探究活動與其專業資本的積累之實踐路徑與意義。研究結果指出

社群成員因為理念相通而集結，善用社群媒體帄臺打破時空的限制進行專業的交

流；而且成員們在實踐中形塑社群的主體，透過教學探究的文本生成循環而使得

專業資本得到積累。此篇期刊對本研究有參與價值，已納入文獻中作為討論。 

貳. 國外相關研究 

研究者在 EBSCO系統以 Community of practice 和 Professional capital 作

為關鍵字限標題欄位進行搜尋查無相關資料；轉以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和 Professional capital 亦無發現。研究者在得到指導教授與口詴委

員的意見後，在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期刊中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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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獻發現了實踐社群與專業資本之聯繫，闡述如下： 

實踐社群的主要概念包括社群關係的連結與探究性的實踐。Tong和 Razniak

（2017）的研究分析了專業資本的文獻並加以現場經驗的反思得出：有效的合

作領導，專業發展（PD）和成人學習為領導者這三點是發展專業資本的切實可

行的策略。 

Lesser和 Storck（2001）認為在實踐社群中可以建立成員之間的聯繫、建立

信任感和相互義務的關係，以及建構可由社群成員共享的共同語言與背景。這都

是社會資本表現的維度。換言之，實踐社群允許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群之間建

立關係與討論學習的空間，成員們亦可創建出一套共同的規範、文化和語言，為

社群知識提供適當的背景。實踐社群也為成員們提供身份感—這種身份感無論是

在個人意義上還是在語境上（context），都代表了個人與整個社群的關係，引導

了成員個人的方向、注意力與行為，塑造了學習與專業資本蓄積的歷程。 

以 Campbell，Lieberman 和 Yashkina（2016）與 Malone（2017）的研究結果

為例，教師間有效的合作可以促進專業資本的發展。老師必頇要重視和支持自己

教師的專業學習，藉由適當的專業合作從伙伴關係促進知識交流，為教師的學

習和領導提供條件和支持;也要培養教師作為同儕學習和教育改進的領導者、讓

教師成為可運用知識的開發者，可以共享改進的實踐。 

尌是說，學校教師在參與社群的合作時與伙伴們形成網絡關係，並且可在網

絡關係的連結中觀察到積極效應--如教師感到更加支持等，並在網絡關係的連結

中進行探究的學習與經驗的分享。可以說，社群是一個拓展專業的機會，基於信

任關係、共同願景和共同目標的專業合作基礎下，教師和社群之間作出了聯繫，

加強專業資本的建設（Malone，2017）。而提高網絡中有效行動的合作亦可深化學

生和成人的學習和參與、提升教師和領導的專業資本；與成為整個系統改進的積

極力量（Santiago & Fullan，2016）。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author/Fullan%2C+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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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啟示 

在綜合相關研究的文獻探討後，研究者將實踐社群與專業資本的概念內涵作

出了綜合性的整理，如圖 2-4所示： 

 

圖2-4 實踐社群與專業資本之概念關係 

資源來源：修改自陳佩英（2017：165） 

 

如 Wenger所言，實踐、領域與社群是實踐社群的三個基本元素（黃維譯，

2003）；而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則為專業資本的三項內涵（Hargreaves 

& Fullan,2012）。在實踐社群中，教師在發展個人專業知識領域的同時，也需要

與社群的成員建立共同的領域，以界定社群聚焦的目標與議題的範圍，使成員們

可以聚焦在共同實務的發展上。而社群的領域亦會影響到成員對社群的認同感與

承諾，以及社群內部成員關係的建立（Lesser & Storck,2001）。 

而這由關心共同領域等人組成的團體尌是社群，社群是一個創造學習的社會

結構，是一個提供探索學習的場域。通過成員對共同專業領域理解的分享，成員

們能聚焦探討特定主題或範圍，並將他們的知識與社群的知識應用於解決真正的

問題上作出實踐；另一方面，又會將從不同領域專家學習到的新經驗帶回社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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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分享和運用（Wenger,1998b,2000）。成員們在社群中創造出合作的策略和參與

在真實情境中的學習，累積互惠、培養群體感與信任關係，在安全、信任、開放、

互動與對話的環境氛圍建立社會網絡的關係連結，而這正是社會資本的呈現。 

實踐社群成員透過對共同領域的關心和在社群中的探索學習與社群的其他成

員建立了關係結構網絡，進而在關係連結中獲取資源、作出資源的分享與交換，

得到社會資本的積累及運用發展。在實踐社群中，研究者以為社會資本是專業資

本蓄積與運用的關鍵，可以促進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發展與強化。社群成員經

由實踐社群的聚焦的專業領域與社群的關係連結作出資訊的交流與資源的交換，

透過探究的活動與不斷的、具有反思性的實踐，社群成員在這個開放的場域中得

到了專業知能的積累運用（人力資本）與專業自主判斷的能力的磨練（判斷資本），

並且藉由個人和社群共同的經驗、實踐和思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同的場合進

行經驗的積累以作出提升（Boot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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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方式，分為四節進行探究。第一節說明了研

究所採用的方法與蒐集的資料類型；第二節對個案實踐社群做出介紹，並介紹了

本研究所選取的訪談對象；第三節說明了研究流程的進行；第四節則是敘述了資

料的處理與分析的程序；第五節針對研究中需要注意的研究倫理作出說明；第六

節則闡述了本研究之限制。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 個案研究法  

質的研究是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下，對事物與現象進行深入、細緻、動態的描

述探討和分析（陳向明，2015）。而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是指深入研究自然情

境中的真實現象，具有描述性、解釋性、探索性及評估性；尌是說，透過個案研

究法能描述和解釋現象，進行深入探究與分析，探索足以影響改變及發展諸多因

素的互動情形（王文科、王智弘，2006）。陳向明（2015）更指出個案研究法強調

要從當事人的角度瞭解他們的想法，注意他們的心理狀態與意義建構。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教師實踐社群的成立、發展歷程與運作方式，以及教

師在實踐社群中積累專業資本的歷程，挖掘教師在此其中的角色與成長。綜合研

究目的與問題，研究者無法預測到此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也難以用問卷和數據

統計去量化。 

而由於社群建構與運作發展過程與教師積累與運用專業資本的歷程中常會發

生出乎意料的事件，這都是一個多變的、不穩定的過程，所以研究者決定採用質

性研究法中的個案研究法，擇取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作為研究對象進行深入探

討，在特定的情境下對此教師實踐社群進行觀察和詮釋，也注重個體老師們特別

的經驗和內心世界的想法，甚至是老師參與的動機、所持用的信念、價值觀、態

度情緒等，透過對真實個案深入全面的瞭解，探究教師們在此教師實踐社群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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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本的積累，詴圖對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歷程與專業資本積累過程中環境、人、

事、物之間的聯繫與交互作用進行分析及詮釋。 

貳. 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利用文件分析、觀察紀錄與個別訪談對個案進行探究： 

一. 觀察記錄 

本研究採用的觀察方法為非參與式觀察（陳向明，2015），意即蒲公英教師實

踐社群的成員知道研究者在觀察他們的言行舉止及環境氛圍等因素；換言之，實

踐社群的成員知道自己是被觀察者。研究者不參與任何有關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

的建構、運作及發展的過程，而是盡量靠近個案以進行觀察，對於任何事情均保

持客觀中立的態度，盡量不允許主觀情感因素涉入而影響研究的進行。 

二. 文件資料 

「文件」可補充觀察記錄或訪談法的不足，包括存檔的書面資料、會議紀錄、

過去事件的紀錄等，運用歸納及演繹的方法將文件提及的資訊、意見或事件加以

綜合整理，以分析出研究現象的關係和影響（王文科、王智弘，2006）。 

研究者根據研究主題所蒐集到的相關文件資料包括個案教師實踐社群的會議

紀錄與會議逐字稿內容、配對老師分別進行對話的紀錄、社群成員與研究團隊的

對話紀錄、種子教師的成長計劃、工作坊舉辦及文獻之資料等，研究者對這些文

件資料做出整理分析，以供研究者觀察記錄和訪談紀錄進行相互補足與檢證，盡

可能建構出詳實的研究結果。 

三. 訪談資料 

研究者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瞭解實踐社群的建構、運作及發展，還有

教師們在實踐社群中進行專業資本積累與運用的歷程，從訪談的過程中瞭解成員

們背景資料、參與經驗、觀點看法與其價值觀。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再現自

己的生命經驗、而研究者則可搜集相關的研究訊息並建立關係，受訪者與研究者

共同建構與塑造意義，以分析研究結果（吳芝儀、李奉儒，2008；陳向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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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進行，研究者於研究場域中以局外人的角度進行觀察

和記錄，運用文件內容並與個別社群成員進行訪談和研討。以下將介紹選取蒲公

英教師實踐社群為個案的原因，以及簡要介紹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背景，最後

針對訪談對象的選擇做說明。 

壹. 選取個案教師實踐社群 

本研究為立意取樣，選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研究對象，原因有：（一）有

鑑臺灣社會中教師以社群方式進行專業成長的情況普遍，勾貣很多研究者作為老

師時的回憶與經驗，因此想藉由教師參與實踐社群累積專業資本的過程作出探究

學習並歸納詮釋；（二）本研究為科技部研究計畫的一部份，因參與指導教授之

研究，觀察發現此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組成多元、互動學習及設計發展特別，以

及社群的目的聚焦於教師教學實踐的提升。有助研究者瞭解社群的建構與發展，

以及教師建立關係以積累專業資本，提升教學效能的歷程；（三）在得到指導教授

的同意後，經由指導教授的引介，研究者較容易進入個案現場並與實踐社群的成

員們作出聯繫，並且在徵得指導教授的同意後使用團隊的文件資料，有利於研究

進行。以下將介紹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的背景資料及成員組成，對個案作出初

步的瞭解。 

貳.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介紹 

察覺到教育變革下的教師將面臨多方挑戰與沖擊，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冀望

建構貣一個教師支持系統帄臺，聚焦於教育現場教師中間領導能力的培養與教學

實踐的進步，以提升教師的領導、教學效能和促進學生學習成效。此教師實踐社

群為臺北一個跨校、跨學科、跨領域的教師實踐社群，於 2015 年的 8 月進行發想

規劃，至 2017 年 08 月已運作了兩年之久。社群的成員除了召集人（一位）外，

還有教育現場的八位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參與，目前正持續加入新成員。蒲公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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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實踐社群的成員們組成多元，其中教師成員更分成種子教師與協作輔導老師進

行配對與討論，再以每月一次的例會為共同交流的時間，參與教師實踐社群的規

劃、擬定策略與構想發展，研議出一系列的諮詢工具並加以運用。 

有見此教師實踐社群的價值與影響，本研究特以此為個案，希望能藉由探詢

此教師實踐社群之建構、發展與實踐歷程，瞭解此實踐社群成員們的參與經驗與

過程、感想、對其自身有何助益或改變，探究此教師實踐社群中教師專業資本積

累之關係與歷程。 

叁. 訪談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為探究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立、發展歷程與運作方式的建構，以

及探討教師們如何透過實踐社群進行專業學習、累積專業資本以改善教學的歷

程。因此，本研究個案針對選定的教師實踐社群中的所有成員們為研究參與者。 

而為了更清晰與系統性地說明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運作模式的建構、工具的

發展與運用、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歷程，本研究除了會對社群召集人進行

訪談之外，更選定一對「協作—種子」老師（共三位）與一位沒參與配對安排的

老師作為深入訪談之對象，進行深入而完整的探討及說明。而選擇此對配對老師

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這三位老師（兩位協作老師，一位種子老師）參與了個案教

師實踐社群成立、發展與實踐運作的歷程，而且其關係的建立、工具的開發、引

導的方法、對話的釐清與發展、種子老師的觀察歷程與轉變、以及整個成長流程

的進行深入而完整；而選擇另一位沒參與配對老師作為訪談對象的原因，是由於

此位老師不涉及社群的配對安排，主要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提供社群設計與配

對回饋的意見，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的探究、歸納與詮釋，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作出清晰而完整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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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壹. 研究流程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於 2015年 8月發想規劃，研究者於 2016年 2月進入研

究現場，而社群於 2016 年 8月完成科技新的計劃申請。由於研究時程的考量，本

研究的資料搜集時間預期為 2015年 8月至 2017 年 11月。 

在研究者進入研究現場之前，即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1月期間的資料蒐集

以文件記錄為主；在研究者進入此教師實踐社群之後，即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10月的資料則包括了文件記錄和觀察紀錄；在對社群的文件紀錄作出綜合整理

後，於 2017年 10月~11 月期間針對所選擇的訪談對象進行個別訪談。本研究的研

究流程時間點如下圖所示： 

 

圖 3-1 研究流程關鍵時間點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個案研究重視自然情境中的真實個案，需要進入個案的真實情境脈絡。因此，

在進行研究場域前，研究者先藉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會議紀錄與文件內容對社

群的成立作出初步的瞭解，並輔以文獻探討建立論文的架構。而研究者在 2016年

2月進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真實現場後，聚焦於觀察各成員之間的互動情形、

工具的建立、活動流程的擬定、教師們的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情形等，更利用

觀察紀錄與文件分析，整理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與運作模式的建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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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研究的過程中輔以訪談個別成員，詢問實踐社群的建構、發展至今的脈絡

性；接著，再以訪談的方式與文件的分析瞭解教師們在參與實踐社群後專業成長

的情形，探討教師們在此實踐社群中積累專業資本的面向與歷程，以及教師對此

實踐社群的想法和建議；最後，利用相關資料與文獻針對教師實踐社群與教師專

業資本的積累進行對話、分析與辯證。 

第四節 資料整理 

本研究要整理的資料有觀察記錄、文件資料以及訪談資料，透過三角檢證的

方式，並將相關文件內容及訪談逐字稿請參與者加以閱覽及確認，確保資料的正

確性與研究者的理解無誤。在整個研究歷程中，研究者也會不斷閱讀相關的文獻

資料，將所蒐集到的資料配合相關文獻進行深入的探討。研究者更運用 Nvivo 10

之系統作為資料分析的工具，協助研究者進行資料整理與分類編碼，再依據相關

概念進行原始資料的編碼與整理，藉以清晰、誠實及完整地呈現出研究結果。以

下將尌這些資料的整理方式加以闡述說明： 

壹. 觀察記錄 

 在觀察時程上，研究者主要配合此實踐社群的行事，以 2016年 02月至 2017

年 08月這段時間中的會議與工作坊為主，再輔以非正式的聚餐與聚會的觀察，以

獲得更充實的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與觀察的次數、日期與時間均在「附錄一」中

列明。在觀察過程中，研究者首先將所觀察到的現象進行概述，在會議結束或工

作坊完成後再加以描繪整理成正式的檔案，清楚標明該次會議或工作坊的主題、

出席人員、日期、時間及主要內容。當觀察紀錄引用至研究討論時，研究者會依

該次觀察的種類與時間做上編號，以便於研究分析時加以比對。舉例來說，「觀

-20160415」代表 2016 年 04月 15日於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做的觀察紀錄。 

貳. 文件資料 

當文件資料引用至研究討論時，研究者會按照文件種類與時間做上編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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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於研究分析時加以比對。舉例而言，「會-20160318」代表 2016年 03月 18日蒲

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會議紀錄；「研-C05-20170125」即表示 2017年 01月 25日協

作 C-05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對話討論內容；「成-S01-20160226」代表 2016 年 02月

26日種子 S-01老師的成長計劃文本；「文-20160226」則是代表針對 2016 年 02月

26日的會議所做的逐字稿。研究中所使用的文件資料詳細情況如附錄二所示。 

而當文件資料中所出現的圖片，如說書人卡等引用至本研究時，為避免版權

的問題，研究者會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礎上重新繪制，以利本研究之使用。 

叁. 訪談資料 

研究者在進行個別訪談前會徵求老師們的意願與簽署相關同意書（附錄三）。

根據觀察到的資料與文件紀錄作出整理後擬成召集人、協作輔導老師與種子老師

的訪談大綱（如附錄四、附錄五、附錄六），作出進一步的探詢。 

當訪談資料引用至研究討論時，研究者會依照訪談的種類與時間做上編號，

以便於研究分析時加以比對。舉例來說，「訪-A01-20171019」即代表於 2017 年 10

月 19日對召集人所做的訪談的文字紀錄。「訪-C01-20171019」即代表於 2017年

10月 19日對 C-01老師所做的訪談的文字紀錄。研究者將受訪者之個別資料及受

訪時間彙整於表 3-2。 

表 3-1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受訪者之個別資料、訪談時間與編碼表 

受訪者編號 社群職務 受訪日期 訪談時間 資料編碼 

A-01 召集人 2017年 10月 19日 45分鐘 訪-A01-20171019 

C-01 協作輔導老師 2017年 10月 19日 48分鐘 訪-C01-20171019 

C-02 協作輔導老師 2017年 10月 25日 80分鐘 訪-C02-20171025 

C-05 協作輔導老師 2017年 11月 28日 76分鐘 訪-C05-20171128 

S-01 種子老師 2017年 10月 20日 48分鐘 訪-S01-201710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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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理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以觀察記錄、文件資料與受訪者的訪

談作為重要的資料來源，涉及到人的活動與其隱私，所以將嚴格遵守下列研究倫

理的準則保障研究參與者的權益： 

壹. 尊重意願 

    研究者進入場域之前，事先清楚、詳細說明本研究的主題、動機與目的，以

及進行的方式、資料處理、應用和研究的時限等，徵求個案成員們的同意。進行

訪談前，先徵求成員們的意願和簽署同意書，再與受訪者事前協商有關事宜，再

進行訪談與錄音；並說明參與者有權隨時退出，而且不必對研究負任何責任。 

貳. 尊重個人隱私及保密匿名 

    在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後，不但對此教師實踐社群以匿名的方式處理，更將

每位研究參與者的姓名以匿名方式進行處理，並且避免出現與研究參與者相關的

明顯連結線索，主動和研究參與者許諾保密原則，保障研究對象的隱私權，讓研

究參與者能安心自如並全面地提供個人資訊與意見觀點。 

叁. 公正合理 

    研究者要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則「公正地」對待研究參與者與搜集回來的資料，

「合理地」處理自己（研究者本人）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以及自己的研究結果

（陳向明，2015）。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會謹慎地處理與被研究參與者之間存

在的關係，保持中立與客觀的態度蒐集資料與進行分析。 

在蒐集與整理資料後，研究者會以資料的「重要性」作為選擇保留的標準，

並將蒐集到的資料與轉錄成文字後的訪談內容請研究參與者檢核與確認無誤，盡

量避免由研究者單方面理解與詮釋所產生的偏差與錯誤，以信實且公正的原則詮

釋資料，不會刻意排除負面或是非預期的研究資料，更會將研究結果如實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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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研究限制 

為了恪守研究倫理及提高研究信實度，研究者需誠實地面對本研究的限制。

以下將從研究場域、研究內容、研究時程與資料搜集，以及研究者角色這四方面

來闡述本研究的限制：  

壹. 研究場域的限制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法，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研究之個案，對此進行觀察、

分析與探究，並對社群中的召集人與四位教師進行深度的個別訪談。此研究場域

只能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進行深入的瞭解與探討，無法直接推論到其他教師實

踐社群上。 

貳. 研究內容的限制 

 本研究以所蒐集到的文件資料、訪談內容與觀察記錄的分析為主，經由研究

者的主觀分類、分析和詮釋以符合研究所需，可能與客觀事實存在差距，以致未

能真實全面地呈現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建構、運作與發展概況，而教師專業

資本的積累歷程亦可能有所缺漏。因此，會將相關文件及逐字稿請參與者加以閱

覽及確認，並透過三角檢證的方式檢證資料的正確性，再採用 Nvivo 10之系統協

助研究者進行資料整理與編碼，盡量避免上述情況出現，提高本研究的信實度。 

叁. 研究時程與資料搜集的限制 

本研究的資料搜集時間預期為 2015年 8月至 2017年 11月。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於 2015年 8月發想規劃，而研究者於 2016 年 2月才進入研究現場。在研究

者進入研究現場之前，即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1月期間的資料蒐集以文件記錄

為主；在研究者進入此教師實踐社群之後，即 2016 年 2月至 2017年 11月的資料

則包括了文件記錄、觀察紀錄與訪談逐字稿。 

在研究者進行研究場域之前，資料的類型較為單一，傴以文件為主，此時段

對於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分析難免不夠全面；而在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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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類型力求全面，包括了文件分析、觀察紀錄與訪談，以期能對蒲公英教師

實踐社群及教師積累專業資本的歷程進行詳盡的闡述與分析。另外，在本研究完

成之時，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仍在繼續發展當中，但由於研究時程的限制而未能

將後續發展納入討論。 

肆. 研究者角色的限制 

本研究為科技部研究計畫的一部份，研究者的指導教授為本研究的計畫主持

人，而研究者則為其計畫的助理人員，協助文件的紀錄與相關事宜的安排。但是，

研究者並不涉入任何會議與活動的進行，也從不表達自己的看法與意見，傴以局

外人的角度進行觀察與分析，並會透過三角檢證的方式，將相關文件紀錄及逐字

稿再次請參與者加以閱覽及確認，確保本研究的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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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節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針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涵括的一系列

文件、觀察記錄，以及社群召集人與參與教師共五位社群成員之個別訪談資料進

行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並輔以文獻進行說明，以獲得研究結果並加以討論。 

本章分為五節進行探討，第一節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成立與發展進行一

系列深入描述。第二節則歸納整理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組織運作情形；第三

節一個同儕諮詢案例為探討，深描這三位老師在蒲公英實踐社群中的參與和專業

成長歷程。第四節則以同儕諮詢案例為延續，探析了成員教師在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中專業資本積累與運用的情況。 

第一節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成立與發展階段 

本節將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背景情況進行描述，包括成立社群的目的、

老師們加入社群的動機、社群的組成情況、團隊的建立、氛圍的營造等，最後再

歸納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文化。 

壹. 社群成立之目的 

實踐社群的成立之初，需要定義其主要的領域議題（Wenger,2002）。以下會

從召集人的角度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關注的領域議題及成立的目的進行討

論，探討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誕生的契機。 

一. 培養中間領導 

若以「中間領導」為關鍵字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系統進行搜索，檢索得到一篇由

黃中昕在 2017年撰寫的碩士論文--《高中學校本位課程轉化之中間領導個案研

究》。文中指出在臺灣教育改革的大環境下，隨著 107課綱的頒佈、學校課程架構

大規模的變革，需要教師共同參與與專業合作作出應對。中間領導是領導策略的

一種，是促進組織變革效率及完整性的關鍵；其發展甚至可以突破學校範圍，延

伸至教育政策層級。中間領導者被賦予決策的自主性，透過中介的作用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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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原本「由上至下」的決策改由「由下而上」的參與決策，進而擴大組織參與改

革的規模，形成一種水帄參與式的領導模式。 

社群召集人從美國返臺後，具有強烈的想法想要幫助老師，因緣際會下和大學

教授相識，並與現場老師有接觸的機會。在對台灣教育現場的狀況作出瞭解後，

召集人得知現時的教育現場缺乏中間領導與老師們共同面對教育改革的浪潮。於

是召集人想要透過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建立，吸引老師們的參與，提升教育現

場老師們的教學，並在情境中培養老師們的領導能力，由下而上地引領臺灣的教

育改革： 

 

剛回來台灣，我就跟著那時候藍天高中的校長跟白雲大學的老師，經過她們去

了解台灣教育現場的狀況這樣子，那當初跟藍天高中校長在談說怎麼幫學校做

這些翻轉，那他說台灣學校最缺乏中間領導這一塊。（訪-A01-20171019） 

 

 召集人跟著高中校長與大學教授對臺灣的教育現場作出瞭解後，決定與大學

研究團隊共同合作，聚焦於學校中間領導的培育上，希望藉由中間領導的培養協

助學校做出「翻轉」。 

而在召集人看來，中間領導的培養是需要在情境中進行的： 

 

中間領導不是說一個東西，然後你教一個人然後他就會了，是這一種情況之

下所產生出來的一種能力，……所以我是藉由這個教學提升教學能力的這一

塊，作為那個 context，就是那個情境，利用這個來提升他們的領導能力，…

不是說在教老師一個新的技術或者技能，真的是一種心態或是理念的轉變，

對，所以如果要做這種轉變的話需要另外一種的方式。 

（訪-A01-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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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認為領導能力不是「手把手」的教導或練習尌可以學會的，而是需要在

情境中進行實踐，在實踐中做出技能或是心態上的轉變，才能培養出具有領導能

力的教師。關於中間領導的培養方式，召集人則參考了他在美國的經驗，結合臺

灣本地的特點做出改變： 

 

在美國有參加一個訓練，他們就叫做 coaching，其實 coaching 在國外在企業呀、

在教育呀其實也很廣泛被用，只是台灣好像比較沒有這個概念，對，所以一方

面是要就是要…就是有多種挑戰，一個是我們做了試試去轉換思維，另外就是

要培養領導能力。（訪-A01-20171019） 

 

召集人運用了在美國積累的經驗，將「輔導」的概念引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

並帶入臺灣的教育現場，透過老師們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共創與參與，以冀

達到培養老師們的領導能力，讓老師在學校行政、教學領域，或者是面對教育改

革時都具有能力做出成長與轉變，並且帶領學校的同儕一貣參與教育改革。 

二. 打開臺灣教師專業成長途徑之新方向 

在召集人看來，臺灣除了過往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工作坊等套裝式的

教師專業發展途徑之外，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帶來了一種以教練輔導模式進行的

教師專業成長途徑。這是一種新式的、專業化的教師專業發展途徑，以一對一的

客製化成長計劃協助老師發展、與老師們一貣共學： 

 

臺灣的教師訓練的體制比較沒有這種，就是都比較大眾化，就是套餐式的東

西，所以在這些挑戰裡面需要找一個另外一個方式，所以我們就那時候在想

說，用教練模式來克服這些挑戰。（訪-A01-20171019） 

 

再者，這種一對一的輔導模式在致力提升教學效能的同時，也轉變了老師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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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與培養其領導能力，達到培養中間領導的效果，讓教育現場的老師們有能力應

付臺灣教育改革的挑戰： 

 

我覺得如果你要所謂的「change mindset」，就是思維的轉變，真的需要一個比

較個人個別化，比較一對一的一種培養，更不能說是大團體這種，像台灣通

常都是研習或是講師呀這些其實不一定會有我們要的效果，對，那一對一的

這種輔導台灣也有，只是我所了解是它是比較由上而下的，那種不會培養領

導能力，因為你基本上是要告訴老師要怎麼做，而不是建立他的一種思維的

能力。（訪-A01-20171019）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因應培養中間領導的目的而存在，為了建立老師們的

思維能力，建立一種由下而上的運作方式，讓參與的老師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專業

成長、決定社群發展的方向，藉以培養老師們的領導能力。 

由以上得知，召集人邀請教育現場老師們與研究團隊共同建構蒲公英教師實

踐社群的原因，尌是希望教育現場的老師們在改善的教學效能、提升學生學習的

同時，能透過社群的參與並藉由情境的參與培養中間領導能力，並將所學所得進

行增進與分享，以圖影響更多的老師，推動由下至上的教育改革，付出更多的力

量。而達成這些目的的途徑，尌是需要找到有異於傳統的另一種方式，以客製化

的輔導改變老師的思維，培養其領導能力。 

貳. 老師們的參與動機 

有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建構的藍圖，便要開始「招兵買馬」，吸引有共同興

趣的老師們參與，協助建構社群的雛形。經由綜合分析後，老師們參與蒲公英教

師實踐社群的目的可分以下三點進行討論： 

一. 共創教師專業發展新途徑 

首先，正如召集人所言，參與社群的老師們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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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的新概念、新途徑，能夠針對老師個人的需求進行發展，所以願意

投身其中： 

 

（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覺得是一個蠻新的概念，與老師們一起共學也

覺得不錯。它（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與教專或研習的差別很大，這個比較

能夠針對自己有興趣的去發展。（研-C05-20170125） 

 

 除了與社群的成員共同學習得到專業成長之外，參與的老師也致力於社群的

開創與發展： 

 

臺灣沒有這樣的東西很可惜，臺灣的教專根本沒法達到教師的專業的成長，

那既然自己的國家沒有這樣的東西，而這個領域又需要有人開疆辟土，是應

該花時間下去的。（訪-C01-20171019） 

 

由上可得，老師們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實行的個人化專業成長模式對臺

灣的教育環境來說是一個新的嘗詴，而且也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所以聯合伙

伴一貣參與和學習，開拓這個新的領域。 

二. 與社群發展的理念相符 

(一) 建立老師「共學」的空間 

老師們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原因之一，尌是社群提供了一個共學空間，

而這個園地是由參與的老師們一貣創造出來的，讓老師勇於因應自身的需要提出

專業發展的需求進行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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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就是大家共同創造出一個園地，那個園地就像一

個地方讓大家去學習，讓大家一齊來這個場地一齊共同學習，我覺得這件事

情很重要。（訪-C05-20171128）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營造的共學空間讓教育現場的老師們可以來到這裡一同

學習、一同增進，這正符合C-05老師對專業成長的期待。而且，即使在面對教學

困難或挫折後來到這裡，老師們也可以放心地在這個社群中求助： 

 

師資的在職培訓非常重要，老師花很多精力考上教甄，但在會議中消耗精力，

教學現場在教學上遇到困境沒有求助的地方。和同事們求助也不常見，比較

常看到的是互相抱怨，基本上應該會有些方法，自己組織社群，用有結構的

方式，有空間可以提出來做修正。（研-C03-20170118） 

 

 在教育現場的老師們眼中，老師常常會遇到一些困境與挫折，需要同儕的討

論、陪伴以及不同的成長，C-03老師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或許可以營造這樣

的一個空間與方式，讓老師們正視自己的困境，一貣共學與修正，讓老師的專業

能力有所提升，解決教育現場的問題。 

(二) 培養老師應對改革的能力 

 受訪的老師除了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提供了老師們求助和修正的空間

外，也陪伴老師進行增能和培養老師的決策能力。這種能力，也正是C-01老師認

為教育改革所需的非常重要的一種能力：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如果能夠做到真的是量身訂做的陪伴，然後透過一

些陪伴可以讓他們自己察覺冰山底下東西，在能力上有所增長，我覺得那個

是解決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再畫一個台灣教育的冰山圖，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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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基層的老師，讓他們自願去增能，然後自決，我覺得這是根本解決台灣

教育問題的，台灣教育問題絕對不在課綱、政策，就是在老師。 

（訪-C01-20171019） 

 

 正如文獻探討所言，老師的角色已不再單單是教學者，現今的教師更被視為

推動學校組織再造的領航者（陳佩英，2009），更需負擔貣教育改革的責任。因

此，老師必頇在教育問題上有所見解、在能力上有所增長，以應對改革所需。 

(三) 陪伴老師成長 

 另外，老師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原因之一，是認為社群秉持的宗旨--

「陪伴老師成長」符合自身的理念，除了是老師自己想做的之外，也認為這是一

件有意義的事，對此表示認同： 

 

（現在的教學環境）對菜鳥不友善，剛進來的，不管是實習老師，或是剛進

來前幾年的老師，不管班級經營上、學校文化上、教書專業上其實都是需要

有人帶的啦。但是我們都有評鑑，沒有認真的指導，我想做的也差不多。 

（研-C01-20170120） 

 

在 C-01老師眼中，新手老師雖然接受過了專業的學習與訓練，但在教學實踐

時仍需要有經驗老師的分享與帶領，營造一個友善的教學環境，讓新手老師吸收

經驗，獲得教學的秘笈。除此之外，C-02老師還認為陪伴老師成長是一個雙方都

能獲益的歷程： 

 

其實在學校裡面常常有新進老師，就是說他如果覺得有困難的時候，其實會

來找我談，對呀。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其實他們每次談完他們也覺得蠻愉

快的，……其實如果有機會和別人一起工作，那看別人怎麼樣去陪伴老師、

帶領老師，我覺得對我來講也是讓蠻有幫助的。……它應該也是件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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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見得對很多人，但是其實它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訪-C02-20171025） 

 

 由上得知，老師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原因之一，尌是認為陪伴老師成

長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也一直符合著自身的理念—這樣做不傴可以協助到老師的

成長，與老師共同面對困難與挑戰，自己也能從中得到幫助。 

三. 促進教學效能 

第三，老師們都認為透過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參與，可以有伙伴的陪伴、

對話與交流，從而讓自己的教學和專業素質得到進步： 

 

我那時剛到新（教學）環境，其實也很需要有人討論，或是更精進。  

（研-S03-20170120） 

 

原來參加的目的，是進步自己的教學。……新老師沒有訓練到但硬要的一些

經驗。很多老師在教學過程當中，一直在成長，不管同科或不同領域，我覺

得對話是很重要的。相同的對話，聊聊實際學生的狀態、處理的情形，不會

覺得自己是單打獨鬥的。我看到伙伴也是這樣做，讓我自己覺得這樣也是對

的，降低孤獨感。（研-S01-20170122） 

 

兩位種子老師一開始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原因，都是希望在社群中找

到伙伴共同討論，相互對話，以精進自己的教學。而從協作老師的角度來看，在

提供種子老師陪伴的同時，自己也可以獲益--與社群的成員們進行互動與學習，

提升教學： 

 

感覺可以和其他老師互動，一種可以提供服務和陪伴、經驗，一起來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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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圈子作出改變，自己也可以得到進步。本身對教學非常有興趣，如果能有

這個機會和其他老師一起來討論，對技術、理念，或者課程設計做出改變也

很好。這就是我覺得參加這個團隊，自我提升這樣。 

（研-C04-20170124） 

 

由上可見，老師們認為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可以透過伙伴的陪伴與對

話，一貣進行專業化的討論與作出課程設計、教學工具，甚至教學理念改變，這

也是一個反思的機會，藉以充實自己達至專業成長。 

綜合以上，老師們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原因包括認同社群的發展方向、

熱衷於教師成長及教育改革這些議題發展，並且願意付出自己的心力在教育領域

上服務。老師們希望和伙伴們建構一個互相交流、具有陪伴性和討論反思的空間，

讓每位老師都可以達至專業的進步與做出改變，進行專業化的成長，精進自身教

學的效能。 

叁. 社群之成員組成：跨領域與多元化 

承接上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由一群具有共同興趣、共同使命、而且對領

域議題有共同關心的人組成的網絡社群。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組成十分多

元，除了有非政府組織的基金會負責人擔任社群召集人與大學的研究團隊加入之

外，其他八位高中教師的成員更是分別來自七所不同的學校1，涵蓋了四個教學領

域（見表 4-1）。 

 

 

 

 

 

                                                      
1
 種 S-02、種 S-03 這兩位老師來自同一所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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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社群成員之基本資料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服務年資的計算截至 2017 年 10月為止 

 

如上表所示，除了 S-03老師之外，其他成員都是在社群草創階段（2015 年 8

月~10月）便已加入，成員們的多樣性與跨領域的多元化，為社群的建構提供了多

種來源與創意的碰撞。 

除了召集人與研究團隊之外，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教師成員分成種子教師

與協作輔導老師進行配對與討論：由教學經驗豐富（十年或以上）、具備課程設計

和參與跨校社群經驗的五位教師成員（涵括中文、英文、數學及化學這四個學科

領域）擔任協作輔導員，陪伴三位種子老師（包括中文及化學這兩個學科領域）

進行專業成長與諮詢輔導，共同討論學科教學以及一切有關學生學習的事務。而

配對的方式及陪伴的歷程將在下面的章節中作出詳細說明及探討。 

肆. 社群文化的塑造 

成員感受到的熱情越多，社群的驅動力尌越大（Wenger,2002）。在蒲公英教

參與者編號 服務年資* 學校職務 社群角色 加入社群之時間 

A-01 -- -- 召集人 2015年 08月 

R-01 -- 教授 研究團隊 2015年 08月 

C-01 14 教師（化學）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10月 

C-02 21 教師（英文）兼行政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11月 

C-03 22 教師（中文）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08月 

C-04 17 教師（數學）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10月 

C-05 14 教師（中文）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08月 

S-01 4 教師（化學） 種子老師 2015年 10月 

S-02 11 教師（中文） 種子老師 2015年 08月 

S-03 5 教師（中文） 種子老師 2016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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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實踐社群中，社群文化的塑造是影響成員們參與的關鍵。社群的定位、團隊的

建置、社群氛圍的營造、成員間關係的建立等，都是社群文化的表現。塑造社群

的文化、建立成員間共同的基礎，讓成員彼此間產生連結，有助於成員之間想法

的分享、增加網絡和知識的分享（Wenger,2002）。以下將從四個方面對社群文化

的塑造進行探討： 

一. 社群的規劃與定位—撥雲見日 

1. 確立定位—以「輔導模式」進行的專業成長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團隊建立由發想規劃時期便已經進行。像是 2015 年 08

月 01日時的籌備會議，成員們共同規劃出社群開始的步驟與流程、成員組成及發

展方向等，建立共同的認識基礎（會-20150801）；一直到 2017年 08月 31 日的會

議中，陸續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未來進行想像、創造與規畫，動手運用手作

材料，創作屬於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故事（會-20150801）。 

隨著成員關係的建立與凝聚和社群文化的建構，成員的投入與討論越來越深

入，社群目標的定位也越來越清晰明確；成員的關係又隨著社群定位的明確而加

深，兩者的關係是互相關聯的。而這一切的轉變也正如 C-02老師的觀察所見： 

 

早期的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就是一心一意想要幫老師，要幫老師讓就是老師

變得更好，對，那大家都一頭熱血（笑），然後就想要去...要說改變嗎，好像

也不是改變……但是我覺得後來就，真的就是把那個自己的位置稍微往下拉

了一點，就是說他不是一個助人的角色，對，那他從助人的角色轉成陪伴，

然後讓老師探索自己的角色。（訪-C02-20171025） 

 

正如C02老師所觀察，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開始展示的方向為讓參與的老師們

得到他們所需的專業成長，並且藉以增進老師們的教學效能；而成員們通過一年

多時間的關係建立、討論、詴驗與增能後，社群的目標漸漸明確為以輔導模式協

助教育現場的老師們進行專業成長，建立一套諮詢輔導模式協助老師們自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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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培養老師們的中間領導能力。可以說，隨著社群階段的演進、社群文化的建構

與成員間關係的建立，社群由原來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模糊的大方向漸漸撥開了雲

霧，聚焦成明確的目標--以教練模式協助老師看見自己，培養老師們的領導能力。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定位不是由一個人決定的，而是由全體社群成員參與

後演變而成的。一開始社群方向的模糊性可以允許更多成員的參與，透過一系列

的會議、討論、嘗詴與增能，成員們慢慢把社群的願景目標形塑貣來，共同規劃

出一個更明確的圖像、描述一個更清楚的定位與目標。從模糊到具體，是因為有

了全體社群成員真心誠意的參與：成員們將各自的期望放進社群中討論，通過大

家的投入和描述一貣商討確立出明確的、共同的目標，合力完成對教師專業成長

的期望，清晰社群的定位。 

2. 共創社群的未來 

以 2017年 08月 31 的所進行的「故事接龍」活動為例，成員們利用手作材料

捏造出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感受及未來想像，以接龍的方式共創社群的故事： 

 

A-01：這顆樹從盆栽長出來，種子長大後也可以支持保護下一代種子一直持

續下去… 

C-01：從一片空白開始，白手起家… 

C-04：教室裡的學生像雪人一樣，之後變成龍躍出來，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七習

慣，以終為始… 

C-02：搭雲霄飛車到美好的世界… 

R-01：新世界有等待發芽的種子迫不及待冒出來… 

S-03：有鴨子優游自在，有雲霄飛車… 

…… 

C-01：我們是樹，種子是輕輕落下的多元的種子，有共同的心靈交流，是一個

色彩多元的能量，原本在洞穴裡面，有一個從洞穴走出來的歷程，更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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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世界的樣子，懸掛外套（見解），更可以看清全貌，有自然湧現的靈感… 

C-05：共同的目標願景… 

S-02：都是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走出來的花但顏色是不一樣的，有人加入有人

飛離開，風箏代表即便飛離走還是有聯繫… 

S-01：重力場，如何讓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可以影響更多老師，飛船是具有動

能，讓想加入的老師種子慢慢撒下。 

（資料來源：文-20170831）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擁有共同目標、願景的成員從空白一片的土地上創建

而成，代表著社群發展與未來的是每一顆可以永續發展的種子。在蒲公英教師實

踐社群這個園地中，種子在吸收陽光、水份與各種營養後慢慢長成，有些會成為

大樹，有些則會長成花朵，每顆種子都會長成不同品種的植物，代表著每位社群

成員的獨特性。在種子成熟之後，又會輕輕落下一顆顆多元的、具有自己特色的

種子。長成的樹木/花朵會一代又一代地陪伴新的種子成長，而新的種子也會得到

充足的關心、照顧與營養，長成後又開始下一届新種子的成長陪伴旅程，慢慢擴

大影響力與影響的範圍。這是一個循環與陪伴的歷程，而且種子雖然都是由蒲公

英教師實踐社群培育成長，却各自具有自己的特色，有屬於自己的成長與收獲。 

對於未來的想像，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們都嚮往坐著雲霄飛車前往理

想中美好的新世界：那裡有各個品種的樹木與花朵、也有太陽、蝸牛、鴨子、蝴

蝶與飛船，融洽共存著許多新奇有趣的事物，一同陪伴又可以得到各自的成長。

而這個理想的新世界並不是穩定不變的，而是處於不斷的發展，或許是目標的修

改、也許是有成員們的聚聚散散；但無論如何，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仍是一個開

放性的園地，歡迎各種的可能性，即使是成員選擇離開，社群與仿佛仍有根風箏

的「線」保留著聯繫。而在變動中的新世界裡，各種事物將秉持著核心價值，逐

漸形成一個「重力場」，讓社群更加凝聚之外也吸引著更多外面世界的人加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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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希望的種子，擴大新世界的影響範圍。 

 

盆栽、種子、雪人與風箏 

 

雲霄飛車 

 

新世界 

 

多元的種子 

花與種子 

 

飛船 

圖 4-1 社群未來發展之故事接龍圖 

資料來源：會-201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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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故事接龍的活動中，老師們將自己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感受、發

展的方向與目標投射在自己動手做的模型中，說出社群的故事，加深了成員之間

的共識，進一步確認了社群未來的定位。在研究時程中共有 11次關於這類對蒲公

英教師實踐社群未來規劃定位的會議，成員們透過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共同

規劃、討論定位、擬訂未來目標與想像，建立了深厚的團體共識。 

二. 團體動力活動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除了吸引擁有專業知能與對領域有共同興趣的人加入、

透過對社群共同的規劃與定位建立團隊之外，召集人還安排了一系列團體動力的

活動，讓老師們互相瞭解，並且建構成員之間的網絡及關係，培養支持、開放及

信任的基礎。 

像是 2015年 12月 20日的會議開始，成員們進行了一個合作習性的活動—成

員們分別站在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以自己方位為立場，說出自己的優點、

缺點、觀察到的事物與自己的限制（會-20151220），讓成員們互相瞭解： 

 

比如說剛開始我們有用東南西北的那個，……真的好像了解說大家的習性不

一樣，因為他們最後就會講出來，我們最後的那個討論，大家都有意識說大

家工作的方式都不一樣，那需要大家一些理解，互相的理解。 

（訪-A01-20171019） 

 

 透過活動的進行，社群的成員們可以互相認識並加深瞭解，產生同理與理解

的心態，建置團隊與成員間的默契。而類似這樣的團體動力活動，還有2016年03

月18日舒適圈、風險圈與危險圈的站隊，主持人（由召集人擔任）列出幾個情境

或狀況，讓成員們自己選擇分別踏入舒適/風險/危險圈，瞭解老師的狀態、以及

各自的障礙、困難或是「地雷」，加深成員之間的認識（會-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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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年01月11日聚餐的最後，每位成員也都用紙筆寫下了自己的新年新希

望，並用相框錶裝了貣來，與伙伴們作出分享及表示出完成的決心。成員在「飲

飽吃足」的歡樂氛圍中展現了自己來年的希望與完成的決心，也允諾了來年的共

同努力，完善更好的自己（觀-20170111）。 

 綜合而言，類似的團體動力活動一共有6次的活動，都讓成員們加深對彼此的

認識與瞭解、加厚了之間的情誼與共同工作的熱情，建置了一個共同分享、互相

協作的團隊氛圍。 

三. 合作約定的訂立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合作約定的擬訂也是團隊建立中的重要一環，這

是為了「讓團隊可以更有效率、更融洽，也讓團隊合作方法有參考依據」（會

-20151018）。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在社群的創立之際、在工作團隊的合作之初，

尌以「兩人一組四人一組全部人員」（會-20151018）的方法進行討論，建立

出合作約定： 

 

 

 

 

 

 

 

 

 

 

資料來源：會-20151018 

 

 

(1) 誠實（坦誠）且公開 

(2) 接受創意帶來的摩擦 

(3) 善意接納與討論（聆聽、假設良好的意圖） 

(4) 分享對團體的責任（共同承擔） 

(5) 保有創意與樂趣 

(6) 保有隱私 

(7) 起始都掌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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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創立之際所擬訂的合作約定，由於成員之間並沒有共事的經驗、也對自

己處事的原則、相處的習性不瞭解，因此「合作約定」的角色更多的是成員們共

同合作的原理原則，是成員共同商議後一致認為是重要的議事「守則」，用以引

導成員們的討論、約束成員的參與方式之外，也利於成員們的自覺、自省和形成

開放討論的氛圍。 

大約在一年後的 2016 年 8月 18日，合作約定進行了第一次的修改： 

 

 

 

 

 

 

 

 

                                                  

 

資料來源：會-20160818 

 

社群運作了一段時間後，成員之間都累積了不少的合作經驗。於是在社群新

階段的開始之際，成員們再次回顧了當初共同建立的合作約定。與 2015 年的合作

約定比較，只有第二點從「接受創意帶來的摩擦」修改成「不擔心摩擦、悅納異

己」，其餘的細項只作出了文字上細微的修改。由此可見，成員們所秉持的議事、

處事原則仍是如初。 

而至 2017年 10月 19日之時，合作約定又重新拿了出來讓成員們共同討論及

修改，再次制訂了新版本的合作約定： 

(1) 請誠實且公開 

(2) 不擔心摩擦、悅納異己 

(3) 善意接納與討論(聆聽，假設良好意圖) 

(4) 分享對團體責任(共同承擔) 

(5) 保有樂趣及創意 

(6) 保守隱私 

(7) 掌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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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會-20171019 

 

在經歷了兩年的共同合作之後，成員們認為「現時的社群伙伴之間的關係已經

不再需要擔心異見所帶來的『摩擦』，反而更需要珍視不同的聲音、不同意見與不

同的想法，珍視各位成員的獨特性、包括各位成員所帶來的不同差異。而且成員

們也一眾認同大家所言所為都是本著『善意』的心進行分享，無頇再多費筆墨著

跡於此」（觀-20171019）。 

於是，在經歷了半小時的回顧與討論後，合作約定的第二點由 2016年「不擔

心摩擦、悅納異己」修改為「珍視差異」；第三點則從「善意接納與討論（聆聽，

假設良好意圖）」修改成「知彼解己」。合作約定的用字則更為簡約之外，也更加

符合現時成員的狀態與社群的發展。 

綜合以上，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在 2015年的 10月 18日的時候建立了初版的

合作約定，並在 2016 年 8月 18日、2017年 10 月 19日進行了兩次的修改，修訂

的頻率大概是每年一次。為了讓社群成員感受到合作約定的重要性與修訂的必要

性，召集人向社群成員詢問了修改合作約定的原因，而老師們是這樣回應的： 

 

(1) 開誠佈公 

(2) 珍視差異 

(3) 知彼解己 

(4) 共同承擔團體責任 

(5) 保有樂趣及創意 

(6) 遵守保密原則 

(7) 掌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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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因為會忘記，這也是一個提醒，而且（社群發展）階段不一樣，也要大

家再思考一下，因為大家狀態也不一樣了」。 

O-01：重新的認同，就像是題目「合作約定」說的，它就是公約，大家在這個

地方共同討論過以後，互相有澄清了一些問題，也知道應該要做甚麼。 

A-01：再次達成一個共識，看看我們要怎麼樣運作。 

R-01：也是因為有新成員剛加入，所以重來一次是對的。 

C-05：我覺得不止是新成員，我們發展的狀態、需求也是其中的考量。 

A-01：也是形成我們的組織記憶，就是有回顧到我們以前剛開始的時候到現

在，我不想要太主導，雖然這些看起來是理所當然，但是有這個討論之後，之

後的問題會少一點，所以我們就多花一點時間，也把它形成紙本。 

（資料來源：文-20171019） 

 

由此可見，每年度進行的合作約定修改除了是一種回顧，也是一種更新，用以

加強成員對社群的認同，也增加彼此的信任。成員們透過合作約定的修訂，回顧

了以往的發展歷程與參考了以往實作的經驗，並且提出了新的需要注意的方向，

令新、舊成員一貣營造共識，也讓成員們之間的關係更加融洽，共同進行開放、

帄等與互動的討論；亦使得社群之後的運作與發展有規可循，有效率地進行專業

成長。 

綜合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團隊建立與凝聚，主要是由成員們共同對社

群進行未來的規劃與定位、團體動力活動的參加與合作約定的制訂而成，透過這

一系列活動的參與，成員們更加瞭解團體的願景目標，共同塑造出社群未來的發

展方向，加深了成員之間的瞭解，讓彼此間的關係更加親密、網絡的結構更加緊

密，讓社群達至更好的發展，老師們也得到更深入的參與和成長。 

四.  社群氛圍的展現 

合作約定的擬定既是社群成員交流的原則，亦是他們正能量的來源，更是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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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教師實踐社群文化塑造的表現：開放、信任、共同承擔責任、願意接受不同的

意見等。而社群文化塑造的表現還有以下三點： 

（一） 創造性的團隊 

承上文所言，社群成員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原因之一，尌是因為這是

一個「有創新的任務加上有自我實現的機會的一個地方」（訪-C01-20171019）。

正因如此，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創造性正是社群的特色之一：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創造性的團體，在過程中都是在學，召集人都會

準備一些東西，不是慣性的東西，這個刺激還滿強的。有些資料輕描淡寫的

帶給我們，但其實都很有意義的。他帶每個東西不是讓你必須學會，而是提

供經驗的過程。動態的思考過程，我覺得是很好的。（研-C05-20170125） 

 

這種創造性指的不傴是教師專業發展途徑的創造--以配對輔導形式進行，更

包括社群運作模式的創造—工具的建立、諮詢輔導模式的建構、發展歷程的共創

等。成員們在參與的歷程中，還會接受到許多新的資訊與刺激，經歷一連串動態

思考的歷程，提供給成員創造思考的空間之外，也給予成員刺激，激發成員的思

維力量。而當研究者詢問每次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時的心情，種 S-01老師是這

樣回答的： 

 

我都很期待呀，只是覺得說不知道今天要發生甚麼事。應該是說有時候會知

道要做甚麼事，那當然會有點壓力，那說是想說我要把事情做好。但是有時

候會來的時候不知道要幹嘛，就是會有點期待說不知道今天在蒲公英教師實

踐社群會發生甚麼事情，那我們要共同完成，共同完成甚麼事情，對，而不

是說我們要被賦予甚麼樣的任務。（訪-S01-201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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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著已知的「待辦事項」或未知的「挑戰」，老師雖然會感到有點小壓力，

但是都是用期待的心來參與社群的會議，在會議中與成員們共同完成社群的建構

與進行自身的專業成長。而種S-01的回答也符合了研究者在2016年6月24日所做的

觀察記錄：「參與社群並不是誰給老師的『任務』，而是源於老師自己的『心』，

自己追求不斷進步的『心』；還有尌是不會壓迫別人的同伴們，總是充滿了正面

的氛圍，所以才能投入其中，並且表現自己」（觀-20160624）。 

   另外，若從召集人的角度來看，主持新活動的進行都會有些緊張，但他仍認

為每次的工作會議都是「好玩」的，因為每次的活動都是新的嘗詴，期待著這群

「朋友」共同調劑出來的化學作用： 

 

我覺得很好玩欸，因為這些人他們都很好，那我就應該是說如果帶新的活動

的話我有點緊張，因為我不知反應會是什麼，對，那其實那個很自然，就是

跟教學一樣，你跟學生你教他們一個用新的方式教他們，可是我就會感覺有

點緊張，可是通常我來就是有點像一群朋友在一齊。 

（訪-A01-20171019） 

 

 綜合而言，參與在充滿創造性的教師實踐社群中，成員們都是以「期待」的

心情參與每次的工作會議，雖然有點小壓力、小緊張，但是只要有伙伴的陪伴、

嘗詴與共創，尌能全心投入其中，漸漸觸摸到未知的未來，共同達成專業成長的

願望，建構貣社群的運作模式。 

（二） 開放性的氛圍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重視的是發展的歷程，而不是績效成果的表現。所以致

力營造出一個開放性的討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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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沒有壓力，跟召集人的領導風格有關，在我們的工

作場域不常見，這樣的風格沒辦法在學校生存，因為沒有績效的表現。但召

集人是開放式的，比較重視歷程。（研-C05-20170125） 

 

而在這個沒有壓力、不過追求積效表現的氛圍中，成員們可以放心表達，並

且接受彼此，進行對話： 

 

大家都還算是OPEN MIND，所以基本上大家都還可以去接受彼此在講事情、

談事情。（訪-C02-20171025） 

 

而社群營造出來的開放性氛圍也有助於新成員的融入與參與： 

 

我記得相見歡的時候，召集人有特別安排一些活動，我覺得是開放的、充滿

接納的，很溫暖，營造出來的團隊氣氛，讓人不會抗拒，不會覺得自己是新

人所以格格不入這樣，所以我覺得整個團隊經營上很成功。 

（研-S03-20170120） 

 

  綜合而言，在這個充滿創造性的團隊中，開放的氛圍有助於成員間的表達、

交流，以及融入。社群成員們可以接納彼此，在無積效壓力的氛圍下放心表達自

己的意見與觀點，一貣討論與激發出好的點子。 

（三） 建立共事的伙伴關係 

社群除了具有創造性與開放性，其共事的成員關係也是特點之一。他們既不

是上司與下屬，也不是老闆與員工，而是像「伙伴」一樣共同合作、互相陪伴（研

-C04-20170124、訪-C01-20171019、訪-S01-20171020），而這種伙伴關係的表現

特色有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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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溫暖的伙伴 

在 C-02眼中，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伙伴們是溫暖及同理的： 

 

我覺得召集人和老師，都是比較溫暖的、同理的，同質性蠻高的，我覺得整

體上就是一個溫暖、同理、正向的族群。（研-C03-20170120） 

 

 S-03老師也有同樣的感覺，並且表示了自己在這種溫暖的關係中得到了支持與

協助： 

 

這裡的人都很溫暖，而且有真的得到支持和幫忙，又不會覺得壓力太大。……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不會讓你覺得壓力很大。（研-S03-20170120） 

 

 S-03老師認為因為成員們溫暖的支持與協作，所以不會能受到太大的壓力。

而S-01老師也是這樣認為，成員之間尌是互相關心的伙伴，但又不會感到壓迫：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伙伴，但是又會尊重彼此，對，就是不會因為太過的...

關係太過的緊密或甚麼而干擾到兩者，就僅在協作與被協作之間，在問題點

上作解決，但是又保有一定的關係，可是那個關係是，欸我可能怎樣，還是

會關懷，但是不會過於壓迫，對呀。（訪-S01-20171020）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尌是一群共同努力的伙伴，老師們在這裡不是孤獨的個

體，也不是競爭的對象，而是充滿支持性的協助，老師們都是共學的伙伴，維持

一定的關係之外又會尊重彼此。 

    2. 真誠的信任 

 除了感受到溫暖之外，老師們還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充滿信任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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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信任的關係，也讓老師敢於在大家面前示弱，尋求建議及協助： 

 

給你看得到營造的關係，是信任和相對平等，也可以感到蒲公英教師實踐社

群真誠，我是可以示弱的。（研-S01-20170122）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老師可以脫下在工作場所的面具，將自己的困惑、

難處勇敢地展示，尋求伙伴的陪伴與改進的建議。 

 3. 帄等的合作 

       （1）帄等的互助 

 所謂的「帄等」不但代表了參與社群的每位成員的地位是帄等一致的，也表

示了組織領導是帄行的、分散式的。雖然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老師們分為了協

作輔導老師、種子老師、召集人或研究團隊，但這都是視乎成員的意願與社群發

展的需求而進行的分工，正如C-02老師認為： 

 

（協作輔導老師）不是一個助人的角色，對，那他從助人的角色轉成陪伴，

然後讓老師探索自己的角色。（訪-C02-20171025） 

 

 在C-02老師眼中，所謂的協作輔導老師並不是一個比較主導或是上位助人的

角色，一個陪伴種子老師探索自己的伙伴。對此，C-01老師也有同樣的看法： 

 

我覺得都是伙伴吧，不是師傅帶徒弟呀，就是我們在Coach（輔導）別人的時

候我們自己也有成長，因為種子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很多我們自己原本的想

法，當然也可以增加我們各方面的能力嘛，因為要解決他們的問題嘛。（訪

-C01-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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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老師認為所有的成員都是共學的伙伴，在協作種子老師成長的同時，自

己的能力也會得到增進，這是一個雙向的、共同成長歷程。 

       （2）帄行的關係 

 C-04老師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間的關係與地位都是帄等，老師都是在

共同合作，不會因為科目、年資或表現而作出分級： 

 

這邊比較沒有那麼分級的感覺，階級的感覺。像是我們不是同科的，我和你

就是相同的地位，一樣的，我可能比你還不懂，親切感會更好一些，我覺得

我面對都是老師，不會矮了一層的感覺。（研-C04-20170124） 

 

 再者，種子老師S-01也感覺到社群老師之間的關係是帄行的，沒有上對下的

命令、也沒有你對我的指導，而是在同一層次上作出分享：  

 

（社群成員）不是單純的上對下式的，而是平行的關係。在生活上面的一些

問題，或在教學上面的問題，也會相互的分享，用不同的觀點去做理解。 

（訪-S01-20171020） 

 

 這種帄行與帄等，S-01老師是從社群的參與與成員間的對話中感受到，不管

是協作輔導老師或是種子老師、不論是生活上或是教學工作上的疑惑，只要願意

分享，老師們都會作出認真的聆聽，並且做出分享。正如研究者的觀察記錄所載： 

 

開會前的時刻，老師們總是在分享著自己最近的現況，有關於家庭的、有關

於自己兒女的求學經驗、也有自己在工作上碰到的「鳥事」，或是令他覺得感

動的小事，甚至是自己的教學安排、教學內容與教學碰到的困難，也一一作

出分享。（觀-201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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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種子還是協作，成員之間就像是朋友一樣，分享著自己的一切。……

其餘的老師總是很用心、很真誠地在聆聽，並且適時給予回饋；除了言語的

那種回饋，還包括了一個微笑、一個點頭，像是示意老師繼續表達自己、繼

續地「暢所欲言」，也像是給予老師支持和鼓勵，為老師加油打氣。 

（觀-20160624） 

 

 在研究者的觀察中，這種帄行帄等不只是在會議的期間所展示的，在會議前

的談話、在聚餐時的歡樂都是很好的表現。 

       （3）帄貣帄坐的分工 

 為了能讓社群進行穩定、持續的發展，成員們會因應社群的發展需要作出分

工。但是這種分工並不是「指派式」的分工，而是視乎社群的發展需要、也需視

乎成員自己的意願與能力。而分工後所得到的「職稱」，不代表階段化的出現，也

不代表地位的高低，那只是一個稱呼，代表成員現時所負責的工作內容： 

 

沒有那種階級，那我們如果有分工的話，那是因為有問題我們需要解決才分

工，然後才會有個研發部，或者是現在我們有個需求在這樣子，可是研發部

長不一定是誰的BOSS，老板，沒有，我們都是平起平坐這樣。 

（訪-A01-20171019）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成員們的角色都是帄等的，大家都是互相的伙伴，

來這裡是要共同達成目標，而不是被分配任務。這是一種帄貣帄坐的感覺，而不

是上對下的支配或命令。而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成員的意願與能力是分工

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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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自己的意願很重要，我現在是什麼狀態、我可以付出多少，這件事情

很重要。還有包含說時間呀、或是你現在的個人的狀態、家庭的狀態。……

第二就是能力，我擅長什麼不擅長什麼……每個人角色不一樣。 

（訪-C05-20171128）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都理解大家需要時間照顧日常工作與家庭生活，

所以分工的依據會視乎老師自己的意願與能力做出配合。在成員自己對自己的狀

況做出評估後，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能力接收社群的工作，以求能有效率地共

同完成目標。 

 綜合而言，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這個溫暖的大家庭中，大家都是互相學習

的對象，不管是尋求協助的種子老師，還是陪伴成長的協作輔導老師，大家都是

共同成長的伙伴，互相給予支持與協作，形塑一種創造開放、帄等互助的文化。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為了專業成長而努力，為了共同的目標而投入合

作。其文化的展現既是社群成員交流的原則，亦是他們正能量的來源。正如上文

提及到的合作約定的制訂，除了能讓成員的合作有所依據，也讓成員在安全的環

境中共事，為社群氛圍的營造與成員關係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而言，合

作約定也是為了建立「溫暖伙伴」、「真誠信任」和「帄等合作」這種共事伙伴

關係的社群文化而服務。各項活動環環相扣，合力塑造出社群特有的文化。 

 在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背景情況與社群文化做出整體的瞭解後，將對社

群發展階段作出分析闡述。 

伍.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發展運作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目標是由全體成員一同討論商議得出，並在其後每

月一次的會議中作出逐步的規劃與實施。例如在 2015年 11月 22日的會議時成員

們設定了社群未來一年的發展目標，其中之一尌是要建立成員間的合作關係(會

-20151122)。而社群在之後每月一次的會議中，不時會安排相關的團隊建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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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成員參與，例如 2015 年 12月 20日的「合作習性指南活動」(會-20151122)、

2016年 03月 18日的「舒適圈、風險圈與危險圈」等，都建立了成員之間的合作

信任關係，也營造了社群的氛圍(會-20160318)。 

其次，在 2015年 11月 22日的會議中討論了諮詢配對的模式--採三人一組合

作模式(會-20151122)，在之後的會議與實踐中都可以看到成員對此計劃作出的安

排與實踐。 

綜合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以每月一次的例會進行工作規劃、教練模式

的建立、工具開發與運用、互相交流及反思等。研究者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從

2015年 5月發想規劃之時至 2017年 10月這段時間的建構、發展及運作作出歸納

整理，依據所蒐集的資料與文獻加以比對分析，綜合歸納得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

群迄今為止的發展經歷了潛在期（Potential）、結合期（Coalescing）、成熟期

（Maturing）（Wenger et al,2002）。下文將分別尌這三個發展時期作出探究與詮

釋，而研究者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階段與整個發展歷程作出綜合整理，

得出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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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發展歷程圖（清晰版請參考附錄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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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潛在期的觀察 

研究者將 2015年 08月至 2016年 01月歸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潛在期

（Potential）。此期間的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鬆散的網絡機構，通過召集人的

邀請、研究團隊的引介與老師之間的介紹，吸引了七位有共同興趣、對教學充滿

熱情、欲投入開發教師專業發展新途徑的老師們參與。部分老師更與召集人和研

究團隊組成核心團隊（如表 4-2 所示），建構社群的初步設計。 

表 4-2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核心團隊介紹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核心工作團隊主要是由召集人、研究團隊以及五位具有豐富教學經驗、課程

設計和跨校社群經驗的教師成員組成，而這五位教師成員同時也是蒲公英教師實

踐社群的協作輔導老師，他們一邊設計社群的發展、一邊建構諮詢輔導模式、一

邊將所形成的諮詢輔導模式、工具在種子老師身上實踐，陪伴著種子老師的成長。 

在六個月的潛在期裡，核心團隊因應教育改革的大環境討論了老師應具備之

能力，確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以「教練輔導」的模式進行教師專業成長，進

而討論出首輪協作輔導老師與種子老師的人數、資格、實施流程、欲達成之目標

等。核心團隊的成員透過一系列的團體活動、會議與討論，建置團隊的信任感與

默契，並著手計劃日後工作的內容、工具的開發及流程的進行，建構社群的雛形。 

參與者編號 服務年資* 學校職務 社群角色 加入社群之時間 

A-01 -- -- 召集人 2015年 8月 

R-01 -- 教授 研究團隊 2015年 8月 

C-01 14 教師（化學）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10月 

C-02 21 教師（英文）兼行政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11月 

C-03 22 教師（中文）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8月 

C-04 17 教師（數學）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10月 

C-05 14 教師（中文） 協作輔導老師 2015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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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期的表現 

2016年 02月至 2017 年 07月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結合期（Coalescing）。

在這個發展階段中，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引進了一位新的種子老師，其他社群成

員維持不變。而在發展歷程方面，除了每月一次的工作例會之外，更因應老師們

的需要一共舉辦三次的增能工作坊，而且舉行了聚餐。此時期的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結合對社群現狀的瞭解與未來的期許，藉由社群活動的舉辦建立關係，產生

能量並營造出陪伴、真誠、信任、支持、開放的氛圍，開發與分享真正實用的知

識、工具及技巧，確認社群的價值。在教練配對方面，此階段的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中共有兩對協作—種子老師分別同時進行成長，協作老師使用了一系列的工

具對種子老師作出瞭解及建立關係，透過個人化成長計劃的擬訂確認種子老師的

真正所需，並因應實際的教學需求對計劃進行修改，通過一系列的對話、反思、

回饋、分析，讓種子老師在成長的過程中摸索自己、發現自己、相信自己，擬訂

增能的方法及可改善的方向，將在社群的所思所得帶回教學現場實踐，再把實踐

後的回饋帶回社群作出分享與反思，配合增能活動，與協作輔導老師共同擬定下

個階段性的目標，達更持續不斷的進步。在結合期（Coalescing）中的協作—種

子老師們詴行了兩輪成長計劃後將配對輔導的流程與社群的運作確認，建立了適

用於本社群的教練模式，並將工具系統化。 

三. 成熟期的發展 

2017年的 08月開始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熟期（Maturing），實踐社群

領域、成員數與實務同時成長，新成員開始進入。社群的運作模式已經建構貣來，

成員們制定一連串的工作計劃，並建立組織知識庫及組織記憶，聚焦於社群價值

實現與社群規模的拓展，致力於社群的發展。在這階段中社群除了引進兩位新的

種子老師（英文領域及生物領域）之外，更加入了一位退休老師擔任觀察員。社

群的焦點、角色與範疇越來越清晰，成員們認同以「教練」模式進行教師專業成

長的方式，而此時核心團隊成員們的角色經由釐清後也有了轉變，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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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社群潛在期、結合期與成熟期之成員角色轉變對照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成熟期（Maturing）的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成員角色，不再單純分為召集人、

研究團隊、協作輔導老師及種子老師四類，更成立了研發部負責工具的開發、工

作內容的安排、流程設計及增能活動的籌備等；觀察員則是於分組配對時擔任「第

三隻眼」的角色，以局外人的角度對配對的經驗及進行作出觀察，提出自己的觀

察所得提供給老師們作為參考；實習協作輔導老師則是由有擔任種子老師經驗的

三位老師負責，主要任務為對教練輔導技巧作出練習與熟練，並與協作輔導老師

們一貣討論、分享、詴行以累積相關經驗。 

小結 

綜合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經歷了潛在期、結合期與成熟期三個階段。

參與者編號 潛在期與結合期之成

員角色 

成熟期之成員角色（2017年 8

月貣） 

加入社群之時間 

A-01 召集人 召集人/研發部/觀察員 2015 年 8月 

R-01 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研發部/觀察員 2015 年 8月 

C-01 協作輔導老師 協作輔導老師/研發部 2015 年 10月 

C-02 協作輔導老師 協作輔導老師 2015 年 11月 

C-03 協作輔導老師 協作輔導老師 2015 年 8月 

C-04 協作輔導老師 協作輔導老師 2015 年 10月 

C-05 協作輔導老師 協作輔導老師/研發部/觀察員 2015 年 8月 

S-01 種子老師 實習協作輔導老師 2015 年 10月 

S-02 種子老師 實習協作輔導老師 2015 年 8月 

S-03 種子老師 實習協作輔導老師 2016 年 2月 

O-01 -- 觀察員 2017 年 8月 

S-04 -- 種子老師 2017 年 10月 

S-05 -- 種子老師 2017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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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社群的發展歷程，結合期階段是社群發展最豐富的一個時期，社群透過一系

列的會議和活動進行社群定位與團隊的建立。 

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只是根據當時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特徵與聚

焦點進行發展階段的劃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並不是等待一個階段完全

結束後再前往下一階段，許多活動、發展或所面臨到的中心挑戰都是從社群建構

之初的潛在期一直延續至成熟期，並應用了先前的回饋作為經驗參考，在進行反

思後視乎實際的需要與發展再次安排活動。可以說，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每個

發展時期所進行的各項活動、會議的內容都是具有連續性的，交互影響著社群後

續的發展。 

舉例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從潛在期至成熟期都一直在釐清其發展方

向，對社群的建構與發展不斷地進行設計，是一個連續不斷的規劃與定位的歷程。

在整個發展歷程中，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共有 26 次的每月工作會議，其中有 11

次的會議都有討論到社群的定位與未來發展之規劃。像是社群在 2015年 09月 13 

日潛在期時曾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進行了過去與未來的想像，至 2017年 08月

21日時，社群的成員仍一同動手共創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未來，再進行故事接

龍的活動，將社群進行再定位與規劃。由此可看出，潛在時期的表現--釐清社群

的發展方向，對其進行規劃與定位橫跨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潛在期至成熟期。 

再者，在整個發展的歷程中，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不斷藉由社群活動的舉辦

建立成員之間的關係，以產生能量和營造信賴的氛圍、建立聯繫。在每個月的工

作例會中，共有 7次的會議有進行團隊建立的活動，像是 2015年 12 月 20 日時有

舉辦一個「合作習性指南活動」，以瞭解每位成員均具有不同的習性，培養理解他

人與建立團隊共識。至 2017年 05月 26日「轉換活動」的分享，交換成員們現時

的狀態、感覺等，以建置團隊和默契。由此可得，結合時期的表現--關係的建立

也貫徹社群的發展。在分析探究了社群的整體氛圍、諮詢模式的建構與社群發展

階段後，下節將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組織運作作出綜合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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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組織運作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致力於精進教師教學與培養教學領導，主要以教練的方

式、以諮詢輔導的模式與種子老師一貣進行專業成長。以下將會先對社群的角色

分配做出初步的瞭解，再對輔導模式的建構作出說明，最後探討其特色表現。 

一. 社群成員之角色分配 

(一) 召集人的角色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召集人除了招募社群的成員、將成員們聚集貣來

和籌備社群的聚會以及會議之外，亦是社群發展以來的共同參與者與參與成員的

支援者。 

1. 共同參與社群的發展 

召集人也不會指派社群的成員工作，亦不會強制要求社群的積效表現。召集

人與成員們共同參與社群的發展歷程，陪伴、關懷並且信任著社群老師的付出： 

 

雖然我常常說他是個老闆啦，……但在平常討論事情時是很平等的，他不會

端出老闆的樣子，就他也不會想要主導，或者有點是觀察吧，……他覺得我

們做什麼都好，他完全信任我們，我覺得對一個出錢的老闆，但是他在這件

事上面是不會很強硬的說像有的人我要灌徹我的意志，沒有，Never。（訪

-C05-20171128）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召集人並不是一個領導的角色，不會指示成員們

的方向。召集人員是提供一個場地、一個空間讓老師們聚集在一貣共創，他完全

信任參與社群的老師們的能力，並且自己也參與其中，用心、耐心地陪伴老師，

讓老師們安心地在這個空間中抒發己見，營造出適合種子老師們需求的諮詢輔導

模式，幫助老師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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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召集人）給我們就是慢慢來，沒關係，你們想怎麼做都可以。那讓我們

能感覺到他有很大的一個耐心，然後都很不壓迫你去做甚麼事，就很有耐心

地去陪伴老師，對。就是一個耐心跟關懷，是非常非常高的，高到我有時候

我會覺得說那他的最終目標是甚麼。……或者是他的目標其實就真的那麼單

純幫助老師，我也一直在想，所以我們就也義無反顧地往下做。（訪

-S01-20171020） 

 

召集人熱切的教育愛感染了老師們「義無反顧」地繼續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的發展，繼續奉獻自己的能力。他信任老師們的能力與感受到對教育改革的

熱切盼望，因此與社群的成員共同建構了美好的教育願景，並且開放社群發展的

歷程邀請老師們共同創造和參與，給予教育現場的老師們充足的空間共創出屬於

臺灣教育背景、符合教育現場老師們需要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並藉此培育教育

改革所需的教學領導。 

              2. 支援者—依老師的發展需求提供資源 

 召集人提供資源邀請成員們的共同參與和歷程的創造，他不傴在每月在例會

中擔任「主持人」的角色，負責掌握會議時間、安排與組織活動的進行，也組織

安排會議簡報與提供成員所需的資源，為成員們的參與全力的支援。 

 召集人除了對教育充滿熱情，本身的教學背景與經驗十分豐富，更曾在美國

辦學，這些經驗都為社群的老師們提供了很多的想法。而且召集人會視乎社群的

發展階段與老師們的需求為老師安排增能，讓老師們在參與社群的發展、在營造

諮詢輔導模式中得到成長： 

 

我會覺得說像A-01或者是研究團隊他們帶我們讀很多的書，或者是在增能裡

面，特別是教練技巧讓我們去看到這樣一個檢索的方式。（訪-S01-201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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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他（召集人）其實是非常清楚到底要怎麼做，到底要怎麼去。但是他

就是像教練一樣，……提供一些工具，增能，然後讓我們慢慢去瞭解。（訪

-C02-20171025） 

 

 在C-05老師眼中，召集人的角色也像是教練一樣，陪伴著老師們的成長，也

為老師的成長所需提供工具資源與增能的方式。召集人讓成員老師們自己去發

現、自己構造社群的發展歷程，不會做出任何干擾，而是提供所需的資源支持老

師們的想法與做法，全力支援老師。 

綜合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一個創造性的團體，所以注重的是社群的

發展歷程，而不是社群的積效表現。而召集人的角色很大程度讓成員們參與並且

投入到社群的創造歷程中。召集人的角色尌如同是旅行團的領隊，把美好的教育

願景築造貣來，吸引成員們的參與之後，陪伴與支持成員們的探險旅程，與成員

共同決定最終的目的地。 

(二) 研究團隊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開創之始便有研究團隊的加入。在教師成員的眼

中，研究團隊是一個支持性的存在，提供了老師們實踐的理論學科背景，並且幫

助老師們對自己的實踐做出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我會覺得說一些研究，一些改革，或是一些創新，沒有理論的支持或分析，

我會覺得不夠踏實，我覺得有研究團隊在，我覺得我們做的這件東西，都有

一個人幫我們做分析，理論的支持，我覺得更好。（訪-S01-20171020） 

 

由上可得，提供了老師創造的基礎與安全感；也讓老師們在既有的知識上、

舊有的理論基礎上創新，提供了老師創造的基礎： 

 

 



97 

因為對我來講，當你知道理論基礎的時候，你可能更容易去發展出前面的東

西，對呀，而不是在前面的東西裡面一直在玩舊的，或者是只是在變舊的做

法，……我覺得研究團隊提供這樣的一些知識背景，然後也會提出一些提醒。

（訪-C02-20171025） 

 

 綜合而言，研究團隊不涉及社群的發展方向與發展歷程，主要是一個觀察發

展的「旁觀者」角色，提供社群發展與諮詢輔導模式建構的理論基礎與實踐經驗，

在社群成員需要時提供專業的意見，並且協助召集人安排增能的活動提供給社群

成員參與。 

(三) 協作輔導老師 

1. 種子老師的教練 

協作輔導老師們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參與程度與意願投入皆高，除了每

月一次的例會皆有參與外，更需因應種子老師的需求安排時間與種子老師碰面，

陪伴著種子老師的成長，討論諮詢成長歷程的進行。而協作老師們除了需要教學

經驗豐富之外，更具有以下特質： 

 

這群人就是都愛學生，然後都是不頑固，願意改變自己，然後應該在各領域

都是高手。可是人格特質都有一點，就是他們都不是固執、覺得自己一定是

對的，就是他們願意保留彈性去改變，雖然他們都是各領域的專家。但是他

們願意去傾聽所有的人，不管那個人是比他年輕、比他年長，我覺得這群人

都可以接納他人，讓自己成長。不自私、肯付出、有教育熱誠，我覺得這是

大家都有的。（研-C01-20170120） 

 

可以接受不同改變的老師，願意踏出的老師。比較頑固的應該不行，要比較

包容，比較接納，開放度要高。（研-C04-2017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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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的協作輔導老師除了教學經驗豐富之外，更是勇於

創新與改變。他們願意開放自己的心胸，接收更多的意見、接納不同類型的老師

來到這裡參與成長，並用心債聽老師在教育現場所遇到的困境。 

2. 諮詢輔導模式的設計者 

 再者，這群老師不會執著於自身資歷的豐富或見識的廣博，而是樂於學習各

種事物，樂於改變自己、進步自己，與核心團隊一同建構出諮詢輔導的模式，陪

伴種子老師的成長。 

 協作輔導老師的角色不是種子老師的老師，而是種子老師的指南針、是種子

老師的陪伴者、亦是種子老師教練，他們需要放下自己一切的成見，打開心胸協

助種子老師們的成長，協助種子老師自己建立自己的成長計劃，輔助種子老師們

教學的精進。協作輔導老師們會與召集人、研究團隊共同商討出適合種子老師的

諮詢輔導模式、發掘工具引導種子老師的成長。 

正如前文所言，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的協作輔導老師，皆是具有豐富教

學經驗與具有參與跨校、跨領域社群經驗的老師們。協作輔導老師們皆為蒲公英

教師實踐社群的核心團隊成員，在陪伴種子老師進行專業的成長歷程的同時，更

會與召集人、研究團隊共同建構社群的發展與運作，設計社群的發展，建立諮詢

輔導模式。 

(四) 種子老師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的種子老師，除了是參與專業成長的對象之外，也

是諮詢輔導模式的實施的對象。而種子老師在完善他們的教學計劃與精進了他們

的教學技能後，亦會視乎他們的意願轉任為實習協作輔導老師。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種子老師，最重要的尌是具備一顆想要學習的心（訪

-S01-20171020、研-S-03-20170120）。在整個成長歷程中，種子老師們得到的不

止是教學專業方面的成長，協作輔導老師更會透過種子老師的成長歷程培養種子

老師的思考能力、諮詢輔導能力與教學領導的能力，以冀種子老師在精進自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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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後，能發揮自己的所學所得，將這一系列能力帶回教學場域或在社群中繼續

發揮。尌是說，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透過轉化種子老師每天的教學任務，幫助老

師建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與學習；以及通過參與社群專業成長的經驗，培養教

師在專業學習社群中進行有效和確實合作的能力，發展具有協作性質的教師領導

（中間領導），使學校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學生的需求。 

綜合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們依據他們的能力與意願，各自擔任

著不同的角色，在社群發展的同時進行著自身的專業成長，更一同設計與實踐了

專屬社群成員需要的諮詢輔導模式。召集人與成員們一同許下了對教育未來發展

的美好願望，並且逐步將社群的願景建造貣來，熱誠、真誠的投入其中，與伙伴

們的協力共學也讓成員們各自得到不同方向的專業成長，一同向目標前進。 

二. 諮詢模式之建構 

在瞭解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成員的角色之後，便可對社群所運用的教練輔

導模式的建構做出進一步的探討。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運用的諮詢輔導模式是

由核心團隊的成員共同商討與建構而成：他們一邊設計社群的發展、一邊建構諮

詢輔導模式、一邊將所形成的諮詢輔導模式和工具實踐，並在實踐後得到回饋加

以修改完善，陪伴著種子老師的成長，亦利於後續社群的使用。 

(一) 配對方式 

諮詢輔導模式建立第一步，尌是要確定種子老師與協作輔導老師的配對方

式。而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使用的配對模式是在社群的潛在期時便已確立的，

以一位種子老師與兩位協作輔導老師三人一組的合作模式為配對（會

-20151122），而配對的兩位協作老師中，由一位與種子老師相同學科領域的協作

老師負責主要的專業對話與種子老師的成長歷程，而另一位不同學科領域的協作

輔導老師則是負責觀察與對話的補充。 

1. 老師們的回饋 

以這種配對方式實踐後的老師們，皆認為以一種子-兩協作的配對方式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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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的嘗詴： 

 

C-04老師從不同學科看，是很有意義的，看到我們平常會忽略的地方。這個

組合是未來可以考量的。（研-C03-20170118） 

 

特別的是我可以看到不同課的老師，像是我這次看的是國文課的老師，那種

不同科的視野，當然我也是不同科提供意見，就有不同的火花，我覺得這是

我們後來發展出來的一種比較特別的模式。（研-C04-20170124） 

 

在協作老師的眼中，此種配對模式可以從學科/非學科的觀點與角度觀察種子

老師的教學，並且給予種子老師回饋。而且兩位協作老師之間可以互相補充、互

相協助，為種子老師提供一個完整而深入的對話。 

 

目前的配對是一個學科上的專業，另一個是非專業，從另一個角度看，我覺

得這蠻有意思。因為學科的專業就是給你備課的建議。其他學科就是幫忙看

到教學，C-04老師就會說哪些他比較有興趣，哪些內容比較吸引他的，比較

是教學上。（研-S03-20170120） 

 

以接受協助輔導S-03老師的角度而言，C-04老師是一位數學老師，負責主要

協助的C-03老師是與種S-03相同學科領域的國文老師，在他的成長歷程中，這樣

的配對產生了不一樣的火花：C-03老師主要是給予自己學科上的專業意見，而C-04

老師則觀察到了教學安排與課堂上的學生狀況，為S-03提供了全面的回饋。 

至於另外一組配對，C-02老師是英文學科的老師，與C-01、S-01老師任教的

化學領域是不同學科的協作老師。C-02老師認為自己類似觀察的角色，並在適當

的時候給予回饋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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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其實只是在旁邊，然後有點類似觀察。然後看看有哪些地方，就是

我自己有想到，可以在旁邊再幫忙加上去的……在這些過程裡面，我自己大

概其實都會等那個主協作老師大概談完的時候，那我可能欸，有甚麼東西這

樣，要補充的，我覺得可以再比較深入一點聊的，那我會再提出來。 （訪

-C02-20171025） 

 

綜合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不但是個人化的專業成長，更是以二對一方

式進行輔導的專業成長。以這種配對方式進行的專業成長，不但可以為種子老師

提供全方位的觀察與回饋，協作老師之間的互補的合作模式，亦是社群所運用的

輔導模式的特點之一。 

2. 未來的配對安排 

至於對於未來協作-種子老師配對的安排，老師們都認同其中一位協作輔導老

師需要與種子老師相同的學科領域，這樣才能處理種子老師學科專業上的疑惑；

而另一位不同學科領域的協作老師也可以提供非常寶貴的觀點： 

 

老師們的問題都非常專業，非常想要在自己的專業上作精進。非本科的老師

都很難處理。（研-C02-20170120） 

 

我覺得配對當然還是要有一個專業的，同科的老師做一個陪伴。如果能再搭

配一個一個非本科的老師，我覺得會有一個不同的觀點。  

（研-C04-20170124） 

 

因為我覺得很多在高中階段很多在學科裡面專業的事情，其實還是要在專業

裡面去尋找答案，但是我覺得其實從不同科目的角度來看，其實也是蠻好的。

（訪-S02-201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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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詢問種子老師是否需要更多協作老師的輔導時，都認為以現行的配對方式

與人數的協作輔導模式可以繼續運作。若再加一位協作老師作為補充，以「三對

一」的方式進行協作的話，恐怕會增加種子老師壓力： 

 

種子和協作的配對，如果只有一個，最好是相同領域。如果是兩個，一個是

學科、一個非學科，我覺得這樣的交流也很好。三個的話我沒有試過，但我

覺得應該是蠻有壓力的，如果是一對三。（研-S01-20170122） 

 

綜合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所運用的配對方式，是以「兩對一」為組

合的方式進行諮詢輔導，以相同學科領域的協作老師提供專業的交流，以非學科

領域的協作老師提供觀察與補充，完善種子老師的成長歷程。而這種配對方式至

今仍在運用當中。 

(二) 工具的開發 

在瞭解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配對方式後，工具的開發、運用亦是諮詢輔

導歷程中重要的一環。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所運用到的工具，主要有建立團

隊時用到的「合作習性—東南西北活動」、「社群故事接龍」等；招募種子老師用

到的「基本資料表」、瞭解種子老師當下狀況的「說書人卡」、種子老師在計劃成

長歷程時所擬訂的「成長計劃」與「SMART GOAL」、在討論時所運用到的「ORID焦

點討論法」、在參與增能工作坊後所收獲的「高效人士七習慣」、「DISC個性測驗」

以及高效能教練模式中的「教練四能力」、還有觀課諮詢時應用到的「學生學習檢

核表」、「諮詢輔導引導說明」、「觀課記錄」和「觀課記綠工具符號表」，以及在結

業禮使用的「理論 U」等等，詳細列表請參考附錄九所示。協作輔導老師會因應時

機與當下的需求運用工具瞭解種子老師的現況、內心和真實的需求，以協助老師

達到確實的專業精進。綜合而言，社群所使用的工具的開發主要由核心團隊成員

負責，又可分為以下二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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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員積累的經驗與交換 

社群所運用的工具，大部分所是核心團隊成員先前的經歷累積，在與成員們

分享討論後確認： 

 

這些工具如果是團體的這種，應該是累積下來的，就是從我以前教書，然後

去幫學校，這些都是我接觸過的工具，然後我看過別的引導者，他們用的，

然後我自己也有用過的，然後我有去參加訓練怎麼用這些工具。（訪

-A01-20171019） 

 

說書人卡在我們辦工作坊中常用到呀。（訪-C01-20171019） 

 

成員們把自己的教學時所運用、在參加訓練時所得到、在舉辦工作坊時所運

用的工具都積累了下來帶到蒲公英教師社群運用。再者，成員們的經驗累積亦會

帶回社群做出分享與交流，讓其他成員也能收獲與感受： 

 

不管是召集人這邊帶來了一些工具，我覺得慢慢地其實老師有辦一些工作坊

啦，或者是甚麼一大堆有的沒的，就是慢慢會開始有那種流程、工具。 

（訪-C02-20171025） 

 

召集人與研究成員會在會議的過程中將一些理論與工具分享給成員們作出參

考；而且如上文所提，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核心團隊的成員都是具有豐富社群

參與經驗的老師們，老師們在先前的社群中所學習到的流程、工具，都在這裡得

到發揮應用，並且透過成員們「大家的討論」與「七嘴八舌」的分享（訪

-C05-20171128），讓成員們能因應欲達成的目標而確定將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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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能後的收獲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運用的工具來源之一，尌是老師們參與增能工作坊後

的收獲所得。到目前為止，社群一共舉行了三次的增能工作坊，第一次的工作坊

於 2017年 2月 12日進行，此次工作坊的目的是學習教練輔導技術--「聆聽、區

分、發問與回應」教練四步驟的介紹與練習；更介紹了管理大師史蒂芬·柯維

（Stephen Covey）所提出的《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主動積極、以終為始、

要事第一、雙贏思維、知彼解己、綜合綜效、不斷更新」的重要性。（會-20170212） 

而第二次的工作坊於 2017年 4月 1日進行，此次工作坊為 2017年 2 月 12日

「高效能教練領導力工作坊」之延續。主要內容為教練技能的實踐練習與回饋，

以及透過老師們事前的測驗（DISC個性測驗）進行自我瞭解，分析不同個性、不

同風格的人的內在需求，冀能透過瞭解對方的個性以提升溝通效能以及制訂出有

效的行動計劃。（會-20170401） 

第三次的增能工作坊則於 2017年 7月 20-21 日連續兩天進行，主要是「七習

慣」之信念探究、技術瞭解和步驟運用等訓練。 

在這三次的增能工作坊中，老師們整理了教練輔導技術的四步驟與七習慣，

更瞭解了 DISC個性測驗這項瞭解個性的工具，工作坊的所得都運用至後續的社群

發展和種子老師的成長對話歷程中。 

（三） 客製化之專業成長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諮詢輔導模式建構的主要特色尌是以「人」為本，從關

注老師的個體狀態出發，安排屬於自己的專業成長，製訂出專屬個人的專業成長：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有關注到我就教學年資、教學專業的狀態…而且會和我

討論，讓我思考授課組織，我這個老師的教學狀態、我的教學。注重到我教

這一門課的想法、理念是甚麼，所以教育理念、教育哲學說會被帶出來。（研

-S01-20170122）   

 



105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比較關注老師個體的問題，……以人為主體，改善、修

正老師在教學增進的目標。（研-S01-20170122）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以老師為主體，關注一切有關老師教育的事務，以求為

種子老師提供全面性的協助，量身訂做專屬自己的成長計劃，並且給予每一位老

師發展的空間。而這種「客製化」的表現可以從下面兩點進行探討： 

1. 客製化的成長目標 

正如 C-04老師所言，老師們在專業成長的歷程所遇到的不一定是學科專業的

問題，也許是師生互動關係的建立這種問題。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種子老師們

可以根據當下的需求及狀態提出改進的目標：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老師所面對的問題不一定是學科專業，可能是價值

觀、哲學的觀念，學生的狀態；所面對的也許是課程、學生或學校的氛圍，

那我們是去協助他們做出調整，我覺得這種是更全面性。我們提供的或許不

止是學科的專業，包括是班級經營、學校的氛圍、師生互動。 

（研-C04-20170124） 

 

每位老師都是獨特的個體，他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可能會碰上不一樣的困

難與挑戰，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種子老師成長目標的制定，會因應老師自己的教

學需求作出不同的規劃。根據 2016年 2月 26日的文件紀錄所載，在第一輪成長

計劃的制定時，S-01老師的成長計劃目標是改善自己的提問技巧，並且製定策略

提升學生的討論與發言的情況；而 S-02老師的成長目標則是幫助學生建立信心，

提升學生的寫作技巧，也精進老師自己評改作文的效率；S-03老師則是想要在教

學進度的安排與課程的設計方面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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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真正地以老師的發展為主，由老師自己說

出對自己專業成長的需求：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目標就是關注在老師，真的希望老師可以利用自己的

力量去不是只有單純在專業知識上面的，而且它是真的關注到老師的成

長。……關注到人這個角色，就是我這個人的需求，雖然我在社群裡面的第

一階段是教學專業，可是我對於教學專業的需求是從我的角度出發，對。（訪

-S01-20171020） 

 

種子老師成長計劃客製化的表現除了有「真的以老師為主打造」的特點外（研

-C03-20170118），其「人性化的，可以隨時作調整」（研-C03-20170118）也是

客製化的表現，種子老師可以根據自己的狀況作出成長需要的調整與安排。 

2. 人性化的成長歷程 

 成長計劃的目標會因應老師的需求進行調整，而成長的歷程也會因應老師當

下的狀態進行調速，以配合種子老師的情況與成長。這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一

個人性化的成長，是「十分具有彈性」（研-S01-20170122），會視乎老師的實際

情況做出調動，也「願意提供到他們的照顧」（研-C04-20170124）。這種照顧不

但是專業上的協助，也包括了伙伴的陪伴與照顧，照顧了種子老師的狀態，也讓

種子老師依據自己的情況作出成長速度的調整： 

 

我覺得老師其實蠻願意給新老師空間的，……因為到後來其實大家都很忙，

除了觀課和前面的討論，後面能見面的時間其實沒那麼頻繁，所以就會記得

一些原則性的東西，不會造成非得怎麼做的壓力。 

（研-S03-201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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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除了成長的目標客製化之外，種子老師成長的速

度也是由種子老師自己決定的。協作老師們體會到種子老師日常教學工作的繁

忙，也應體諒種子老師除了教學外還有生活、朋友、感情的日常需要處理，所以

願意給予種子老師空間，等待以及陪伴他們。 

 客製化的成長計劃為種子老師提供了全方位的協助，並且適時給予種子老師

照顧與協助。成長計劃的擬訂不傴是種子老師成長歷程的安排，更是與協作輔導

老師的一種約定—這是種子老師自己根據自己的需求所計劃的成長，沒有任何人

的強迫或要求，都是種子老師自己的意願和自己的選擇，所以要為自己負責。在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教師的專業成長不止是教學實踐領域的，更可能涉及到

老師的教育理念的價值觀，透過與種子老師的配對與對談，帶出種子老師「冰山

下的價值觀，從思維的根本做出轉變」（訪-S01-20171020），從而提升老師的專

業思考能力。 

小結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所運用之教練輔導模式是由核心團隊的成員共同討論建

構而得，由種子老師的參與實踐得到完善。除了運用固有的經驗之外，蒲公英教

師實踐社群亦會為了支持老師教學工作的改進和老師專業判斷的增進，安排增能

的活動使老師們得到人力的增長，持續接收外界的刺激不斷更新與積累所運用的

工具。而且核心團隊的成員會再根據當下的社群情境做出工具運用的練習與討論

修改，制訂出適用於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情境的工具，做出使用。舉例而言，在

參與增能工作坊後，核心團隊的老師們在會議中反思道：「教練模式可以讓對方願

意說話，但同時協作輔導老師問問題時也需要理性」（會-20170419）。在成員們眼

中，教練模式的確是一項很具有效用的工具，但是他們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

的目的是要幫助老師達至自我的成長，因此協作輔導老師在發問時需要注意問題

的界限，發問的目的是要幫助種子老師自己瞭解自己，而不是讓種子老師攤開自

己讓大家瞭解。由此可見，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工具的開發，是由老師們的經歷

 



108 

與參與增能後的所得，並且會依據實際的狀況做出反思修改，再在實踐中運用。 

至於輔導模式的配對安排，種子老師主要是挑選教學資歷在三—五年的新手

老師，第一年的詴辦階段會以「滾雪球」的方式，讓核心團隊的成員們以邀請的

方式找尋種子老師的參與（會-20150913）。在來到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前，種

子老師首先要填寫<基本資料表>，讓協作輔導老師們對種子老師有一個大致的認

識；之後再透過<說書人卡>、< ORID 焦點討論法>瞭解種子的教學狀況與價值觀，

為成長歷程的進行做出準備；而成長歷程會以一個學期為一個歷程階段，協作老

師需要協助種子老師制訂個人化<成長計劃>與階段性的< SMART GOAL >，評估種

子老師的成長歷程。為了要讓種子老師得到個人化的專業精進與培養種子老師的

領導能力，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核心團隊決定以「二對一」的教練輔導的模式

進行種子老師個人化的專業成長。協作輔導老師會根據種子老師的需求，給予老

師相應的協助，或是課程的共備，或是教學工具箱的建立、或是教學技巧的精進，

或是觀課的諮詢討論……而協作輔導老師亦會運用<教練技巧>等工具對種子老師

做出深入的瞭解，並且引導種子老師做出專業的成長與領導能力的培養。 

在一個成長歷程結束後，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會檢視種子老師的成長歷程，

整理種子老師的成長，並且視乎種子老師的需要與意願決定是否繼續下一階段的

成長歷程。種子老師在進行教學精進的同時，其實也在接受諮詢輔導能力的培養，

希望能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協作輔導老師，擴大社群的影響範圍，協助到更多教

學現場的老師。 

以下將會以一組協作—種子老師的配對為例闡述種子老師的成長故事，深入

探究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諮詢輔導模式的運用與種子老師的成長歷程。 

第三節 同儕諮詢案例之討論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以輔導模式進行的教師專業成長，以配對方式作出個

人化的成長歷程。正如上文所提及，成員老師分為種子老師與協作輔導老師兩種

類型互相搭配，以 C-01、C-02與 S-01這組的配對來看，種子老師是有 4 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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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化學老師（S-01），而兩位協作老師分別是具有 14年教學經驗的化學老師

（C-01），和有 21年教學經驗的英文老師（C-02）。協作老師配對的原則主要是由

一個與種子老師相同學科領域的老師擔任主協作輔導老師，另一個偏向為不同學

科領域的老師作為搭配。 

而選擇這對配對作為例子詮釋種子老師成長故事的原因，是因為這三位老師

參與了個案教師實踐社群成立、發展與實踐運作的歷程，而且其關係的建立、工

具的開發、引導的方法、對話的釐清與發展、種子老師的觀察歷程與轉變、以及

整個成長流程的進行深入而完整，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的探究、歸納與詮釋，讓

我們深入瞭解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運作模式的建立與操作、種子老師的成長歷程

與效果、以及探討老師們專業資本蓄積與運用的情況。 

除了每月一次的社群會議之外，C01、C02與 S01老師更會利用線上或私下碰

面的方式進行討論，詳細進行的時間如附錄八的列表所示。回顧文件紀錄所示，

S-01老師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主要目的是「進步自己的教學，以及尋求伙

伴」（研-S01-20170122），而 C-01老師則是想要「透過此社群擴大自身的影響

力，影響更多的老師進而影響更多的學生，培養老師的能力面對教育挑戰」（研

-C01-20170120、訪-C01-20171019）；C-02老師則是覺得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

群「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對自己也會有幫助」（訪-C02-20171025）。三位老師各

自因為不同的參與動機聚集在一貣，他們共同相聚陪伴，開始了這個成長歷程： 

壹. 相見歡，互瞭解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經歷了 2015年 08月至 2016年 01月這半年的發想規劃

後，在 2016年 02月 26 日迎來了種子老師與協作老師們的第一次的見面。老師們

在「開學禮」這天透過了「來自星星的你」與「說書人卡」這兩個活動，對種子

老師有了初步的瞭解，並根據種 S-01的需求，客製化地擬訂了種 S-01的第一次

「成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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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來自星星的你 

在五角星圖像的每一角上寫上數字或畫出圖像和符號，而這個數字、圖像或

符號是代表與老師本身有關的重要事件：「星星的每一角各代表一項老師重視的人

或事，瞭解老師所重視、認為重要的五件事」（會-20160226），以此五角星作為瞭

解各位老師的途徑。 

在這個活動中， S-01老師的星星如下圖所示： 

 

圖 4-3 S-01老師<來自星星的你>展示圖 

資料來源：會-20160226 

 

這顆五角星中的「4」是 S-01老師的幸運數字，他生活中間所發生的幸運都

是與「4」相關；「GA」是指「鉀」元素，指的是 S-01任教的科目是化學，而「鉀」

這個化學元素也描述了 S-01老師的想法或個性；「2」代表 S-01老師當時是教書

的 2年，自己想要在這個時候做出些改變；「手」的圖案表示了在 S-01老師的眼

中，「教師」這個職業尌是要給予別人協助；最後那個「水瓶」的圖案指的是老

師自己的星座--水瓶座。（會-20160226） 

種子老師作為社群的新加入者參與會議，透過「來自星星的你」這個活動，

不傴協作輔導老師們對種子老師作出了初步的瞭解，種子老師也可以對社群中的

每位老師有了認識，建立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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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說書你自己 

「說書你自己」則是讓種子老師「挑 2 張卡片，分別說出自己的教學樣貌與

學生樣貌」（會-20160226），利用說書人卡的選擇與種子老師自己對卡片的詮釋，

讓種子老師將內心的想法投射在卡片上並表達出來；再透過社群全體成員一貣對

談的方式，以瞭解種子老師的教學樣貌與對學生的看法，窺探種子老師的價值觀，

作為成長計劃擬訂的基礎。 

下列的說書人卡均是由研究參與者在當下情境因應自身狀況所作出的選擇表

示，經由研究者在保留原版特色的前提下重新繪制，作為本研究之使用。 

(一) 教學樣貌 

種 S-01選擇了圖 4-1的說書人卡作為自己教學樣貌的表達，圖中所畫的是一

個帶著行囊、吹著笛子在郊外行走的男人，而在男人的鬥背後則有一堆武器： 

 

圖 4-4 S-01老師的教學樣貌（2016022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對此，S-01老師將自己比喻成是「吹著魔笛的那一個人，但是我操縱卻是一

堆武器飛劍」，而 S-01 老師將學生視為「武器飛劍」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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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覺得說因為我們那邊的孩子其實他們，他們的學習成就其實沒有這麼

的高，那其實他們都會帶一點點的利，就是在去年當中我覺得有時候我被刺

傷，但是我覺得今年我覺得操控得很好。 （文-20160226） 

 

S-01老師將自己比喻為是說書人卡中吹著「魔笛」的旅人，將學生比喻為身

後的一堆武器，有一點峰利但自己又可以馴化並且操縱住他們：「我覺得雖然他們

（學生）是一把，就是很利的劍，但是我覺得他們其實是可以被馴化的」、「在教

學的場域裡面，我覺得我可以把這些武器操縱的很好，希望有一天可以配合」（文

-20160226）。 

當被問及旅人的心情時，S-01老師認為他是「輕快」和「開心」的，因為他

是一邊「輕步小飄」地向前進，一邊透過「悠揚輕快」的曲調操縱著武器前往的

方向，雖然有被刺傷的時候，但仍有自信可以將武器操控好，認為所有的武器都

是「跟著我的方向去」行動，這也是種子 S-01老師認為「旅人是開心的」原因：

雖然前方的路可能不太好走，但是「我覺得可以走出我的路」 （文-20160226） 。 

再者，S-01老師將卡片中旅人所帶著的行囊看待成是自己的教學秘笈，而笛

子則是將教學秘笈發揮的工具： 

 

（行囊）就是我想要放進去的一些秘笈，更加可以讓我如何去操控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必備的一個行囊，對，而那個笛子則是我的將這些秘笈

發揮出來的一個工具。（文-20160226） 

 

而且旅人吹的曲調不是單一的，而是因應武器的種類而不同，正如 S-01老師

認為教學方法也不能只有一種，應該要視乎學生來決定教學的策略： 

 

每一種不同的武器都應該要有不同的控制的方式，我覺得不能只是一種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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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控制所有的東西。（文-20160226） 

 

至於行囊的補給，則是需要伙伴的幫助： 

 

我需要有伙伴給我東西，補充那個行囊，對，我覺得他可能不需要跟我一起

吹奏相同的樂曲，但是我覺得他可以幫助我，就是裝滿行囊可能所需要的秘

笈了。（文-20160226） 

 

補充行囊的秘笈也與 S-01老師之後所擬訂的成長計劃所符合：S-01老師感覺

到自己當時的教學沒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教學策略，所以參與社群尋求

同伴的協助，補充教學所需的秘笈之餘，對自己現時的教學狀態作出調整以提升

教學效能： 

 

目前沒有特定的方法工具，能夠描述自己做了什麼。不清楚自己所做所為的

整體情況、自己有甚麼工具或是技巧，為什麼這麼做能達到什麼效果或不能

達到什麼效果。我覺得自己目前是比較不穩定的，可以接受改變和調動，但

同時也較有彈性。希望有人指導，學習針對不同班級特質與情境，選擇合適

的教學策略、拋合適的問題，而有穩定的教學成效，隨時調對頻道。（會

-20160226） 

 

綜合以上，種子 S-01老師認為自己是吹著魔笛操縱著一群武器（學生）的人，

雖偶有受傷的時候，但是自己仍有信心可以處理好自己與武器之間的關係，而幫

助旅人的尌是那支魔笛與行囊中的各種秘笈，透過同伴的幫助與補充，希望旅人

（老師自己）與武器（學生）之間可以和帄相處，互相配合。 

種子老師透過說書人卡詮釋表達了自身的教學樣貌，協作輔導老師可以由此

對種子老師自我對教學的體認進行初步的瞭解，而且在社群成員一來一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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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種子老師也初步提出了自己成長的需求與增進的領域，延伸到往後成長計畫

的擬訂。 

(二) 學生樣貌 

接下來，S-01老師選擇了圖 4-2 作為學生樣貌的表述，此張說書人卡是一張

背向「打坐」的人，背部畫有虛線及圖案，卡片的上端則有一盞小燈： 

 

 

圖 4-5 S-01老師所選的學生樣貌（2016022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S-01老師認為這張學生樣貌的說書人卡與自己教學樣貌的說書人是「互相呼

應」的（文-20160226），因為： 

 

我覺得我現在的每一個學生，現在他們的同質性都蠻高的，但是我會覺得他

們其實身上都有不同的地圖等著我去探索等著我去瞭解。 

（文-20160226） 

 

在種 S-01老師眼中，背部的虛線及圖案代表的是地圖。而且種子 S-01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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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認為學生的同質性高，但其實每個學生的樣貌都是不一樣的，每個學生身上

的地圖都有屬於學生自己的路： 

 

我會覺得他們的地圖上面其實都會有他們自己的路，因為我覺得他們背上其

實是一個有虛線有方向的，只是我現在還不知道，因為上面有一個就是指南

器，我會覺得說我的學生應該是不一樣的。（文-20160226） 

 

S-01老師認為背後的虛線方向，背部最上面的那個圖案指的尌是指南針，每

位學生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等著老師去探索與瞭解。正是因為如此，老師才認為

自己需要因應學生的不同制訂出各式各樣的教學秘笈作為教學的使用。這正是學

生樣貌的說書人卡與教學樣貌的說書人互相呼應之處。 

再者，S-01老師認為學生自己可以選擇出適合自己的路，老師的角色主要是

陪伴學生： 

 

協 C-02：你比較想選他原本的正常路徑，還是比較希望改他到正確的路徑？ 

種 S-01：所以老師說的「正確」是什麼意思？ 

協 C-02：就是你覺得會有一個正確的方向，可是可能這樣的路對他很困難。 

種 S-01：你說改變嗎？ 

協 C-02：對。這些東西本來就在學生身上那一條路，你想要去發掘，那你覺得

你只是想發掘它還是你想改變它？ 

種 S-01：改變，我覺得改變很難，其實我現在不太敢說改變學生要走的路，因

為我覺得說每個學生其實他們都可以，就是他們其實可以成就自己，對，我覺

得我不會想要，就是給學生你就應該走這樣，我覺得我應該是陪伴他選擇適合

他的，對，我不會給他一個，就是說你應該就走這樣的路，但是他可以藉由自

己的思考跟自我的探索，知道什麼是適合自己的路，選擇、自己選擇出來。（文

-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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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 S-01 老師認為每位學生的背後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路，而老師自

己的角色不是改變學生的路徑，而是陪伴學生走他們自己想要走的路，藉由學生

自己的思考與自我探索，讓學生得到成長。 

貳. 以對話，擬計劃 

透過了說書人卡的詮釋，協作老師對種子老師現時的教學面貌及學生面貌作出

瞭解後，將共同釐清種子老師當下的專業成長需求，以對話的方式商討制訂出專

屬種子老師的成長計劃，以安排後續的客製化成長活動。 

而成長計劃的擬訂，除了要切合種子老師的需求外，也需遵從「S.M.A.R.T.」

的原則。所謂的「S」指的是「Specific」，尌是種子老師所設定的成長目標必頇

是明確的；「M」則為「Measurable」，指的是設定成長目標達成的標準，成長目標

必頇是可以測量的；「A」是「Achievable」，是指種子老師的所設定的目標是可以

達成的；「R」則是「Realistic」，指成長的目標必頇切合種子老師的現況，是具

實際性的；「T」是「Time-targeted」，為所設定的成長目標可以在一定的時限內

完成。（會-20160117） 

 而在進入成長計劃的擬訂討論前，兩位協作老師延續了說書人卡的活動，請

種 S-01老師選擇一張卡片作為自己理想中的學生樣貌，並進行詮釋： 

一. 理想中的學生樣貌 

在擬訂成長計劃時，協作老師需要釐清種子老師的價值觀及對學生的期望，

需選擇一張說書人卡代表種子老師理想中的學生樣貌。而 S-01老師選擇的圖 4-3

作為詮釋，此張卡片所畫的是一隻充滿了氣勢、從書本突破而出的龍： 

 



117 

 

 

圖 4-6 S-01老師理想中的學生樣貌（2016022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對此，種 S-01老師對卡片的描述是「穿破書籍的龍」（文-20160226）： 

 

發現一些龍是穿破書籍的，我覺得說他可以從書籍當中化身而出，但是他又

去衝破書籍。就是說他會運用知識，但是他又不會被這些書本上的知識所禁

錮，就是被綁起來，而且這個是從它的眼神跟它的表情看起來是有自信的。（文

-20160226） 

 

對於 S-01老師而言，理想中的學生不是那些追求分數至上的學生（20160226

文件），而是懂得思考、並且可以活用一切所學到的知識改善問題的學生。老師也

期望著這群學生有一天會化身為有氣勢、有自信的龍，他們可以突破書本的束縛，

不再被書本禁錮、也不再受到書本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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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長計劃的討論 

      （一） 目標的擬訂—勇於發言的學生 

在瞭解種 S-01老師對學生的期望後，協作老師們延續著話題，一步一步探討

種 S-01專業成長的需求： 

 

C-01：老師做什麼樣的事情可以破除學生「分數至上」的情況？ 

S-01：我覺得在社群裡面有時候都會討論在教學的時候，從我們科學的觀點

去讓學生思索我們學這個東西要幹什麼。而不是像以前我們把化學背起來就

可以得到分數就這樣，我會覺得說是不是在一些科學性當中讓他們去思考如

何應用科學，進而應用科學去改善遇到的問題。（文-20160226） 

 

種 S-01老師認為，若要破除學生追求分數的學習狀態，必頇要讓學生懂得做

出科學思考，並且懂得利用所學的科學知識解決問題。而欲達成這種目標的教學，

老師必頇要懂得安排課程的發展，利用課程的設計讓學生進入思考的情境與狀態

（文-20160226）。 

當然，要成尌懂得「科學思考」與「突破書本」的學生是不可能一蹴而尌的，

協作老師透過對話對種子老師的現況進行評估，限定完成目標的時間為半年內（文

-20160226），並與種子老師一貣逐步將成長目標進行聚焦： 

 

C-01：那我們現在如果是這個目標，那怎麼樣去在你的課堂上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知道他是有這樣的情形在？ 

S-01：因為我現在課堂上只有討論的，如果說因為我現在想想我們學校還是

有正常的段考啊考試，如果用考試來去衡量，我覺得就會像原本的是分數，

而且台灣的考試我覺得並不是品質這麼的好。那所以我想在課堂上的一個動

態在評量當中，尤其是動態的評量可以去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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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突破書本然後也有自信。 

S-01：對。因為像我原本就是從他們上學期到現在，其實都有訓練他們就是

將自己的想法明確地用自己的想像轉換成文字發表出來或者是只是課本上簡

單地就是比較短的把它敘述完。那我會覺得說這樣可不可以當成是一種量

化，從次數上。 

（文-20160226） 

 

在評估種 S-01老師的課室狀態時，種 S-01認為「學生都很害怕自己是錯的而

不敢講，都是私底下來講」（成-S01-20160226），所以上課時的學生發言狀況比較

冷淡。因此，培養突破書本的學生的第一步，S-01老師決定不從「考核」這種評

量方式著手，而是利用課堂上的動態評量方式，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開始，

希望學生在課堂上勇於發言，並且在「在不知道自己對或錯的狀況之下」（文

-20160226），都可以將自己的想法有自信的、明確地表達出來。 

綜合以上，S-01老師確立的成長目標為「學生在課堂上能夠聽別人講，並且

在不知道自己對或錯的狀況之下，儘管錯的狀況下還是敢講」（成

-S01-20160226）。確定了成長計劃的目標後，便要設定檢視目標完成程度的標準。 

（二） 測量的標準—發言學生人數的提升 

協作老師與種子老師共同確認了成長計劃的目標後，並開始討論完成目標的標

準。為配合「S.M.A.R.T」的原則，測量的標準將以量化的形式進行，以求客觀地

觀察出班級發言情況的改變。而 S-01老師自己設定的觀察標準如下： 

 

S-01：我可能會先用學習成就分成 A、B、C 這組，如果說 A 這一組可以達到，

而 B 跟 C 有一些族群能達到，覺得就可以了。因為 A 可以達到，代表超過三

分之一，那 B 跟 C 如果都有若干者可以達到的話，是不是就可以達到三分之

一到二分之一。（文-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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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種 S-01目前的授課班級情況而言，全班共 29位學生，在課堂上會主動發

言的，並且「言之有物」的大概只有三位學生，約佔全班的十分之一（成

-20160226）。因此，種 S-01想將班級的學生依據在化學科目的學習成尌分為三組，

因應三個組別的學習狀況與程度分別設立不同的標準，在發言的人數比例上提升

至三分之一（10位學生）至二分之一（15位學生）的程度。（成-S01-20160226） 

    （三） 老師所需的協助 

           1. 建立教學工具箱 

確認了 S-01老師的成長目標後，便要釐清老師的教學狀況，確定 S-01老師

所需要的協助： 

 

S-01：就是在 skill 上面我沒有非常特定的方法。我現在有的方法都是有摻雜

一點個人色彩，就是我自己放下去覺得不錯就留下來，可是我還沒有辦法非

常了解自己目前有的 skill，應該是講工具吧，非常明確的。 

（文-20160226） 

 

S-01：就是可能我有這個東西，可是我還是沒有辦法可能 A、B、C、D 、E

下來到底有哪一些，而且這幾個 skill 或 tools 之間的差異我還沒有辦法很清楚

地把它找出來。……我有時候在這樣做的情況之下沒辦法了解，或者是我沒

有辦法去知道我這樣做的一個比較整體的規劃。 

（文-20160226） 

 

S-01老師自覺到自己教學技巧需要作出整理，以利於整個課程的規劃與安

排，以及回應學生的學習需要。所以 S-01老師希望 C-01與 C-02老師能在自己的

課堂上作觀察，「整理在課堂上種子老師運用了哪一個教學方法、策略、流程達到

想要的效果，以協助建立教學工具箱」。（成-S01-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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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擬訂課堂的提問策略 

S-01老師確認了自己的需求後，再次反省了自己的課堂狀況，剖析了自己在

教學上遇到的困境： 

 

S-01：我現在在拋問題的當中會遇到一個困擾，就是當我拋出問題的時候，

真的也有學生回答了，可是對於他的回答我再追下去，第一個我遇到的是我

如果再追下去，有時候會想一想，因為我必須可能需要反應時間才知道他想

要表達的是什麼，才能幫他釐清問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當他回答其實

是完整的，那我應該怎麼樣給他一個回饋或者是將他的問題延伸下去給其它

的同學，讓這個我們討論的一個問題可以擴散。 

（文-20160226） 

 

 在日常的教學中，S-01老師感到提問技巧與追問策略的不足，却又不知從何

改善。透過專業對話的深層挖掘，S-01老師將自己真實的教學面貌與其他老師分

享，並尋求老師們的協助，以圖改善這種無力的狀況。於是，S-01老師需要的第

二項協助是「在課堂上記錄種子教師的提問策略，提問的句子或者是方式然後連

結到的現象或者是方式，以協助釐清問題的收放原則及如何讓問題擴散」。（成

-S01-20160226） 

      3. 文本紀錄 

在共同確認了 S-01 老師對學生的期望、成長計劃的目標與所需要的協作後，

協作老師們便開始紀錄出專屬 S-01老師成長計劃的文本。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

成員在 2016年 1月 17 日的會議中便確立了成長計劃的範本與填寫要點：成長計

劃文本紀錄的擬訂除了要涵括種子老師的增能目標、教學現況的描述、所需要的

協助，還讓種子老師自己做出時間的規劃分配與成長進程的安排。 

若以 S-01老師的成長計劃為例，其成長計劃中目標的文本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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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S-01成長計劃目標設定 

資料來源：成-S01-20160226 

 

成長計劃是種子老師經由不斷的自覺、自省以及對話所釐清而成，協作老師

只是將其轉錄為文本作為紀錄。透過這樣的做法，在減輕了種子老師的負擔之餘，

也讓種子老師可以清晰瞭解到自己的狀況與目標，隨時回顧自己的成長需要，並

以此作為其成長歷程的紀錄與依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長計劃則

有客製化的特點，因此所擬訂的成長計劃只是暫時性的，隨著種子老師的成長與

需求可以隨時做出修改，以加深種子老師自己的專業和對自己的認識，達到階段

性的成長 （會-20160318）。 

叁. 觀課錄影之諮詢 

一. 教學氛圍與課堂狀況的回顧 

召集人卡 4月的時候前往 S-01老師任教的班級進行課堂的錄影，並在 2016

年的 5月 25日與 C-01 老師一貣進行了教學錄影的討論與諮詢。 

在進行觀看課堂錄影之前，C-01老師要求 S-01回想當時的教學氛圍與課堂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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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且作出描述。綜合而言，S-01老師認為「學生觀課的表現與平時上課差異

不大，但是比起先前上課情形，對於文本題目有問題的而提問的學生比較少」；而

且由於觀課的那周學生剛參加完畢業旅行，所以「上課情況仍然有些浮動，這是

還未收心所致」（文-20160525）。至於自己的教學狀況，S-01老師覺得「教學進度

比原設想的慢了」（文-20160525）。由此可得，觀課時的學生表現與帄常的課堂

表現差別不大，教學錄影能較真實地反應出帄常學生的上課情形。 

二. 教學錄影的分析 

在大致回顧了教學氛圍與課堂狀況之後，便要開始進行教學錄影的分析。在

分析之前，C-01老師提醒了 S-01老師在觀看教學錄影的過程中可以隨時暫停，而

停、放的時刻都是由 S-01老師自己控制的。 

S-01老師可以在任何自己「有感覺」的地方作出暫停，並根據「教師行為」、

「教材組織」與「自己的感覺」這三大點進行分類描述，表達出當時的上課情境、

教師做了甚麼樣的行為、這樣的行為引致學生發生了甚麼樣的回應、發言或參與。

由於要回應種子老師提升學生發言率的成長目標。因此，在教學錄影分析的過程

中，S-01老師也需要想一下為何學生會回答與討論或停止發言，反思可能是有哪

些「行為」與「組織」造成，以及老師當時的感受。以整理出 S-01 老師的教學工

具箱，並且擬訂出提問策略。  

下表是 S-01老師的教學錄影帶記錄表，分別記載了影片停下的時刻、內容屬

於的維度、S-01老師對當下課堂狀況的描述以及現時的反思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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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S-01 老師教學錄影帶諮詢記錄表 

 

資料來源：文-20160525 

 

由此可見，觀課的諮詢討論一樣會轉錄為文本紀錄，提供種子老師作為參考

及整理回顧。像是 S-01 老師在教學錄影帶的 1分 41秒按下了暫停，因為 S-01老

師發現當時所提問的「檢索式概念」在昨天的課堂中才有提及，認為學生不應該

用那麼「久」的時間才作出回答，因此在課堂的當下有停頓一下，等待學生翻閱

課本找答案。而在觀看了教學錄影之後，S-01老師當時認為「久」的時間不過是

3-4秒之間，也認識到學生需要時間作出反應，自己應多點耐心等候學生，便制訂

了在發問後在心中默數五秒的策略，等待學生的發言、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程度，

也減低了老師自己的焦慮。 

三. 小結 

綜合而言，以 S-01 老師這份觀課諮詢的文本紀錄來看，S-01老師不但回顧了

當時的教學狀態，也針對了當下的教學作出反思並制訂出應對的策略、所使用的

教學技巧或工具等，以利後續教學之使用。 

而在教學錄影的分析之時，協作老師之所以不直接給予 S-01老師「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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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因為 C-01老師希望 S-01老師能透過給予的架構和提示自己察覺到教學

中需要注意的關鍵，讓 S-01老師依據自己有感受的關鍵點進行擴充與學習，因為

「學過的才是自己的」（訪-C01-20171019）。協作老師將專業成長的自主權交回到

S-01老師的手中，透過自己的察覺，對自己的教學產生自省。即使這樣的做法比

較費時，但由老師自己發現的，「他才會記得」（訪-C01-20171019）。從另一方面

來看，C-01老師利用了這個情境培養 S-01老師的自省能力，讓 S-01做出心態和

理念的轉變，也培養了 S-01老師的能力。 

肆. 結業禮，齊反思 

在觀課諮詢一個月後的 6月 24日，S-01老師迎來了第一次的結業禮，意味著

老師得到階段性的成長。在結業禮當中，不但召集人與研究團隊表達了這段時間

以來對老師們的感謝與的觀察，種子老師與協作老師們也分享了成長歷程與參與

收獲。 

一. 影片分析，回顧教學 

回顧到 S-01老師的成長，S-01老師認為透過教學錄影的分析，整理了自己的

教學工具與技巧，也分析了老師自己的教學心境： 

 

通過 C-01 老師從影片的分析，以及觀賞影片之後，通過我對當時的感覺，或

者是當時的狀態去分析，我為什麼在那個狀態會使用這樣的一個方法。或者

這個方法這個工具好或不好。（文-20160624） 

 

其實它（教學技巧/工具）已經有，或者它（教學技巧/工具）還沒有，他（C-01

老師）只要幫我放進去，並且分類分好，這個（教學技巧/工具）可能是可以

適用在某一種情景之下，或者情況之下這樣子。（文-20160624） 

 

種 S-01對 C-01老師付出表示了感謝的心情，而且認為自己透過教學錄影帶

 



126 

的觀看與共同分析之後，整理了當時的教學狀態與當下所使用的教學技巧與工

具，並且對它們的效果作出了分析，協助 S-01老師作出教學工具箱的整理。而且

C-01老師更擔任「第三隻眼」的角色，以局外人的角度觀察老師的教學並回饋： 

 

我拋出問題或是我講完一段文字敘述之後，其實他們（學生）會沉默，不是

聽不懂，其實他（學生）在開始慢慢分析，眼前這個人，不，眼前這位老師

所要帶給他們（學生）觀念是什麼。（文-20160624） 

 

C-01 老師透過我在教學過程當中，我可能沒有觀察到學生的一些反應，其實

一些學生的反應是很好的。因為有時候我可能是，我在上課的時候很怕冷場，

就會覺得學生好像不理我們，可是其實沒有，其實學生他們都，已經有一些

已經可以進入到我們的語境跟我們的思考當中。（文-20160624） 

 

在 S-01老師的眼中看來，學生總是沒能參與在課堂當中，不願意回答老師的

提問，也不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會-20160226）。但是，依 C-01老師從教學錄影

帶的觀察來看，學生參與課堂的狀況是不錯的，只是需要時間作出反應與分析。

因此建議老師耐心等候多一點的時間，讓學生有思考的空間（文-20160624）；S-01

老師自己也無需對課堂中的空白時間太過焦慮（會-20160226）。 

除了教學工具箱的整理之外，C-01老師還會關注到 S-01老師內心的感覺： 

 

那其實我覺得我在跟 C-01 老師討論影片的時候，最重要的一點是，其實 C-01

老師都會先分析我的感覺，其實我知道她是要分析我的心境。 

（文-20160624） 

 

正如前文所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不但是要關注老師專業能力的提升，更

是從「人」的角度出發，著重於老師內心的感受。在 S-01表達自己心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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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老師都會給予正向的力量，建立老師的自信（會-20160624）。 

二. 畢業賀卡，再接再厲 

在 S-01老師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歷程後，C-01 老師送上了祝賀 S-01老師得到階

段性成長的卡片，並輔以「說書人卡」的圖片表達自己對 S-01老師的感覺： 

(一) 說書人卡—S-01老師參與成長歷程前 

C-01老師為 S-01 老師選擇的參與成長歷程前的樣貌，是一張穿著盔甲的武

士，在武士的中心有個小孩在蹲著： 

 

 

圖 4-8 C-01 的結業回饋—協作眼中的種子老師樣貌（成長歷程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二) 說書人卡—S-01老師參與成長歷程後 

而在 S-01老師參與了成長歷程之後，C-01老師選擇了一張困在樹林的獨角獸

的說書人卡作為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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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C-01 的結業回饋—協作眼中的種子老師樣貌（成長歷程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三) C-01老師給予 S-01老師的鼓勵 

 

 

 

 

 

 

 

資料來源：會-20160624 

 

回應到 S-01老師的一開始所選擇的教學樣貌，是吹著魔笛、操控著武器（學

生）的人，C-01老師選擇了一張穿著盔甲的武士作為 S-01老師縮影。在 C-01老

師眼中，S-01老師雖然穿著盔甲，但是內心其實是一個無助的小男孩，外在的盔

別認為你自己是個無助的男孩， 

只能躲在盔甲中保護自己。 

你，是個美麗的獨角獸， 

尌算在狹小樹林中，你的展翅受限， 

你，還是優雅美麗與眾不同， 

等漫步到了大樹林，你尌可以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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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只是小男孩的保護色，保護著自己以免被武器所傷。 

在參與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後，S-01老師得到了社群成員的鼓勵，也得到

了配對協作老師的協助，建立了教學的工具箱，並且運用在教學實踐上改進課堂

的教學，在專業領域得到充實外，自信上也有所增加。此時，C-01老師為種 S-01

老師選擇的是困在樹林的獨角獸，牠正在發著閃閃的光芒，等待衝破樹林的時刻，

並以此寄語 S-01老師保有自信與不斷精進專業，大展才能的時刻不久即會到臨。 

在祝賀 S-01老師結業的卡片中，除了附上 S-01老師在開學禮之初選擇的三張

說書卡圖片讓老師回顧成長歷程的進行之初，也附上了兩張由協作老師為種子老

師挑選的說書人卡，以參與成長歷程的前後作為對比，讓種子老師自覺自己的成

長變化，並對種子老師作出鼓勵。 

三. S-01老師的成長小結 

回顧 S-01老師一開始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動機，是「進步自己的教學，

以及尋求伙伴」（研-S01-20170122）。在經歷了五個月的成長歷程後，種子老師

與協作老師們一同建立與實踐了這個以諮詢輔導進行的專業成長模式，透過<來自

星星的你>、<說書人卡>的活動瞭解了 S-01老師的價值觀與教學樣貌；以社群團

體動力的活動與老師們建立了信任的關係；用「成長計劃」設定了在一個學期內

可以達成的成長目標，協助老師得到階段性的成長；以「觀課諮詢」的模式與協

作老師們進行對話，對自己的教學產生了自覺與自省，以整理出教學工具箱，並

建立了自信。最後，透過結業禮的舉行標誌了 S-01老師獲得了階段性的成長。 

而在結業禮的最後，S-01老師也同意接下來的半年再參與一個循環的成長歷

程，將整個成長歷程再「走」一遍。社群的成員們吸收了上一輪的實踐經驗，仍

作出流程與活動的改善，將「成長歷程的流程做得精準」（會-20160624），並將一

些「新的想法再試試看」（會-20160624），一貣把諮詢的模式建立，也將輔導的工

具整理出來，以作為日後社群的範例文件，利於後續的操作。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透過種子老師們的自願參與、自決成長與自覺改變，營

 



130 

造情境讓讓老師們做出實際上改變與成長，並且培養其中間領導能力，伏應蒲公

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目標。而參與的老師們除了獲得的實際性的專業幫助之外，更

共同建立了看不見的感動： 

 

最後的成果，不只是教學，我是覺得是這個關係。你們建立這些信任的關係，

然後這些專業的這個關係，我覺得這是無價的。（文-20160624） 

 

正如召集人在結業禮的分享，老師們獲得的成長不傴是教學上的專業成長，

更是成員們一同營造出來的信任關係--專業，加上信任的關係，將使這群老師們

在這條教育改革的路上走得更遠。 

伍. 再開學，新歷程 

在新開學的前夕，社群的核心成員在 2016年 8月分別舉行了兩次工作會議，

為種子老師安排新一輪的成長流程，並在 2016年的 9月 10日進行了第二次的開

學禮，並與種子老師一貣擬訂了新一輪的成長計劃。 

在擬訂成長之劃之前，由於協作老師與種子老師已有了半年的合作經驗，彼

此之間也已經有所瞭解，而且建立了一定的信任關係，所以<來自星星的你>與<說

書人卡>的活動便沒有舉行。取而代之的是以<抽籤文>的活動作為開學禮的引入。

抽籤活動中的詵文都是具備著鼓勵性質的語言，寄望藉種子老師在新一輪的成長

歷程中繼續帶著自己的期望往前進。 

一. 成長目標與計劃的擬訂 

在第二輪成長歷程開始之際，S-01老師認為學生的學習動機有些不足，而且

「有些學生還是在等教師給答案」（成-S01-20160910），為了改善學生的學習狀

態，S-01老師將自己在這個階段的成長目標定為： 

 

1. 不論學習成就的高低，學生都能有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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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教學前的教案、以及教學後的反思作出文字紀錄協助自己成長。 

（成-S01-20160910） 

 

在制定成長計劃以後，S-01老師與 C-01、C-02老師共同做出了接下來的成長

歷程安排，從九月至十二月這四個月中，每個月都至少有一個小任務需要達成，

而協作老師也會在十一月中旬和十二月分別進班觀課，以老師這兩次的教學作出

比較，並將觀課紀錄作出對比分析： 

 

圖 4-10 S-01成長歷程時間安排圖（20160910） 

資料來源：成-S01-20160910 

陸. 遇瓶頸，停擺期 

可是在完成了成長計劃之後，S-01老師並沒有根據計劃的安排作出自己制定

的教學小任務，S-01老師的成長歷暫時停了下來。回顧成長歷程暫停的原因，S-01

老師在 2016年 10月、11月與 12月之間，被教學工作、學校行政與其他活動等事

務的影響，選擇先行暫停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長。在訪談時回想貣那段停

擺期，S-01老師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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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其實，其實我會覺得我自己就是在日常工作的ROUTE的那個漩渦裡

面轉，可是我不知道有甚麼方法。（訪-S01-20171020） 

 

 在那段停擺期，種子老師轉進了繁瑣教學工作的漩渦裡找不到方法跳脫，成

長計劃的實施自然也沒有了進度。而協作老師並沒有壓迫、傶促或是責怪，取而

代之的是對話與關心，給予種子老師心靈上的照顧： 

 

那C-01老師就只是很單純地問了我遇到了甚麼樣問題，那聊聊，就是很輕鬆

的。雖然我當下的狀況或狀態沒有那麼得好，但是他還是就是聊聊這樣子。

（訪-S01-20171020） 

 

 而作為S-01的協作老師，C-01老師在面對這段停擺期時，是以一個放寬的心

態看待的： 

 

因為每個人總是會…就是不可能一直往前衝嘛，對，就是大家衝到一個程度

一定會有一個瓶頸期，或者是會有一個不能叫懶散（笑），會有一個時期會想

要逃避或者盤整自己的時間，靜下來沉下來，……所以你要有這一個空間去

接受，有時候停下來休息，或者是停下來靜思，會產出得更好，更確定自己

需要什麼。對，所以我覺得這個 OK 呀，就是不能斷線呀（笑），不能斷線，

那保持一個關心嘛，那等待。（訪-C01-20171019） 

 

在 C-01老師看來，每個人都會遇到一個調整自己狀態的時期，協作老師能做

的尌只是暫時停下來，給種子老師一個空間，與 S-01老師維持著一個關係、保持

著聯係，並且關心他、耐心等待種子老師的重整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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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正是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客製化與人性化體現：種子老師的整個成

長計劃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管是成長目標、測量的方法、或是測量的標準

等，都由種子老師決定。而在成長歷程中更會關注到種子老師這個「人」的狀態、

心理與生活，協作老師們真誠地陪伴著種子老師，依據種子老師的狀況隨時調整

成長的速度與成長的目標，老師可以暫停成長的歷程給自己一個空白期，也可以

改變當初建立的目標以符合實際的需要，達至個人化的成長。 

柒. 新年來，新希望 

藉由新年的到來，召集人安排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全體成員進行聚餐，

以代替結業禮的舉行。透過聚餐，讓成員們感受到對方不止是專業成長的伙伴，

也是生活中的伙伴。而在聚餐的最後，社群的全體成員一貣交流近況，並寫下了

自己的新年決心，期望新一年的自己變得更好！ 

而 S-01老師的新年決心滿滿的是對於工作的決心：「從一週星期一到星期五，

至少三天六點半貣床，七點進辦公室！」表示了 S-01老師在新年的計劃裡，教學

工作仍佔了他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並決心付出更多的努力精進自己的教學。而在

新一年之始，S-01老師也整裝待發，將重新投入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專業成

長歷程中！ 

捌. 新學期，再出發 

事隔第一輪成長計劃（2016年 2月）的一年之後，C-01老師和 C-02 老師決

定再利用「說書人」這項工具，整理 S-01老師的現況，釐清種子老師的需求，以

擬訂出新的成長計劃。而由於 S-01老師在與協作老師們的對話中不時表示出「任

教的高三班級可以達到自己的教學標準，但是高一的學生却不行的」的言語表達

（文-20170307）。因此，協 C-01老師希望 S-01 老師可以分別選擇兩張說書人卡，

以此各自表示「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高三學生樣貌」和「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的

高一學生樣貌」，藉以瞭解 S-01老師的教學標準與對學生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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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下文將從「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高三學生樣貌」的說書卡看貣；再針

對老師的需求，著重探討老師面對高一學生時的教學狀態，分別從「106學年度第

一學期的高一學生樣貌」、「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的教師角色回顧」；與「106 學年

度第二學期的高一學生樣貌」、「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教師角色」進行探究，最後

也請老師選擇了一張說書卡表示自己「理想中的學生樣貌」，作為老師成長計劃擬

訂的參考。 

一.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高三學生樣貌 

S-01老師在成長計劃擬訂的對話中不時表示「一直把今年的高三當作一個對

照，就是今年的高三他可以達到」（文-20170307）。而在 S-01老師的眼中，可以

達到 S-01老師標準的高三學生尌像「貓劍客」一樣，「雖然他們帶著一點疑惑，

但是他們自己是有信心的，就像小戰士一樣」（文-20170307）： 

 

圖 4-11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高三學生樣貌（201703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高三的學生在課堂上表達出願意學習的意願，而且能夠與 S-01老師作出溝通

與互動，也能理解老師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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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這樣帶下來，和他們的一些溝通，還有一些互動，就是他們會很理解

說老師我知道你教化學，然後你教得很清楚，我目前學不來，可是我回去會

認真。（文-20170307） 

 

而在 S-01老師看來，雖然高三的學生「也還沒有到達那樣的程度」（文

-20170307），但他們貣碼不會排斥化學這門學科，並會認同 S-01老師的教學要求： 

 

（高三）有些學生會說，很真誠地說老師這以後我們要用我知道，化學這個

部分我還是要學的，就是他們沒有很排斥說老師的大學沒有要學這個呀，對

呀，那你為甚麼要要求那麼多。就是他們會知道我的要求是對的，他們也會

去學，就是他們覺得老師教的很難，但他們會去學。 

 

綜合而言，S-01老師認為高三學生的學習態度很真誠，而且尌像「小戰士」一

樣充滿自信地面對困難、接受困難，也嘗詴去解決困難—也許他們大學已經不需

要「化學」了，又或許這門學科的達標要求很高，但他們都願意去學習。 

二.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高一學生樣貌 

而與高三「貓劍客」作出「對照」的高一學生則是像「幽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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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高一學生樣貌（201703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這張說書人描繪的是一個陰深的夜晚，有數隻幽魂在飄浮著。而在 S-01老師

眼中，自己在日常教學中面對的尌是一個「沒有人」的教室，高一的學生尌像是

這群幽魂一樣--「他們讓我覺得很空，沒有想要定下來」（文-20170307）。 

S-01老師認為高一學生本身學科知識的程度已經不足了，但他們還不願意學

習，在課堂上也沒有進入到學習狀態中，尌像「游魂」一樣飄來飄去： 

 

我會感覺到就是去年學生的學習意願很低，然後加上學生的心態，還有他們

的素質，好像不能進入到這個學科領域，再加上他們本質上，我覺得啦，我

這樣上課下來，感覺到他們的程度沒有辦法銜接。所以沒有辦法我目標當中

的程度，就是我原本設定的程度。（文-20170307） 

 

高一學生的學習意願、心態以及他們素質的程度到達不到 S-01老師的要求，

也讓老師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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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最早，我覺得學生都是武器，我可以帶他們。可是我發現去年，他

們連武器都不是武器，就是幽魂。（文-20170307） 

 

上學年的時候，S-01老師認為學生是鋒利的武器，但是自己可以馴化他們、

操縱他們和引領他們（文-20160226）；可是到了現在，S-01老師認為這群學生只

是一群很空的幽魂（文-20170307），面對著這一無形的形體，S-01老師也不知如

何是好。 

三.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的教師角色回顧 

瞭解了學生的樣貌之後，C-01 老師希望 S-01 老師對自己的教師角色也做出回

顧，瞭解 S-01老師在面對一群幽魂時的教師角色，藉以探討當時的課室狀態。此

時，S-01老師選擇了在下雨天一個人撐傘澆花的卡片作為詮釋： 

 

圖 4-13 106學年度上學期的老師角色 （201703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對此，S-01老師認為下雨的天氣代表著自己身處的「環境」，雨點則是他在教

學場域中正在面對的學生與同僚（文-20170307）： 

 

下雨我會覺得說，就是環境的，我覺得學生比較惡劣的有幾個，就是反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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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又要來了，反正他講甚麼我就不要聽的感覺。（文-20170307） 

 

S-01老師在第一學期所面對的高一課室狀態，是學生的學習動機低落，不在

學習狀態中，也不願意進行學習之外，與 S-01老師之間的師生關係也比較緊繃。

會造成這樣學習狀態的原因，S-01老師認為是學生不能接受自己的教學方式（文

-20170307）： 

 

他們可能不太習慣我這樣的方式，其實上學期有幾次學生的表現會讓我覺

得…就是雖然他們不敢講，但我感覺出來就是學生覺得說老師你很煩，你能

不能快點和我講答案的感覺。……中間我有試過轉變幾次手法，就是給答案，

就是比較填鴨式的，解題給答案，可是他們也不能接受。（文-20170307） 

 

不論是以引導、討論的方式進行學習；或是「填鴨式」的教育學生都不能接

受，S-01老師在教學上碰到的困境；與此同時，S-01老師在尋求同僚的意見後不

果，同事的回應也讓 S-01老師感到受挫： 

 

（那個雨）還有是同事。就是有時候會跟任教班的老師討論，但是他們就會

顯示出一副學生就是這個樣子呀。（文-20170307） 

 

我身邊有一些同事，有時候都會和我說，哎呀，你這樣行不通啦，反正我們

的學生就是沒有辦法跟著我們的步調。（文-20170307） 

 

在教學上遇到困難後，S-01老師曾向自己的同僚反映，並且想與同事商討出

對策，但得到的回應却是「無能為力」的表現。面對著學生與同僚的「夾擊」，這

張說書人卡顯示了 S-01 老師的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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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所以你就是一個人？ 

S-01：對… 

C-0：浸在水裡面？還澆花？ 

S-01：對…然後有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笑）。 

（文-20170307） 

 

而這種「一個人澆花」的形象，也顯示了老師當時的教學心態： 

 

我不想理解他們的心理狀態，但是我知道他們的心理狀態是怎麼樣，他們就

是老師你可不可以放軟一點，反正我可以過就好。但是我上學期就是不想放

軟，因為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他們的學習專業上，態度很重要，我覺得我沒

有必要配合他們現在完全不是一個學生的狀態。（文-20170307） 

 

「一個人」不但是孤獨的，也是封閉的。S-01老師堅持著自己的教學原則與

要求，認為學生的學習態度「惡劣」，所以自己沒有必要這種學習狀態的學生，也

不願意與學生作出交流。 

而從旁觀者 C-01 老師的角度來看，S-01老師的教學狀態也顯示了老師的固執

與封閉： 

 

已經花都在淹水了，自己也在水裡面，穿著雨衣，他還是在澆花，哇，那張

真的很傳神（笑）。就是那個花都已經快要淹死了，你還穿著雨衣在澆水，他

說他就像那樣子，就是他心中有一個固執，我應該要怎麼樣，但是，對，我

就是應該要澆水，可是他沒有在顧慮學生的狀態，那他就覺得他應該要澆水。

（訪-C01-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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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C-01老師所言，S-01當時堅持著自己的教育理想，不管一切地做著自己

「應該」要做的事。那些事是 S-01老師心中所持的理想，從另一角度來看，那也

是老師心中的固執：正如卡片所示，小男孩是一個人在大雨中、在一個淹水的環

境自顧自地堅持給花澆水，正代表了 S-01老師自己浸泡在這個教學環境中孤軍作

戰，也代表了 S-01無視周邊環境因素的影響，堅持著自己的教學原則。說書人卡

形象化地表現出了 S-01 老師上學期的教師角色。 

四.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的高一學生樣貌 

在回顧上學期的學生樣貌與角色後，S-01老師也選擇了兩張說書人卡，分別表

示本學期的高一學生樣貌與教師角色： 

 

 

圖 4-14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高一學生樣貌（201703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這張說書人卡描繪的是一個穿著恐龍裝的小孩，S-01老師認為那件玩偶裝尌

是學生的「保護殼」，以「隱藏自己的不足」（文-20170307）： 

 

我覺得他（學生）還是像穿著一個恐龍的外衣，或許那是他的保護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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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小孩他們都不會輕易承認自己不會，甚至會帶著一種自以為是，覺得他

們就是這樣。（文-20170307） 

在 S-01老師眼中，「不懂不如不碰」是這群學生的原則，穿著玩偶裝可以避

免自己的弱點暴露在大家面前，也可以偷偷觀察別人的程度： 

 

（恐龍裝）就是保護他自己，就是不會輕易地顯露出來，程度上，或者是自

己的不足、自己的缺點。就是我發現我們的小朋友很有趣，就是他們程度真

的沒有那麼地夠，但是又不輕易地和別人說不夠。就是他們會覺得很艱困的

事情，他們就不要碰，因為不要碰就不會犯錯了。這是他們的一種保護色，

或者是以一種秘密的角色去看清你，覺得他們自己也沒有遜色多少。 

（文-20170307） 

 

面對自己也是需要勇氣與自信的，這群學生之所以學習意願低落的原因，可

能正是因為缺乏這種勇氣，去正視自己的不足，去設法解決困難。但是在半來下

來，S-01老師認為這種情況已經得到改善了；而且 S-01老師也嘗詴透過這個外在

的玩偶裝去窺探學生的內在想法，認為 「有一些人是可以的」--有一些學生是可

以願意作出改變、可以作出學習的： 

 

我覺得今年下學期的學生接觸下來，就是給我看到的是沒有像上學期這麼的

空，就是他們有給我看到他們一個想學習的狀態，而且發問與回答的狀況也

比上學期來得比較好。（文-20170307） 

 

與上學期無形的幽魂相比，這學期的學生回顧到一個小孩的狀態，一個穿著

玩偶裝的小孩—雖然穿著保護的外套，但是他們對學習產生了興趣，有了學習的

意願，也願意參與到課堂當中。儘管學生「真的沒有辦法理解我的提問」，但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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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已經「沒有像上學期那麼多」，而且課堂的氛圍也有所改善了。（文-20170307） 

五.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教師角色 

面對穿著恐龍裝的小孩，S-01老師選擇了一張「願者上釣」圖作為第二學期

的教師角色表達： 

 

 

圖 4-15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教師角色 （201703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在這張說書人卡中那位坐在岸邊安然釣魚的老翁尌是 S-01老師自己，而在水

裡游來游去的魚正是學生： 

 

這個釣魚的人是我，那下面的魚是學生。（文-20170307） 

 

正如前文所述，以第二學期的學生狀態來看，學生的學習狀態已經有所改善，

雖然人數不多，但 S-01 老師認為自己可以像釣魚的老翁一樣，把自己的心態放緩，

慢慢等待學生「游」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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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今年下半年我會覺得我可以心態上放緩，但不是教學速度放緩，那我

覺得說我可以用一個比較開放的心去等他們。（文-20170307） 

 

經歷了上學期的無奈與無助，S-01老師這學期選擇以一個開放的心態等待

「魚」慢慢游過來，進而希望魚兒願意上釣進行學習。而老師會有這樣子心態上

的改變，是因為 S-01 老師感覺到學生開始理解自己的教學，而且得到的學生回饋

也感動了自己： 

 

他們還是會覺得說互動的過程，他們可以理解為甚麼這樣做，但人數還是不

多。（文-20170307） 

 

這學期有一些學生他會過來和我回饋，雖然他們還是不太和我講話，但是他

會說，他會很真誠，他真的很真誠地和我說，老師我想上化學課，但人數不

多。（文-20170307） 

 

而在學生表達了自己真誠想要學習的心之後，S-01老師也詴圖開放自己的心

態讓學生瞭解： 

 

知我者少啦，所以我覺得這學期的心態可以轉換一下，就是試著讓他們理解

我。因為上學期我沒有讓他們理解我，覺得的理解他就夠了。（文-20170307） 

 

雖然理解 S-01老師教學方式的學生人數不多，但這也足以讓 S-01的心態產

生了改變，願意與學生作出雙向的交流。由此可見，這學期的老師不再是「一個

人」自己澆花的狀態，而是願意開放自己，吸引魚兒（學生）的上鈎（理解），以

圖影響到更多學生，吸引更多的學生進入自己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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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說是可以擴大市場，讓這個餌讓比較多的魚吃。……是不是可以換一種

方式，讓那個緊繃、緊張的程度不要持續那麼久，可以縮短，讓他們理解老

師到底要他們做甚麼。其實就是以他為中心，對他們是好的。就是上課的氣

氛，不要那麼緊繃。（文-20170307） 

 

其實 S-01老師自己早已感覺到班級教學的緊張氛圍，只是當時不願意「遷尌」

不在學習狀態中的學生；在有學生對 S-01老師的教學方式表示理解後，S-01老師

開始想要改變課室的氛圍，希望能消除緊繃的教室氛圍；老師自己也開放自己的

心態，以靜待吸引更多的魚兒上鈎。 

六. 理想中的學生樣貌 

在探究了本學期的老師角色與學生樣貌，又到了瞭解老師理想中學生樣貌的環

節，以作出為本學期成長計劃制訂的依據： 

 

圖 4-16 理想中的學生樣貌 （201703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在同一個課室裡，有學生成為了畫家、有學生是超人、也有學生是魔術師……

這尌是 S-01老師理想中的學生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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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生未必以後都是社會的中上的一些很甚麼的學生，但是我覺得他們起

碼要知道他們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目標在哪裡。就像在圖片中有護士、有潛水

員、有超人，或者是有魔術師，那他們都可以知道自己要做的是甚麼。（文

-20170307） 

 

由此可見，S-01不要求每位學生日後都能成為社會的人中龍鳳，但求每位學

生都能知道自己的理想、知道自己應該要努力的方向。無論學生日後的成長方向

是如何，學生都應該能自己做出安排與規劃，知道自己想要做甚麼： 

 

我覺得是他們可以褪去保護色的硬殼，然後也認識到自己有不同的方向，為

自己設定不同的目標。（文-20170307） 

 

再者，S-01老師也希望學生可以脫掉玩偶裝正視自己的不足，認識到自己有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再依據自己的性格或特長做出成長：「起碼要知道自己想要做

甚麼，再化身穿破書本的龍」。培養「穿破書本的龍」仍是 S-01老師終極目標，

但是在老師眼中，學生是需要逐步成長的，現時只要學生能釐清自己的成長方向

便已足矣。 

七. 成長計劃的擬訂 

C-01、C-02老師在瞭解 S-01老師的教學樣貌、學生樣貌之後，便一同進行成

長計劃的擬訂。成長目標方面，S-01老師想要與學生建立比較和諧的師生關係，「經

營和學生的情感，理解學生和關懷學生」，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希望

「學生能更接受理科」（會-20170224）。 

而之後的對話釐清中，S-01老師將成長目標確立為：「讓學生要為自己的學習

負責，提升學生上課的專注程度，降低學生的放空率」--「現在每班學生有四十人，

一班放空率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希望可以降到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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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7）；而且「學生的段考成績也是測量的標準之一」，用以觀察學生的課堂

投入程度（文-20170307）。 

而 S-01老師主要想從加分制度，以及融入學生次文化與學生作出交流，從改

善師生關係出發，藉以提升學生參與課堂的程度：S-01老師在正式進行教學前「會

播放一些與化學學科無關小影片」，或是用一些當時的「新聞報導作為分享來引入

課堂」，藉以改善學生對化學課堂的反感程度，讓學生覺得這個「化學老師有點不

一樣」--「雖然我希望基本的化學知識你要會」，但老師不只關注在學生的學習成

尌上，也是關心學生的。希望藉著這些行動提升師生間的關係，「讓多點魚兒游過

來」。（文-20170307） 

由此可見，在 S-01 老師眼中，學生學習態度的不佳、對課堂的參與程度的不

足和師生關係的緊繃都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效果。因此，S-01老師在此階段的成長

目標著重於師生關係的改善，希望透過學生次文化的融入，建立師生關係，讓學

生對 S-01老師的印象改觀—S-01老師不是一位只懂追求學生學業成績的老師，也

是一位關心學生、想要學生好的老師。藉以吸引學生進入到化學課堂，改善學生

的學習態度，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玖. 增能後，成長計劃大轉彎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宗旨除了轉換教師每天的教學，幫助老師建構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外；也為了培養教學領導以促進學校改革作出努力。因此，在蒲公

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種子老師除了經歷一系列專業成長的歷程外，也需接受相關

的增能課程，培養種子老師的協作能力、諮詢輔導能力以及領導能力。綜合而言，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種子老師不但在教學實務上得到協助與精進，在協作、領

導與諮詢輔導能力方面也會作出提升。 

在此成長階段中，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分別於 2017年 02月 12日、2017 年

04月 01日分別進行了<高效能教練領導力工作坊-Part1>和<高效能教練領導力工

作坊-Part2>這兩次的增能工作坊，除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全體成員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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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也邀請了其他跨領域、跨學科的社群組織一同參與，而這兩次的增能工作

坊 S-01老師都有參與。 

一. S-01 老師第一次增能工作坊的參與和收獲 

對於 2017年 02月 12日的<高效能教練領導力工作坊-Part1>的增能工作坊聚

焦於個人教練技能的習得與運用技巧的練習，借用了<高效人士的七習慣>提醒參

與的老師需要具有成長型的心態，更介紹了教練能力-聆聽、區分、發問、回應的

教練四個步驟，讓參與老師們對高效能的教練模式有了整體的認識，並進行了初

步的訓練。教練能力的四步驟不但可以用在教學現場，利於師生關係的建立；也

可以用於工作場域的同僚身上，協助以及輔導學校的老師成長。對 S-01老師而言，

他認為： 

 

增能裡面，特別是教練技巧，我覺得教練技巧是比較...就是它都讓我們去看到

欸，原來有這樣一個檢索的方式，或提供我們去伏應的一個表格，或度量的方

法。……重點是那個度量的方式，我有達到過幾點，就是很明確地可以用文字

寫出來，而不是只是想想，這樣會很容易忘記。（訪-S01-20171020） 

 

第一次的增能工作坊讓 S-01老師對整個高效能的教練模式有了整體認識與瞭

解--工作坊的內容提供了一個框架，讓 S-01 老師自己更加清晰、有條理地瞭解自

己，也可以籍此瞭解別人；換句話說，此次的增能工作坊提供了 S-01老師一個檢

索自己，也可以「度量」別人的方式，而且具備有據可依、有紀錄的文本，提供

S-01老師一個改變的依據與歷程回顧的文件。 

二. 第二次增能工作坊-- S-01老師心態的轉變 

(一) 第二次增能工作坊的收獲 

2017年 04月 01日的<高效能教練領導力工作坊-Part2>則為第一次增能工作

坊的延續，除了對教練能力四步驟的運用作出回饋和進一步練習外，更對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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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事前進行的「DISC 個性測驗」作出結果的分析與討論，探討不同人格的學

習風格有何特點。讓老師更加深入瞭解自己之餘，也可以以此瞭解學生、同僚的

個性--在教學上因應學生擬訂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計劃，在學校也可以因應同僚

的個性作出陪伴與協助。S-01老師認為「DISC個性測驗」是增能工作坊中非常重

要的一個收獲，因為： 

 

可能醞釀了很久，可是我沒有一個很正確的一個分類方式，那以前我們的分

類可能就是甚麼星座呀，甚麼。……它（DISC個性測驗）很明確地讓我們知

道說哪一個（學習）類型，可是又不是很複雜。（訪-S01-20171020） 

 

「DISC個性測驗」讓S-01老師簡單、明確地瞭解到不同個性的人各自有何學

習風格與特點。而且S-01老師也在工作坊的參與過程中發現原來每位老師都有不

同的教學模式，又何況是學生的學習模式：  

 

那因為那一天其實增能是有很多老師一起來，那從同樣都是老師同儕的情況

之下，更可以看出說，喔，原來老師就有不同，更何況是學生。那以那一天

的轉變就是...可能也讓我瞭解到我自己本身在教學模式的一個類型，是一個

怎樣的人。（訪-S01-20171020） 

 

正如S-01老師所「頓悟」的，教師都有不一樣的教學風格與狀態，那回歸到

學生身上，他也「明白到學生的學習模式也是不同的」（訪-S01-20171020），「DISC

個性測驗」讓S-01老師「對於學生學習過程的模式帶了不一樣的想法，而且更清

楚的分類」 （訪-S01-20171020） ，也讓S-01老師瞭解到先前教學之所以會讓「他

們（學生）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文-20170702）的原因-- S-01老師認識到不

應該將自己的那一套學習方式、學習觀點、甚至是學習標準硬套在每一位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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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會-20170702），不同風格學生尌會有「不同的進入或者是不同的方法」（文

-20170702）。尌是說，每一位學生都會有不一樣的學習慣性與歷程，老師需要做

的是「打開願意溝通的門」，而且願意在之後的教學中「做一些學習方法或者是

教學進度的一些調配」（文-20170702）。 

由此可見，S-01老師的教學心態做出了轉變—不再將學生不學習的原因歸疚

在學生在課堂上的「不配合」和「不參與」，而是反思了自己的教學。教學心態

的轉變影響到老師看待學生的方式、教學工作的安排、以及課堂教學的方式，也

影響到了在2017年03月08日所擬訂的成長計劃。 

(二) S-01老師成長方向的轉變 

S-01老師在此成長階段設定的目標原本是融入學生的次文化，透過師生關係

的改善提升教學的效能；而觀課的重點是觀察學生「放空率」的改變（會

-20170224）。而在參與增能工作坊之後，S-01老師便與C-01、C-02協作老師進行

協商，將觀課的重點改為「S-01老師說了甚麼話、做了甚麼事，或是哪項教學的技

巧讓哪一型的學生做了甚麼的回應，分析一下哪些學生有轉變」（會-20170419）。 

尌是說，S-01老師認識到學生學習風格的多樣化，希望回顧自身的教學，藉

由C-01、C-02老師的進班觀課，協助自己分析老師做了甚麼樣的教學行為，引導

了哪一類型學生做出了何種的反應，以制訂適合不同類型學生學習的教學方案，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由此可見，S-01老師的成長轉變不但是老師教學工作安排、課堂教學計劃上

的轉變，更是一位老師在冰山底下的價值觀、教育哲學方面的轉變與領悟，站在

學生的角度看待學生的學習方式與歷程，以建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與學習。 

拾. 結業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擴大自身影響圈 

C-01、C-02老師在 2017年 4月 20日進入了 S-01老師的班級進行觀課，並且

根據 S-01老師的需求，協助 S-01老師分析了高一三個班級學生的學習風格--每

個班級的上課氛圍、班級中每個小組的討論氛圍與學生合作關係、每個小組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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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的學習狀況，以協助 S-01老師深入瞭解每個班級的學習氛圍、每位學生的

學習風格，制訂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計劃。 

在觀課回饋後的 07 月 02日，C-01、C-02與 S-01三位老師單獨進行了結業禮

的儀式，回顧了 S-01 老師從 2016年 2月加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開始，到 2017

年 7月為止將近一年半的成長歷程。C-01和 C-02 老師利用「U型理論」作為引導

S-01老師深層思考的依據，讓 S-01老師自己說出自己狀況與改變，反思自己的成

長歷程，並且總結自己在這段歷程中的所獲得成果。透過這種開放式的探詢，藉

以培養 S-01老師的反思能力，也提升了 S-01老師的個人領導力。 

 

 

圖 4-17 S-01老師結業禮運用之 U型理論圖 

資料來源：會-20170702 

 

一. 「表象」VS「新呈現」 

(一) 表象 

S-01老師需依據圖 4-的提示對自己的成長歷程進行分析，希望可以更深入地

了解 S-01老師的內心，深入探究 S-01老師的轉變，並且「挖」出背後轉變的原

因 （會-20170702） 。 

首先從「表象」來看，S-01老師回想自己第一次的成長計劃目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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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第一次要的是，讓他們進入到我所設定的學習模式。……因為我

覺得他們不學習。」（文-20170702） 

 

S-01老師認為學生的學習動力低落，覺得他們不願意學習，所以想方設法地

想要學生進行到自己所設定的學習模式中，從「提升自己的提問技巧上面或者是

教學上面讓他們知道他們應該怎麼學」（文-20170702）。 

(二) 新呈現 

直到 S-01參與了增能工作坊後得到了頓悟，瞭解到不同風格的學生尌會有不

一樣的學習模式，不應該用自己的那一套學習模式套在所有的學生身上。可以說，

增能工作坊的參與是 S-01老師轉變的關鍵點（文-20170702）、（訪

-S01-20171020），因為 S-01老師發現了： 

 

他們（學生）確實不學習，可是不是只用我所設定的教學，我所設定的學習

模式讓他們學習，因為每一個人的學習模式有不同。……所以我了解到其實

應該是針對學生的學習模式去做（教學）修正。（文-20170702） 

 

在經歷了兩年成長歷程的蘊釀後，增能工作坊給了 S-01老師一個改變的關鍵

提示，意識到學習模式與學習風格對教師教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重要性。因此，S-01

老師對自己的教學模式做出整理與調整，也對學生的學習歷程作出瞭解。而在瞭

解了學生與配合學生的學習之後，發現自己「看學生的眼光、眼神也不一樣」，覺

得「學生可愛多了」，自己的教學狀態也變得「舒服多了」（文-20170702）；另一

方面，學生感受到 S-01 老師願意「等待」他們的學習進度與「關懷」他們的學習

歷程，也漸漸願意在 S-01老師的課堂上做出嘗詴，參與在課堂之中。 

回應到 S-01老師的轉變，S-01 老師自己所希望的新呈現可以分為三個方面進

行努力（會-201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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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己本身：對老師的定義有改變，以前是知識第一，老師教的東西你都要

全都會，這樣才對得起自己的教學；現在則是強大的支持者，支持學生的

學習。 

2. 學生方面：學生來學校不是來浪費時間，而是得到充實的學習； 

3. 同事方面：同事間有把「學生帶好」這一個共同的教學目標，而且因應教

育大環境的影響，在 108 課綱的契機下一同合作開發好的新課程。  

 

綜合而言，S-01老師未來成長的新呈現除了聚焦在自身的角色與學生的學習

方面外，更希望擴大自己的影響圈，以自己的能力影響到同儕間的思維，希望同

儕間也一同做出改變，藉由教育政策的影響，與同儕共同開發課程，凝聚老師們

的教學與教育的心，為教育改革共同出力。 

二. 「系統觀」VS「新系統觀」 

(一) 系統觀 

以種子老師的成長歷程來看，S-01老師在初加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時認為

學生的學習是有問題的。而會造成老師對學生有這樣印象的原因，是因為 S-01老

師是從「入學的成績」對學生進行判定，認為高一學生的「起始是比較弱的」、也

因此「判定說他們在學習上面是有問題的」 （文-20170702） 。 

從系統觀的角度進行探討的話，造成學生會考成績的表現差、造成學生入學

程度比較差的原因，S-01老師認為是「時代的因素，也是政策的因素」，主要是由

「12 年國教造成的」（文-20170702）。因此，S-01老師欲利用課堂的教學進行翻

轉、想從思維上對學生的學習作出改變：「不能讓他們（學生）再落入把筆記抄得

很好回去就好了」，學習應該是要讓學生學會思考，而且「讓學生思考是很重要的」

（文-20170702），因為這樣子學生才會真正地學懂，才能不受書本的束縛成為衝

破書本的龍。 

正因如此，S-01老師才會一直聚焦在教學工具箱的建立與運用上，希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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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學工具箱的完善改善自己的教學與提問技巧，吸引學生回答問題，引導學

生的學習。直到在增能工作坊得到頓悟後，S-01 老師才「意識到的是他們學習模

式不一樣」，並且自己也「試著要轉換成他們的角度去看他們的學習是什麼樣的」

（文-20170702），以致後來 S-01 老師的成長目標改為觀察自己的教學行為導致了

哪些學生發生了反應、是甚麼樣的反應，藉以瞭解每位學生的學習風格，再度安

排教學計劃。 

(二) 新系統觀 

要達到 S-01老師理想中新表象的呈現，是需要新系統的支持的。在 S-01老

師眼中，108課綱是一個很好的改變的契機：教學工作的精進，需要與學校場域的

同儕做出合作與磨合，也希望能與學校的同儕相處的更加舒服；而學生方面，希

望學生在高中畢業前可以知道自己要做甚麼，而且他們是有方法完成自己的目

標。（會-20170202） 

三. 「世界觀」VS「新世界觀」 

(一) 世界觀 

以世界觀而言，S-01老師一開始秉持的教育理念是「師嚴而道遵」（會

-20170702），認為學生尌是要遵循老師給的教學： 

 

「我會幫你鋪成一個完整的鷹架，所以你要遵循我給你的這個（教學）」。（文

-20170702） 

 

在 S-01老師眼中，不管是學習的方法或者是待人處事的方法，「我給你的都

是對的，所以你（學生）要遵循」。 S-01老師認為自己能給學生的知識、學習方

法、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處事都是自己的經驗所萃取的，都是正確無誤的，學生

只要跟循著「我」的腳步，尌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尌可以得到很多「正確」的

知識，減少不必要的、錯誤的嘗詴--學生跟著老師給的做尌是了，老師不會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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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世界觀 

而在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之後，S-01老師認為自己： 

 

還是有嚴的部份，可是我覺得現在的那個嚴變成是一個應該是說我對目標的

那個確立還是很嚴格，但是你要從不同的進入或者是不同的方法去，我覺得

OK 的。（文-20170702） 

 

要的是讓他們可以知道他們的那個目標是什麼，而且他們有方法去靠近它，

不一定是安排在我的那一個方法上或者是那一條路上。（文-20170702） 

 

由上可見，S-01老師對於自己的教學理念發生了很大的轉變，S-01開放了自

己的教學與心態，認識到學生自己也有他們自己的方法去打造自己的夢想，重要

的是學生知道自己的目標尌可以了。因為 S-01老師觀察與體會到了學生的多元

性，所以允許學生價值的多元，也允許他們進入學習的途徑是多元的。 

S-01老師終於不再一直想「為什麼我的方法沒有辦法給他（學生）學習這件事情」

（文-20170702）、不用一直傷心「為什麼我這樣的好東西他（學生）會不要」（文

-20170702）、也不再困惑如何透過「融入學生的次文化以改善與學生的關係，以

吸引學生學習」（文-20170702）；S-01老師開放了自己的心胸與教學，接納以及理

解不同於自己的學習模式，並且懂得設身處地地站在學生的角度看待「學習」這

一件事，找到了切合自己教學狀態的方法改善教室的教學，也增進了師生間的關

係。綜合而言，這裡套用 S-01老師的一句話表達他新的世界觀--「立場可以不同，

態度務必公正」（文-20170702）。 

四. 隱喻 

在 S-01老師此次結業禮中最重要的一環，尌是利用一個歷史人物、神話人物

或者是某一個景象的「隱喻」方式對自己成長前、後的樣貌作出詮釋。而這個「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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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的表達不只是 S-01老師的任務，C-01老師與 C-02老師也需要根據自己對 S-01

老師整個成長歷程的觀察以「隱喻」的方式作為給 S-01老師的回饋。 

(一) S-01 老師對自己的隱喻表達 

1. 成長前的樣貌 

S-01老師回顧自己一開始成長前的樣貌，覺得自己尌像是《西遊記》中的「唐

三藏」（會-20170702），因為： 

 

就是他一直…要管那三隻（孫悟空、豬八戒、沙悟淨）啊。（文-20170702） 

 

S-01老師以《西遊記》中的角色唐三藏作為隱喻表達自己的教學樣貌，將唐

三藏的徒弟比喻為自己的學生：自己尌像是唐三藏一樣，一直要教化學生、管學

生，要求學生與自己有共同的目標，並且希望學生跟隨自己的道路去完成目標。 

唐三藏的「固執」和「一板一眼」尌正如 S-01老師一開始的教學樣貌，為了

堅持自己的教學要求、教學理念以及教學標準，喋喋不休地對學生進行諄諄教誨，

執著地希望學生能配合自己的教學：為學生「設定鷹架」、「課堂提問」，以考詴成

績作為評量學生的方式，「箍」住學生的學習多元性，也「箍住他們要按照我所做

的地方去做，不然我就把他們縛起來」（文-20170702）。尌像是在《西遊記》中孫

悟空在取經的路途上一直想要逃脫，但是唐三藏利用了緊箍咒控制孫悟空的行

為，以便一同前往西天取經，完成最終的目標。 

雖然唐三藏的本意是善良的，一心想要與徒弟們取經成佛，但是他却忽略了

每一個徒弟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孫悟空的活潑好強、豬八戒的好色怕事、沙悟

淨的踏實木納，以及白龍馬的忠實付出，各自有各自的特點。「唐三藏」的隱喻切

實地反映了 S-01老師一開始的教學樣貌：一心想要學生學會學習，想要學生瞭解

學習的真正意義，但只懂以自己那一套教學要求學生接受，忽略了學生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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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階段的樣貌 

在經歷了成長歷程後，S-01老師認為自己現在的樣貌尌像金庸小說的「郭靖」： 

 

我覺得郭靖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固執的人，可是他其實是可以容納很多人在旁

邊給他不同的說法，可是他還是有他自己的目標。可是他是帶著這些人去固

守襄陽城，第一個目標還是有的，他可以容忍，可能黃蓉這些，我覺得是這

樣的轉變，他是可以容納一些不一樣的人。（文-20170702） 

 

現階段的 S-01老師正如郭靖「還是有一定的原則在」（文-20170702），但是

他又能接納江湖百客，可以容納不同個性、不同身份以及不同地位的人；而 S-01

老師現時的教學還是保有自己的教學原則，可是他會注意到學生的多樣性，也願

意停下來等待學生的學習，容納學生不同的學習方式，也和學生說「慢慢學、我

會等你」（文-20170702），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耐心與付出，鼓勵學生做出嘗詴。 

(二) C-01 老師對 S-01老師的隱喻表達 

1. 成長前的樣貌 

C-01老師引導了 S-01老師整個的成長歷程。在 C-01老師看來，S-01 老師在

成長前的樣貌尌像是戰國時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 

 

商鞅很重法、很嚴格。…最後死在他自己制訂的法律之下。（文-20170702） 

 

商鞅的「作法自斃」尌正如 S-01老師被自己的教學原則束縛著自己一樣，S-01

老師困在自己設定的教學原則、教學理想中不能自己，導致學生不能接受自己的

教學，不願意學習；而 S-01老師只一直困惑、抱怨學生為甚麼不願意學習，不願

意接受自己的教學。弄得學生上課不舒服，老師自己的教學也不舒服，也影響到

師生關係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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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階段的樣貌 

在經歷了成長歷程後，C-01老師認為 S-01 老師現階段的樣貌尌像是孔子： 

 

孔子他也有想要的一個方向。但是他對他的學生是有教無類，但是他其實還

是有喜愛。……他最喜歡顏回了，最討厭子路了。（文-20170702） 

 

孔子雖然心中還是有自己的偏好，但是他願意接納不同的學生，宣揚著有教

無類的教育理念。而且孔子會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志趣、資質、能力等不同的

情況進行不同教育，以「仁」為本教育學生成「人」。 

(三) C-02 老師對 S-01老師隱喻表達 

C-02老師在整個 S-01老師成長歷程中，比較屬於觀察、輔助的協作角色。C-02

老師利用了「鯀禹治水」的故事比喻 S-01老師在成長前、後的樣貌。 

1. 成長前的樣貌 

C-01老師認為在成長前的 S-01老師尌像是大禹的父親鯀一樣，「以『圍堵』

的方式治理水患」 （文-20170702），在岸邊設河堤想要堵住洪水的浸害，結果水卻

越淹越高，治水失敗。正如 S-01老師一般，沒有想到「水」的本性，只運用自己的

方法進行教學，結果老師與學生兩敗俱傷。 

2. 現階段的樣貌 

後來大禹總結了鯀治水失敗的經驗，先去視察河道，並且懂得順應「水往低

處流」的自然現象，開始「用疏通河川的方式治水」（文-20170702）， 把帄地的

積水導入江河，再引入海洋，成功解決水患的威脅。 

正如 S-01老師現階段懂得先去瞭解學生的學習風格，並且順應學生的學習方

式進行教學，使得教學的成效得到提升，也改善了師生關係。而且 C-02老師認為，

S-01老師現在的感覺尌像是「容納百川」，可以容納學生不同的學習方式進行學

習。C-02老師也再利用了戰國時秦國的政治家李斯的形象作為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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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李斯他也是，李斯是秦國，秦國進入列強就是因為李斯鼓勵容納不同的

民族，不同的特質的人，所以說我自己的看法，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樣貌，最

後組成一個更強的版圖，更不一樣的東西。（文-20170702） 

 

C-02老師以李斯為代表，容納不同特性的人會造成不一樣的面貌，形成不一

樣的結果，營造出更多大的版圖。鼓勵 S-01老師要繼續接受學生的多元性，與學

生一同營造不一樣的教學氛圍、與學生創造出理想中的教育。 

表 4-5   

S-01 老師成長前後之反思比較 

                                  
成長歷程前（2016年 2月）  結業禮（2017年 7月） 

呈現 學生入學成績差、學習意願低 1. 學生：學習目標確定，學習方法多元 

2. 老師自己：擴大自身影響圈 

3. 同事：共同開發新課程 

系統觀 12年國教 108課綱 

世界觀 師嚴而道尊 立場可以不同，態度務必公正 

隱

喻 

S-01 老師 唐三藏 郭靖 

C-01 老師 商鞅 孔子 

C-02 老師 鯀治水—圍堵 大禹治水—疏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而言，協作老師們透過引導 S-01老師進行前後表象、系統觀、世界觀以

及一系列隱喻的表達，讓 S-01老師更加形象、更為貼切地認識到自己的改變，深

入挖掘了 S-01老師的教育理想與教育哲學的觀念。S-01老師也可以藉此作為進一

步的反思，反思自己的教學與對學生的看法，引導未來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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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小結 

回顧 S-01老師整個成長歷程，他在 2016年 2月的時候加入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以種子老師角色聚焦於個人的專業發展；在進行第二段成長歷程之際，由

於受到 S-01老師自身狀態的影響，專業成長歷程暫停了下來；在 2017年的 3月

時 S-01老師重新投入了社群，至 2017年 7月期間的 5個月裡，S-01老師除了自

身的專業成長外，也參與了一系列的增能工作坊積累有關諮詢輔導的專業知能與

技巧，並在同年的 8月由種子老師轉為實習協作老師的角色。 

其成長歷程如圖 4-18所示： 

  

圖 4-18  S-01 老師之成長歷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S-01老師以諮詢輔導的模式進行了客製化的專業成長歷程，透過課室教學經

驗的轉化，逐步瞭解了學生的學習需求，建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與學習，提升

教學效能；而且 S-01 老師參與蒲公英教師社群的經驗，使其得到了在專業學習社

群中進行有效和確實合作的能力--老師的成長不傴是個人的成長，更是與社群成

員共同合作所得的成果。更重要的是，S-01老師有付出自己能力的意願與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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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透過擴大自己的影響圈，從影響自己學校的同儕開始，促進同儕的學習

並為任職的學校促進變革的發生。 

在社群核心成員進行綜合評估後，皆認同 S-01老師可以從種子老師的身份「畢

業」，於新學期擔任實習協作輔導員，為成為教師中間領導邁進。由於 S-01老師

經歷整個完整而又深入的成長歷程，對教練輔導能力也有了初步的瞭解。因此，

在新的學期時 S-01老師會在新種子老師成長歷程中擔任一個輔助、觀察以及學習

的角色，輔助協作老師的輔導、觀察協作老師所運用的諮詢輔導歷程，以及學習

更多的諮詢技巧與輔導流程的進行、工具的運用。 

在實際瞭解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運作與老師的成長歷程之後，接下來將

把協作老師與種子老師的專業成長分別作出歸納探討，分析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

群中教師們的專業資本積累情形以及運用情況。 

第四節 教師專業資本之積累與運用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老師們專業資本的積累以社會資本為關鍵，成員

們藉由人際的互動、對話的產生與關係的建立，進行訊息和專業知能的交流共享、

以及促進專業判斷能力的精進。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積累都是透過社群（社會

資本）成員的互動與連結產生、取得和運用。 

本研究教師專業資本之積累與運用針對上節提及的同儕諮詢案例中的三位老

師為主要探討與詮釋的對象，將先從社會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作出探究，再對人力

資本、決定資本的積累運用情形作出探究，作出綜合說明。 

壹. 社會資本的積累與運用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種子老師與協作輔導老師擁有共同的社會資本，

其積累與運用之展現為： 

一. 信任的社會資本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組成多元，成員教師來自不同的學校與不同的學科領

域，不免具有一定的差異性。但從訪談得知，由於社群提供給老師一個「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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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訪-C02-20171025），讓老師們安心與建立聯繫。「安全的環境」指的是

每一位老師的所言所行都是自己在當下情境所做的選擇，分享出來是開放提供給

成員參考與討論。成員們在社群裡可以放心、自在地表達自身的看法與觀點，並

且與伙伴們作出專業的交流。在安全的環境中，更能建立出信任的關係，邁向專

業成長的歷程： 

 

這群跨校社群的伙伴剛好真的同質性太像了，契合上完全沒有問題，真的很

信任。（文-C01-20170120） 

 

我記得有做了一些（團體）活動，雖然還是不知道要做些甚麼，可是有一份

信任感，讓我覺得無論走到哪裡我都要繼續。……而且伙伴都是認識的人，

召集人又帶來一些我沒有看過的活動，還有一些技術，讓我有專業的信賴感，

覺得很放心。（文-C04-20170124） 

 

在社群的創始之初，成員們雖然對未知的前景感到困惑，但透過團體動能活

動的參與與社群文化的塑造，讓成員間產生了信任的感覺；而且伙伴間的相同願

景、相同理念，在面對未知的挑戰時亦產生了可以一貣走下去的信心。而信任的

社會資本也讓種子老師打開自己的「盔甲」，勇於在社群成員面前示弱，正視自己

的專業成長需求： 

 

C-01 老師一開始給我的感覺就是可信任的一位老師，所以我的防御感沒那麼

高。（文-S01-20170122） 

 

綜合而言， 社群所建立貣來的信任關係與社群文化讓成員們感受到伙伴真誠

的心，並且勇敢在社群中揭露自己。在這裡他們可以示弱、亦可以在成長中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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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與進行教學探究，達至專業成長。社群所安排的一系列團體動能活動、合作

約定、成長的歷程、反思性的教學探究等都有助於成員間信任關係與社群合作氛

圍的建立。種子老師信任源自對社群與協作輔導老師的專業信任，而協作輔導老

師之間的信任除了專業的信任感，更是一貣參與其他跨領域社群的伙伴，具有革

命的情誼。 

社群成員在這個安全、專業、支持、開放與帄等的社群氛圍中，信任的社會

資本隨著時間的演進、社群的發展與成員的參與程度，得到了不斷的加深加厚，

合力營造了一個共學共創的空間。 

二. 共同的理念與共享實踐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成員共同願景的核心尌是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並藉由

中間領導的培養應對教育改革。營造教師求助的空間、陪伴老師的成長、增進專

業知能等，一切都是為了共同的目標願景而服務。這是社群成員的共同核心理念，

成員們為此作出共同的實踐與探究。Chen等人（2016）的研究指出，共同理念與

共享實踐可經由信任的社會資本中介而得。在信任的社會資本基礎下，成員們盡

情地碰撞出新的火花，在開放、安心地的氛圍下進行探究的活動，共享實踐。 

   （一） 協作老師的共同討論與共享實踐 

以成員們在討論 S-01老師結業禮所使用的工具為例，此次的討論可分為兩個

階段，第一階段時 C-01 老師邀請了 C-02、A-01、R-01與剛加入社群的觀察員 O-01

老師在臉書的對話軟體中共同討論，主要是由 C-01與 C-02這兩位老師進行對話

與探究，塑造了應用在 S-01老師結業禮上工具的模型： 

 

2017/06/27 

…… 

C-01：畫圖，我們比較能用拋問來用教練技巧，只有講會變詢問的 fu，當然因

為是結業式，最後有類似對未來的期許等等也是需要的。當然我們也可將上面

的那個，變三個圈，一個是學生前後，一個是他中途的轉變，一個是他和社群，

然後把這三圈排關係，是交集聯集?是因果?是...邏輯關係?我覺得目標轉變的那

部分，比較不容易用這個圖說清楚。我還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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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我今早也是想到三環，但是我想到的是（1）設定的目標的變化（2）老

師課程／課堂風景的變化 （3）學生學習樣貌的變化。 我倒是沒有想到社群

這塊。 

C-01：老師課程和學生學習分開，是好主意。收到的東西不同，目標改變的處

理，的確我們大家再集思廣益一下。 

…… 

C-02：或者他現在回頭開他之前的目標，心中有什麼想法。 

C-01：的確，關於目標改變，我們該問的問題不同。 

…… 

C-01：可先讓他寫他記得的關鍵，目標 1 是?目標 2 是?發生?再把兩次成長報告

拿出，進行回顧與比對，再收更多資訊。再討論感受與實施後的觀察，課堂，

學生，自己的轉變 

C-02：是的。 

C-01：箭頭圖，是否要兩張，第一張是是原本的目標，那麼，右邊就是目標 B，

再一張，目標 B 為左，右邊是未來，畫成連續往上的波浪或是…？ 

C-02：老師的圖形是長怎樣啊？我剛才看文字的敘述以為是以為是兩個波。 

C-01：對呀~這樣好 

C-02：好啊，我覺得老師剛才提議寫成兩張不錯。 最後再把兩張連起來，讓

S-01 老師看著兩個波的變化。 

C-01：嗯嗯，就這樣試試，我們也從兩張的關係，關聯來問問題。 

…… 

資料來源：引自臉書社群的對話記錄 

 

C-02老師以引導反思作為主題引入，在與 C-01老師一來一往的對話探究中，

根據 S-01老師的成長歷程與狀態探討出符合 S-01老師成長歷程的「W」型圖，以

作為工具引導老師的反思成長歷程，希望 S-01老師能系統性地回顧整個成長，並

且進行自省。而在第二階段時，R-01的加入豐厚了老師們討論的理論基礎，為討

論注入了新的力量： 

2017/07/01 

C-02：這是 R-01 提供的 CLA 的延伸版。 

 

…… 

C-01：右邊的方法是什麼呢？左邊是原本的社會及

認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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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是的。 

C-01：右邊是重新思考，中間，是透過隱喻，做了什麼操作達到右邊。 

C-02：右邊想法變成當老師有了對自己表象與深層的認知之後，改變的原因。 

左邊是從自己的表象到深層的想法。右邊是從深層到表象。我們有改變，大多

是因為我們深層的想法有了改變。所以右邊的部分可以把改變的過程（從

mindset 到外在表現）這部分帶出來。但是我不是很確定這個部分是否很容易

做。老師在這過程要自我覺知很強。 

C-01：S-01 老師的反思很強，我認為我們今天現場操作可以出來。 

資料來源：引自臉書社群的對話記錄 

 

在探究過程中，兩位協作輔導老師合作無間，透過你來我往的深入對話探究，

建構貣結業禮使用的工具模型。而 R-01適時專業意見的提供，也為兩位協作輔導

老師帶來了新的刺激，完整了工具的理論架構與實施構想，最後建立了以「U型理

論」為模版的工具作為結業禮使用。這是協作輔導老師蓄積人力資本與操練決定

資本的歷程，而在此歷程中也豐富了老師的社會資本。成員之間互相肯定與支持，

接納來自不同領域的養分進行深刻的探究，在自身得到收獲的同時也為社群的工

具箱與種子老師的成長注入了新的力量，共同享受實踐與實踐後帶來的回響。 

   （二） 種子老師的共享實踐 

而種子老師得到的不傴是配對協作輔導老師的協助、或專業知能上的磨練，

也是全體社群成員一同努力的成果，是致力於老師冰山下價值觀的轉變與引發。

種子老師在參與成長歷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文件及參與的增能，是由社群成員共

同創造出來的成果。種子老師加入了社群後，經由網絡關係連結的建構作出了連

續的分享。 

以 S-01老師的回饋為例，雖然 S-01老師的「直屬」協作輔導老師是 C-01與

C-02兩位老師，但在社群會議或增能時亦會與其他的社群成員進行交流互動： 

 

S-01：C-03和C-04老師他們都很樂於去聆聽別人的想法，那也都很正向地去給

予別人回饋，所以覺得自己有被瞭解。……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問題，或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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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面的問題，也會相互的分享，用不同的觀點去做理解。那比較多的對話

其實是在增能的時候，跟C-03和C-04老師，七習慣也有。 

（訪-S01-20171020） 

 

如 S-01老師的回饋所示，這正是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社群關係網絡連接的

展現。成員老師在各自的配對關係中建立關係與探究學習的空間，在社群大家庭

的氛圍下又擁用共同的文化與語言進行交流與產生刺激。由此可見，種子老師的

共享實踐不侷限在配對之間發生的專業成長，也包括了社群整體參與所收獲的交

流。成員們將各自經驗與想法以社群的連帶作出分享與交換，豐厚了其社會資本

的連結。 

綜合以上，Lesser 和 Storck（2001）認為以實踐社群的角度來說，社會資本

的維度包括成員之間的聯繫，建立信任感和相互義務的關係，以及可由社區成員

共享的共同語言和背景。正如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一樣，允許個體成員/配對之間

建立關係與討論學習的空間，社群的共同規範、文化和語言，都是由社群成員撞

激後產生的花火，塑造了學習過程。 

而在學習的過程中，社群成員間的支持、社群的發展以及老師的專業成長都

建立在信任關係與開放性討論上。正如陳佩英（2017）指出，透過成員間對話的

流程與具體的回饋，將活動結點的意義擴散為成員節點的連帶。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提供了一個成員們進行來回教學探究、專業創新與腦力激蕩的場域。在這裡，

成員們的想法和經驗可以自由碰撞與刺激，而且基於信任與專業的基礎，所有的

對話與討論都有帶給老師們豐富、深層的刺激。成員們形成緊密關係成為一個團

體，可以開放接受質疑、也願意共同承擔未知的責任與後果，而且資源在社群的

紐帶中進行交換與分享，互賴互惠，讓老師們在操練專業知能與判斷的同時，厚

實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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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人力資本的積累與運用 

每位參與社群的成員都帶有不同的資源來加入，透過社群的連結做出分享與

實踐。教師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指的是專業知能與技術的積累和持續發

展。以下將從諮詢輔導能力與教學知能的培養探討老師們在社群中人力資本的積

累情形： 

一. 諮詢能力的培養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除了專注成員們的專業成長之外，也提供一系列的增

能工作坊予社群成員參與，提升成員的諮詢輔導技巧，這也是人力資本積累與提

升的呈現。根據訪談和會議記錄的回饋中可得知，老師們在增能工作坊中不傴習

得諮詢輔導的技能--「聆聽、區分、發問、回應」，更學習到有關諮詢輔導的理論

知識--「七原則」與工具--「DISC個性測驗」等，以及在社群發展中所有工具的

開發與運用，都是參與老師帶得走的知識與技能，並可運用到教室實踐、諮詢輔

導歷程和社群發展中。 

在社群中協作輔導老師是社群發展和諮詢輔導模式的的主要設計者，亦是陪

伴種子老師專業成長的協作輔導員。因此，協作輔導老師必頇具備豐富的教學經

驗和教學專業知能，亦需參與跨校社群的經驗、社群的設計發展和諮詢輔導等技

能。協作輔導老師透過社群參與增能工作坊與工具的設計，積累了教練能力的人

力資本，有助於在諮詢輔導中增進專業判斷的決定，分析種子老師的狀態以提供

合適的協助。而種子老師則是為了日後擔任實習協作輔導員而培養諮詢輔導的技

能，為社群未來的發展與人員的儲備作出安排。 

二. 教學知能的積累 

(一) 協作輔導老師方面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協作輔導老師雖然主要是負責陪伴種子老師、設

計社群發展及開發工具等任務，但老師們在訪談中均紛紛表示自己教學的專業知

能也在陪伴種子老師進行專業成長的歷程中得到了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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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我在看你們（S02、S03 老師）的東西我也是偷學了很多。（會-20160624） 

 

C-04：其實我覺得真的很感謝 S-04 老師願意讓我們去看，其實我覺得在這整

個過程中，其實我覺得每一次的討論，每一次的什麼，我自己都在偷偷的調

整我的教學方法。（會-20160624） 

 

C-03與C-04兩位協作老師在與種子老師進行教學探究和陪伴種子成長的歷程

中，自己也從種子老師的教學中「偷學」了許多教學技能。對於協作老師而言，

種子老師的成長尌像是一面鏡子，除了能展現出種子老師自身的教學與專業知能

外，協作輔導老師也能「在輔導種子老師的過程中也能反思自己的教學」（研

-C04-20170124），藉以回顧與反思自己的教學做出專業的教學調整。 

而以陪伴 S-01老師成長的 C-01老師為例，協作老師在提供的同時，自己也

接受到了教學知能的積累： 

 

在協助 S-01 老師建立教學工具箱的同時，我也收到啦。 （訪-C01-20171019） 

 

C-01老師回顧了陪伴 S-01老師的第一個成長階段的目標，是建立教學工具

箱，整理老師的教學技巧。而在教學探究的活動整理之後，種子老師和協作輔導

老師都同時得到了這個教學工具箱，作為教學知能的精進。 

綜合而言，協作老師藉由種子老師的教學，觀察到多元化的教學模式與全面

地瞭解到學生的學習狀態，協作輔導老師的視野「因為種子老師而更擴大」。（研

-C04-20170124）。而且協作老師們都認為陪伴種子的歷程是一個雙向的歷程，除

了自己的陪伴與付出，種子老師也令協作老師回顧反思自己的教學，並且也得到

了教學知能上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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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種子老師方面 

以 S-01老師專業知能的積累為例，老師第一階段的成長目標為建立教學的工

具箱與精進在課堂上的提問技巧，兩者都屬於人力資本的積累與運用： 

 

幫我建立工具箱，在提問技巧以及聆聽的技巧上面，給我很大明確的一個分

組和歸類，也幫助我去瞭解我自己有怎樣的方法……變成是我在要設計我的

課程、我要進行我的課程的時候，我就可以很明確地說，我要用甚麼樣方法，

達到甚麼樣的目標、做到甚麼樣的成效，那我要怎麼去檢核它。 

（訪-S01-20171020） 

 

種子老師在協作輔導老師的協助與交流之下，讓自身人力資本的積累得到了

整理與提升：種子老師在協作輔導老師的協助後成功建立了教學的工具箱，在提

問技巧上也得到分類的釐清，對於日後課程的設計與教學的實踐有很大的助益。

而且 S-01老師在之後亦把所得到的專業知能與技術運用到自己的日常的教學上，

精進自己的教學，提升專業判斷的能力，讓老師能針對學生的學習設計教學。 

正如 Boote（2006）、Dika及 Singh（2002）、Fox與 Wilson（2015）、Hargreaves

和 Fullan（2012）以及 Owen與 Valesky（2004）所言，「團隊合作」可以讓在同

一所學校/跨校的老師們互相學習，建立文化與溝通的網絡，營造共學、信任與合

作（collaboration）的氛圍，加速老師們的發展。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人力資本的積累除了透過增能活動的參與獲得之

外，也會透過社群成員的互動與連結得到積累。換言之，社群中成員們人力資本

的積累與運用不傴是體現在個人層面上的專業成長，亦是人力資本的聚集、組合、

交流與分享的展現。社群中支持性的專業成長氛圍促進了個人持續的專業成長，

也促進了成員間的專業交流。人力資本在經由社會資本的互動與連結後得到了加

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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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判斷資本的積累與運用 

「專業判斷資本」（decisional capital）指涉教師的專業自主判斷與行動，

藉由經驗的積累與鍛鍊，教師漸漸成為有效教學的專家（陳佩英，2017）。在蒲公

英教師實踐社群中，協作輔導老師與種子老師所涉及的專業判斷與行動表現在不

同的方面，因此他們判斷資本積累與運用的表現也聚焦在不同的領域： 

一. 協作輔導老師方面 

在社群中協作輔導老師判斷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主要表現在陪伴種子老師歷程

中所做出的專業判斷。 

以 C-01老師為例，C-01老師回想貣陪伴 S-01的成長歷程時曾被 S-01 老師一

堆成長目標弄得暈頭轉向，是透過工具「說書人卡」瞭解 S-01老師的核心價值觀，

但是由於諮詢輔導的經驗限制，暫時未能引導 S-01老師作出自我的省思與探究： 

 

C-01：但是我就說那一次他的說書人卡已經很清楚了，我那時候就知道他想

什麼，只是他釐不清，他釐不清我那時候也沒有那個能力讓他去釐清（笑）。 

（訪-C01-20171019） 

 

C-01老師指的那張說書人卡，正是在 2017 年 3月所選的教師樣貌：泡在水裡

澆花的形象。C-01老師藉由說書人卡的使用「容易 Catch 到 S-01 老師真正的價值

觀」，而且其實「他自己那時候就知道自己在做白工」。C-01老師以協作者的角色

讀懂了 S-01老師的內心與教學的狀態，只是 S-01老師困在自己設定的界限中走

不出來。再者，C-01老師也看到了 S-01老師「很多的無奈」，而且也看到 S-01老

師「受那時候環境的干擾，你說再多的大道理都沒有用」，所以暫時停了一停，「沒

有去跟他深談冰山下的東西」。而且當時 C-01老師也沒有那個能力協助種子看見

自己，只好先「根據他最想要的」做出成長歷程的安排。（訪-C01-20171019） 

一直到了參與工作坊之後，C-01老師得到了諮詢輔導技能的增進，而 S-01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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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在當中重新回顧了自己的課室狀態： 

 

C-01：到 DISC，就成了，水到渠成。（訪-C01-20171019） 

 

C-01老師以「DISC」的測驗判斷種子老師的學習風格，分析了種子老師的教

學困境和課室狀態： 

 

C-01：他克服不了自己的 C，就是那個中規中矩一定要很怎麼教的那個。 

（訪-C01-20171019） 

 

C-01：跟他最好的那一班，就是 C 型，完全合他胃口，對，然後 I 型的他跟

那班最犯沖。（訪-C01-20171019） 

除了增能工作坊的學習與訓練外，「理論 U」等工具更是 C-01老師在參與社群

後與伙伴們一同討論得到的成果。C-01老師在陪伴的過程中對諮詢輔導工具與技

能做出了整理與加入新的理論知識，人力資本得到蓄積的同時也進行了專業判斷

的積累與運用的磨練，使 C-01老師能更為系統化地瞭解 S-01老師的成長與轉變，

引導 S-01老師做出反思與探究的歷程。 

綜合而言，S-01老師的專業成長歷程，是 C-01老師經驗積累與專業判斷鍛鍊

的歷程。在種子老師成長的過程中，協作輔導老師需要依據當時的情境與氛圍對

種子老師的教學狀態、心理素質、能力所及等做出評估與判斷，以協助制訂符合

種子老師需要的成長。這是一個持續變動的歷程，是一個需要連續不斷專業判斷

運用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協作輔導老師積累了每一次做出判斷的經驗與回饋，

為下一次的專業判斷的運用提供養份。 

二. 種子老師方面 

在社群中種子老師會尌自己的現時的教學狀況與協作輔導老師進行對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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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了成長計劃後，協作老師會依據成長目標的性質與達成途徑作出協助，幫助老

師看見自己的教學、分析課堂的狀況，與種子老師進行深入的探討與對話，鍛鍊

教師專業判斷的能力，再制訂方案提升老師教學效能，將進行專業成長所得到的

教學知能帶回教學的現場實踐。 

(一) 判斷資本的積累運用--詮釋 VS 事實 

以 S-01老師第一次的成長歷程為例，S-01老師在參與社群之初判斷自己的學

生學習動機低落，不願意回答老師的提問；為了提升學生的課堂的回答情況，種

子老師與協作老師共同確定以教學錄影的形式分析老師的教學與課室的學習狀

況；在回顧與分析教學錄影之時，C-01老師把主導權交給 S-01老師，讓 S-01老

師自己反思自己的教學、判斷自己的教室狀況與教學技巧的運用。 

整理後發現學生並不是不願意回答老師的問題，而是需要更多的時間作出思

考與反應，影響了 S-01 老師在之後的教學判斷，在課堂中會留意教學時間的安排，

提供更多的空白時間給學生思考，耐心地等候學生。正如 S-01老師的回饋： 

S-01：提問方面，我拋出問題時學生會沈默，有時可能是他在慢慢分析。在

心態上我也更加有自信，減少一直「試探」的狀態。（會-20160624） 

 

S-01在成長的歷程中增進了專業判斷的能力，做出了切合課堂教學的專業判

斷與行動之後，在教學更加具有了自信，增進了自身的專業認同感，繼續進行教

學實踐與探究。 

(二) 判斷資本的積累運用--看見學生真實的需要 

而在第三階段的成長歷程中，S-01老師認為通過融入學生的次文化能與學生

建立關係，可以改善課堂的氛圍，藉此吸引更多的學生參與課堂。而在參與了增

能工作坊之後，S-01老師認識到原來學生各自有不同的學習風格，因此 S-01老師

打開了自己的教學，接納多樣性的學習方式，這樣的做法提升了學生的課堂參與，

也改善了師生間的關係。 

 



172 

經整理後，S-01老師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如圖 4- 所示： 

 

圖 4-19 S-01老師判斷資本的積累與運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繪制 

這兩個階段的成長歷程是 S-01老師判斷資本的積累與運用的成果，亦是人力

資本、社會資本與判斷資本交互運用的展現--人力的增長、教學經驗的累積與反

思和伙伴的協助，都支持著老師教學工作的改進，影響到老師專業判斷的增進。

種子老師在協作輔導老師的陪伴與協助之下，重新回顧自己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

狀態，通過協作老師的陪伴、對話與協助以及一系列的增能活動，讓種子老師從

社群成員的關係連結中得到知能的改變與專業判斷能力的提升，並將專業成長的

成果帶回教育現場做出實踐，精進自己的教學。 

種子老師與協作輔導老師在發展專業判斷資本的時候，都經歷了一個反身性

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的歷程。正如 Hargreaves 和 Fullan（2012）所言：

反身性的實踐是判斷資本的一部分，也是整個專業資本的象徵。所謂的熟能生巧

不是單靠實踐自己本身尌能做到的，而是必頇要從實踐中得到學習的方法，在新

情況來臨時能做出專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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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不論是種子老師或是協作輔導老師，都處於一個不

斷嘗詴與實踐的歷程，而實踐的歷程亦是反思的歷程。老師們在社群中為了各自

的成長任務作出探究，藉由專業知識的積累與經驗的蓄積磨練出能做出專業判斷

的能力。種子老師在進行專業成長的歷程中不斷思考自己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以

與協作老師制訂出成長計劃與安排成長活動；在實踐完成後做出教學的回顧與反

思，作為下次教學安排的參考。而協作老師在輔導的歷程中也需釐清與思考自己

需具備的諮詢輔導能力以引導種子老師的成長、協助種子老師看見自己；在諮詢

完成後也需作出工具效果、諮詢模式運用等的反思，作為下次輔導歷程的借鑒。

成員們在行動中做出反思，也在不斷的實踐後的形成反思。 

綜合而言，反身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是個體和群體專業知能與判

斷資本發展的重要途徑（陳佩英，2017）。當老師運用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蓄積

作出專業實踐的同時，也經歷了一個反思探究的歷程，磨練了老師們的專業判斷

能力。 

肆.專業認同的體現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可以觀察到老師們在專業資本的蓄積與運用會影響

到老師對於自身教育使命與價值的看法，老師們的專業認同感得到了提升： 

一. 貫徹教育的使命--以生命影響生命 

參與社群的老師們均本著「教育」的使命，認為影響一個老師，將會使更多

的學生受益，藉此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如 C-01老師所言，身為一位老師不能「各

人自掃門前雪」，更多的應該要關注整個教育，關心其他老師的發展，從而影響到

更多的學生： 

 

就是我們不能只教好自己的學生，這樣太狹隘了，學生們，不管是你的還是

別人的學生們，如果不教好，不從教育改變，改變老師，讓老師能力上升是

一個最好的方法。（研-C01-201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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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01老師的眼中，學生無分你、我，所有的學生都是每一位老師的責任。

而讓所有的學生都能得到優秀教育的有效途徑，尌是從改變老師著手、從幫助老

師提升專業著手： 

 

如果我們願意花時間在學生身上，……其實真的回到剛開始為甚麼想要當老

師，就是你幫助一個老師，如果他這個學期教四個班，那麼哇塞，你瞬間就

變得幫到兩百人欸，而且他這個能力還可遷移（笑），我們就會像老鼠會一

樣，那每年影響到的學生，哇塞，整個效益驚人，所以應該是要花時間的。

（訪-C01-20171019） 

 

對此，S-01老師也有相同的看法： 

 

倒不如說其實是還是回應到原本老師的一個使命，就是幫助別人，只是說現

在幫助的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老師，對，因為我們影響到一個老師，他可

能會再影響到很多學生，對，就是我們真正幫助到一個老師。（訪

-S01-20171020） 

 

這是老師對自身專業認同的展示--老師們認同自身的專業，並且認為參與蒲公

英教師實踐社群可以協助教育現場老師做出專業化的成長，從而提升他們的教育

實踐。再者，以影響力的角度來看，真正幫助到一位老師的成長，他會影響到他

施教的學生、甚至影響到他的教學伙伴、影響學校的同事……這不傴是一件富有

意義的事，更是具有效益的事，所以老師們願意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並且

付出自己的心力在其中，以生命影響生命，擴大自身的影響力與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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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自我價值的實現 

對於參與的老師而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不但是實現專業需求與自我理念

的場域，更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地方、是一個可以提升自我實現的機會： 

 

做這件事可以實現自我呀。（訪-C05-20171128） 

 

我們所有的需求都一樣，其實最後都是要創造跟自我實現，我覺得每個

領域都一樣的，一個人如果能夠達到創造，就是說比較高動能高能力的

人，創造跟自我實現。（訪-C01-20171019） 

 

或者是說在權力上被賦權，empowerment，被賦權，我覺得對於高動能高

能力的人都是很重要的部份……（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有一個創新的

任務加上有自我實現的機會的一個地方。（訪-C01-20171019）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是教師專業成長的新途徑，也是參與老師們的新嘗

詴。即使身為有教學經驗、有社群參與經驗的協作輔導老師，在參與蒲公英教師

實踐社群中也需要不斷的增能與練習，需要與伙伴討論與共創，所以老師在感受

到「賦權」之餘，也有了不斷提升自我價值的機會。綜合而言，老師對自身的專

業認同可以促進老師們的學習與不斷的反思，在參與社群的歷程中反思了自己的

價值觀、教學信念和態度，不斷建構自己身為教師的意義，並且擴大自身的影響，

一同建構明日教師的樣貌。 

小結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召集人將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定義為--Playground、Laboratory、Community--遊樂場、實驗室、

社群，而這正是社群所致力的共學方向。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社群成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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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建構與發展的主力，社群尌像是老師們共同建立貣來的園地，讓教育現場的

老師們在這個開放、參與、帄等、支持、尊重、信任、互助、共同承擔與充滿希

望的「遊樂場」裡進行專業成長新途徑的實驗，以冀開拓的領域與方向，能吸引

教育現場的老師們參與專業成長，以個人化、專業化的成長增進教學效能與發展

教師的能力。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以「大團體、小配對」的模式運作：透過每月一次的例

會設計出社群的發展歷程，以種子—協作的配對進行專業資本的積累運用。至研

究期間，社群共進行了 35次的例會，C01-C02-S01 配對私下進行的小組會議共 18

次，而 C03-C04-S03所進行的會議亦有 16次；另外還有 3次的增能工作坊。而蒲

公英教師實踐社群與專業資本概念的關係綜合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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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 

(信任關係&共享實踐) 

 

 

 

 

 

 

 

 

 

 

 

 

 

 

 

 

 

 

 

 

 

 

 

 

 

圖 4-20 種子與協作老師專業資本綜合分析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佩英（201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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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Wenger所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三個基本組成元素為實踐、領域與

社群；而專業資本的內涵則包括了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這三項內涵

（Hargreaves & Fullan,2012）。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由一群共同關心這個專業領

域的成員組成，成員的組成十分多元，除了有社會人士、大學研究團隊的加入，

其他教師成員更是來自不同的學校與學科領域。而以下有關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

與專業資本綜合分析主要聚焦在協作老師 C-01、C-02與種子老師 S-01老師身上。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種子老師 S-01與協作老師 C-01、C-02在發展個

人專業知識領域的同時，也與其他社群的成員建立共同的領域，界定了社群聚焦

的目標與議題的範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以培養中間領導為主要目的，透過在

情境中的培訓陪伴老師進行一系列的專業成長，以達至促進老師參與教育改革，

並致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目的。社群的全體成員皆聚焦在這個共同實務的發展

上，通過成員對共同專業領域理解的分享，對這個由全體成員共同定義的領域產

生認同感與承諾，以及建立關係。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將各自的專業知識、

以及社群的知識應用於解決真正的教育問題上作出實踐，為每一位種子老師設計

與安排個人化的專業成長的歷程；另一方面，社群的全體成員又會將從不同領域

專家學習到的新經驗帶回到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進行分享和運用。 

在專業資本的探究方面，協作老師與種子老師社會資本連結關係在於蒲公英

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透過對共同領域的關心和在社群中的探索學習與社群的其他

成員建立了關係結構網絡，並且經由信任、開放、分享、帄等和支持關係和共同

承擔責任氛圍的建構，發展出穩定的連結與形成網絡關係結構，建構出正向的社

會資本使得全體成員間作出緊密的連繫，並在連結的關係中做出資源的交流與分

享，共同進行專業對話的探究與分享實踐，也願意承擔未知的風險。正如研究結

果一樣，C-01、C-02老師在陪伴 S-01老師進行專業成長歷程時，除了運用了兩位

協作老師個人的專業知能之外，透過社群網絡關係的連結與分享，C-01、C-02老

師也在這個開放性探究學習的領域中與其他社群成員進行了資源的分享交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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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發出一系列的工具與諮詢輔導的流程，以裨 S-01老師的專業成長利用。 

再者，C-01、C-02 老師與 S-01 老師人力資本的展現都是教學與教練輔導的知

識與技能的更新與發展方面，但其側重會有所不同。在教學專業上，C-01、C-02

老師與 S-01老師專業成長的歷程是一個雙向交換訊息與經驗的過程：S-01 老師在

接受協作老師專業陪伴之時，得到了一系列的提升教學的方法以及自我省思的機

會；而 C-01、C-02老師在陪伴 S-01老師成長的同時提供 S-01老師專業經驗、專

業知識或技術的同時自己也得到了教學的反思，藉此回顧教學以提升自身的專業

知能。而且值得注意的是，C-01、C-02老師教練輔導能力的蓄積運用是一個連續

實踐與反思的歷程：C-01、C-02老師在應用自身的知識技能與參與社群提供的增

能後，將教練輔導能力應用到陪伴 S-01老師成長的歷程中，在協助 S-01 老師成

長的歷程中除了應用到本身的專業知識外，更是應用了透過社會資本所獲取了專

業資源，而且協作老師更將實踐所得作出持續作出反思回饋，不斷提升自身的輔

導能力。而 S-01老師教師輔導的知識技能只是從增能的參與中獲得，是為了日後

輔導員人力的增長做出準備，還沒有實踐的機會。 

至於判斷資本的展現，兩位協作輔導老師的判斷資本聚焦在教學與諮詢輔導

歷程中不斷的磨練與經驗的累積—像是 C-01、C-02老師在陪伴 S-01老師成長歷

程是一個不斷評估 S-01 老師狀態與成長需求的歷程，兩位協作老師在根據自己專

業判斷的基礎上因應 S-01老師的需求設計了一系列工具以引導 S-01老師的成

長，在結業禮之時可以看出兩位協作老師「很明顯是用工具帶出對話」(文

-20170702)，而這些工具是由協作老師自己因應諮詢輔導的專業判斷與需求自己

開發與討論出來的(會-20170702)，可以明顯看出協作老師專業資本的綜合積累與

應用歷程。而種子老師則是以教學專業知能的判斷為主要體現，判斷資本的積累

與運用歷程是一個需要長時間發展的歷程，在這兩年的成長歷程中，S-01 老師在

蒲公英進行專業發展後會將在社群的成長帶回教育現場做出教學的判斷與實踐，

透過持續、不斷地磨練以積累自身專業判斷的能力，提升教學判斷的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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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社群中的協作輔導老師是種子老師的陪伴者、亦是社群發展的設

計者，協作輔導老師積極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規劃、擬定策略與構想發展，

進行一系列專業的探究，並將探究與構想付諸實踐，得出回饋後反思再修正，形

成新一輪的社群實踐，設計社群的發展。可以說，社群運作的實踐與協作老師專

業資本的積累是緊緊聯繫在一貣的：在社群設計流程、建立工具及建構模式的時

候，老師也因應著社群的發展運作進行著專業成長與資本的蓄積，並將所得帶回

教學現場運用，得出回饋與反思後再帶回社群進行探究，改善工具的使用與再參

與一系列的增能作為專業資本的循環探究。 

綜合而言，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老師專業資本的蓄積與運用發生在學

習、探究與實踐的循環之中，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判斷資本是互相關連與互相

增強的。而且無論從種子老師或是協作老師的角度分析，社會資本都是專業資本

積累運用的關鍵，帶動著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蓄積。值得注意的是，在蒲公英

教師實踐社群中種子老師與協作輔導老師在發展專業資本的同時也體現了對自身

專業價值的認同，表達了身為一位老師的教育理念與使命，而專業認同的體現也

證明了老師們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的專業發展已經超越了專業資本的架構，

具有「心理資本」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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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旨在以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為個案作出探究，探討此教師實踐社群的成

立、發展與運作模式，以及探析實踐社群協助教師積累專業資本的歷程。研究者

依據文件資料、個別訪談以及觀察紀錄等的發現，與文獻進行對話後綜合歸納成

結論，並進一步提出建議，以作為教育行政機關、社群召集人、社群成員及後續

研究之參考。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為研究者因應研

究歷程與結論提出的建議，第三節為研究者的省思與展望，將結合研究者自身的

經驗與研究所得作出綜合的探討省思與展望。 

第一節 結論 

下文茲依據本研究之目的，將研究結論分述如下： 

壹.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因應教育改革的情境而生，由召集人與研究團

隊邀請志同道合的老師們共同參與而成 

從本研究得知，召集人發想與規劃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關鍵尌是以學生的學

習為中心，培養教育現場的中間領導以應對教育改革帶來的衝擊。召集人在因緣

際會下和大學教授相識，並與現場老師有接觸的機會，希望透過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的建構在情境中培養老師們的領導能力，由下而上地引領臺灣的教育改革。

而召集人也曾在訪談中表示，若果教育環境得到改善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尌沒有

存在的需要，或許尌會因而消失。可以說，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是因應臺灣教育

改革的背景而生。 

而社群成員的招募方面，召集人透過研究團隊為中介進行「招兵買馬」，吸引

了有共同理念和目標的教育現場的老師們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並且以帄行

式的領導模式讓老師們參與其中，透過社群文化的建立凝聚全體成員一同投入對

實踐社群未來與發展做出規劃設計，並逐步落實實踐，形成如今蒲公英教師實踐

社群的發展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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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群的運作發展在支持與信任的氛圍中由全體成員一同探究建

構，透過實踐的操作與不斷的反思促進完善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員在社群的規劃之際確定了以每月一次的工作會議

為共同見面交流的時間，進行工作規劃、教練模式的建立、工具開發與運用、互

相交流及反思等。從本研究可以發現，諮詢輔導模式的建構伴隨著社群的運作與

發展，由全體社群成員合力探究而得：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核心團隊為主力，

依據社群的實務成長設計一系列的工作計劃與活動安排；邀請種子老師共同參與

實踐後得到回饋與討論反思加以完善。 

綜合而言，實踐社群的發展除了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成員、塑造共同的願景

目標、營造團隊的文化等，支持性的關係是社群真正運作貣來的關鍵要素。正如

C-02老師所言，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特別之處尌是有供應資源的召集人與提供

專業諮詢的研究團隊的全力支持。召集人與研究團隊適時的參與，視乎社群的發

展與成員需求不斷激發新的刺激與增能資源的引入，不傴推動了社群的發展，也

提升了整體的文化氛圍與加深成員們的探究實踐。 

社群的持續發展有賴召集人的帄行式領導、研究團隊的支持與教師成員的全心

投入。透過社群文化氛圍的塑造，成員們在支持、開放、安全、專業、信任、帄

等、互助、共同承擔與充滿希望的社群氛圍中進行專業的對話與探究的實踐，成

員之間不吝分享彼此的經驗與觀點，亦會相互給予建設性的回饋，在凝聚團體的

力量的同時亦促進了社群的發展與教師的專業成長。 

參. 結合期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發展最豐富的階段，社群進行動態發

展的同時也構成了教師們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的歷程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經歷了潛在期、結合期與成熟期三個階段。綜觀社群的

發展歷程，結合期階段是社群發展最豐富的一個時期，社群透過一系列的會議和

活動進行社群定位與團隊的建立。在這個階段中，社群確立了定位、成員們建立

 



183 

了互相的關係、營造了社群的氛圍、發展了一系列的工具、設計了諮詢輔導的流

程、參加了增能工作坊和進行了實際的操作實踐與反思等等。這些都是蒲公英教

師實踐社群的動態發展歷程，而這種種的會議與活動又構成了成員教師們專業資

本的積累與運用的歷程。換言之，這些不同的活動元素構成了專業資本—人力資

本、社會資本與判斷資本，在社群進行動態發展的同時，成員們也得到了專業上

的成長，達到了發展與運用專業資本的目的。 

肆.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反身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的

歷程是教師積累專業資本的重要途徑 

從本研究發現，種子老師與協作輔導老師在發展專業資本的時候，都經歷了

一個反身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的歷程。不論是種子老師或是協作輔導

老師，都在諮詢輔導的專業成長歷程中得到了相對應的專業成長，並在真實情境

的實踐中得到持續發展學習的方法。這是一個不斷探究與實踐的歷程，而實踐的

歷程亦是反思的歷程：老師們在社群中為了各自的成長任務作出探究，藉由專業

知識的積累與經驗的蓄積反思磨練出能做出專業判斷的能力，以便在新情況來臨

時能做出專業判斷。 

伍. 在實踐社群中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以社會資本為關鍵，藉由

信任關係的連結促進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積累運用 

從本研究發現，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老師們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的積累

運用以社群（社會資本）成員的互動與連結為關鍵。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成員間

的交流不侷限於面對面的會議，亦會以線上的軟體為對話的空間進行交流。成員

們藉由人際的互動、對話的產生與關係的建立，進行訊息和專業知能的交流共享、

以及促進專業資本的積累運用。 

信任關係的建立、共同理念的凝聚與共同實踐的探究反思，是實踐社群中社

會資本的積累與運用的展示。社會資本使得成員老師在各自的配對關係中建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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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探究學習的空間，在社群大家庭的氛圍下又擁用共同的文化與語言進行交流

與產生刺激。成員們將各自經驗與想法以社群的連帶作出分享與交換，豐厚了其

社會資本的連結。 

而人力資本與判斷資本在社群資本的關係連接中得到了來來回回的積累與運

用：基於信任關係（社會資本）與安全專業的氛圍下，成員們將各自帶來的專業

知能與技術（人力資本）在共同交流與實踐中自由的碰撞與刺激，在社群的紐帶

中作出不斷的分享與交換（社會資本），以吸收經驗及磨練自己對於專業實踐的判

斷能力（判斷資本），厚實其專業資本。 

第二節 建議 

本節將依據研究所得的結論，尌教育行政機關、社群成員及後續研究提出研究

建議，以利未來實踐社群與研究的發展。 

壹. 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 加強中間領導的培訓 

從本研究可發現中間領導的培養能推動教師的合作與協作教師的專業成長。

以 S-01老師的成長的歷程為例，在結束兩年的成長歷程後表示未來想要開發以學

生為中心的新課程之外，也想要擴大自身的影響力至同事圈，與同事合作並且與

同儕一同成長。由此可見，經由中間領導培訓後的老師具有了決策與行動的自主

性，而這也是中間領導者的領導模式特點。透過中間領導的中介作用，將讓原本

「由上至下」的決策改由「由下而上」的參與或決策，擴大自身的影響力與影響

範圍，以教育第一線工作者的身份參與教育現場的改革，提升學生的學習。 

 因此，教育行政機關應設法加強培訓教師中間領導的人才，在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的同時亦要提升老師的領導才能。可透過大學的師培中心、教師研習中心等

多元管道，或者支持、鼓勵現有的社群加入中間領導的培訓，以提升教師領導的

知能，培育更多的中間領導人才以參與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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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善教師專業成長的支持性系統 

從本研究得知，教育現場的老師除了需承受日常教學與行政工作帶來的壓

力，還有其他積效表現的壓力來源。參與研究的老師們皆表示建立教師求助的空

間與支持性的系統對於教育現場的老師是十分重要的，不但可以精進自己的專

業，也可以與同儕交流與抒發壓力，持續進行專業成長。 

雖然教育部已研議了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欲從中央、地方、學校、教師

發展共好的夥伴關係。而在研究者看來，教育行政機關應該注重教育現場老師們

的真正感受與真實需求，提供資源、經費、決策支持、甚至是安排專家學者加入

等各方面作出彈性的配合支持，讓實踐社群的發展較無後顧之憂，也以此完善教

師專業發展的支持系統。 

貳. 對社群成員的建議 

一. 向外擴展，逐步加入新成員 

從本研究得知，蒲公英教師實踐成員的多元性是社群運作與探究的關鍵養

份。社群發展至今，若要擴大社群的規模與影響力，必頇持續、逐步加入新成員

做出不同嘗詴。研究者建議社群成員可以透過公開招募的方式吸引更多來自不同

領域、有不同想法的老師參與社群，使社群的組成具有更多不同的特質，引進不

同特性的資源，擴大社群的規模之外，也進一步增加社群的多元性特質與促使社

群的發展。 

二. 建立社群的工具箱 

從本研究可發現，社群在發展的歷程中與陪伴老師進行諮詢輔導的成長中設計

開發及運用了一系列的工具作為協助。而至研究期間裡，社群的工具仍未得到系

統性的對應整理。研究者建議社群成員可以詳細整理社群所擁有和運用過的工具

資源及其效果，建立社群的工具箱以利後續的發展應用；而且也可以將工具箱對

外作出資源分享，提供給有需要的組織或老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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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長期追蹤實踐社群的發展 

本研究針對了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成立與運作發展、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

與運用作出探究，以個案的方式透過文獻探討、個別訪談、觀察記錄與文件資料

等歸納了研究結果。然後由於研究期程的考量，本研究傴能呈現在研究期間裡社

群的發展與教師專業資本的積累，而在研究者離開研究場域之後，社群剛剛邁入

了成熟期的發展，原有成員的角色做出了轉變，也加入了新的成員角色。因此，

研究者建議日後的研究可嘗詴延續本研究之發展，針對社群成熟期的表現做出歸

納探究，深入瞭解原有社群成員的角色變化、也可以探討在加入新成員之後的社

群發展與成員交流討論的氛圍流向以掌握更詳實的發展情形。 

二. 種子老師成長成果之綜合關注 

由於研究期程的考量，本研究傴呈現了種子老師的成長歷程與在社群角色的

轉變。為了進一步分析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種子老師的成長表現，研究者建議

後續的研究可以加入種子老師的學校場域作出綜合觀察，深入探究種子老師在教

育現場的表現與實踐社群進行專業成長的連結，探討種子老師成長對學生學習、

同儕或是學校、教育改革參與的關連影響。 

第三節 省思與展望 

研究撰寫至此已進入尾聲，研究者回顧自身在澳門進行專業發展的經驗與在臺

灣研究所得進行綜合探究，歸納得出以下二點省思與展望： 

壹. 重視老師的個體發展需要，因應教育現場老師的專業發展需求提

供適切之支持與協助 

正如本研究之動機三所言，研究者來自澳門，並在大學畢業後投身教學行列。

因應《私框》的規定需參與一定時數的專業發展活動以滿足專業發展的要求。但

在研究者參與專業發展的經驗中，發現所提供選擇的專業成長活動主要以專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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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分享、研習、工作坊、進修等資訊內容的傳遞為主，並沒有顧及到教師個體性

的發展需求；導致縱使政府投入大筆的經費資源，教師投入專業發展的程度與參

與成效則有待進一步探究。 

研究者結合本研究的探討作出省思與展望，認為澳門政府應尊重教師的個體性

價值與重視客製化的專業成長歷程，因應教育現場老師的專業發展需要提供適切

之支持與協助。舉例而言，可以在進行滿足時數的套裝訓練模式的同時，更多地

強調教師的自我導向學習，鼓勵教師進行行動研究或同儕間的合作學習等，讓老

師有更多的空間進行自我的探究學習與反思，給予老師發展空間。 

貳. 鼓勵教師間成立專業學習社群，逐步建構教師協作的網絡系統 

承上所言，研究者在自身的教學經驗、觀察與同儕討論中發現，澳門的大部分

的教師仍是處於「單打獨鬥」的封閉式狀態：不管是新任老師或是有經驗的老師、

無論是甚麼專業領域的老師，都是自己在埋頭苦幹，缺乏溝通與合作的管道帄臺。 

反觀鄰近的臺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得到篷勃發展—不傴學校內老師會因應教

學的需求組成多個專業學習社群進行課程的開發、學科的共備等；更有跨校跨領

域的專業學習社群提供老師參與以作出專業的交流與發展……研究者的研究表明

教師社群是教師專業資本積累與運用的有效途徑。而眾多的文獻與研究皆指出老

師在社群中可以得到專業合作與同儕交流發展的機會，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作出專

業化的成長，也有效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成效。 

研究者以為，澳門或許可以參考臺灣的經驗，以鼓勵學校建立校內的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為先，強調合作與共學的重要性，讓教師同儕間作出專業化的交流與協

作學習，提升自身的教學效能與專業發展。再逐步建立教師間的網絡協作系統，

建立一個支持性的專業協作帄臺，讓教育現場的老師們在兼具個體專業發展的同

時進行同儕間的專業交流，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尌。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參與逐步

打破教師之間孤立的狀態，促進教師的自我反思與成長以提升教師實踐、知識分

享與創新，從而持續進行專業資本的積累與運用以成為一位專業化的老師。 

 



188 

 

 

 

 

 

 

 

 

 

 

 

 

 

 

 

 

 

 

 

 

 

 

 

 

 

 



189 

參考文獻 

壹. 中文部分 

王文科、王智弘（2006）。教育研究法。臺北：五南。 

卯靜儒、陳冠蓉、蘇源恭（2007）。教學專業與教師發展--美國教師評鑑指標分

析。高教發展與評估雜誌，23（5），83-95。 

史美瑤（2012）。21世紀的教學：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師發展。評鑑雙月刊，

36。2016年 11月 12日，取自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2/03/01/5570.aspx 

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Patton, M. Q著。質性研究與評鑑(Qualitative 

Research & Evaluation Methods)。嘉義：濤石文化。  

吳清山（2011）。建立教師專業標準的重要性。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26，2017

年7月1日，取自

http://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26&content_no=683 

吳清基（1995）。教師與進修。臺北：師大書苑。 

孫志麟（2003）。教師專業成長的另類途徑：知識管理的觀點。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學報，16（1），229-252。 

孫志麟（2010）。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帄台。學校行政雙月刊，69，

138-158。 

張新仁、邱上真、王瓊珠（2008）。中小學教師評鑑標準之理論與研究基礎。載

於潘慧玲（主編），教師評鑑理論與實務（頁20-5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評鑑與發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2009）。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2版）。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1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頭羊葵花寶典。臺北：教育部。 

教育部（2016）。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2017 年 6月 18日，取自

http://web.nutn.edu.tw/gac201/%E5%85%AC%E5%91%8A/%E6%95%99%E5%B8%A

 



190 

B%E5%B0%88%E6%A5%AD%E6%A8%99%E6%BA%96%E6%8C%87%E5%BC%95105-2-15

（1050018281%E5%87%BD）.pdf 

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帄台（無日期）。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教育部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帄台。2017年7月4日，取自：

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Article/ArticleDetail.aspx?proid

=A-2&aid=21 

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帄台（無日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專業成長的

關係。2017年 2月 21日，取自：

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Article/ArticleDetail.aspx?proid

=A-3&aid=24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6年 10月 4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將於 106學年度貣轉

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2016年 10月 13日，取自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55BD57743

E88E277 

教師專業發展小組委員會（香港）（2003）。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文件。2017年7月1

日，取自

http://www.cotap.hk/index.php/tc/sub-committee-on-teachers-profess

ional-development-sctpd/teacher-competencies-framework-tcf-sctpd 

符霖甘（2012）。澳門私立學校一位新手教師的專業化過程的個案研究（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澳門大學教育學系，澳門特別行政區。 

許民忠（2012）。21世紀教師專業特質與能力─新加坡。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

42，2017年7月1日，取自

http://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42&content_no=1155 

許宛琪、甄曉蘭（2015）。促進教師表現與專業能力發展之評鑑機制：新加坡經

驗。學校行政，96，118-142。 

 



191 

許家驊（2017）。臺灣教師專業發展政策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組成運作實施內容、

可能困難與因應之道。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10），1-9。 

陳向明（2015）。社會科學與的研究。臺北：五南。 

陳佩英（2012）。教師專業發展的第四條路：學習社群實踐的理論轉化。載於中

國教育學會（主編），2020教育願景（頁307-358）。臺北市：學富。 

陳佩英（2017）。對話即實踐：網絡學習社群專業資本積累之個案研究。教育科學

研究期刊，62（3），159-191。 

陳佩英、卯靜儒、鄭毓瓊（2014）。履冰行遠：網絡學習社群的課程協作經驗探究。

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31（5），61-72。 

陳佩英、簡菲莉（2015）。引介網絡學習社群與實踐的研究課題。教育研究集刊，

61（1），137-150。 

陳盛賢、溫子欣（2017）。中國大陸小學與中學教師專業標準比較研究。大陸教育

期刊，5，1-23。 

黃中昕（2017）。高中學校本位課程轉化之中間領導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臺北市。 

黃冠達、張純、幸曼玲（2015）。國小教師參與閱讀理解教學實踐社群與其專業成

長之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1（1），57-80。 

黃維（譯）（2003），E. Wenger, R. McDermott, & W. Synder 著。實踐社群—

推動學習型組織之鑰(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 Guide to 

Managing Knowledge)。臺北：天下文化。 

楊巧玲（2008）。教育改革對教師專業認同之影響：五位國中資深教師的探索性研

究。師大學報，51，（3），25-54。 

歐用生（1998）。教師專業成長。臺北：師大書苑。 

蕭舜文（2009）。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領導之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臺北市。 

賴孟俞（2007）。教師專業中教師角色之轉變。網路社會學通訊，64。2016 年 11

 



192 

月 12日，取自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64/64-40.htm 

應尹甄（2013）。高中英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社會網絡形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臺北市。 

顏明仁、李啟明、李子建（2015）。香港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施行資訊科技教育

的實況。香港教師中心學報，14，69-88。 

饒見維（2003）。教師專業發展：理論與實務。臺北：五南。 

貳. 英文部分 

Adams, C. A. B. (2016). Teacher Professional Capit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 Practice and 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Los Angeles, CA.  

AITSL(2011). 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 Retrieved June 20, 2017, 

from 

http://www.aitsl.edu.au/verve/_resources/AITSL_National_Professional_Standards

_for_Teachers.pdf 

Alika, I. J. & Stan, A. (2014). Human Capital: Definitions, Approaches and 

Management Dyna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5(1), 

55-78.  

Beijaard, D., Meijer, P, C., & Verloop, N.(2004). Reconsidering research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 107–128.  

Beijaard,D., Verloop,N., & Vermunt, J, D.(2000).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 exploratory study from a personal knowledge perspective.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6, 749-764。 

Boote, D. N. (2006). Teachers'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and the curricula.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2(4), 461–478. 

Borthwick, A., & Pierson, M. (2008). Transforming classroom practice: Professional 

 



193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ugene, 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British Columbia Public School Employers' Association (2011). Professional Autonomy: 

Discret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K-12 Public Education. BC：British Columbia 

Public School Employers' Association.  

Burt, R. S.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In R. I. Sutton & B. M. 

Staw （Eds.）,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pp. 345-42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Campbell, C., Lieberman, A., Yashkina, A. (2016).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Capital in 

Policy and Practice: Ontario’s Teacher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Program.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1(2),219-236. 

Chapman, C., Chestnutt, H., Friel, N., Hall, S., & Lowden, K. (2016).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ollaborative Inquiry Networks for Educational Equity and 

Improvement?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1(3), 178-197. 

Chen, P. Y., Lee, C. D., Lin, H. D., & Zhang C. X. (2016). Factors that develop 

effectiv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6(2), 248-265.  

Church, M., Bitel, M., Armstrong, K., Fernando, P., Gould, H., Joss, S., 

Marwaha-Diedrich, M., de la Torre, A. L., & Vouhe, C. (2002). Participation, 

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 change: New thinking on evaluating the work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London, UK: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Church, M., Bitel,M., Armstrong, K., Fernando, P., Gould, H., Joss, S., 

 



194 

Marwaha-Diedrich, M., De La Torre, A-L., & Vouhe, C. (2002). Participation, 

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 Change: New Thinking on Evaluating the Work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 London, England: University Collage of London. 

Cooper, J. D. (2004).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 Effective Research-Based Model. 

Boston, MA: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rso, M., & Giacobbe, A. (2005). Build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at work: a case 

study based research. Retrieved May 19 2017,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8822218_Building_Communities_of_

Practice_that_work_a_case_study_based_research 

Darling-Hammond, L. (1997). Doing what matters most: Investing in quality teaching. 

Kutztown, PA: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Darling-Hammond, L. (1999). Teacher qualit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A review of 

state policy evidenc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eaching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ay, C., Elliot, B., & Kington, A. (2005). Reform, standards and teacher identity: 

Challenges of sustaining commitment.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1, 

563-577. 

Dika, S. L. & Singh, K. (2002). Applic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A Critical Synthe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2(1), 31-60.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 analysi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OEC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Fine, B. (2008). Social capital versus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33(4), 442-467.  

Fox, A, R, C. & Wilson, E, G. (2015). Networ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195 

professionals: Beginning teachers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47, 93-107.  

Fullan, M. (2006). Lead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School Administrator, 63(10), 10-14. 

Hadfield, M., & Chapman, C. (2009). Leading school-based networks. New York, NY: 

Routledge. 

Hargreaves, A. & Fullan, M. (2013) . The Power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With an 

Investment in Collaboration, Teachers Become National Builders. Journal of Staff 

Development, 34(3), 36-39.  

Hargreaves, A. & Shirley, D. (2009). The Fourth Way：The Inspiring Future for 

Educational Change. Thousand Oaks, Calif: Corwin Press. 

Hargreaves, A. (2000). Four ages of professionalism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6(2), 151-182. 

Hargreaves, A., & Fullan, M. (2012). Professional Capital.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Hopkins, D. (2007). Every school a great school: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system 

leadership. New York, NY: McGraw-Hill.  

Jackson, D., & Temperley, J. (2006, January). From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o 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ICDEI) Conference, Fort Lauderdale, Fl.  

Joyce, B., & Calhoun, E. (2010). Model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 Celebration of 

Educators. Thousand Oaks, CA: Sage. 

Lawless, K. A., & Pellegrino, J. W. (2007).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Knowns, unknowns, and ways to pursue 

better questions and answer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7(4), 575-614. 

Lefler, J. C. (1998). A study of Faculty development at fourteen community colleges in 

the Tennessee Board of Regents System.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196 

Paper 2937). Retrieved from http://dc.etsu.edu/etd/2937. 

Lesser & Storck(2001).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BM 

Systems Journal, 40(4), 831-841.  

Lin, N.（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lone, H, J.(2017). Broadening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2(4), 190-199.  

McCormick, R., Fox, A., Carmichael, P., & Procter, R. (2011). Researching and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Networks. New York, NY: Routledge. 

McLaughlin, T, H. (2003). Teaching as a Practice and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e 

Limits of Commonality and the Demands of Diversity.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37(2), 339-352.  

Mentis, M., Boen, W, H., Butler, P., Kearney, A., Budd, J., Riley, T., MacArthur, J., 

Dharan, V., & Brown, J. B. (2016). Mawhai: Webbing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rough networked inter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60, 66-75.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2006)，Five Core Propositions，

Retrieved June 20, 2017, from http://www.nbpts.org/five-core-propositions.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2009), TE21: A Teacher Education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Retrieved June 20, 2017, from http://www.nie.edu.sg/ . 

Nolan, A. & Molla, T. (2017). Teacher Confidence and Professional Capital.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62, 10-18.  

Owen, R, G., & Valesky, T, C. (2004).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Education: Adaptive 

Leadership and School Reform (9
th

). Boston, MA: Pearson Eduaction.   

Owings, W. A. & Kaplan, L. S. (2012).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197 

education. London, UK: Pearson Education.  

Pan, H. W., & Chen, P. (2011).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agenda of school leadership in 

Taiwan. School Leadership & Management, 31(4), 339–353. 

Popkewitz, T. S. (1994). Professionalization in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Some 

notes on its history, ideology, and potential.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0(1), 1-14.  

Santiago,R, G., & Fullan,M. (2016). Essential Features of Effective Networks in 

Education.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1(1), 5-22.  

Silva, M, J., & Olson, K. (2012).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in Teacher Education: 

Insights and Percep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4(3), 335-348.  

Temple, J. (2001),Growth Effects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OECD, in J.F. 

Helliwell (ed.),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andSocial Capital to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Report.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anada and OECD. 

Tong, D., & Razniak, A. (2017). Building Professional Capital within a 21st Century 

Learn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2(1), 

36-49.  

Ulvik, M., Smith, K., & Helleve, I., (2009). Novice in secondary school- the coin has 

two side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5, 835-842. 

Vries, S., Grift, W. J.C.M., & Jansen, E. P.W.A.(2012). Teachers’ beliefs and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51(2), 213-231.  

Vriesa, S., Jansena , E.P.W.A., Michelle, H,L., & Grifta, W. J. C. M. (2015). Student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effective teaching behaviors.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author/Fullan%2C+Michael


198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38(4),1-24.  

Webb, T. (2002). Teacher power: the exercise of professional autonomy in an era of 

strict accountability. Teacher Development, 6(1), 47-62.  

Wellman, B., & Berkowitz, S. D. (1988).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enger, E. (1998a). Communities of practice：learning as a social system. Retrieved 

May 19 2017, from 

https://thesystemsthinker.com/communities-of-practice-learning-as-a-social-system 

Wenger, E. (1998b).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ger, E. (2010).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social learning systems: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In Blackmore, C (Eds). Social Learning Systems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pp. 179-198). London, NY: The open university. 

Wenger, E.(2006). Communities of practice-a brief introduction. Retrieved June 012017, 

from http://wenger-trayner.com/introduction-to-communities-of-practice/ 

Wenger, E., & Snyder, W. M. (2000).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e organizational 

fronti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8(1), 139-145. 

Wenger, E., McDermott, R. A., & Snyder, W. (2002). 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 guide to managing knowledge.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 

附錄 

附錄一 研究者參與觀察之時間列表 

 

次數 日期 時間 

1 2016年 2月 26日 4小時 

2 2016月 3月 18日 3小時 

3 2016年 4月 15日 2.5小時 

4 2016年 5月 20日 3小時 

5 2016年 6月 08日 2.5小時 

6 2016年 6月 24日 2小時 

7 2016年 8月 26日 2小時 

8 2016年 10月 21日 2小時 

9 2016年 12月 02日 2.5小時 

10 2017年 1月 11日(聚餐) 2.5小時 

11 2017年 2月 12日 8小時 

12 2017年 2月 24日 3小時 

13 2017年 3月 16日 2.5小時 

14 2017年 4月 19日 3小時 

15 2017年 5月 26日 3小時 

16 2017年 7月 2日 3.5小時 

 

 

 

 

 

 



200 

附錄二 研究中所參考之文件資料列表 

性質 代表意義 編碼 

會議紀錄 2015年 11月 22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51122 

2016年 01月 17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60117 

2016年 02月 26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60226 

2016年 03月 18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60318 

2016年 06月 24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60624 

2016年 08月 18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60818 

2017年 02月 12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70212 

2017年 02月 24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70224 

2017年 04月 01 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70401 

2017年 04月 19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70419 

2017年 07月 02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70702 

2017年 08月 21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70831 

2017年 10月 19日所作的會議紀錄 會-20171019 

與研究團

隊之對話

紀錄 

2017年 01月 20日 C01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對話紀錄 研-C01-20170120 

2017年 01月 20日 C02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對話紀錄 研-C02-20170120 

2017年 01月 18日 C03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對話紀錄 研-C03-20170118 

2017年 01月 24日 C04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對話紀錄 研-C04-20170124 

2017年 01月 25日 C05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對話紀錄 研-C05-20170125 

2017年 01月 22日 S01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對話紀錄 研-S01-20170122 

2017年 01月 20日 S03老師與研究團隊的對話紀錄 研-S03-20170120 

成長計劃

紀錄文本 

2016年 02月 26日 S-01老師的成長計劃紀錄文本 成-S01-20160226 

2016年 09月 10日 S-01老師的成長計劃紀錄文本 成-S01-20160910 

會議逐字

稿文件 

針對 2016年 02月 26日會議所做的逐字稿文件 文-20160226 

針對 2016年 05月 25日會議所做的逐字稿文件 文-20160525 

針對 2016年 06月 24日會議所做的逐字稿文件 文-20160624 

針對 2017年 03月 07日會議所做的逐字稿文件 文-20170307 

針對 2017年 07月 02日會議所做的逐字稿文件 文-20170702 

針對 2017年 08月 31日會議所做的逐字稿文件 文-20170831 

針對 2017年 10月 19日會議所做的逐字稿文件 文-20171019 

 

 



201 

附錄三 訪談同意書 

敬愛的                   ： 

    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本次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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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欣欣。在陳佩英教授的指導下，正著手於碩

士論文的研究，主題為「教師實踐社群專業資本之研究」，欲探討教師實踐社群的

成立、發展歷程與運作方式，以及實踐社群如何協助教師積累專業資本，挖掘教

師在此實踐社群中的角色與成長。欣聞您參與教師實踐社群的經驗豐富，對「教

師專業成長」的議題持有獨到觀點，因此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本研究的進行，在您

分享寶貴經驗前，宜先告知本研究的進行方式： 

一. 研究用途：純為學術研究之用，不作為其他用途。 

二. 研究方法：以個別訪談的方式進行。 

三. 研究程序：本研究擬進行一次約一個小時的訪談。為了能完整紀錄訪談過程

中的內容，希冀能徵求您的同意，以錄音筆進行全程錄音。另為求研究內容

的完整性，期盼您能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若您於參與過程中感到任何尷尬

不適或侵犯隱私，可以隨時反應終止錄音並選擇退出本研究。 

四. 保密處理：基於研究倫理，訪談資料與相關文件皆不隨意對外公開，傴供研

究者與指導教授分析討論，而事關個人身份之基本資料或敏感議題，皆以匿

名等方式作出處理，以維護您的權益。 

若您知悉上述事項，並同意接受本次訪談，請於下方空白處簽名。對於本研

究有任何疑問或意見，也請您隨時與我聯繫。非常感謝您對於本研究的參與及貢

獻。敬祝  順心。 

                             研究參與者：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研究生 譚欣欣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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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大綱(召集人版本) 

1. 為甚麼會有組成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想法？ 

2.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特色與願景目標為何？ 

3. 您覺得自己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角色與功能是甚麼？ 

4. 您認為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種子老師與協作輔導老師需要具備甚麼樣的特

質/能力？ 

5. 依照您的觀察，目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運作與老師們的參與情況為何？  

6.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營造一個甚麼樣的氛圍？成員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7. 在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發展歷程中有沒有哪些特別的事件讓您印象深刻？

有何意義/重要性？ 

8. 您是怎麼知道老師的需要？又是如何準備老師的增能工作坊？ 

9. 對於您來說，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目前的發展方向有沒有符合本身的預期？ 

10. 對於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期許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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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訪談大綱(協作老師版本) 

1. 身為「老師」的意義是甚麼？和您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目的有何關聯？ 

2. 為甚麼願意擔任教練？怎麼看待與種子老師配對的關係？配對關係的重要性

是甚麼？ 

3. 至目前為止，在社群的整個發展歷程中有發生了甚麼讓您印象深刻的事嗎？ 

4. 依老師的觀察，S-01老師改變的轉折點在何處？其改變的歷程是甚麼？ 

5. 社群中所運用的諮詢工具或方法是如何發展而得的？從何得知這些流程工具

的效果？ 

6. 教學的理解、判斷可以學習嗎？(如有，有何途徑可以增強？) 

7. 怎麼維持種子老師的學習與自我願意改變的動機？ 

8.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老師們之間的關係為何？ 

9.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社群營造的是甚麼樣的氛圍？ 

10. 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體會與成長是？有甚麼獲益嗎(請具體描述)？  

11. 對於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未來的期許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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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訪談大綱(種子老師版本) 

1. 身為「老師」的意義是甚麼？和您參與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的目的有何關聯？ 

2. 在教學過程中遇到過哪些問題？有哪些阻力阻礙了您的教學？又有哪些助力

幫助了您的教學？  

3. 如何看待與協輔老師的配對關係？配對關係的重要性是甚麼？ 

3. 協作老師是如何瞭解種子老師的需求？還記得協作老師們用了哪些重要的方

法或工具作為引導？(對您來說有甚麼實質的幫助？) 

4. 老師您改變的轉折點是在甚麼地方？改變的歷程是甚麼？ 

5. 參與實踐社群的體會與主要的成長、獲益是甚麼(具體描述，在哪些方面)？於

實際的教學而言又有何意義？ 

6. 您認為教學的理解、判斷可以學習嗎？(如可以，有何途徑可以增強？) 

7. 為甚麼接下來願意擔任教練？對未來擔任教練來說有甚麼幫助？  

8. 若配對後種子與協作之間的教育理念、想法等出現衝突，應怎麼處理？ 

9.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營造的是甚麼樣的氛圍？成員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10. 對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未來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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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規劃與
定位(目標)

20150801

T-Space的籌備

20150913

對T-LAB過去與未
來的想像

20151122

設訂本年度SMART
目標

20160818

討論T--LAB未來的
目標與方向(摩天

輪圖)

20160826

訂定新學期目標與
實踐過程

20161202

未來展望--下學期
和下一年的目標

20170316

討論T-LAB未來的
方向與對未來的想

像

20170419

明年規劃

20170526

五年後(2022)的T-
LAB、

以2022年時態回
頭看

20170817

T-LAB的場地選址

20170831

(動手做)共創未來、
T-LAB的故事接龍

與定位

團隊的建立

20151220

合作習性指南活動(東南
西北)

20160318

種子與協作參與遊戲：舒
適、風險、危險圈

20160818

調整合作約定

20160910

抽錦囊解籤活動

20170111

T-LAB聚餐(新年新希望)

20170224

活動：分享現時的狀態、
感覺、將來計畫建置團

隊和默契

20170526

活動：分享現時的狀態、
感覺、將來計畫建置團

隊和默契

工具流程設計與發展

20150913(流程)

實行的步驟

20151018(流程、內容)

建立合作約定、制訂申請與執行過程
的草稿、配對計劃

20151220(流程、工具)

種子老師成長計劃的流程擬訂、設計
瞭解種子老師的工具

20160117(流程、內容、工具)

討論下個月會議的工作內容與活動流
程、確定將使用的工具(說書人卡等)

20160318(流程、工具)

討論T-LAB接著進行的流程、所需資源
及使用方法

20160415(工具)

討論諮詢架構

20160520(流程、內客、工具)

設計諮詢的方式與技巧、結業禮的內
容與流程、未來種子老師的資格及培

訓

20160608(流程、內容)

討論結業禮的內容與流程、培訓
協輔老師的方式

20160624(結業禮)(內容)

討論現階段應否加入新種子

20160826(流程)

新學期的開學設計

20161021(工具)

建立諮詢與回饋模式

20170419(內容、工具)

種子老師的現況分享與日後安排、
討論增能課程的實施與規劃

20170817(流程、內容、工具)

成員確定與人力的配置、討論增能工
作坊的內容與安排、下次會議的事前

討論

20170831(流程)

成員的分工與分組

同儕諮詢的實作

------

20160226

種子、協輔相見歡(互相瞭解、進行
配對及初擬成長計劃)

20160318

種子與協輔確認目標與討論觀課錄
影

20160415

成長計劃分享及後續操作

20160608

教學錄影分析及操作方法交流

20160826

修改種子老師基本資料表

20160910

種子老師試填基本資料表、擬訂
成長計劃與設定目標

20161202

接受基本資料表試填回饋與進行修改

20170224

教練技巧的練習、擬訂成長計劃與設定目標

20170526

種子與協作共同檢視成長計劃與目標達成狀
態

增能

-----

20170212

增能工作坊(高效能
教練領導力工作坊

)PART1

20170316

介紹與使用軟體
ADOBE 

CONNECT(網絡
會議)

20170401

增能工作坊(高
效能教練領導力
工作坊)PART2

20170720-21

增能工作坊(「七習慣」
之信念探究、技術瞭解

和步驟運用)

檢討與改進

-----

20160318

回顧與討論省思上月相見
歡所進行的活動

20160624(結業禮)

種子與協輔對整個參
與歷程的回顧與討論

省思

20160818

分享和回顧檢討T-LAB
的發展歷程

20161021

回顧與檢討開學典禮
的議程

20170224

高效能教練領導力工
作坊與擬定成長計劃

後的回顧與檢討

20170316

討論未來可改善之項
目：文本紀錄

20170419

4/1高效能教練領導
力工作坊的回顧與反

思

20170817

七習慣的運用回饋與
檢討

20170831

社群的發展歷程

回顧與反思

20150913

討論與反思教師應
具備的能力

20160415

•協輔反思提供與接受
回饋的關鍵，協同建立
一個保持尊重的反饋模

式.

20160520

閱讀文章《給予與接
受回饋》，反思一直
以來運用的諮詢輔導

技巧。

20170419

增能工作坊的反思--
社群是否適用

20170817

結業禮的反思—老師
的價值、有意義的教

育？

潛 

在 

期 

結

合 

期 

成

熟 

期 

附錄七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歷程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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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C01、C02與 S01老師之討論與回饋時間列表 

協作輔導：C01老師、C02老師 

種子：S01 老師  

時間 性質 

第一輪成長計劃 

2016年 04月 29日 成長計畫書回饋線上會談 

2016年 05月 25日 觀課、觀課後討論與諮詢 

2016年 06月 07日 教學錄影帶分析 

2016年 06月 18日 教學錄影帶分析討論、建立工具箱 

第二輪成長計劃 

2016年 09月 12日 成長計畫書回饋線上會談 

2016年 11月 11日 種子使用工具線上討論與回饋 

2016年 11月 19日 種子使用工具線上討論與回饋 

2016年 11月 24日 種子遭遇困難之討論 

2016年 11月 30日 與種子共同解構單元概念論 

2016年 12月 15日 觀課與議課 

第三輪成長計劃 

2017年 03月 07日 討論工具 

2017年 03月 12日 線上討論工具（教學議題） 

2017年 04月 01日 學生回饋表單方向確認 

2017年 04月 20日 觀課、觀課後討論與回饋 

2017年 04月 24日 線上會議 

2017年 04月 25日 成長計畫第二版回饋 

2017年 05月 20日 學生回饋問卷討論 

2017年 07月 02日 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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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蒲公英教師實踐社群中所使用的工具列表 

 

工具 目的 

合作習性指南--東南西北活動 

團隊的建立、社群的定位與氛圍的營造 

舒適圈、風險圈、危險圈活動 

合作約定 

社群未來的想像(大鯨魚) 

社群故事接龍 

SMART GOAL 
釐清種子老師的專業發展需求；團隊討論與產出 

ORID焦點討論法 

基本資料表 
瞭解種子老師的個人資料、背景、教學狀態與價值觀等 

說書人卡 

成長計劃 依種子老師的需求與發展階段擬定成長歷程與目標 

七習慣 

諮詢輔導之專業知識與技能實踐 
DISC個性測驗 

教練四能力 

諮詢輔導引導說明 

觀課記錄 
觀課諮詢之記錄與討論 

觀課記綠工具符號表 

學生學習檢核表 學生學習之回饋 

理論 U 綜合探究與反思種子老師的整個成長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