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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社會資本之研究 

摘要 

許多研究顯示發展教育改革的進步與教師個人及群體的教育知能息息相關，

更是學校變革能力及促進學生學習的關鍵，因應 103學年度十二年國教的到來，

教育當局訂定 102 學年度為「教師專業發展行動年」，希望透過此年度的教師總

動員，為十二年國教有更好的準備，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更被當局視作教師專業成長支持系統之一 (教育部，2013)。 

 

在近年來，教師專業發展的趨勢下，專業學習社群被視為建立教師持續進步

專業知能的最佳的途徑，加上政策的誘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許多學校紛紛成

立，縱觀歷年 PLC 相關研究，鮮少從資源或關係角度觀看學校內 PLC 發展。本

研究以社會資本的角度對臺北市某所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狀況進行研究

分析，探討社會資本於社群實踐及學校發展的影響，研究者透過個案研究法對其

社群發展狀況做全面性的了解。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社會資本蘊含著三種型態面－關係、資源

及行動。隨著社群性質的不同（自發性 vs. 計畫主導性），其社群社會資本發展

的模式亦不相同。倘若三種型態的能量齊聚，則較易展現社群社會資本之效能，

形塑出使社群永續發展的社群歸屬感。而學校領導則為活化社群社會資本的重要

推進力。由個案學校之例，研究者進一步發現教師間的社會關係，尤其是信任，

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發展的基石。其所促成學校組織文化氛圍的改善，是為

學校革新的脈動之輪。 

 

關鍵字：社會資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信任、學校革新。 

 

 

 

 

 

 

 

 

 

 

 



ii 
 

 

 

 

 

 

 

 

 

 

 

 

 

 

 

 

 

 

 

 

 

 

 

 

 

 

 

 

 

 

 

 

 

 

 

 

 

 

 



iii 
 

A Case Study on the Social Capital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a High School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t suggests that education reform progress depends on 

teacher’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apacity for promoting pupils’ learning. Nowaday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PLCs) has become a hot reforming approach in 

many counties. Due to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such a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School Actualization Program”, PLCs have been one 

of methods for curriculum innovation or teacher development in Taiwan high schools. 

More and more PLCs took root in many schools little by little.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concept of PLCs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reby i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However, the researches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that shape and influence PLCs are scarce. 

Hence, this study adopt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in one of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and its influence as 

elements that characterize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enuin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capital in PLCs, the researcher used case study methods of 

interviews, observation, and study of related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nalysis, it indicates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PLC social capital) includes three domains: 

relationship, resources, action. The variances of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spontaneous vs. policy-related) would lead to different capital development modals. 

With the convergence of these three domains,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the power of 

PLC capital could transform into the sense of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ility 

of PLCs. Beside, school leadership also plays important role to empow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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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LC social capital. To sum up,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eacher social 

relationship, especial trust relationship, is crucial 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PLCs, and 

also becomes a cornerstone to empower school reform.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rust, Schoo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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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社會資本發展及影響。此章為研究緒論，分

做四部分，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介紹，使讀者了解為何研究者選擇以社會資

本角度切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於高中場域的實踐發展；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

以清楚架構出研究主題的核心探討主旨；第三節為名詞釋義，透過文獻探討之後，

研究者為社會資本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清楚定義，使研究方向更有具體概念；第

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敘述此研究方法及場域對象，省思研究實施及結果的可

能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03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正式實施，未來國中升高中的管道將以免試

入學及特色招生兩種方式，並以免試入學為主要管道。此種升學機制的改變對高

中帶來最大影響將會是學生素質異質化的擴大，即使是現今學生學業成績科科優

等的明星高中，也將會有近五成無法完全確定其素質的學生。這意謂各高中將真

正朝向多元化的發展，使每位學生都因其不同才能與性向而擁有其獨特價值。在

面臨此巨大改變的時刻，身為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教師們如何應對將會是十二年

國教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 

根據親子天下調查（陳雅慧，2012），面對十二年國教的到來，95%老師認

為應在教學與課程做改變，但卻有高達 90%的老師認為不容易或幾乎找不到資源。

張新仁（2013）曾提及「十二年國教成敗的關鍵，在於老師的再學習！」，但老

師的再學習卻面臨不知如何學習且資源從那來的狀況（教育部，2013）。有鑑於

教師「學習」的重要，教育部宣布 102 學年度為「教師專業發展行動年」，以活

化教學培力增能系列的相關研習，增加教師專業成長的實質內涵，並建置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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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以促進有效教學、活化教學、差異化教學及多元評量等

教師們需積極適應的教學革新策略，讓教師們為十二年國教做好準備（教育部，

2013）。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一就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力量，研究顯示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成長有明顯的正相關（Hord&Sommers, 2008）。透過

學習社群的系統，教師面對此巨大的改變時將不會感受到孤立無援，而是透過教

師學習社群的協作關係，匯聚一股巨大力量，迎接未來變革與挑戰（Harris, Jones, 

Sharma, & Kannan, 2013）。 

在教育環境的快速變遷之下，學校內部發起的變革之力更能發揮及延續。佐

藤學於《學習的革命》一書之中提及：「學校內部改變最大原動力，在於教師做

為專家，構築相互聯繫的『同僚性』。」（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頁 143）

除革新動能之外，同僚性的協作關係對於知識創造與創新具有相當影響。21 世

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是個人與組織「產出」與「競合」的關鍵，隨著

資訊與社會環境的變動，知識的複雜性使之更為專門化也顯現合作的需要。許多

研究也強調知識創造來自成員協作的投入，透過互動與非正式的學習與分享過程，

更能創造知識的多元價值（Harriset al., 2013；Krogh, Ichijo, & Nonaka, 2000；

Nonka & Takeuchi, 1995）。學校為知識的殿堂，在知識經濟與教育環境變動的影

響之下，傳授知識的教育工作者除了「傳道、授業、解惑」者外，教師更需為轉

化兼具學習者的角色，讓教學知識不斷在教師彼此協作力量之下，發揮對於學生

有效學習與應用的最大效能。 

當前，面對革新的艱鉅挑戰，強調共享教學實務的多元專業領導和跨界行動

的「專業學習社群」為當今學校熱門的教育改革途徑之一，我國因應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政策及高中優質化的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已陸續於各區域學校灑下發

芽的種子（陳佩英，2012）。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產生來自於教師成員彼此相互

連結，產生夥伴關係，相互形成支持共享的有機社群，但我國教師文化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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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存在著「巴爾幹化」1的意象，教師彼此關係支離破碎。尤以在高中場域，

因長期下來的學科本位，且各高中教師辦公環境大多以處室與學科為主，久而久

之，形成處室及學科各司其職，學科教師有時更因班級學科成績相互比較，形成

不利教師文化的競爭關係，一旦沒有良善教師文化的形塑，校園氛圍將會產生裂

縫，進而影響到學生學習及學校效能。因此，如何營造及促進「同僚性」

（collegiality），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具體實現及產生效能為當前各校推行的挑

戰之一。 

Mulford（2008）研究提及專業學習社群的基石來自於成員的信任、團隊、

合作關係的穩固，而社會資本的本質為關係的資本形態。在學校場域中，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為許多學校嘗試打破傳統專業隔閡的有效途徑，不僅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學生學習改善，更重要的是搭起教師間友誼橋樑，而這個橋樑就是教師社會

資本（Minckler, 2011）。教師社會資本促進彼此資源及資訊的交流互通，產生行

動利益，更因彼此共同理念或願景，觸動教師從教學者轉化為學習者，打破單打

獨鬥的文化，為學生學習與專業成長一起努力。 

當社會資本被視作促進共同目標達成的資源時，其與機構文化、組織內的溝

通連結關係息息相關，被視作共享心理特質如信任、合作等元素更是社會資本的

轉化（Inkles, 2000）。透過教師社會關係所形成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網絡，其網

絡內部的緊密連結性，促進教學資源互惠互通，讓教師不再以單打獨鬥的方式面

對教育快速變動，也降低《親子天下》所調查出的現象－教師認為不容易且找不

到資源。社會資本與專業學習社群構成緊緊相關，其所產生的內部連結進而發展

為凝聚力，促進社群成員資訊的快速交流與獲益，且並非既定印象中具有金錢利

益的「資本」交易，而是互信、互重關係下的平等互惠。除了社群內部連結之外，

                                                      
1「巴爾幹化」原作為地緣政治的一個術語，用來形容歐洲巴爾幹半島複雜的政治形勢，後來被

隱身為描述一個國家或地區芬列為眾多相互敵對、互不合作的小國家或地區過程（佐藤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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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學校中社會關係的發展也影響教師專業學習發展及社群的持續。對於教師間

關係的連結與茁壯，學校行政及當前教育大環境脈絡等系統結構因素也扮演重要

角色，提供社群所欠缺的資源，增進社群集體行動、相互信賴及約束的力量。 

教師為連結教學專業精進和學生學習成果的主要角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

當前熱門取徑之一，Sergiovanni（2000）主張發展實踐社群可以說是改善學校教

育最重要的方法，Mulford（2008）認為非正式關係的社會資本為真正以「學習」

為本質專業學習社群的開端，但縱觀目前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大多集中

於學校革新、教師專業成長等方面，鮮少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經驗，而

社會資本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預測雖有極少篇研究以量化的方式顯示（何文

純，2006；朱盈瑞，2010），但無法明確顯示兩者的實質關係；此外，社會資本

是一個以網絡與關係為主的資本形式，但有關於其研究大多針對網絡資訊交流結

構作探討，缺乏對於實質將網絡連結關係面的研究，而關係卻是網絡形成的重要

關鍵（Adler & Kwon, 2002；Monge& Contractor, 2003）。因此，研究者選擇以社

會資本的角度，尤以社會關係面作為研究方向，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內社會資

本發展，以深入了解其對於整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塑對於日後實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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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以社會資本的角度探究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歷程，透過對社

會資本內涵及效益的探究，進一步對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內成員的互動關係及

社群實踐作探討，其研究目的如下所述： 

一、探究個案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形成之背景脈絡與發展歷程。 

二、分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踐發展的社會資本因素及其影響。 

三、學校領導對社會資本與專業學習社群實踐間關係發展的影響。 

茲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個案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形成的背景脈絡為何?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關係的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如何發生? 

三、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踐發展的影響為何? 

四、學校領導對社會資本與專業學習社群實踐間關係的影響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本研究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社會資本為主題，將社會資本視為轉換群體

或個體的資源的關係發展之媒介，透過彼此信任及互惠關係的建立，以促進目標

的達成更有效率及效能。茲此，研究者定義社會資本為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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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媒介與資源，藉由關係連結形成社群，並帶動社群成員間實務交流與教學資

源共享，讓個人進而群體取得行動利益。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研究者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具有共同理念的教育實踐者所形成的

關係網絡，有著自願性及自發性的態度，以學習本位為重的討論、反思或合作等

方式，平等互惠地共同分享與交流彼此的實務教學經驗，不僅促進教師自我專業

成長，也改善學生學習，更是學校效能向上發展的動力。 

 

第四節 研究範圍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有鑑於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研究多以國中小學為主，但近年來高中優質

化計畫推動及十二年國教的改革影響之下，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蓬勃發展，

但卻鮮少相關研究。因此，研究者選擇以研究所就讀的北部區域，選擇適合的個

案高中，做為此研究主題的研究場域；且因量化研究的方式，無法明確顯示出社

會資本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質相關，所以研究者將以質性途徑的個案研究法

針對所選擇的個案學校做深入完整的發展探討，期許能夠將研究發現，整理歸納

出未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於學校推動的實務貢獻。 

壹、 研究限制 

一、研究場域的限制 

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場域，因受人力、物力及時間的限制，僅選擇北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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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所高中做個案研究對象，但我國區域性及城鄉差異之關係，所做研究並不一定

能夠套用至其他地區。除此之外，因為研究對象限於高中端，其學校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發展模式不見得適於其他層級或階段的學校，不同的情境脈絡也會有不

同的情況，因此只著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發展中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另

一方面，觀察研究時間受限於研究所學年的限制，研究發現僅能深描該校至今

（2014 年 1 月）的社群發展情況。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研究者因考慮研究主題的適宜性，選擇了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料，但質性研

究以人為研究主題對象，且受訪者的主觀及個人意見可能影響資料蒐集及相關的

分析處理。又因觀察的個案高中社群包含學科與跨學科等十來個的社群，大部分

的社群與研究者所受之教育訓練，並不完全相同，在學科教學的理解上容易有落

差的限制。而研究者的學科背景為英文與教育學，對於教師的學科教學經驗之理

解仍有一定的限制，也多少影響資料的詮釋與分析。 

三、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為個案學校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探究。因此，有投入社群

參與的教師，尤其是跨社群者與社群領頭羊應為當然研究訪談對象。但是，有些

教師雖然為社群的領頭羊，但謙虛地自認自己社群經驗尚淺，所以無法有機會與

之接觸訪談，了解該社群的全貌。茲此，研究者僅能透過學校舉辦的社群分享會，

或是其他訪談者的敘述之中，了解該社群的運作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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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社會資本之探究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自 20 世紀出現以來，長期為各學術界熱門研究

領域之一，為社會學、教育學、組織行為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的重要概念，可見

其於社會科學領域為顯學的地位。2000 年美國「教育研究與創發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以 The 

Well-Beings of Nations: 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為題舉行研討會，探

討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於國家發展的重要角色。在教育上，透過社會資本的力量

也能夠促進教育政策與理念的實踐（沈秀春、黃哲彬，2009）。本節擬以針對長

期下來各家學者對於社會資本的元素、內涵及效益作探究，以期從社會資本中更

多元的角度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屬性和實踐意涵。 

壹、社會資本的理論概念架構 

社會資本，以廣泛的角度來看，為社會網絡成員間為達成某一共同目標，而

有的互惠行為或自我價值的展現；其中，亦蘊含著人際互動關係的重要性

（Schuller, Baron, & Fifld, 2000）。社會資本中所突顯的社會關係及價值，更使

其發展為許多學術領域的熱門研究。研究者針對長期下來專家學者對於社會資本

的定義、內涵，及其形成或發展中的變因做探討，以對其概念架構有整體了解，

進而運用檢視至所觀察研究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 

一、 社會資本的定義與內涵 

自 20 世紀 80 年代後，社會資本逐漸為各方學術領域的熱門討論議題，也

隨著不同研究領域有不同的闡發，以下將針對社會資本定義內涵做進一步分析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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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資本的定義 

社會資本第一次出現於 1916 年，美國學者 LydaHanifan 在書中討論社區居

民如何合作以監督學校效能，Hanifan 認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存在於

人民生活中的有形資產」，就是從個體到家庭進而到整體社會所涵蓋的善意 

(goodwill)、夥伴關係(fellowship)、同理心(sympathy)與社會人際關係  (social 

intercourse) (OECD, 2001)。 

雖然於 20 世紀初社會資本一詞就已出現，但其於學術界的重視度直到 80

年代末期後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柯爾曼（James Coleman）及普特南

（Putnam）等學者專家的研究發表，才真正讓社會資本的概念運用至社會現象的

探究。 

布爾迪厄（Bourdieu）對於社會資本的概念起於他過去一系列探究文化探究。

在 Reproduction（Bourdieu & Passeron, 1977）書中，提到社會中不同種類的資本

型式的存在，例如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學術資本（scholastic capital）、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等。在布爾迪厄（Bourdieu）的研究之中，認為資本不

同的表述方式代表著不同的權力（power）及資源（resources），並且主要以三

個資本形式，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此各式各樣的資本形式，解釋

著分化後社會結構與動態的先決條件（Bourdieu, 1986；Bourdieu & Wacquant, 

1992：119）。各種資本雖可被轉化交換，但仍需於其特定領域才可以發揮最大效

能。 

在布爾迪厄（Bourdieu）的觀點，社會資本的概念為一種內在關係的呈現，

提供行動者的不時之需，而行動者在這之中與他人物質性或象徵性的交換交流無

形之中亦強化所存在的關係連結，成為行動者的行動誘因。而此種利益的投資惟

有在個體理解如何有效運用關係的連結並使其實質化，近而轉化成為其它資本形

態如文化資本或經濟資本，才能顯現社會資本之效益。此外，由於社會資本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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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動者個人與他人的互動力量，所以一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不僅僅是個人，

也包含著群體中他人的資源，顯現社會資本的加乘之意涵。（Halpern, 2008；

Haüberer, 2011；Schuller, 2005）。 

社會資本是真實及虛擬資源的總和，透過一個具持續性的網路，使之加

諸於個人或群體；然而此網絡則是由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相互熟識或認識

之人際關係所組成（Bourdieu & Wacquant, 1992：119；Bourdieu, 

1997）。 

柯爾曼（Coleman, 1988, 1990）以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理解教育成就及社會不

平等的問題。在他 80 年代針對美國高中學生成就的實徵研究之中，發現社會資

本對於學生及學校的重要影響。其中，天主教學校的家長、教師和學生之間穩固

的社會連繫，形成結構相當一致的功能性社區 ( functional community )。此種一

致性有助於規範的創造與制裁，而連繫個體間的社會關係即是導引媒介，並藉此

獲得額外有利於監控孩子與學校的資源，以及有助於孩子社會化的規範，這就是

「社會資本」。 

柯爾曼（Coleman）從功能性的角度闡釋社會資本，認為社會資本為「行動

者的可用性資源」，促進此社會結構中行動者或共同行動者間的行為效益，亦促

成行動理性選擇。此外，該社會結構往往具有其「專用性」（appropriablity），也

就是行動者間的連結如文化、信任、支持等。此些社會資本的核心元素，影響著

該網絡結構的緊密性與穩固性，也決定著該網絡及行動者能否實踐其行動目標

（Adler & Kwon, 2002；Coleman, 1988；Halpern, 2008；Haüberer, 2011；Schuller 

et al., 2000）。 

社會資本乃由它的功能來定義。它並非單一的實體，而是有很多不同的

存在物組成，這些存在物之間有兩項共同元素：由社會結構的某種面向

構成，且他們在那結構下都促進行動者(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的)的行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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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社會資本一如其他形式的資本，也具生產性，它能讓特定目的被達

成，而且若沒有它，此目的就不可能達成( Coleman, 1988, p.98)。 

普特南（Putnam）的著作 Making Democracy Work （1993）被視為是社會資

本於學術圈大量發展的開端，甚至普特南（Putnam）一名幾乎為社會資本的代名

詞。在 Making Democracy Work 書中，普特南（Putnam）從社會資本的鉅觀角度

切入，以機構表現（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為研究核心主題，而此書的機構意

指地區政府；根據資料結果，普特南（Putnam）認為決定地區政府是否有效運作

的重要因素是結社組織的活力及區域裡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程度，也就是各地區的

施政成果與當地社會資本有極大的關聯性。研究發現其組織結構為組織活力及信

任度的決定關鍵，較高的社會資本多存在於「水平式」組織所組成的社會之中；

而低社會資本則主要存於垂直式或階層式組織之中，其關係大多建立在權力或侍

從恩庇上，導致較低信任度及組織活力（Glaser,2001；Halpern, 2008；Hunt, 2008；

Schuller et al., 2000；Putnam, 1993）。從相關研究之中，普特南（Putnam）為社

會資本定義為社會資本為社會生活的特點(網絡、規範及信任)，能使參與者更能

有效地一起行動，以追求共同目標（Putnam, 1995）。 

普特南（Putnam）另外一個著作 Bowling Alone（2000），以曾風靡美國一時

的保齡球活動意象來闡釋社會資本已在美國消逝，保齡球曾是一個群體競爭的運

動競賽，其帶來的效應如同人與人間的社會連結，但如今因時代演變，休閒娛樂

的多媒體化，難以見到相互的群體比賽，社會連結逐漸淡去。普特南（Putnam）

多年來追尋著社會資本的發展軌跡，縱使得到社會資本「消逝」的現象產生，但

普特南（Putnam）相信根據隨著時代大環境調整所產生的社會合作關係及共同性，

依舊會讓社會資本是社會推動力的關鍵角色（OECD, 2001；Schuller et al., 

2005）。 

林南（2005）認為社會資本是鑲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資源之中，也就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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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是透過社會關係得來，而我們所認識的人就是我們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

定義主要有兩個要素，第一是要有社會網絡，第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社會網絡

中找尋資源。雖然社會關係並不完全是社會資本的指標，高度社會關係不代表會

擁有高社會資本，但是社會關係，也就是社會網絡的建立，絕對是社會資本發展

的前提。 

儘管關係的投資具有機會與結構的限制性，但其同質性關係與異質性關係的

多方面擴展以增添資源豐富度仍舊是必要的。林南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資源的運

用往往比資源的能量受到重視，但他認為資源的能量亦凸顯出資源的強度，其象

徵性的能量並不是以「實際」的運用行為就能決定。綜而言之，社會資本根源於

社會網絡與社會關係，被認為是鑲嵌於社會結構的資源，可藉由目的性行動取得

或動員的一種資本型態。 

     社會資本做為在市場中期望得到回報的社會關係投資，可以定義為在

目的性的行動中獲取被動員的或嵌入在社會結構的資源（林南，

2005）。 

福山（Fukuyama）在他的著作 Trust 及後續的研究之中，從社會文化的角

度，探討經濟發展，認為社會資本為一套共享的規範及價值，其促進社會合作

及社會關係的實質發展。社會資本如同橋樑媒介讓個體能夠彼此溝通以共同合

作以捍衛他們的利益，並整合成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其不僅促進民主與

經濟發展，也支持機構社群及法條規範的形成，而個體相互合作的社會關鍵來

自於社會或其下特定群體中成員間的信任普及程度。茲此，社會資本之最終呈

現為「信任」。福山所謂「信任」乃在一社團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

行為的期待，基礎來自社團擁有的規範，以及個體於隸屬於社團的角色（李宛

蓉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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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Fukuyama）以「自發社交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來解釋一個社

會中社會資本之強弱，凡是一個社會成員愈能超越血緣性自然信任，而自願組成

超血緣的團體，可以顯示此社會成員普遍信任度較高；反之，一個欠缺信任的社

會，以地方性、血緣性團體居多，即使有超血緣的組織，例如官僚組織、政府扶

持之企業，亦多依賴正式規章與制度，有時尚需配合強制手段來取代信任，而使

得「交易成本」上升。在福山（Fukuyama）的觀點中，社會資本為信任、為社

會規範的轉化型態，其帶來的是整個組織到整個國家有效發展（李宛蓉譯，1998；

鄭錫鍇，2002，Schuller et al, 2000）。 

茲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社會資本定發展的多角度化及其與社會現象發展所

隱藏的實質關係。其定義從資源的角度來看，布爾迪厄（Bourdieu）及林南認為

社會資本是從社會關係網絡中所得到促使個體或群體發展的資源；從普特南

（Putnam）、福山（Fukuyama）及柯爾曼（Coleman）所持的規範及功能角度來

看，社會資本為促使個體合作、溝通及行動的規範與價值。社會資本的程度與社

會文化及組織氣氛也息息相關。 

本研究以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研究場域，著重於教師間關係資源的發展

及其運用的探討，將社會資本視為轉換群體或個體的資源的關係發展之媒介，透

過彼此信任及互惠關係的建立，以促進目標的達成更有效率及效能。茲此，研究

者定義社會資本為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關係媒介與資源，藉由關係連結形成

社群，並帶動社群成員間實務交流與教學資源共享，讓個人進而群體取得行動利

益。 

(二) 社會資本元素 

社會資本理論長期發展下來，許多學者從功能、規範、資源、網絡等各方面

切入定義，以下針對其元素作探討。 

    Halpern 認為社會資本為社會生活的特點，涵蓋三種基本元素，網絡、規範、



 
 

15 
 

約束力，無時無刻存在於社會兼具正式與非正式的面向網絡；正式的型態如同行

政機關組織，非正式就像是組織中的小團體。網絡強調其密度(density)及緊閉程

度(closure)，也就是社群內部的連結程度是否勝與其他社群的連結；規範意指社

群成員所擁有的規則價值觀及預期；約束力，不僅是正式如法律也包括社會無形

的規範（Halpern, 2008）。 

林南以資源派的觀點出發，認為社會資本有三個組成要素:資源、社會結構

及行動。其中，資源為社會資本的理論核心，資源價值分配來自於團隊的共識，

而產生過程又與說服、請求、或強制相關。說服意謂透過溝通互動的過程，讓同

儕行動者相信資源價值；請求則是團體內行動者肯求與遊說；強制為強迫同類行

動者去認可資源的優點，不然就會面臨懲罰。而資源的維護與取得及其動機和利

益更是在社會資本裡重要的推進力。社會結構為資源進一步的鉅觀架構，隱含位

置與權力階層關係的影響，更代表結構間交易的複雜行為關係。行動則來自於動

機，也就是具目的性的行動，期許能保有或拓展現有資源（林南，2005)。 

普特南（Putnam）以規範派的角度切入，認為社會資本為三種元素所構成：

信任、社會規範與義務及社會組織(尤其是自願性組織)。信任為互惠及網絡組織

的基礎，而此三者又構成一個動態歷程，也就是信任產生互惠關係也進而促成自

願性組織，互惠及組織的形成又會再加強信任，讓此三元素形成一個動態因果循

環。社會中所出現的自願性組織則是水平性互動及互惠關係的具體呈現，促進個

體間彼此的溝通及資訊交流。 

    Adler 與 Kwon 的研究中（2002）則認為社會資本中最根本的元素本質為善

意（goodwill），而善意代表著來自於朋友或熟識者的關懷、信任與包容，其所扮

演的角色影響著資訊的流通、整體社群的發展及群體的夥伴關係。 

從過去的研究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社會資本的構成元素，各家意見分歧。綜

合上述的元素，研究者從媒介角度切入，以關係、資源及行動做為研究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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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成元素探討教師學習社群的發展。 

1. 關係 

Castell（1996）提到網絡為一個開放性結構，其意謂節點的組合，能夠無界

限的拓展，只要有共享性溝通目標存在，如價值觀，就能促成新的節點組合。社

會資本是社會關係轉化而成的虛擬資本型態，網絡內的連結凸顯個體彼此的關係

及如何讓關係實質化的重要性。在網絡之中，成員不是獨立個體，而是可以相互

依靠依賴。各個行動者間的關係則為成員資源或訊息轉換媒介，規範及價值觀等

都可視為促進網絡活動的動力元素（引自 Schuller et al, 2000）。 

Adler 與 Kwon （2002）的研究中，提到網絡內的實質連接關係，如共享

的規範及信念，決定著社會網絡內所鑲嵌的社會資本。林南認為整體的網絡屬於

一個流動性的特徵，此種流動代表著個人或節點間互動關係，他以 Homans（1950）

的理解互動理論對網絡與社會資本的關係做闡述，在這關係之中涵蓋互動、情感

與行動三元素。當個人互動越頻繁，他們就越能分享某種情感，更能採取集體行

動。而最重要能夠推動這三大元素形成一個互惠循環模式就是正向關係，甚至進

而在情感與互動的延伸下產生「同質性原則」。從上述探討之中，可以發現個體

間彼此的互動關係形成網絡的實質意義，而這互動互惠的關係，讓彼此能夠互通

資訊及資源，增進相互利益（林南，2005）。 

2. 資源 

在社會資本理論發展之中，林南與布爾迪厄（Bourdieu）都被歸為社會資源

學派，布爾迪厄（Bourdieu）認為社會資本是真實及虛擬資源的總和，方法是透

過一個持續性的網絡（Bourdieu, 1986），林南（2005）也提到社會資本是鑲嵌於

人際關係中的社會資源，人們所進行的是關係的投資，而這所隱含著更是「與你

懂什麼無關，而與你認識的人有關」社會現象的力量，人們藉由獲得與維持珍貴

資源以促進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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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南的研究中，我們也可發現資源對於社群發展的兩大意義，運用

（utilization）及能量（capacity）；運用簡單來講就是資源的實際使用，過去許多

研究所認為的社會資本大都是能夠實際運用的資源。但除了直接資源之外，資源

的能量－可以運用但卻沒有運用到的部分，其往往較易被大眾忽略。其實，能量

意謂資源象徵性的力量，縱使個體所認知到的資源是不能有實際運用的，但其仍

會以潛在的方式影響著網絡互動關係，例如像是某人認識一位政官顯要，也許會

讓他於社會圈中獲得較佳的社會認可。此種象徵效用雖不一定會是能夠直接運用

的資源，卻可反應出個人的社會或文化地位，甚至超過其象徵權力的效用。綜而

言述，資源為透過社會連結所取得的資源，而資源的價值分配、階層、取得方式、

運用動機及後續效益等都是影響社會資本發展的重要元素。  

3. 行動 

個人或群體的社會資本的發展都與行動相關，以重視功能為主的社會資本

學者柯爾曼（Coleman）就認為社會資本是由是否能為特定意圖與特定行動發生

作用來界定，只要對目的性行動有幫助就是社會資本( Coleman, 1990)。社會資本

中的行動為希望保障既有珍貴資源，並能獲得額外資源的有目的行動及其動機，

也包含在網絡間的互動以促進彼此關係甚至於福祉。行動再可細畫分為情感性行

動及工具性行動，情感性行動主要為維持資源，也就是所作的行動所預期的回應

主要是偏向情感性，例如希望獲得支持或是感同身受，使之能被認可、合法化與

共享資源；工具性行動主要是期望引發他人的行動或反應，為群體或個人帶來更

多資源（林南，2005）。 

行動目的在於引導互動關係，社會資本中互動關係主要可分為同質性與異

質性互動。同質性互動在研究場域之中，有時也被稱為如我假設（ like-me 

hypothesis），指的是社會互動較常發生於具備類似生活型態與社經特質的個人之

間，在這部分也偏向意指位於同一階層中的互動關係；異質性互動代表著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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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或是擁有不同資源的人彼此的互動，也是一個消耗成本偏高的行為。但若行

動者投入異質性互動，其不僅是對群體甚至是個人都具有極大的效益，其對於權

力結構及資源來源都將改變。此種不對稱的互動狀況雖不易發生，但倘若行動者

能與較高階層互動，將有機會控制與處理更多資源，同時也有更大指揮權，對行

動目標達成有相當助益。茲此，異質性互動終究是社群發展會需要面對的課題，

正如林南所強調「工具性行動需要更高主體施為，以克服規範性同質性互動模式」

（引自林南，2005：79），異質性互動幫助社群打破社會結構與機會限制，以有

更豐富的資源，拓展社會資本的廣度與深度，簡而言之，行動或互動扮演著活化

網絡及資源運用的角色。 

表 2-1 資源與行動成本回報表 

 互動對象的資源 

目的性行動 同質性 異質性 

維持資源 (情感性) 低成本/高回報 高成本/低回報 

獲得資源 (工具性) 低成本/低回報 高成本/高回報 

資料來源: 取自林南 (2005) ，社會資本，頁 79。 

茲上所述，研究者認為社會資本涵蓋三個重要元素，網絡、資源及行動，網

絡實質關係連結的建立才能促資源力量的運用或是其象徵性效益或能量，而透過

行動則是進一步讓彼此資源與資訊能夠互通有無，為群體或個人達到最大福祉。 

(三) 社會資本的內涵 

1. 內外部連結(Internal/ External relations) 

社會資本理論中強調社會資源是從社會連結中所得到，然而在這開放性的社

會系統之中，正如前述的互動涵蓋同質性與異質性，社會資本根據不同的連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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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也劃歸成三種不同的類型：黏著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橋接型

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及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 Adler 

& Kwon, 2002；Gittel& Vidal, 1998；OECD, 2001；Putnam, 1998 & 2000；Stone, 

2003；Woolcock, 1998)，以下將針對這三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做進一步的探討： 

 

(1) 黏著型社會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黏著型社會資本所突顯的是同質型成員的內在特徵，其成員彼此相互熟悉，

較易形成高互惠及信任的關係。此種資本偏屬於內聚型，也就是網絡中行動者與

行動者的連結，並進而形成集體型的社會資本。黏著型社會資本相對於橋接型社

會資本更具有強大能量，尤其是當群體成員追求共享的一致性目標時，往往會排

除外在影響紛擾，讓整個社群變成整體化網絡組織(whole-network)。 

(2) 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 

橋接型社會資本意謂異質性特徵的結合，也就是行動者與非群體內行動者的

連結。此種關係代表著跨越性的組織或社群，是一種微弱又鬆散的結合。其意謂

著各社群或組織間可以除了有本身集體性資本外，還能進一步獲得其他社群組織

的資源，具有潤滑不同群體間關係的特質。茲此，從外在連結的觀點來看，橋接

型社會資本可被視為各行動者間點與點的連結資源，使個體或群體的行動可以從

鉅觀的社會網絡中達成間接或直接性的成功。 

(3) 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 

連結型社會資本為綜合黏著型社會資本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資本形態，也就

是兼具內在與外在連結的中性資本。其主要出現是因為行動者的個人行為是難以

內在或外在連結清楚界定，有時受到社群組織內的影響，有時受到外在因素影響，

就連行動者本身的位置也涵蓋內外在的特性。若在一個公司之中，受聘者與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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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是外在連結關係，但對於整體公司而言，受聘者卻是與公司是一種內在緊

密結合的關係。除了中性的狀態之外，Woolcook（1998）認為連接型社會資本

也扮演著不同權力層次或社會地位聯結的角色，補充社會資本在不同層級之間的

聯結，無論是社會階級的整合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雖然社會資本被許多研究者區分成三種類型，但其實若要對一個社群發展而

言，是不可能由單一資本形式就可以永續或是達到最大發展效益。黏著性社會資

本雖是同質力量的強化，在社會學意義上就像是強力膠一般，卻會在無形中形成

一股對於外界屏障。橋接型社會資本異質團體的連結，雖然其連結可能脆弱，在

社會學意義上的除膠劑，但卻也會增進社會包容性及社群組織的發展機會。茲此，

越來越多研究也綜合兩種社會資本的角度，來探討社會現象的發展(Putnam, 2000；

Stone, 2003)。 

2. 溝通(communication) 

溝通在社群關係建立極具其重要性，為兩個行動者建立關係的必經歷程，沒

有溝通就無法促成關係的存在。研究也顯示溝通方式對於溝通行為及結果，例如

關係建立、關係連結的多樣化、領導及能力表現，有明顯的影響。其不僅代表資

訊的交流傳遞，亦是展現社會資本的動態歷程。在普特南（Putnam）著作 Bowling 

Alone 也顯現出社會資本的消逝的原因與群眾沉浸於媒體娛樂而減少互動溝通的

機會相關。除此之外，群體內的同質性互動需要共同性溝通語言促成彼此的一致

性目標，而異質性互動也需要不同階層間相互溝通，才有可能達成彼此共識，促

進共同利益。 

在學校場域之中，溝通是讓不同階層了解與信任彼此的方式，也是讓同僚關

係變得更加親密的管道。社會資本是一個社群網絡能夠順利發展的特徵，而其關

係的建立就賴於溝通，才能有所謂的資訊交換有無，亦提升網絡內的關係緊密度

（Cho,Gay, Davidson, & Ingraffea, 2007；Hunt, 2008；Inkeles, 2000；Oh, Ch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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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ianca, 2006）。 

3. 信任及互惠(trust and reciprocity) 

在社會資本理論長期發展的過程，信任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社會資本最重要的

象徵，其潛移默化地促進組織或是個體互動的產生。但是，雖然信任有其重要性，

卻也是往往最容易忽略（Luhman, 1988）。Dasgrupa（2000）提到信任連結在個

體、群體甚至於整個組織間是最難以觀察，但其連結卻是觀察社會資本的基礎。

Fukuyama (1995, 2002)也強調信任對於整個社會秩序的重要影響。普特南（1993）

認為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元素，促成互惠與互動在自願性組織的循環。柯爾曼

(1988）提及信任是建立緊密關係的前提，而它也是促進社會資本之一的重要元

素「規範及義務」的形成，而信任對於組織表現及資訊交流度有正面影響也在研

究中被證實（Kramer & Tyler, 1996；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但除了

信任之外，普特南（Putnam）亦強調互惠關係，因為互惠更具有促使信任能夠順

利扮演資訊互通的影響力，而互惠也具有雙方功能利益交易的意涵。從上述研究

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信任與互惠對於群體發展甚至於社會資本的形成有其重要影

響，而信任進一步所形成的組織承諾與歸屬感，更是穩固社會資本的關鍵（Putnam, 

2000）。 

壹、 社會資本的效益 

從過去社會資本理論的探討，透過網絡、資源及行動或互動促進團體成員間

甚至於延伸至團體與團體的共同合作。在Sandfeur與Lauman的研究（1988），他

們指出社會資本的效益在三方面：資訊（information）、影響與控制（influence and 

control）及社會團結性（social solidarity)。社會資本於資訊的效益主要是相關性、

不受時間影響性及可靠性。網絡結構形式及關係的實質性影響著資訊品質，試想

若是一個為自我著想的角度及另一個為追求一致性共同目標的角度，其所提供的

就是會不一樣的訊息內容。除了訊息品質之外，訊息來源也因有網絡影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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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行動者所得資訊有多樣化及多元化的可能，更使資訊具有其即時性。 

在影響與控制面上，其意指行動者可以影響他人，但卻也可以反避免受到他

人影響。在此，研究所指的影響意謂「指示他人遵從」的涵義，行動者因有社會

資本的幫助，能夠發揮影響力達到其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例如，在立法院之中，

政黨團體就如同網絡組織，也是政治性社會關係建立的形態，透過彼此共同建立

的關係，達成黨團所希望通過的法案，也可反受到其他黨團的控制，但在這部分

受到其行動者的位置與網絡組織的階層關係影響，讓其社會資本效益並不一定能

夠完全顯現。 

社會團結性來自於兩個或多個行動個體所存在的信任及承諾，而這其中可能

受到行動者彼此的文化價值觀、規範或是行動者間的互惠行為而生。在組織之中，

若有共享性的願景或文化價值觀，往往可形成高度組織承諾的文化氛圍，也容易

產生組織凝聚力，達成高效能及高效率。綜合上述這些方面的效益，最重要的是

其增進行動者本身能量，幫助行動者達到希望的目標，此也是社會資本幫助行動

者得到所希冀利益的具體效益描述。 

林南（2007）的研究除了提到與上述有關的訊息、影響與控制及團隊整合之

外，他認為社會資本還能夠帶來社會信用與自我認知的好處。在社會信用方面，

一個人在社會上的位置，可以用名片或是人際關係來表明，但用人際關係來表達

自身信用時，卻是可以比名片達到更好的效果。例如，求職或轉換工作跑道時，

若有個中介人直接與雇主推薦求職者的工作能力，往往比履歷表上書寫的千言萬

語有更有高度的可信度。在自我認知面，其意指由於許多社會關係來往的建立，

無形中增添對自我的信心，好朋友的支持與關心，也讓自我心情愉悅，其所形成

的社會資本更是會讓行事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社會資本的效益不僅產生於個體或是群體的發展之中，若提高層次至鉅觀的

國家層次，也具有其關鍵的影響。OECD（2001）之中，針對社會資本的效益也



 
 

23 
 

做國家層級的探討。在國家社會中，其社會資本的程度往往和公民於不同社群團

體的參與程度相關，其所帶來的效益與國民健康、青少年教育及國家經濟發展有

其關聯性，例如：研究顯示因媽媽們彼此之間所形成的網絡關係，減輕了虐童以

及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地區中若存有高度的信任關係及公民參與度，對於其

地區政府的執政效能往往有提高的作用。此些研究顯示出社會資本的跨領域特質，

及其對許多社經現象的重要影響。 

綜而言之，社會資本從大至鉅觀的國家層次、小至微觀的個人層次都有其效

益。社會資本的力量從過去研究發展中，像是柯爾曼（Coleman）偏屬個體層次

及普特南（Putnam）與福山（Fukuyama）偏屬國家層次，都顯現出社會資本可

以逐漸從小小的個人與他者所形成的群體，再進而影響至國家。此外，若社群網

絡培養出群體成員合作性與團結性時，當其成員參與至其他組織時，此種合作團

結的態度亦有可能會接續地於各組織中發芽。而內外在的連結增添網絡的豐富度，

增廣了資源豐富性，也促進個體或群體間彼此的關係，形成一股整合力量，達到

資源的互惠互通，也讓彼此行動達成目的性，發揮社會資本的實質效益。 

 

小結: 

從社會資本整體理論的發展淵源來看，其與群體關係及互動密切關聯，帶出

信任、互惠、社會網絡、社會資源等元素對於個體及群體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由上

述社會資本的定義、元素、內涵、效益的探討而論，研究者認為社會資本的發展

與關係、資源及行動相關。此三種元素更隱含著內外在連結的關鍵影響及信任與

溝通的重要內涵。藉由社會資本的探究，本研究意欲思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間彼

此成員的關係及如何運用此種關係或資源，以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及持續

性能有更深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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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探究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為目前許多學校

教師教學專業增能的方式。此章節擬以針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理論的基礎、意

義、有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徵及其未來發展的重點面向作探討。 

壹、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相關理論基礎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學校中類似於學習型組織的團隊。相對於單打獨鬥的教師文

化，其強調的是教師專業對話與社會性的連結。以下針對相關理論做分述： 

一、 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 

知識建構是一個動態的歷程。身為知識傳授者的教師更須體認專業知識與時

俱進的重要。社會建構主義強調個人的學習發展是根植於社會和文化，需透過與

他人對話、辯證的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學習，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知識內容。其學

者維果斯基(Vygotsky)所提出的近端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的概念亦凸顯出學習知識的過程中需與他人互動的重要性。 

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網絡中，社群教師由知識的講授者轉化為知識的學習者，

彼此以學習為目的，分享各種資源。透過互動交流的過程，教師能提升自我專業

教學知能，並將自身的成長轉化於學生課程相互結合，實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

學生學習改善為出發點的真諦。 

承上所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強調教師能夠與他人的分享或交流，並

促進自我學習的提升。其意謂著教師應突破傳統上僅為「傳道、授業、解惑者」

的角色，轉型為學習者之義。同時，學習者的角色意謂傳統單打獨鬥教師文化的

打破，強調教師應與他人有社會性連結的產生，讓教師不在自閉門戶於自我教室

王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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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 

情境學習由 Lave 及 Wenger (1991)所提出，主要有兩種意涵，第一種為認為

學習應透過情境式的參與才能達至有效學習的產生；第二種為學習發生在實踐社

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s）之中，透過在自我與組織或社群來回的互動交流過

程之中所產生的學習。在教育上，第一種主要為學生學習的層面；第二種則是近

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學習概念，透過教師個人不斷與社群組織的討論與資

源共享，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同時，該種學習方式亦強調個人與社群的連結。基

於共享的理念或興趣而結合，成員能夠在社群實踐的交流討論之中逐漸提升認同，

並形成群體性的連結關係（Wenger, 1998） 

茲此，顯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的群體性與互動性。在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之中，教師的教學增能來自於和社群成員的專業對話。而在過程之中，不僅有

學習的發展，更隱含著關係的連結與增深，讓個人逐漸整合於社群當中，也讓教

師的教室孤島文化漸漸消逝。 

 

三、 教師領導 (Teacher Leadership) 

教師為教育改革第一線的執行者，正如同Katzenmeyer和Moller（2009）在其

著作Awakening the sleeping giant: Helping teachers develop as leaders，每位老師都

是具有著巨大教育改革能量的巨人。目前，學界普遍對教師領導的定義為超越教

師所屬教室發揮的能力及承諾（張德銳，2010）；Patterson和Patterson（2004）

認為教師領導係教師同儕之合作，其目的在改善教與學，不論領導者是否具備正

式或非正式職位；陳佩英（2012）教師領導意即教師已從班級與學生、教學與學

習的傳統角色，擴展到參與行政和管理，與同儕、家長互動，和促進社區參與等

其它面向，發揮積極正面的影響力，總而言論，教師領導意謂教師已從傳統只負

責教室與教學事務的角色轉變成在學校各領域事務具有影響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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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強調教師的群策群力。此舉鼓勵教師摒除專業孤立，強化

教師專業主義。同時，社群的成立也在無形之中顯現分散式領導的形態。校長對於

教師賦權增能，尊重其專業自主，而社群領頭羊有時更顯現出教師領導的潛在能量。 

綜觀相關之理論，突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與「社群」二字的重要性。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群體團隊的協同學習，且在學習之外，也隱含著群體認同與實

質社群關係的重要，由此也發現與社會資本中所強調的關係網絡連結與關係的實質

化有所相關。在下一部分，研究者將續接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定義，以對其與社

會資本的關聯有所認識。 

貳、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定義 

教育環境瞬息萬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已被視為學校革新的策略或架構。因

此，在現今的教育現場，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潮日益興盛，學校紛紛鼓勵教師成

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但當學習社群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各級學校出現時，卻有為

了因應政府計畫政策之要求而使學習社群實質意義的空洞化與膚淺化之現象。以

下將針對各學者專家對學習社群的定義作探討，以了解其內涵，對應至個案學校

的社群發展。 

若從「專業學習社群」的角度開始探討，從廣義的角度而言，「專業學習社

群」意指一群人以反省、協作及學習導向等方式共同分享或討論以讓自我專業知

能成長（Mitchell &Sackney, 2000；Stoll et al., 2005）。另一方面，若拆字來看，

Professional 意指在某領域有所專長的人，但其追求並非單單是更專業更細緻的

訓練，還包含可以永遠都保有與時俱進的知識。對於專業學習社群中的每位教育

工作者而言，社群平台的分享與交流最主要的就是知識增能，幫助自己達成教學

目標。Learning 中文譯為「學習」，第一個字代表著「累積知識」，第二個字為「持

續實踐」；學校進步與學生學習改善都需要教育工作者不間斷地累積知識及持續

實踐，也因此若想要受教育者有效學習，教育工作者的終身學習為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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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意謂著社群為一群具有共同興趣的人，Sergiovanni（2000）的書中，

曾提及「社群為成員間的歸屬感及認同感所形成的意義性關係的網絡。」，由此

更可見社群間關係的連結其彼此的「共同」扮演重要的網絡形成角色（DuFour et 

al., 2008）。 

簡而言之，「專業學習社群」為「學習者的專業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of learners）)」（Astuto, Clark, Read, McGree,& Fernandez,1993），每位社群成員都

以「學習者」的角色，彼此學習讓專業能有所進步。 

關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定義，國外學者 DuFour、DuFour 及 Eaker（2008）

認為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教育工作者承諾共同攜手進行合作及行動研究以達成

讓學生學習結果有更好的目標，而其執行前提也是以改變學生學習為教育工作者

持續且融入工作之中的學習。Hipp 與 Huffman (2010)表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

一群專業教育工作者共同合作及有目標性的營造成人與學生共同的學習型文化。

Kruse、Louis 和 Bryk（1995）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指來自各種領域的教師

結合於同一場域之中，彼此相互對話與理解各種教育相關議題。Harris 與

Chrispeels（2008）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個學校組織推展學校創新及促進

教師專業知能成長改善的穩定且強大的推進動力。 

近年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概念逐漸在國內日益興盛。國內學者蔡進雄

（2003）表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人透過平等對話及分享討論之學習方式，

已提升專業知能之團體。陳佩英（2009）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了提升教學效

能和學生學習效果，教師、行政人員、校長、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成員之間

保持對話、合作、與分享彼此的學習經驗，持續學習和提升自我專業知能。 

張新仁、王瓊珠及馮莉雅（2009）於《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提出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持有共同的信念、願景

或目標，為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而努力不懈地以合作方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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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探究和問題解決。孫志麟（2010）從教師專業發展角度，定義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為由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共同組成的社群組織，在這個社群組織中，教師和

行政人員作為教育的專業人員，經由個人和組織間的互動、協作，追求持續不斷

的學習和實踐，以改進組織成員的知識、技能、態度及行為，提高組織進步和成

長的能量，最終實現滿足學生需求的共同目標。 

從過去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室專業學習社群定義，我們可以發現仍未有明確、

一致性的定義，但卻可以發現社群蘊含著探究、協作、包容、學習導向及專業發

展、學校革新等面向。綜合言之，研究者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具有共同

理念的教育實踐者所形成的關係網絡，有著自願性及自發性的態度，以學習本位

為重的討論、反思或合作等方式，平等互惠地共同分享與交流彼此的實務教學經

驗，不僅促進教師自我專業成長，也改善學生學習，更是學校效能向上發展的動

力。 

參、有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徵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目前為許多學校改革進步的模式之一，但教師專業發展雖

然躍上教育改革及政策的舞台，我國卻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思維及作為，仍舊欠

缺整體的組織觀，忽略了教師群體的集體行動與實踐力量。專業學習社群中的教

師專業發展是需要持續的、更新的，不斷地尋求新的突破與超越。 

根據 Kruse、Louis and Bryk（1995）認為專業社群的特徵包括：(1)反省的對

話---指針對教學行為和學習結果所做的對話，目的在於鼓勵老師們討論教學實務

並且相互合作；(2)專注於學生的學習---社群的所有目的應該是為了學生的成長

及發展；(3)教師同仁的互動---發展教師之間的專業關係，鼓勵老師分享點子，

彼此學習，協助同仁；(4)合作---教師們分享教學策略和技巧、對教學議題做決

定等共同的行為；(5)分享價值與標準---學習社群成員對於學校的任務、形塑他

們成為專業者的價值和標準共識（引自柳雅梅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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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heimer（1999, p.75）則認為專業社群的五大特徵為: (1) 共同信念及相

互了解 (shared beliefs and understandings) ； (2)互動及參與 (interaction and 

participation)；(3)依賴性(interdependence)；(4)對於個人及弱勢群體意見的重視

(concern for individual and minority views 及 (5)有意義的關係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DuFour 與兩位學者（2008）的研究則以六大特徵來闡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特徵，(1)共同任務、共享的價值觀、願景及目標---以學生學習為執行核心；(2)

以學習為導向的協作型文化；(3)協作探究以達成更完美的教育實踐及符應潮流；

(4)行動執行:從做中學；(5)持續改進的承諾；(6)結果導向。 

由上而述，我們可推知一個有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與教師的理念、人

際關係、協作與群體性等特徵息息相關，研究者引用 Bolam 與其他學者（2006）

研究所整理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五大特徵做更詳盡的論述: 

一、 共同的價值觀及願景（Shared Value and Vision） 

共同的願景及目標為教師專業學社群的發展的立基，且這個願景應與學生學

習緊密扣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並不單單只是教師們的協同合作，更重要的是藉

由教師的齊心協力落實「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理念。同時，共同的價值觀及願

景也降低教師因為個人的自主性，而對自我在社群的學習成長產生負面影響。簡

單而言，共同的價值觀及願景提供給社群老師們一個可以做決定的基礎架構。，

而最終這個共同願景更是引領教師「教」與「學」的明燈。 

二、 集體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在過去，教師總是習慣於自畫圈限，依學科劃分你我，計較著班級的考試排

名。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講究團體性的團隊，團體性就是人人都有無形的責任

與義務來維持此團體的運作及發展，每位老師都要為學生的學習負起責任(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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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n, 2001; Kruse, Louis &Bryk, 1995; Leithwood& Louis, 1998)。集體責任

的建立是要維持成員的組織承諾感，以同事壓力及群體績效責任讓不願分享的老

師願意認真投入，促進資訊交流。 

三、 省思探究（Reflective Professional Inquiry） 

傳統教師文化個人主義濃厚，且人人幾乎都是求學生涯中的精英，許多教師

往往視自我教學的權威性或不容挑戰性理所當然，使得「省思探究」往往是我國

教師文化中較為薄弱的一環。然而，藉由省思探究的方式，教師們能夠有機會相

互分享交流自身的教學策略與資源，省思檢討教學上的不足之處。也唯有如此的

「透明化」，才有機會讓各教師的內隱知識轉變成外顯知識，並促進教學資源的

分享與流動。此外，省思探究的概念亦符應 Schön 的反省式教學，意指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應注重教師對教學及學生學習上的省思討論，讓教師與學生相互成長。

茲此，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的不只是有知識面上的收穫，更重要的是藉

社群討論的火花精益求精，讓自我教學的成長賦予學生最佳的學習能量。 

四、 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 

每位教師的教學歷程中，或多或少都可能會遇到困難和障礙，例如，教與學

的矛盾、教學方法的不當、師生的衝突等。當困難和問題出現時，如果教師處理

不當，不僅不利於教學的正常進行，甚至還會影響到教師的專業發展，產生焦慮、

退縮等不良心理。但長期下來教師習慣於單打獨鬥的心態總會形成其向他人尋求

協助的阻礙。但是，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中，「協同」是建立成員信賴關係的

途徑。其意謂著社群成員對於整個社群發展活動的並非僅是表面性的幫助與支持，

而是真誠投入與參與，並促成團體歸屬感與信賴的形塑，成為成員協同合作的永

續力量。然而，團體合作中的磨擦衝突是難免的情況，社群團體中的微觀政治更

是社群永續經營的一大學問。Hargreaves（2003：163）就提到所有的爭論及異議

都是能夠讓社群進步的基礎，協助各社群的運作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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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群體及個體的學習性（Group, as well as individual, learning is  

        promoted） 

Rosenholtz（1989）的研究顯示專業自我發展是個雙向互動而非單向的個人

成長，意指教師的學習發展是不可能獨立，而是透過共同教學夥伴的合作才有可

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不僅對個人有自我覺察的意義，更是在團體上有連

結歸屬關係的意義。整個社群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之上，不論是資深教師或

是新手老師，所有的教師都是彼此學習者，透過互動對話讓彼此專業成長。 

除了上述五種特徵之外，Bolam 等學者（2006）的研究也指出相互信任(mutual 

trust)，組織成員內的尊重與支持（respect and support among staff members），包

容性關係（inclusive relationship）對於社群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此外，有效的

社群並不單單只有社群內的成員沉浸於學習之中，而是形成一個全校性的學習社

群，甚至擴至校際或社區之間，形成如同佐藤學（2012）「學習共同體」的概念。

學校成為孩子互相學習成長、教師互相學習成為專家，以及家長及社區居民共同

投注心力，共同學習成長的場所，讓全校上下、裡外如同同心圓般的相互支持與

學習；而圓心，就是每位學生的成長。 

綜合上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特徵，顯現與「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群

體性與協作性有所相關。從特徵來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效運作及發展，共享的

理念願景促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網絡，為了達成學生有效學習之目的，教師彼

此協作討論，教學資源的互通有無，使得專業學習社群的核心主軸－學生學習－

能夠有效達成。在學習過程中，社群成員除了當初的共享理念所形塑出的社群關

係網絡之外，更需進一步形塑出社群團體感之氛圍，才能使社群有永續經營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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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未來發展重點面向 

在教育改革的潮流之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已經成為當代教育政策中的常用

的途徑之一，除了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外，許多國家更努力以校為發展點，

建立真正的「學習型學校」。DuFour 與 Eaker（1998）也提到要讓學校革新的最

好實踐方式就是讓學校整體轉型成專業學習社群。從定義的探究中也會發現，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員定義逐漸朝向只要是與學校相關的一份子都是學習社群

的一員，專業學習社群逐漸於各國教育中走向普及化的發展。 

但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卻在從歐美開始到現今面臨了困境，專業學習

社群於許多國家都達到「遍地開花」的現象，可是其實質意義卻逐漸在流失當中，

數據導向教學(Data-driven Instruction)往往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重點轉變成在

於尋找可以改善孩子學習成績的捷徑，而專業學習社群的類型也呈現越來越窄化

的趨勢，例如在美國逐漸朝向只重閱讀與數學的領域( Hargraves, 2008；Hord & 

Sommers, 2008)。Naylor（2005）的研究也顯示許多專業學習社群的協助者或訓

練者往往致力於技術層面的操作，例如像是如何建立團隊及評量資料，但真正實

質性重點的互惠互信卻忽略其中，而更多學校的專業社群是為設立而設立，學校

成員也許是社群為一種團隊，卻不知其真正改善學校及學生學習的意義。 

教師學習專業社群的發展還有長遠的路要繼續下去，DuFour 與兩位學者

（2008）的研究特別提到十二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持續發展重點，研究者將之

劃歸為文化規範面及行動實踐面兩大面向，在文化規範面的部分，若想有永續發

展的專業學習社群，改變學習及地方性文化是有其關鍵的必要性。唯有文化的重

塑，才能有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揮其完整的影響力。團隊中共通性語言不僅幫

助成員彼此的互通交流，也對於社群事務的執行效率有其功效。另外，若想使社

群有所延伸或是拓展理念，其一推動關鍵就是以故事代替理論，好的故事不僅能

闡述如何去做，更重要的是為何去做，用故事讓接受者們感受「心動不如馬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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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精神。 

在行動實踐面上，常例的形成性評量及學生能力評量系統都是需要建立以幫

助社群成員檢視其教學效果，也才能了解以學生學習改善的目標成功與否，透過

團隊協作讓資訊內化為成員的知識是社群的功能之一。但所有的理念、願景與目

標的具體實踐為其重要，若不執行，所有一切只是紙上談兵，唯有從做中學才能

做更好的改善，發揮社群的功能。在未來，除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立之外，

也許課室內的學生學習社群的設立更是能幫助學生改善學習。 

小結: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理論的發展自歐美開始也有數十年的時間，逐漸於各國的

教育系統發揮其影響力，從整體研究探討下來，我們會發現網絡關係的意義對於

社群發展的重要性。 

社群成員網絡的形成來自於實質關係的建立，社群成員因共享的理念，拉近

彼此社群成員的關係，進而形成一個社群的創始階段。在此階段所形成的平等、

互助及信任關係更是穩固社群的發展利基，讓社群成員能夠協作朝向一致的共享

願景努力，以協助學生學習改善；最終，因共享與支持回饋的機制的穩定，加上

系統結構(如行政面)的支持，分散性領導的效力之下促使自主創新氛圍的形成，

進而影響社群成員不斷持續學習，勇於挑戰。所以研究者選擇以社會資本的角度

來探討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探究其對於整體社群的發展關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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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資本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關研究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夥伴關係及網絡對於個人知識及資訊的提升日益重要

（Alison, Gorringe, & Lacey, 2006）。因應教育大環境的急速變遷，全球化的浪潮，

教育工作者已不能再像過去單打獨鬥應對所有教育問題，資訊的即時性及活化教

學是許多教育工作者所需面對的教育課題，而網絡關係能夠幫助教育工作者獲得

即時訊息，共享教育資源。這些重要的關係連結亦可提升信任度及改變教育工作

環境的文化規範。 

本節將針對社會資本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相關研究作探討，透過過去的研

究了解此兩者的關係脈絡，以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方向，主要將分做兩部分，第

一部份，針對社會資本與教育相關研究作探討分析；第二部分，以專業學習社群

的相關研究做瞭解；第三部分，綜合社會資本的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做相關性探

究。 

壹、社會資本與教育相關研究 

社會資本自 1980 年代後真正開始受到許多專家學者注意，更是了解社會現

象的重要研究元素，甚至因為其跨學科的特性，逐漸成為社會科學各領域的研究

典範（Robinson,Schmid, &Siles,2002；江明修、陳欽春，2005）。Halpern（2008）

中提到，雖然社會資本與許多社會現象如經濟發展或犯罪問題等都有其相關性，

但教育與社會資本有著獨特的關係，而有些學者也將教育視為創造個人會資本的

一項關鍵工具，本部份將針對社會資本與教育及學校的相關研究做探究。 

柯爾曼（Coleman）以社會規範與系統的概念探討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在

其相關研究中發現學校所在的社區類型及資源影響學生成就表現，也是首次將社

會資本與教育做相關的研究（Coleman & Hoffer, 1987）。Helliwell 與 Putnam (1999)

的研究以美國教育環境為背景，探討教育程度與社會參與度的關係，發現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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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提高，不僅不會減少公民參與程度，反而是改善社會信任度。此研究原本的

目的想以此假設指出美國社會逐漸降低社會參與度的問題，雖然其研究結果依舊

讓此問題的呈現謎團，但此問題也許就在後續 2000 年 Putnam 所出的 Bowling 

Alone 中，以媒體娛樂的普及做為此問題的真相。 

Israel、Beaulieum 與 Hartless（2001）研究顯示家庭社會資本的結構或過程

對於孩子學習成就有明顯的影響，而也受到 Putnam 理論的佐證。英國新工黨政

府在上台之後以教育行動區政策（Education Action Zone2）希望以增進家庭社會

成本的方式增進學生學習表現。Gewirtz 與四位學者以質性研究（2005）的方式

對家長進行訪談，研究發現教育行動區政策（Education Action Zone）效果有限，

而關鍵原因就在於決策者忽略了社會環境中的排他性問題，對於社會隱藏的真實

環境並未完全了解，也讓美意無法達成其效果；而早在 1999 年，就有人對此政

策的執行提出質疑，Gamarnikow 與 Green（1999）的研究就指出社經的兩極化

與社會不平等的現象若沒有解套，教育行動區所能達到的效果有限。 

沈秀春與黃哲斌（2009）對社會資本的研究探討其對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影響，

其以 Coleman 的觀點出發，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六種型式: (1)義務、期待與信賴結

構、(2)資訊管道、(3)規範與有效處罰、(4)權威關係、(5)多功能的社會組織與(6)

有目的組織，其對教育政策具有對應性、普及性及貫徹性的影響。在高度社會資

本社會中，因人們的對於國家政策的關注及踴躍參與，讓政策付諸實現的程度、

公民知悉度及政策執行成果都有好表現；而在教育實踐上，社會資本對於組織重

整及組織文化的改變都有其影響，個人因社會資本提高其個人信用，群體也因社

會資本達成互惠網絡的關係。 

                                                      
2   此項教育改革計畫理念主要為使處於教育不利地區的學校，擁有改進教育環境的機會。透過

教育機會均等的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落實，促使學校有效運作，改善不利學校的教育因子，以提

高學生學習成就與開發學習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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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研究會發現，因為社會資本與學生教育成就的關係度，使社會資本的

概念時常融入政策理念之中。目前我國對社會資本與教育政策的相關研究並不普

及，僅有針對社會資本與國家政策重要性的研究（江明修、陳欽春，2005），其

以充實社會資本中信任做為國家政策執行推動的關鍵，此理念亦與沈秀春與黃哲

斌（2009）的研究相近，主要是希望透過社會資本於國家社會中的營造，增進政

府政策執行效率與效能。但鑒於英國融入社會資本理念的教育行動區政策的推動

狀況，雖然我國目標是以政策執行度為目標與英國教育成就改善的目的並不完全

相同，但可借鏡的是有關於對於實際社會狀況或教育環境狀況的了解是有其必要，

而不是讓理論引導政策，最後只是紙上談兵，無法有實際效果。 

國家教育的主要場所學校也與社會資本有其相關，民主國家之中，學校有助

創造社會共享公共財，也對於社會資本的建立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在 Driscoll 與

Kerchner 的研究（2004），其針對社會資本對於學校的意涵做相關的文獻探討，

認為學校的核心機能為發展社會資本，其焦點置於學校建立社會資本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學校被視為是一個可以建立社會資本以利於社區與都市發展的實體，

教育措施如建立學校和家庭的夥伴關係、學校本位管理等皆有益於學校及學生的

社會資本。由此，亦顯示學校與所處的社區息息相關，彰顯出學校與社區合作的

重要性，也正如社會資本理論的建議，學校需要被它們所在的地區吸引，以壯大

並取得維持學校的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源更是在學校核心任務中有其重要性。 

其實，學校的社會資本及發展與社區相關性在 Coleman 與 Hoffer（1987）的

研究就已提出，他們認為在現今公立學校體制和支離破碎社區之中，缺乏支持性

的社會系統，公立學校與社區關係並不緊密，家庭與家庭間少有互動，學校與家

庭對孩子就像是兩個毫無關聯的個體，這種極度缺乏社會資本與社會關係對學生

未來發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但學校除了對外與社區建立社會資本，對內的社會資本也是非常重要，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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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內外連結兼具對於學校的效能表現都有明顯的幫助。Leana 與 Pil (2006)的研究

就顯示教師之間的內在連結與校長與學校股東的外在連結，對於學校學生的閱讀

及數學成就表現都有正面影響，但有趣的是社會資本對不同科目的教學品質卻有

著不一樣的結果；社會資本對於數學教學有其顯著正面影響，但於閱讀教學品質

中卻無明顯效果，而這也顯示出社會資本因其任務不同可能會使其結果產生變因

性。但其研究綜而言論，教師間的社會資本還是促進教學技巧的交流、信任關係

的產生及一致為改善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 

茲上而述，社會資本對於教育有其重要性影響，尤其是對於學校發展而言，

學校本身創造社會某些的公共財，同樣地，他也需要同為公共財的社會資本的協

助。社會資本的核心理念，網絡關係，意謂學校的發展必定是需要網絡。更重要

的是，在整個社會開放系統之下的學校，若要永續發展，內外連結的鞏固可能將

會是在急速變遷的教育時代所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貳、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關研究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自 90 年代興盛以來，相關研究不斷的出現，希望找出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於 教 育 的 成 效 性 ， 如 在 學 校 行 政 領 導 面 (Spillane, 

Halverson,&Diamond, 2004 ； Copland, 2003) ； 學 生 學 習 影 響 面 (Lomos, 

Hofman,&Bosker, 2011；McLaughlin& Talbert, 2006)；組織文化面(Huffman &Hipp, 

2003；Timperley, 2008)等。許多研究亦深入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條件與

關鍵因素，企圖找出專業學習社群建構及未來推動發展( DuFour et al., 2008；

Hord&Sommers, 2008；Hipp& Huffman, 2010；Stoll et al., 2006)。 

而國內自推動教學專業發展以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相關研究也相繼出現，

例如在教師專業表現面(孫志麟，2010；陳佩英，2008；張淑珠、陳世佳、林啟

超，2010；張淑怡、辛俊德，2008；周啟葦，2006)；學校領導面(蔡進雄，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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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傳晃，2009)；組織文化面(童新峯，2012)，也不乏於各校階級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推動策略與運作發展的探討(張新仁，2012；林明貴、陳怡雲、許珍琳、廖純英、

薛仲平，2011；陳佩英、焦傳金，2009；周麗華，2000；陳佩英、高嘉徽、應尹

甄，2012；李玲惠，2012)等。眾多的研究希望找出我國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發展模式及成效性，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我國教育具有實務貢獻。 

但從過去研究之中，發現我國相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探究多集中在國中小學

階段，但高中隨著優質化及各地區如臺北市領先計劃、新北市旗艦計畫等政策影

響之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蓬勃發展。陳佩英及兩位研究者（2012）以高中優

質化計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狀況作探討，從歷次舉辦四種不同階段的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工作坊（初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行政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學校本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回饋發現儘管專業學習社群

促進了教師參與課程、教學和學校改進的行動，但若要進一步深化進步動能，仍

需要引發學校文化的改變以利組織學習的延續性。張德瑞、王淑珍（2010）以教

師專業學習輔導師制度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關係作探討，研究發現若以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中同儕團體的方式轉化原為個別輔導的教學輔導師制度，更能有

益於教師個人專業發展及學校整體教學效能的提升。應尹甄（2013）以社會網絡

角度切入高中英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發現因結構互動的形成，網絡中所

積累社會資本為社群不斷穩定茁壯的驅動力。周倢如（2013）以大學與高中端合

作的高瞻計劃的夥伴關係作探討，提出個案夥伴關係需以專業學習社群及教師主

體為條件，才能促使雙方的和諧的合作關係，持續進行專業對話。李玲惠（2012）

從校長領導的角度觀看受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習影響的個案高中於學科及行

政端都有明顯的改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破除專業高傲、學科隔閡等常出現於高

中端的現象，也促進學生學習及學校文化氛圍的轉變。 

追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至今的研究，從歐美區域發展開始逐漸於世界各

地的教育系統發展越趨興盛，例如:日本的學習共同體或是授業研究（less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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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強調了教師甚至全校性的共同學習促進教師專業效能成長也引發學校文

化革新的改變（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Lewis, Perry & Murata, 2006）；新加

坡也以校校進行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期許改變教育系統以符應全球化的潮流

（Hairon&Dimmock, 2011），但從歐美區域而生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於全

球各地是否因為文化環境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發展或是推動策略，陳佩英、王婷、

Huffman、Olivier、彭新強、及Hairon（2012）組成跨國性的研究合作，以七大

研究面: (1)領導(leadership)、(2)組織(Organizational Structure)、(3)專業學習發展

評量(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4)教師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5)教師學

習知能(Teacher learning capacity)、(6)團隊歸屬感(Sense of Community)及(7)外在

因素(External factors)，作深入探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文化歧異性與複雜性。 

參、社會資本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關研究 

    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知識經濟的影響之下，各國無不努力致力於教育改革，

希冀透過教育革新的方式，提升學生學習表現，也提升國家未來競爭力。但不可

否認的是學生的學習成就有賴於教師的學識及人格的陶冶，學校的進步及學生學

習的改善都需要教育工作者不間斷地累積知識及持續實踐，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推動就是許多國家所運用的策略。透過教師間彼此建立的夥伴關係及網絡組織，

讓教師之間彼此攜手合作，以學生學習為理念，革新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改善，也

提升自我教育專業之能。許多研究顯示社會資本對於社群組織建立及維持有其重

要性，Kilapatirck、Fell 與 Falk（1999）的研究發現社會資本中的網絡、承諾及

共享價值觀都促進學習互動的品質，但若要社會資本能夠於學習社群中產生，促

進學習效益，其共通性語言、共享性經驗、信任及認同感都是先決要素。在

Nahapiet 與 Ghoshal（1998）的研究也顯示一個建全的社會網絡能夠促進資訊交

流，集體資源的累積與個人智慧資本的成長。 

Mulford（2008）以社會資本對於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性、挑戰及未來發展作



 
 

40 
 

探討，其研究從三種不同社會資本類型:黏著型社會資本、橋接型社會資本及連

結型社會資本對於學校發展來探究。黏著性社會資本意指學校中每位成員的連結

關係，橋接性社會資本為校際間的合作關係，連結型社會資本則是指建立與社區

的夥伴關係。社會資本對營造學校社會關係有其重要性，同樣地若要建立一個永

續發展的專業學習社群，其中就需要兩大關鍵的社會資本元素「網絡、規範及信

任」與「目的性行動」(意指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發展理念)，也就是專業學習社群

需經過三個歷程才能持續發展。首先為「社會性」專業學習社群( social community)，

重視人們彼此間的對待，彼此以主動的態度應對每件事情，建立一個互信互重的

協作模式；再者，轉而朝以成效導向發展的「專業」性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nity），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育實踐；最後才能達成真正的「學習」性

專業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ity）。 

    知識分享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核心之一，社會資本對於知識創造、分

享及創新都有其顯著影響力。社群為建立社會資本的工具，Lesser與Prusak（1999）

的研究從結構、關係及認知三個方面角度探討如何以社群實踐建立社會資本促進

知識於社會組織內的管理，透過社群讓組織結構產生重整，增進成員間互動，產

生社群內的共通語言，增進組織內的知識資產及成員間生產的效能與效率。Cross 

與Borgatti（2003）以質性研究的方式用網絡關係的角度切入探討個體如何與另

一位行動者建立起知識分享的關係，研究者群以四大方向的關係特徵做探究：(1)

訊息追求者對於資訊資源的熟悉、(2)資訊取得的即時性、(3)關係的安全度及(4)

為解決問題的自願性交流，而這些關係特徵影響著當個體碰到問題時會尋求什麼

樣的人協助。 

Harris 與其他學者（2013）以社會資本的角度，剖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帶給

知識經濟時代下亞洲地區教育革新的成功。研究中提及亞洲地區的教育革新將焦

點著重課室之中，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與建立，讓教師能夠於社群有專

業對話討論的機會，省思教學所要改進之處，以提供學生有效學習。教師專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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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社群將教師除了知識傳授者之外，更兼具知識學習者的角色，並因為社群的協

作力量，甚至為知識的創造者，此種革新途徑與當前知識經濟的時代由為符應。

除此之外，透過社群的協作帶給教師不僅僅是累積自我能量的人力資本，更是促

進教師間緊密關係連結的社會資本。由於緊密關係協作氛圍的建立，增進教師的

學習能量及整體組織氛圍的改變，推動學校甚至於整體教育系統的革新之輪。 

Minckler（2011）的研究顯示教師社會資本對於教師教學效能及學校革新的重要

影響，其研究探討教師社會資本的形成環境、組成元素、效益及領導對於教師社

會資本的影響，從其中可發現教師社會資本對於教師本身、學生、甚至於整個學

校的都有其正面效果，而學校中的轉化型領導效果也能透過教師社會資本的中介

作用轉化至學生學習之上。 

    Hargreaves（2003b）於Education Epicemic：Transforming Secondary Schools 

through Innovation Networks一書中，將社會資本視為學校革新資本的基礎。其書

中顯現學校社群網絡與組織文化氛圍為學校的社會資本，且兩者緊密相關，尤其

是信任為專業學習社群形塑與發展的關鍵。除此之外，社會資本為活化學校智慧

資本的前提。惟有讓教師能夠形成一個和諧互信的社群網絡，才能促進教學革新

的可能，並進而因組織資本的引領使社會資本與智慧資本發揮最大相輔相成之效，

促成學校革新的成功。 

國內朱盈叡（2010）針對社會資本與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關係以量化研

究方式發現社會資本對於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表現具有預測效果，人際網絡、

人際互動與人際倫理知覺分數愈高，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表現愈佳。何文純

(2006)的研究則進一步以結構面、認知面及關係面社會資本來分析國小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的表現，透過問卷調查為主，個案訪談為輔的研究過程發現社會資本對

於學習社群表現呈現正面、多元且複雜的關係，但其卻發現量化所呈現以結構面

社會資本影響社群發展較大的結果，卻是在訪談中無法證實的狀況，也因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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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學習社群真實存在的關係及因果性仍舊需要進一步的探究。 

 

 

小結: 

從過去社會資本與教育和專業學習社群相關概念的探究之中，我們可以發現

到社會資本與學習社群密切相關性。社會資本是一個以網絡與關係為主的資本形

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教師們為了改善學生學習而有夥伴關係的學習型組織。

社群就如同是「社會資本」的池子，人們對社群做出貢獻，並且相信會在某時，

以某種形式，得到好處，這種互惠並非無我，也非簡單的利益交換，而是日積月

累，對彼此深刻了解的共同價值。 

研究也顯示社會資本對社群組織的維持性、知識分享、組織學習、專業成長、

學校革新等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但從過去研究也發現，社群的探究多以國中

小學為主，隨著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亦扮演著支持高中端教師

專業成長的系統之一，以因應學生差異化擴大的現象（教育部，2013）。因此，

此方面的研究日趨重要。 

再者，許多研究僅從文獻探討或量化途徑做專業學習社群與社會資本結果性

的論述，鮮少對於社群成員如何形成社會關係，社群發展過程間的網絡內外的關

係互動、資源的運用、到永續發展的可能性，做實質的完整探討。茲此，研究者

選擇以社會資本的角度，希望能夠完整勾勒出學校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故事，以

對未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於學校深入推行的相關建議，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更具

實務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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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對於學校發展之

影響。為了深入了解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及其網絡關係、資源流動、與

集結行動，研究者選擇了個案研究途徑，透過進入田野觀察、訪談和相關之文件

資料蒐集，以探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關係、資源與行動於學校系統之中所發展

和積累而成的社會資本，及其和學校發展之關聯與意義。 

此章分為六大部分，第一節為研究取徑，說明本研究選擇個案研究法之原因；

第二節為研究場域，敘述個案研究學校之選取；第三節為資料蒐集，敘述研究者

進入田野之中的資料蒐集方式與過程；第四節為研究資料的分析處理，闡述研究

者資料處理分析的方式，及確保研究信實度之途徑，並說明與文獻交互對話後所

歸納出的研究架構；第五節為研究倫理，說明研究者所秉持的研究倫理規範；第

六節為研究限制，包含研究方法、場域與對象之限制。 

第一節 研究取徑 

研究者以個案研究法做為研究取徑。個案研究法為一個有界線系統（bounded 

system）之研究，側重該系統如何在一個特定的情境脈絡中運作（潘慧玲，2003）。

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一個現象的獨特性，因此重點不在做假設考驗，而是重

視情境脈絡對育現象產生的作用與影響，並從探究中尋求整體之理解、和有意義

地呈現真實脈絡中的事件（林佩璇，2000）。Yin （1994）以研究問題發生之緣

由、研究者情境控制程度與社會脈絡之關注等三方面提出適合運用個案研究法的

時機：（一）研究者關注問題發生之過程（how）與原因（why）時；（二）研

究者對情境控制不大時；（三）當研究關注焦點為真實社會脈絡現象時。 

茲此，個案研究法適合於探究一個界線系統中某種真實的情境脈絡與現象，

以及該現象與系統之相關性。基本上，研究者需對該系統現象無法有任何操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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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此研究者進入該研究場域的目的，主要是去了解現象的發生與意義，對該

現象較不會產生發展性的干擾。研究者運用個案研究，蒐集多面向資料，以探究

與該脈絡或系統相關之現象如何及為何發生，以深入了解個案學校，真實呈現該

個案之樣貌。 

本研究的重點是探究一所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在該校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發展過程之中，學校有許多不一樣的轉變。教師互動關係從對立到願意相

互合作，分享共享資源。教師從過去的冷漠在合作過程中逐漸冰釋，凝聚科內的

情感，而科與科之間也產生了願景的交集。面對因政策方案與計畫引入所帶來的

新任務，許多教師從過去習慣抱怨額外負擔或採取觀望態度，到現今的主動參與

與投入，教師對學校認同的態度有了轉變。該校由教師社群發展出的校本特色課

程，更是該區域許多學校想效法學習之模範。 

由此，綜合以上所論，研究者擇取個案研究法為該研究途徑的原因如下： 

（一） 本研究個案研究法強調對於研究場域與特定現象發展之相關脈絡化的了

解，適合研究者以之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發展所形塑與積累的社

會資本、與該校整體組織脈絡的意義關聯。 

（二） 本研究關注當前高中教育現場的真實現象，且研究問題為探究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需要對於個案學校教師社群發展過程

及形成原因有所了解才能具體描繪，個案研究法的資料蒐集可以滿足此

一研究旨趣。 

（三） 本研究主要透過訪談、觀察、等多重的研究策略，使研究者深入了解社

群網絡關係的形成、社群資源流動與社群實踐等細節，了解並分析該校

社群社會資本與社群和學校整體發展的意義性。有鑑於個案研究法所強

調的深入與多層次理解之研究方式，所以有助於研究者對研究問題有多

面向之理解，以詮釋個案之獨特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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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 

壹、研究場域之選取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人際互動網絡所形成的關係

連結和集結行動所積累的社會資本發展情形，希冀研究發現能夠為學校現場推動

專業學習社群提供參考。茲此，在選擇個案學校，考量到: (一)專業學習社群推

動成效顯著，(二) 個案學校存在活絡的社群網絡。個案學校需要有這兩個條件，

研究者才能從資料蒐集中，了解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關係互動、社群的資源

分享和社群實踐，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和學校整體系統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研究者於研究所期間擔任指導教授研究助理期間，由於有機會跟隨指導教授

前往飛揚高中訪談生態社群的教師，因而對於飛揚高中社群發展有了初步認識。

加上擔任助理期間，研究者也參與多場校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相關工作坊，在

有一場次之中，碰巧飛揚高中的夢校長擔任工作坊講者，從夢校長在分享飛揚社

群發展的演講之中，研究者發現飛揚高中社群發展過程相當豐富且符合本研究之

需求。 

因此，研究者在與指導教授討論之後，決定選擇飛揚高中為該研究之個案研

究場域。選擇理由有二：（一）飛揚高中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上不遺餘力。

在夢校長到任的五年當中，該校從原本毫無社群至現今已有約二十個社群的發展

盛況，其社群推動成效顯著；（二）夢校長與教師面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改革

的挑戰，不僅不退縮，反而是思索如何將危機轉為契機，主動申請政策計畫，例

如，高中優質化計畫、高瞻計畫、台北市領先計畫的補助、學習共同體學校試辦

計畫等。這些專案計畫促使越來越多教師組成單科或跨科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並開發出許多校本特色課程。由於學校成員對於教學革新的積極態度，也讓該校

社群網絡得以發展。基於上述之理由，加上該校因過去研究案參與所建立的可親

近性，故研究者選擇飛揚高中做為該研究之場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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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場域背景 

飛揚高中(匿名)為北部區域一所名列前段學校之公立社區高中，富有良好的

學校歷史傳統。該校班級數約有 70 多班，包含六類特色班級（英文資優班 3 班、

舞蹈班 3 班、音樂班 3 班、美術班 3 班、體育班 2 班、環境科學教育實驗班 3

班），共有約 2500 多位學生， 180 多位教師。該校過去曾列為該區域學生所選

的「第四志願」，但隨著入學方式的變動及教育社經大環境的改變，該校志願排

名在近年逐漸有下滑趨勢。少子女化，103 年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和「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可能帶來的學生流動，區域內的科學

園區都市更新計畫等，都是飛揚高中目前所應對的重要課題。 

該校的夢校長於民國 98 年（2009 年）到任之後，企圖打造學校成為一等的

社區高中，並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為該校主要的發展藍圖，期許學校團隊以藝

術紮根、人文底蘊、科學為重的目標，和建構學校特色課程。但這革新的啟動之

初，夢校長發現到該校學校文化潛藏著不信任的氣氛，科目之間存在著對立。夢

校長深究之後，發現缺乏良好溝通和無效率開會的課程發展委員會，是問題主要

的來源。因此，夢校長努力的調整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運作機制。此舉逐漸為各科

建立互信關係，促使教師間的合作與串聯，慢慢使組織文化產生了改變。 

自民國 99 年（2010 年）起，為了迎接十二年國教，夢校長帶領飛揚高中教

師投入各種變革計劃與方案，例如：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民國 99 年）、國科

會高瞻計畫（民國 99 年）、北市教育局資訊專案（100 年）、教育部未來想像與

創意人才培育計畫（101 年）、北市教育局領先計畫（101 年）等。透過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的討論，及跨科或學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立與發展，教師紛紛加

入課程創新的實驗計畫，並發展跨學科或跨領域的實驗課程，例如高一的校本課

程、環境科學專題課程、資訊專題課程、智慧電動車新興科技課程、設計思考課

程等校本創新的特色課程。目前全校從 98 學年度至今，約有 20 個教師專業學習



 
 

47 
 

社群的成立，參與並執行方案或計畫。 

從以上的描述，飛揚高中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可以提供研究者足夠的資料蒐

集，以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如何透過關係、資源與行動之連結，發展和累積該

校的社群資本，並以之作為改變學校的動能。 

 

第三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採用訪談、觀察、社群相關資料與省思札記等多重

資料蒐集方式，以求對於個案學校社群發展之脈絡有通盤了解。 

壹、訪談 

訪談為藉由談話的過程來瞭解某些人在某些事、行動上的態度和判斷過程的

一種方法，也是質化研究中最常用來蒐集資料的方式。受訪者並不是將已經存在

腦海中的記憶如實的呈現，而是用一種他認為訪員可以理解的、述說故事的方式，

去重構他的經驗和歷史。所以訪談並不是將在訪談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

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引自畢恆達，2010），而訪談的

目的主要是協助研究者捕捉只有透過口頭表達才能獲得的經驗和觀點；補充觀察

和文獻缺乏的資料；幫助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對話，立即確認了解的程度；並且可

以擴展問題的層次（林佩璇，2000）。 

本研究訪談以正式訪談為主，在正式訪談部分，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研究

者事先擬好訪談大綱（附件一與附件二）與訪談同意書（附件三），先email給

受訪者看過，使受訪者對於受訪問題與研究方向有所了解，並徵詢受訪者的同意

才進行訪談。訪談過程之中，若發現受訪者所述及的內容是原本大綱無提及但卻

與研究相關時，研究者會再深入追問，並列於下次訪談所需注意之處。為了能夠

獲得完整詳盡的訪談資料，研究者採全程錄音，錄音前向受訪者說明錄音僅是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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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研究者作日後的研究資料分析記錄，且再次重述該研究之方向，讓受訪者充分

了解才簽下訪談同意書。訪談結束之後，進一步把訪談內容撰打成逐字稿以利更

完整的分析與了解，也在分析過程之中，做訪談過程的省思，幫助研究者於下次

訪談過程更為順利且深入問題核心。 

本研究以飛揚高中社群投入教師與校長為研究訪談對象，以了解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社會資本形塑與積累的歷程及與學校發展的相關性。其中，由於飛揚高中

投入社群教師甚多，約界於全校教師人數三分之一與二分之一間（全校教師約

180 多位），且本研究的探究焦點著重在學校社群網絡之發展互動。因此，訪談

對象以活絡參與社群運作的成員為優先考量，尤以參與多個社群的教師及各社群

中的領頭羊，以了解飛揚高中的社群的發展和連結的變革行動效果，。 

研究訪談對象共計十二人，十一位老師與校長一人。原本研究者預計跨社群

的教師及社群中的領頭羊都為當然研究參與者，但因為有些老師謙虛地認為自己

社群經驗尚淺不適合受訪，尊重其意願之下，並不強迫。另一方面，由於之前研

究者曾因協助指導教授研究專案的機會，參與生態社群成員的訪談。為了能夠對

飛揚高中的社群有更深刻的了解又不因再次訪談帶給個案學校老師困擾，在徵得

指導教授同意之後，研究者結合該專案研究資料與研究者的所自行訪談逐字內容

綜合分析（表 3-1 中該研究專案資料於訪談日期前以＊做表示）。為謹守研究倫理

與保密原則，社群名稱若較有辨別性的，均以匿名處理。受訪者則以職稱與性別

作代碼的表示。及校長為「P」，男教師則為「TM」，女教師則為「TF」。研究受

訪者之代碼、社群背景與訪談時間地點等相關資料，於下頁表 3-1 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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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受訪者社群與個人背景資料與相關訪談之安排 

代碼 社群背景 科別 性

別 

在校 

年資 

訪談日期 地點 訪談時間 
(小時) 

個人背景 

TM1 文化 

歷史 

歷史 男 8 2013.09.27 

＊2013.01.04 

校長室 1.5 曾任教學組長,教務

主任,教師會長,現為

秘書 

TF1 英文 

世界 

人才 

英文 女 26 2013.09.27 校長室 1.5  

TM2 文化 

國文學共 

世界 

國文 男 7 2013.09.27 校長室 1.5 飛揚校友 

TF2 文化 

生態 

生物 女 9 2013.09.27 

＊2012.09.21 

校長室 1.5 曾任社區化組長,現

為環科班召集人 

TM3 英文 英文 男 7 2013.10.21 英文科

辦公室 

1  

TF3 世界 美術 女 3 2013.10.21 會議室 1.75  

TM4 資訊 資訊 男 18 2013.10.23 師大 9F

會議室 

1.75 現為台北市教師會

副理事長，曾任學校

資訊管理師 

TF4 文化 

跨科學共 

地理 

地理 女 14 2013.10.24 發卷室 1.75  

TM5 文化 

國文 

國文 男 7 2013.11.11 發卷室 1.75 曾任教學組長,現任

教務主任 

TM6 英文 英文 男 7 2013.11.11 英文科

辦公室 

1.25 曾任特教組長 

TF5 人才 特教 女 15 2013.11.28 圖書館

2F 

1.5 曾任註冊組長,現為

圖書館主任 

P 校長 無 女 5 2014.01.06 

＊2012.10.05 

校長室 2  

TM7 生態 物理 男 無 ＊2012.10.05 校長室 2 現為學務主任 

TF6 生態 化學 女 無 ＊2012.09.21 校長室 1.5 現為實研組長 

TF7 生態 地科 女 無 ＊2012.09.21 校長室 1.5  

註：＊意指該研究訪談為另一研究案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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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觀察 

Yin（1994）認為完全的參與事件當中並不是最好的觀察方式，不斷的調整

參與的程度，以獲得有意義的資料才是理想的作法，透過教育現場的實地觀察，

更能提高研究者所蒐集資料的完整性及全面性。本研究的觀察，在專業學習社群

的部分，原有考慮進入個案學校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會議之中進行觀察，以

了解成員的互動關係，實務分享及整體社群氛圍。但考慮到社群數目眾多，研究

者無法一一參與。且許多社群的會議討論是臨時性，研究者不一定能親身參加。

因此，研究者主要依訪談法為研究資料的主要蒐集方式，觀察的部分著重參與全

校社群性的會議。102年度11月，在徵得校長與社群老師的同意下，研究者參與

了該校領先計畫成果分享會，從中觀察寫下紀錄並蒐集一些無法從訪談取得的社

群資料，以藉此對個案學校的社群發展有更深入的探究。 

三、相關文件蒐集及省思札記 

個案研究資料來源有文件、檔案記錄及相關人工製品等，要了解一個現象，

必須了解它的歷史、社會、以及環境的脈絡，文件有助於研究者了解這些情境脈

絡，補充、驗證觀察和訪談得來的資料（Yin, 1994）。在進入田野之後，為了蒐

集完整的社群發展資料，研究者也徵詢研究對象同意，取得個案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教學教案與社群發展介紹的簡報檔等文字資料，以豐富對社群發展之了解；

另外，研究文獻及與受訪者對談當下或是訪談後的省思記錄，都幫助研究者在過

程之中再次釐清研究資料或是得到新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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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及分析 

一、訪談資料的處理 

本研究訪談資料來源以正式訪談為主，在完成正式訪談之後，研究者盡速把

訪談內容撰打成逐字稿以做分析。訪談逐字稿的部分以三欄表格的方式做整理，

左欄為代碼，中間欄為訪談內容，右欄為對於訪談內容的記錄、感受或評析，及

附加受訪者的言語情緒的敘述。引用方面，以（TM1-20130405）為例，則代表

此資料為 2013 年於 4 月 5 日 TM1 老師的訪談內容。 

二、觀察資料的處理 

本研究觀察資料來源有二，一為專業學習社群的分享會或工作坊；另一則為

非特定的觀察，在蒐集資料過程中，不經意聽到的言談內容或注意到的教師互動，

立刻做記錄，幫助研究者回憶並再次勾勒出現場狀況做詳細記錄，做為觀察筆記。

在資料整理上同訪談資料處理方式，以三欄表格的方式做歸納，左欄為概念編碼，

中間欄為觀察內容，右欄為對於觀察內容的研究者的感受或省思，在資料引用上，

以（OW-20130405）為例，則代表此資料來源為 2013 年於 4 月 5 日研究者參與

工作坊所得之觀察記錄。 

三、相關資料及省思札記的整理 

本研究的相關資料為社群教師所整理發表的社群發展簡報檔及教學教案等

個案專業學習社群的成果與背景資料，研究者先行徵得教師在研究運用上同意，

才做資料的蒐集與處理分析，其資料引用上，例如：（MD-130405），為 2013 年

4 月 5 日研究者於參與會議所獲得的資料；省思札記的部分，主要針對自己對當

日的進場蒐集過程做回憶，並定期整理，以做為分析資料來源之一，資料引用上，

以（R-20130405）為例，為 2013 年 4 月 5 日研究者所寫下的省思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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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依據上述資料將代碼種類、意義及資料取得來源以下表 3-2 做表示： 

表 3-2 資料代碼表 

資料類型 代碼 代碼說明 

訪談資料 TM1-20130405 2013 年 4 月 5 日 TM1 老

師的訪談內容 

觀察資料 OW-20130405 2013 年於 4 月 5 日的研

究者參與工作坊所得之

觀察記錄 

相關資料 MD-20130405 2013 年 4 月 5 日研究者

於參與會議所獲得的資

料 

省思札記 R-20130405 2013 年 4 月 5 日研究者

所寫下的省思記錄 

 

貳、資料的分析 

Merriam（1988）表示資料分析並非等到資料蒐集完整之後才進行，而是在

蒐集資料同時循環進行。茲此，研究者在資料獲得後的同時，即會先行將資料做

第一步的整理，比對資料與理論的關聯性，以能夠再增補文獻資料，增進研究者

對該研究主軸更深的了解。同時，若發現訪談資料有所不足時，也能立即與個案

之社群成員聯繫，展開再次訪談的工作，以求得到資料的完整性。 

研究者初步研究進行時，便依據文獻探討所發展出的理論架構作為資料蒐集

與分析的指引方向。為了系統性地整理所得的研究資料，研究者首先閱讀訪談稿、

觀察記錄、相關活動或社群記錄與省思資料等，以萃取出研究資料之表面現象，

再依據理論架構之分析，嘗試歸類主題概念。待主題概念確定後，繼續閱讀相關

研究資料，並進一步的編碼分類，與原本之研究問題意識再度交互閱讀，以確保

分類歸納的適切性，了解現象背後所蘊含之意義，並在指導教授的協助之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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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脈絡意義有更深刻的理解與詮釋。 

表 3-3 訪談逐字稿的編碼節錄表 

代碼 內文 編碼 

 老師：學，就是努力的學，像海綿一樣。 

研究者：好好服務這樣？ 

老師：對。只要要做就去。這樣的話大家就覺得好像也

還好，也不錯，這個新生代老師還願意幫助做。因為很

少看到很多新老師願意這樣做事的。我覺得只是舉手之

勞，我也沒有說真的很浪費什麼時間。那很多老師真的

不熟，你幫他弄一下我也沒有什麼損失，慢慢地他就覺

得我可以幫助推點什麼，推點什麼，整科就變得比較融

洽。 

 

 

努力學,像海

綿一樣 

 

幫他弄一下 

幫助推點甚麼

整科..融洽 

 

研究者以上述資料編碼與分析過程，在編碼歸類後與社會資本文獻進行對話，

歸納出社會資本三大重要元素：關係、資源及行動，做為研究的初步架構，區分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三種型態的社會資本：「關係」社會資本、「資源」社會資本與

「行動」社會資本。接著，根據文獻與訪談資料的交互分析，將「關係」社會資

本進一步以「共享願景與價值觀」以及「信任」兩大層面，以對社群網絡關係的

形塑能有全面的了解。「資源」社會資本則區分為「人」的資源與「物」的資源。

其中，「人」的層面包含「人脈」與「專業能力」；「物」的層面為「內部」（時間、

空間、課程教材）與「外部」資源（專業諮詢-大學、經費挹注-政策計畫）。「行

動」社會資本則根據以社群實踐，區分為「工具性」行動與「情感性」行動。隨

著研究者的深入分析，發現學校領導為該校社群資本形塑與積累的重要關鍵，並

促使社群社會資本轉化成學校革新動能。最終，研究者將之圖像化為研究架構圖

（圖 3-1），以幫助研究者隨時清楚了解研究分析探究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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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研究者自行繪製 

共享 

價值觀 

與願景 

信任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社會資本 

「關係」 

社會資本 

人的資源 

1.人脈 

2.專業能力 

物的資源 

1.內部 

(1)時間空間 

(2)課程教材 

2.外部 

(1)專業諮詢 

(2)經費挹注 

學校革新動能 

學校領導 

「行動」 

社會資本 

 

情感性 

行動 

 

工具性 

行動 

 

「資源」 

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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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資料信實度 

為了建立本研究的信實度（trustworthiness），研究者採取澄清研究者之基

本假設、三角檢核、同儕檢視等三種方式進行資料的檢證： 

一、澄清研究者之基本假設 

在文獻探討之後，研究者發現社會資本與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應有關

連，然而，個案研究法強調呈現個案現象發展的真實脈絡。因此，研究者在研究

過程中持續蒐集相關資料，並省思社會資本之價值，減少個人的主觀判斷，提升

研究結果的客觀性與真實性。 

二、三角檢核 

Patton提到三角檢核（triangulation）有四種形式(1)方法的三角檢核：採不同

資料的蒐集方法，以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2)來源的三角檢核：在同一方法

中檢驗不同資料來源的一致性；(3)分析者的三角檢核：使用多個分析者重新審

查研究發現；(4)多種理論觀點的三角檢核：使用多種觀點和理論去詮釋資料（引

自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本研究採取前三種所述的檢核形式進行三角檢核以確保資料信實度，在方法

的部分，研究者把訪談、觀察及相關資料做交互分析；在來源的部分，則把相同

的訪談問題，不同的訪談類型以了解資料的一致性；最後，為避免研究者自身觀

點的偏頗，同時也請指導教授及同時正進行研究的同學，對於資料的分析做討論

並聆聽其建議，多方面思考以確認研究結果的信實度。 

三、同儕檢視 

同儕檢視為邀請未參與研究的外部人員。通常是研究者的同儕，針對過程中

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所做的資料分析與詮釋，以及在田野中，如何與他人互動

訪談及觀察等，提出問題的交流討論（潘慧玲，2003）。茲此，在研究過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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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除了與指導教授請教討論之外，研究者也與有進行類似研究取徑之研究者

同儕進行交流，彼此相互審視，協助研究者發現研究不足之處，使研究者能夠進

一步的蒐集資料做修正，以提高論文品質。 

 

第五節 研究倫理 

教育研究經常牽涉到觀察或測量人的行為或特質，藉以瞭解教育的現象。因

此，教育研究者應特別注重以人作為研究對象時應遵守的下列相關研究規範，以

保障及尊重研究個案對象的權利。 

壹、尊重受訪者的意願 

本研究因多以訪談的方式進行，對於研究對象也許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干擾，

也因此任何被選為研究對象的個人，都有拒絕接受的權利。因此，在研究者要入

校之前，就先徵詢該校校長及社群的同意參與，才進入研究場域之中進行相關資

料之蒐集。並且，每次的訪談前都會再次說明研究之意旨，讓受訪者了解以考慮

是否接受訪談，確認其意願及收到訪談同意書之後，訪談才進行。所有研究行為

都須取得受訪者同意，不強迫也不勉強，若受訪者在過程之中，受訪者感受到壓

力不想進行下去，也可隨時終止研究參與。在訪談過程之中有兩位受訪者因覺得

某些所述內容較為私密，所以希望研究者可以不要把此部分錄音，研究者當時也

立即將錄音器材關閉，僅在自我省思札記中做記錄，研究者於資料分析時也特別

注意受訪者的顧慮，並和指導教授討論該如何處理改寫該部分為佳。 

貳、確保研究對象隱私 

在資料蒐集與處理的分析過程之中，為了維繫研究參與者與個案學校的隱私

權，將採取匿名或代碼做處理，像是個案學校名稱、校本特色課程名稱以及社群

名稱有易判別性者等，研究者均以匿名做處理。此外，為避免參與者的身分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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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也以職稱、性別與訪談順序作代碼，例如:第一位受訪男老師以 TM1 為表

示作為每位受訪者的代稱。 

参、遵守誠信原則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之中嚴守誠信原則，所有相關研究行為進行前，研究者都

會先告知研究目的、問題與方式，不隱瞞自己的研究者角色，以免讓對方有受騙

的感覺，影響到研究的進行與結果。相關社群發展的文字檔案資料，研究者也僅

運用受訪者同意可被做為研究公開的部分於分析與結果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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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壹、 研究場域之限制 

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場域，因受人力、物力及時間的限制，僅選擇北部區域

某所高中做個案研究對象，但我國區域性城鄉差異之關係，所做研究並不一定能

夠套用至其他地區。除此之外，因為研究對象限於高中端，對於其他層級或階段

的學校中，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模式不見得相同，不同的情境脈絡也會

有不同的情況，因此只著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發展中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

作描述。另一方面，觀察研究時間受限於研究所學年的限制，研究發現僅能描述

該校至今的社群發展情況。 

貳、 研究方法之限制 

研究者因考慮研究主題的適宜性，選擇以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料，但質性研

究以人為研究主題對象，且受訪者的主觀經驗及個人意見可能影響資料蒐集的敏

感度及相關的分析處理。又因個案高中社群包含學科與跨學科社群，大部分的社

群與研究者所受之教育訓練，並不完全相同，在學科教學的理解上容易有落差的

限制。而研究者的學科背景為英文與教育學，對於教師的學科教學經驗之理解仍

有一定的限制，也多少影響資料的詮釋與分析。 

参、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為個案學校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探究，因此，有投入社群

參與的教師，尤其是跨社群者與社群領頭羊應為當然研究訪談對象。但是，有些

教師雖然為社群的領頭羊，仍謙虛地自認自己社群經驗尚淺，因此無法能夠有機

會與之接觸訪談，了解該社群的全貌。茲此，研究者僅能透過學校舉辦的社群分

享會，或是其他訪談者的敘述之中，了解該社群的運作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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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第四章與第五章為研究發現之說明與分析。研究者於本章先運用社會資本理

論說明與分析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與發展。透過相關文獻與訪談資

料的交互分析之中，研究者歸納出三個要素：關係、資源與行動。由於社會資本

的抽象概念，不易說明，研究者先描繪出社會資本的展現型態，增進讀者對於社

會資本與該校社群實踐與發展相關性的了解，再以三個元素進行分析。本章共分

六節，第一節為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之概覽，提供讀者認識飛揚高中

整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歷程背景；第二節以社會資本「關係」層面描繪該

校社群的形成樣貌；第三節以社會資本「資源」層面探究飛揚高中社群發展過程

的資源的流動與影響；第四節以社會資本的「行動」層面描述社群的實踐；第五

節描繪社會資本「關係」、「資源」「行動」層面的交互關係及第六節說明學校領

導與該校社群社會資本積累轉化之關係，並進一步探析其對於飛揚高中的影響。 

 

第一節 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 

 

由第三章的研究場域對象的描述之中可知，飛揚高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

展有著階段性的歷程演變。最早僅有以「保存社區資產」為目標的文化教師團隊

（當時該校尚未接觸社群之理念）。夢校長於 98 學年度到任後，發現該校組織溝

通不易，而問題根源點起自於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不良運作。於是，夢校長首先穩

定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運作機制，引進許多計畫資源，希望帶起飛揚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發展，以解決學校同仁之間關係緊張的組織文化問題。 

剛來的兩年，夢校長以各種方法引發教師間的對話與合作，促發了生態社群、

資訊社群與世界社群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成，雖為數不多，卻開發足夠使其

他學校想要效法的校本特色課程。接著，在教育變革的挑戰、學校幾位社群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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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臺北市領先計畫的引進、學校領導等許多因素交互影響之下，在 101

學年度，飛揚高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開始出現發展盛況，至今，約有二十個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 

如圖 4-1 所呈現（下頁），夢校長到任的 98 學年度之前，已有文化教師團隊

（尚未以「社群」為名稱，因此圖中以虛線表示）。98 學年度，夢校長到任帶入

社群理念於學校經營策略之後，飛揚高中的第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文化社群

誕生。接著，夢校長透過高中優質化計畫、高瞻計畫等政府政策計畫，促成 99

學年度生態社群與資訊社群的出現，100 學年度世界社群的形成，以及 101 學年

度人才社群的創立。在 101 學年度，由於領先計畫的參與及教育現況等因素之影

響，帶起了飛揚高中教師自組社群的趨勢。例如：原本沒有社群發展的社會領域

科目紛紛成立社群以研發創新課程。現今，飛揚高中整體已有約 20 個的跨科或

學科性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下於下頁圖 4-1 後，研究者將分做四個部分，文

化團隊的出現、夢校長的到任與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改革、方案計畫的引入、啟發

教師內在「領先」動能與社群發展之盛況，進一步地細述飛揚高中教師專業社群

發展的歷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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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校長到任 

政府政策計畫補助 

98 

學年度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立 

文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99 生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資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00

0 
世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英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01 

人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國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歷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地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02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 

國科會高瞻計畫 

臺北市教育局資訊專案 

教育部國際教育計畫 

教育部未來想像與 

創意人才計畫 

 

臺北市教育局領先計畫 

圖 4-1 

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時間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文化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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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文化團隊的出現 

民國 60 年代，飛揚高中遷校。在這過程之中，透過政府局處的協助，尋得

現今校地，並徵收該處夕陽社區某些居民的土地，而有現在飛揚高中的校園規模，

也因此串起飛揚高中與「夕陽」社區(匿名)的關係。從幾位老師的敘述，得知飛

揚高中曾經是處於美麗的大自然之中，學生們念書疲倦了，只要向窗邊一望，一

片片綠油油的稻田盡入眼底，舒緩學生讀書的勞累，老師們認為這是一間跟臺北

市其他高中不一樣的校園。學校學生與附近社區的小吃小店更是往來密切。但飛

揚高中所擁有的自然之美與社區關係，卻在都市更新計畫的發展之下，將不再復

返，因為夕陽社區隨著政府科學園區的都更計畫面臨拆遷的命運。 

在 97 學年度開學之初，面對科學園區動工在即，長期深耕於社區地理環境

教學的 TF4 老師猶感不捨，於是尋找校內同在做校史探究的 TM1 老師共同進入

社區田野，希望能夠將過去夕陽社區的社會人文資產留下記錄，將飛揚高中與夕

陽社區的美好回憶保留下來。在 98 學年度，TF4 老師進一步的找到剛結束社區

化專案的 TF2 生物老師、卸下教學組長之職的 TM5 國文老師與身為校友的 TM2

國文老師加入文化教師團隊。 

文化教師團隊為飛揚高中的第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是該校首度打破傳

統科目藩籬的教師團隊組織。在五人小組的努力下，為夕陽社區設立了文史館、

及研發了延續社區文史的校本特色課程。但過程中，卻因團隊理念與當時校園文

化和升學主義的歧異而飽受批評。為了共同討論時間，五位老師商求學校排出星

期五下午的共同空堂，卻遭受某些同仁質疑享有特權，甚至有「是不是因為這個

團隊辦的活動讓學校沒有錢」的輿論。團隊用心研發出來的課程卻有「那些不會

考所以不重要」的聲音。五位老師的跨科團隊關係也遭受有些老師的異樣眼光。

面對這些批評聲浪，文化社群心中雖有氣餒，但靠著信念理想與團隊成員彼此的

打氣，仍堅持了特色課程的開發與教學，帶給學生不一樣的學習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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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夢校長的到任與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改革 

98 學年度，飛揚高中換了校長。夢校長一到任，首先面對卻是一疊疊教師們

相互訴訟的公文往返。從學校教師的敘述之中，發現飛揚高中內的組織文化氛圍

「詭異」，而這個問題點就在於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不良運作。 

在夢校長到任之前，飛揚高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課程發展。課程發展委員會

的開會除了既定應有的會議記錄之外，每次開會都是要錄影錄音，會議開始或結

束之前，參與教師還會主動要求要確認會議記錄的內容。會議時間四到六小時是

常態，但長時間的會議卻往往以無結論收場。開會次數的頻繁程度也讓負責會議

的處室單位，表示用餐經費已經超過預算，無法再支付。在一些老師的印象中，

每次開會總是一場各科教學資源與時數的爭奪戰，造成教師成員間的不信任，甚

至於學校行政與教學之間日積月累的問題，更讓教師與行政無法搭起「正常」的

溝通橋樑。 

為了解決飛揚高中長久下來的問題，夢校長決定以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穩定為

學校經營的當務之急。於是，夢校長利用第一次主持飛揚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的

機會，向全校成員說明自己對於飛揚高中課程發展的期待，並讓教師們了解學校

的未來發展所需。在約一個半月的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間隔期間，夢校長與各科教

師團隊開了大大小小共 20 多次的會議，也逐漸掌握了教師們的需求與期盼。因

此，在第二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夢校長彙整了各方需求並與學校未來發展

連結，達成行政與各科教學的共識，重新調整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運作與討論機制，

也逐漸消弭各科對於課程發展的異議與教師的擔憂。由於課程發展委員會問題的

解決，各科資源搶奪的紛紛擾擾逐漸減少，也打破了教師彼此互不信任的隔閡。 

 

參、 方案計畫的引入 

在穩固內部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機制之後，飛揚高中還需要面對許多學校內外

變革的挑戰。夢校長深信學校問題不是單靠行政或是教學一方就能解決，而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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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結行政與教學的力量才能促進學校發展。在左思右想之下，夢校長決定以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讓行政與教學可以共同合作，教師成員間可以彼此相互

支持，才能有足夠能量迎向挑戰。在發現學校已有類似社群的文化教師團隊之後，

夢校長對飛揚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更具信心，於是開始對可能參與的學科與

教師引介社群的概念與做法。也由於夢校長於他校的行政經驗，促使夢校長藉由

政策方案計畫之引入，鼓勵教師投入社群與學校變革行動。 

對於學校原有的文化團隊，夢校長將高中優質化計畫與該社群的夕陽社區保

存計畫相結合，提供該社群團隊能有充足的資源實現理想，並將文化社群所研發

的教材課程定位為校本課程，讓每位進入飛揚的學生都能對於飛揚的過去與土地

懷有感受。 

在第一年的學校經營，夢校長努力開啟飛揚的新能量。在發現飛揚高中的科

學教育有發展進步的潛力之後，興起設計科學課程的想法，但在會議上卻似乎無

法得到自然科老師的共鳴。雖表面上沒有得到正面回應，卻已激發某些心裡早有

相近理念老師（TF2 與 TM7）的興趣。 

某天，TF2 老師主動到校長室與夢校長討論科學課程的提議。這次的機會也

讓夢校長理解到該校過去的歷史情結。自然科曾與他科共同成立實驗班，希望能

夠栽培喜歡科學的孩子，但最後卻在以升學主義為重的學校經營模式下而無法真

正落實，也與他科不歡而散，使得他們對該提議帶有不信任感。但是在與夢校長

一次又一次的討論之下，TF2 生物老師與 TM7 物理老師發現校長與他們想要培

養學生科學素養的理念一致。因此，兩位老師願意支持校長的想法而草創科學家

先修班課程，招收對科學實作有興趣的學生。一學期課程結束後，學生的學習熱

情點燃兩位老師想持續下去的教學熱誠。另一方面，兩位老師所想搶救的生態池，

碰巧有經費挹注。於是，兩位老師興起藉由課程及專班（生態班）的方式，結合

生態池的永續保護，讓自然科學有興趣的孩子有一個真正揮灑的學習空間。但為

因應課程與教學的需求，並非僅能靠物理及生物兩科老師就能夠通力完成，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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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7 尋找理念相近的另兩位化學（TF6）及地科（TF7）共同組成第一屆生態社

群團隊。 

儘管有著熱情，但幾位老師在課程設計實施上卻遇到經費不足的困難。因此，

在校長鼓勵與建議之下，四位老師共通合作將生態班的課程撰寫為該校高中優質

化計畫 18 個子計畫之一，為生態班爭取到充足的經費，以提供生態池的維護、

專題研究設備的購買等課程的所需資源。 

對於文化社群與生態社群，夢校長引入高中優質化計畫作為補助或是進而促

發其能夠順利形成並運作的推力。另一方面，夢校長也以國科會高瞻計畫帶起該

校第一個學科社群，資訊社群的成立。TM4 資訊老師透過校長獲知高瞻計畫而

參與說明會之後，認為其相當適合給與資訊科一個新的發展契機，於是在與資訊

科其他兩位老師討論之後，主動投入高瞻計畫，形成一個資訊社群，共同開發資

訊科選修課程。 

 

肆、 教師「領先」動能與社群蓬勃發展 

在飛揚高中社群發展的歷程，夢校長先引入外部的政策方案與計畫，讓想嘗

試教學革新或實現教學理念的教師，能夠有充足經費，開發新課程內容與教學方

法。夢校長到任的前兩年，帶起了生態社群、資訊社群、與世界社群。雖然社群

數目為數不多，但相對於過去原本因為課程發展問題而有的不信任氛圍，在課程

發展委員會問題解決之後，反而因為這些計畫而開啟教師專業對話的可能。而且，

這些社群所發展的創新課程成為飛揚的校本特色課程，蔚為區域內許多學校想學

習的典範。 

現今，夢校長為飛揚高中任期的第五年。在過去的四年學校經營過程之中，

雖然以外部政策計畫的引入，帶起幾個成功的社群，但是夢校長認為教師內心的

革新種子的發芽才是關鍵，才能讓社群能夠在飛揚高中永續成長。因此，在會議

或任何有機會的場合之中，夢校長總是一而再地闡述飛揚高中未來可能要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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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挑戰以及其對於飛揚發展的關鍵影響，像是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方案、少

子化問題等，希望誘發更多飛揚教師對於學校發展的關切與革新需求的體認，也

讓教師心中那扇教育理念之門能夠再度打開，將受到習慣於安穩而沉睡已久的教

育種子再度發芽。 

除了夢校長的學校領導策略之外，原有參與社群的教師在自己美好的社群經

驗與教育理想之下，也希望能夠帶起同仁投入社群，共同專業成長活化教學，讓

學生能夠有效學習，像是國文社群及高一國文學習共同體的社群形成，就與原已

投入文化社群的 TM2 老師有所關聯。TM2 國文老師對於國文教學與專業學習成

長的熱情感染到國文科同仁，讓國文科許多老師形成兩三位成員的小社群，也促

成高一國文學習共同體社群的成立。 

在夢校長以外部計畫與內部啟發的帶領之下，101 學年度因應臺北市領先計

畫的變革，飛揚高中的教師們不僅和夢校長有參與的共識，許多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更是如同雨後春筍般不斷地冒出。校內原本沒有社群在運作的科目，有鑑於領

先計畫中探索式課程發展之需，也紛紛開始自主成立社群，共同研發該科的創新

課程。其中，在近日飛揚高中校內領先計畫的發表會上，有些社群雖然發展才為

期一年，但在資深老師帶領或有社群經驗的老師的推進下，其課程研發成果讓許

多老師蔚為讚賞。 

現今，飛揚高中學校約有二十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運作發展，有些教師

（TM1、TM2、TF2、TF4、TF5、TF1）更是投入二至三個社群，也產生資訊的

流通、學習的擴散、社群經驗的轉化等現象，促成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增生與發展，串起一個全校性的學習網絡。但由於研究者人力、該社群發展與此

研究的適合度與教師意願的限制，在接下來的研究之中，研究者選擇以該校的九

個社群（如表 4-1 所示）說明該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以

下表 4-1 與 4-2 為飛揚高中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表及受訪對象社群參與表以提

供讀者對於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有系統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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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表 

名稱 起始

年度 

主題 教師團隊 補助 

文化社群 98 學

年度 

以關心學校在地文化理

解與認同為主軸，培養學

生品格力與學習力。 

TF4、TM1、TM2、

TF2、TM5 等 5 位 

教育部高中

優質化計畫 

生態社群 99 學

年度 

以「從作中學」的專題研

究實作課程，培養學生科

學素養知能與對於環境

生態之了解。 

TF2、TM7、TF6、

TF7 等 12 位 

教育部高中

優質化計畫 

資訊社群 99 學

年度 

培養學生對於智慧與數

位科技之認識與了解。 

TM4 等 3 位 國科會高瞻

計畫 

世界社群 100

學年

度 

融合英美語文與藝術建

築之課程，從「設計思考」

探索城市之奧妙。 

TF3、TF1、TM2 

等 3 位 

教育局資訊

專案暨教育

部國際教育

計畫 

英文社群 101

學年

度 

培養學生英語能力素養

及學習興趣。 

TM3、TM6、TF1

等約 15 位 

教育部高中

優質化計畫 

人才社群 101

學年

度 

發展高中生探索卡工具

並培養問題解決與創意

實踐課程。 

TF5、TF1、P 等 10

位 

教育部未來

想像與創意

人才培育計

畫 

國文社群 101

學年

度 

破除傳統國文背誦式學

習，提高學生國文學習興

趣。 

 

 

 

國文社群:全科(27

位) 

國文學習共同體社

群:高一國文老師 

教育局領先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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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續）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表 

歷史社群 101

學年

度 

＜看電影學歷史＞以影

視史學的方式，讓學生從

電影探索歷史史實； 

＜歷史文化遊＞以文化

旅遊為概念，將文化與歷

史做結合，提起學生對歷

史的學習興趣 

TM1 等歷史全科老

師(共 10 位) 

教育局領先

計畫 

地理社群 101

學年

度 

＜地理小記者＞將地理

與新聞時事做結合的方

式，讓學生發現地理的生

活化與永續實踐之重要； 

＜尋寶地理＞以「玩家」

概念，帶起學生對地理環

境好奇，感受土地熱情與

溫度 

TF4 等地理全科老

師(共 8 位) 

教育局領先

計畫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小結： 

綜觀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最早以類社群運作模式的文化社群

教師打破教師之間的孤立藩籬，創立跨科合作的可能。夢校長到任與課程發展委

員會的改革，讓原本充滿不信任的組織文化氛圍有所改善，開啟了教師之間的合

作與變革行動。夢校長以政策方案與計畫的引入讓有理想之教師以社群模式群策

群力，共同實現心中的教育願景。在夢校長學校領導策略下、越來越多教師體認

到教育變革的挑戰，並願意投入社群和利用計畫經費挹注，研發新的課程與教學。

此外，已投入社群的教師，因認同校長的帶領，透過跨界合作，促成飛揚高中社

群的增生。 

飛揚高中在四年內逐漸由不信任的組織氛圍，轉為可以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學

習型學校，各個社群破除單打獨鬥的教師文化，形成一個不同飛揚以往的組織文

化。社群網絡關係的建立，使得成員彼此所擁有的教材資源與專業能力有所交流

與分享，促進社群達成共享的目標與行動，也提升教師自我成長。隨著社群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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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跨多個社群的教師（表 4-2），其學習能量不僅串連社群與社群之間的互動，

也促其他發社群的產生，形成一個更大的交流網絡。另一方面，政策方案與計畫

的引入與經費挹注，讓許多教師的教學理念能有實現之機會，促進該校社群的發

展，也豐富創新課程內容，使得飛揚高中有許多具體的特色產出。其中，夢校長

的學校領導更是飛揚高中社群發展從無到有的關鍵推力。 

在接下來的章節之中，研究者擬以社會資本的三大要素：關係、資源及行動，

深入具體描繪各型態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整理如下頁表 4-3）以及整體

學校革新的相關性。 

 

表 4-2 研究對象參與社群表 

 TM1 TM2 TM3 TM4 TM5 TM6 TM7 TF1 TF2 TF3 TF4 TF5 

文

化 
● ●   ● ●   ●  ●  

生

態 

      ●  ●    

資

訊 

   ●         

世

界 

 ●      ●  ●   

人

才 

       ●    ● 

英

文 

  ●     ●     

國

文 

 ●   ●        

歷

史 
●            

地

理 

          ●  

學

共 

          ●  

總

計 

2 3 1 1 2 1 1 3 2 1 3 1 

註：●意指參與該社群/黃色底意指該研究對象參與超過 1個的社群）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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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關係、資源及行動社會資本與各社群發展相關表 

 文化 生態 資訊 世界 人才 英文 國文 歷史 地理 

關係 

社會

資本 

共享

願景

與價

值觀 

★ ★  ★  ★ ★   

信任 ★ ★  ★  ★    

資源 

社會

資本 

人的 

資源 

★ ★ ★ ★ ★ ★ ★ ★ ★ 

物的 

資源 

★ ★ ★ ★ ★ ★ ★ ★ ★ 

行動 

社會

資本 

情感

認同

性 

★ 

✽ 

   ★     

工具

性 

    ★   ★ ★ 

註：★ 意指該社群明顯地有該型態社群社會資本的積累。 

✽ 意指該社群情感認同富有共享願景與信任之性質，非單純友誼情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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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關係」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為一種存在於關係之中的無形資本。關係促使行動者與另一個行動

者產生連結而形成網絡。綜合訪談資料探究並與文獻對話，研究者以「共享的價

值觀與願景」及「信任」說明與分析「關係」對於社群網絡關係的連結與凝聚之

形式與意義。關係資本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啟動與發展，可以說是重要的基

石。 

 

一、 共享的價值觀及願景 

「共享價值與願景」往往被界定為社群組成的重要特徵，意指成員對於社群

發展價值及目標任務的共識，此共同性與明確性不僅拉近彼此社群成員的關係，

也奠定社群的發展基礎，進而開啟社群的創始階段，最終更是引領教師「教」與

「學」的明燈（Huffman &Hipp, 2010；Mulford, 2008；Bolam et al., 2006；Hord & 

Sommers, 2008；DuFour et al., 2008）。在社會資本上，除了社群網絡的緊密度與

穩定性對於社會資本的發展有所影響之外，個人理念（ideology）對於社會資本

的產生與推展都有關係。理念與價值可以啟動行動者的內在動機，使其願意採取

行動，加入和他理念相近的團體之中，產生新的關係連結，提供行動者實踐想法

的機會與可能性（Haüberer, 2011）。 

綜觀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共享願景與價值使飛揚高中社群得

以起動，並改變教師單打獨鬥文化的關鍵。共享願景與理念除了促成個案高中第

一個教師關係網絡的形成，也影響其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以下依據各社

群願景的本質，區分為創新課程、活化教學與學生有效學習三大類，說明與分析

社會資本中「關係資本」的開展與形構。 

 

一、 課程創新－飛揚跨領域協作課程的首創 

文化社群為飛揚高中第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土地關懷」的初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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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五位來自不同科目的老師所組成。除了建立夕陽社區文物保存文化館為目標

之外，社區校本特色課程的開發也是該社群的發展任務。 

回憶當初組成夕陽社區「文化」保存團隊的想法，「文化」社群的發起者，

TF4 老師提及： 

 

我常常…做相關的地理的課程設計。….，通過主任…跟我們講動工以

後我們就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這樣好難過，…我問一下 TM1，

我們一起來好了，…，希望把這個地方的故事給保留出來，做一些文史

的影像的保存。（TF4-20131024） 

 

TF4 老師興起社區文化保存行動想法的原因來自於長期深耕於社區人文地

理教學而產生的不捨情感。但感受到一人力量的薄弱，TF4 老師便找上正在進行

校史研究的 TM1 老師共同合作。TF4 老師負責地理，TM1 老師負責歷史的部分，

一起進入即將拆遷的社區田野做訪談，記錄下整個社區的故事。 

因有與 TF4 和 TM1 老師同班授課關係的 TM2 國文老師，得知 TF4 與 TM1

老師正在進行的文化搶救行動，身為飛揚校友的 TM2 老師，不想讓自己過去高

中時代在學校與附近社區環境的點點滴滴，就這樣完全消失殆盡，於是也主動投

入團隊，一起為飛揚高中曾經擁有的文化寶藏作努力。 

 

…過去飛揚高中周邊二十幾年來都沒有這麼開發，就是所謂的鄉下，…

那突然之間因為…科學園區要發展，周邊的地貌和地形有些不同的變

化。…我自己是這個學校畢業生，我如果沒有辦法留下一些什麼很可惜

的。（TM2-20130927） 

 

除了 TM2 老師加入之外，之後也吸引了 TM5 國文老師，其因為常處理與此

相關的行政事務，而產生好奇及興趣而投入文化團隊。最慢加入的 TF2 生物老

師，當時在圖書館負責社區化工作，因 TF4 老師常至圖書館找尋及輸出資料而

有多次與之閒聊的機會，也知悉此文化保存行動，相當認同此團隊的土地及人的

關懷的理念。因此，在完成在職的研究所學業之後，也加入文化團隊。TF2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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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 

 

我覺得她做這件事很有意義，就是她在做學校周邊的土地關懷，人的關

懷這一塊。因為…我其實覺得人文跟自然的部分應該是有個結合，它其

實不是那麼明確被切割的，…但是我覺得因為加了自然科的因素進來，

所以其實讓整個夕陽的課程就會有點不一樣。（TF2-20130927） 

 

綜合上述幾位文化社群成員的表述文化社群在「保存社區文化資產」的理念

下，從最早 TF4 老師的個人想法，逐漸地從兩人小組慢慢凝聚成五人團隊，到

最後形成以「文化社群」為稱的跨科教師網絡。此時，文化社群已有許多具體的

文創產出，例如：社區文史專書、舞展、畫展等，但幾位成員商討之後認為這並

不足夠，決定進一步將社區人文融入教學當中，研發飛揚校本課程。TF4 老師提

及： 

 

但是我們的社群…，除了那個故事背後的建構…，其實主要重視的是

把那個東西跟教學活動結合。所以我們後來就發展出全校的校本課程。

我們那個時候討論說如果夕陽社區對飛揚高中來講是這麼重要的一個

地區，那我們應該讓我們的孩子知道…。（TF4-131024） 

 

TF4 老師的話語顯現文化社群的發展核心不僅是社區文物的保存，更希望能

夠將之與教學相融，使土地關懷的理念能夠有更大的影響。因此，在以夕陽社

區的人文地理環境為課程主體之下，各社群成員發揮自我學科專長，TM2 老師

就提及課程設計的發展歷程： 

 

因為環境要拆掉，所以大家就想說我們有沒有辦法上一點跟這個社區有

關的課程？所以大家就是想說社區裡面的一些地色地貌，或者人物或事

情有沒有什麼點可以介入進去？地理來講，就可以切的是這邊的地形環

境；歷史的部分就會貼近它的人物背景。可是對我們國文來講…是說，

我們怎麼樣帶領學生用文字把這個感情留下來。生物來講，因為它這邊

的地形是很特殊的，…，所以這邊水是酸性很高，也影響到它附近的動

植物的分佈…。（TM2-1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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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2 老師的敘述呈現文化社群是一個跨領域教學的嘗試。由於領域屬性及

知識專業不同，跨學科課程的成功總有其困難。但從社群成員的敘述之中，我們

發現每位老師除了因土地關懷的認同而加入，心中所存有的共同教育信念也使得

該社群達成外人看似不可能任務的原因之一，也串起原本看似毫無關聯的國文、

地理、歷史與生物等四個科目，開發出《郁永河夕陽奇遇記》、《天堂在身旁》、

《戀上桃花源》（均為匿名）等跨領域課程，實施於班級教學及週會上，讓每一

個飛揚的孩子都能夠深刻認識這片土地的滄海桑田。TM5 老師在訪談之中就提

到為何文化社群雖為跨科組合，但卻能夠產生源源不絕的社群動能原因。 

 

因為大家都想在教學活動裡面做一點事，那個時候就是覺得不會直接的

想要轉達書裡面的知識，…，對我們自己學科知識，轉化到學生身上的

時候，我們都不希望只是要他們去吞哪些知識，所以當今天有一個梗可

以串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很有趣。…有趣你就會想要試試看，

就是越玩就越多，越大這樣子，我覺得應該是這樣慢慢彙集的力量。

（TM5-131111） 

 

從 TM5 老師「有一個梗可以串一些東西…」的話語，可以發現「梗」的出

現促使成員們共同的教學信念的實現為該社群動能產生的關鍵。在 TM2 老師的

敘述，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梗」的重要性與文化社群成員們的共同教學理想。 

 

…學科本身它其實應該是共通性是要很強的，但不一定是所謂的知識領

域，知識領域是可以很專業的，可是你給孩子的很零碎，那他永遠學的

都是零碎的東西它串不起來。所以希望說能不能有些機會是可以串這麼

多科目進來？（TM2-130927） 

 

由 TM2 與 TM5 老師的話語之中，我們會發現每位文化社群的成員對於教學

都存有知識整合性、共通性與應用性的想法，認為學生在知識學習上不應被學科

界限所束縛，否則所學只是片段，無法轉化與應用至生活之中。「梗」使得各成

員的教育信念能夠有實踐的機會，也促使這些跨科教師組成團隊積極嘗試。在整

體訪談資料的探究之中，研究者發現 TM5 老師所提的「梗」意謂著夕陽社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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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環境的改變，讓文化社群得以誕生，是社群創新課程教學過程中的設計主軸，

社群討論產生困境時的明燈及動力來源。 

 

其實我們沒有很激烈的衝突過，都是大家提出想法，再回歸我們一開

始要做夕陽（匿名）的想法，也就是回到你的初衷，你就會想，我們

的方向應該放在哪裡。(TF2-130927）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會發現文化社群的共享價值觀與願景隱含「土地關懷」

與「跨領域學習」兩大理念。根據研究者分析，「土地關懷」為社群成員相知相

識的起點，促使其形成一個教師團隊，打破傳統科目藩籬相互合作。「跨領域學

習」則是五位老師共同的教學信念，讓成員主動自願地積極參與投入，也增加成

員的互動機會，逐漸拉緊教師關係。基於上述兩大共享理念，文化社群將之轉化

為該社群的發展願景－夕陽社區文史館及夕陽校本課程的設立與開發，引領社群

不斷地有許多創意發想，以多樣化策略，透過協同教學的合作力量，使之具體實

踐。 

 

二、 學生有效學習－ 生態社群與世界社群 

生態與世界社群為飛揚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中明顯以學生學習為發展主軸

的社群。生態社群為夢校長到任後所促成的第一個社群團隊，其以培養學生科學

素養為目標，由來自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科的老師所組成。世界社群則以培養

學生思考學習力為社群發展任務。研究者以下將針對學生有效學習與此兩社群發

展的相關做說明。 

 

（一） 「從做中學」的科學素養培養－生態社群 

生態社群於 99 學年度在老師的發動與夢校長的鼓勵下而形成。生態社群的

組合可以從 TF2 與 TM7 一段對話說起。 

 

…我們兩個最剛開始有個想法，他就往我這邊看，然後就問我說，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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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你有什麼樣的想法。我說其實池子有夠醜，一點生命的感覺都沒

有。…主任就跟說要有生命的就很難維護，所以我們第一是我們希望它

有生命，第二我們覺得維護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後來就跟

TM7 兩個開始討論，開始想…（TF2-130927） 

 

從「池子有夠醜，一點生命的感覺都沒有」的話語，可以發現生物與物理兩

位老師想要改造生態池的理想。在碰巧主任離開之時，生態池改造經費撥款下來，

原以為無法實現的想法似乎有了可能，兩人便想利用這個機會以維持生態池的永

續。但兩人之力太過薄弱，於是，在校長鼓勵之下，兩位老師商討決定再多尋求

另外兩個學科（化學與地球科學）老師合作，組成一個綜合自然領域四大學科的

生態社群，並成立生態班，以師生之力共同維護生態池，同時，這個班級也可以

實現科學探究的教育理想。 

 

TF2 老師回憶生態社群與生態班的成立想法提到： 

 

其實我們一開始只想說，因為以現在的課程，實驗跟一些廣度是比較被

忽略的，就變成說就好像把課本裡面的講完，就好像已經很不錯了…，

那我們會覺得很多孩子其實是很想動手做的，或者是他很多東西沒有參

與過的，或是像我們很多學生他對環境議題是有興趣，可是我們並沒有

一節課是在上這個東西，…，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是覺得應該要從這個

方向去著手。那當然是從我們的小生態開始做啦，…，所以一開始當然

focus 在這一塊，跟環境議題的探討。（TF2-120921） 

 

從 TF2 老師所提及的「我們會覺得很多孩子其實是很想動手做…」，呈現出

該社群的形成角度與教師在學生學習狀況上的省思相關，也點出自然教育原本

在飛揚高中並不是完全符合學生需求，尤其是對於自然領域相當有興趣的孩子。

藉由生態池的改造與維護的機會，使得幾位生態社群教師所想實踐的科學教育

願景，能夠藉由這個「活」的教學場域加以實現，給予學生真實地感受自然科

學真諦的學習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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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設計生態班專題課程的想法時，TF6 化學老師表示： 

 

我就從那幾個實驗當中，我覺得那個比較重要的，是不是他們應該培養的基

本操作能力，就挑這幾個來做，那當然有些內容是因為我們是生態班（匿

名），所以我特別挑幾個跟環境研究，例如說水質分析有關係的實驗，

挑出來給他們做。（TF6-120921） 

 

TM7 老師也提及他時常與社群老師所分享的教學想法： 

 

其實你不需要帶他們，有些東西你就讓他們去體驗，他們要什麼，就給

他們什麼，…，這些帶孩子的過程中你會發現到他們會一個一個去 try， 

try 到第三個，他會說老師你怎麼不早講呢！我說你這樣 try ，我看了

就很開心，會看到你們那犯錯的過程，其實是這樣一直向他們強調，不

要怕犯錯，最後發現他們真的都在嘗試錯誤，從錯誤中找到經驗。

（TM7-121005） 

 

幾位老師的表述之中，顯現出生態社群的理念蘊含「從做中學」的教育哲學。

TF6 透過環境相關化學實驗讓學生從實際地動手操作中發現生態的奧妙。TM7 老

師則是從「失敗為成功之母」的角度，讓學生體認到真正的學習是自己從嘗試之

中發現答案。由此之中，我們也會發現到幾位社群老師的教學方式與想法都潛藏

著共通性。 

 

如果要這樣講，…都是我刻意去抓進來的，是有這個刻意的動作，…有

一些理念的東西，那個理念是對學生的看法，…，想要給孩子的看法是

類似的」（TM7-121005）。 

 

由生態社群的重要組織者 TM7 老師的話語之中，可以發現雖然生態社群的

組成在成員的挑選上是有所刻意的，但是四位不同科目的老師心中都埋藏著「從

做中學」的科學教育種子，也因此在生態池維護的機緣牽引之下，四位老師能夠

成功的組成生態社群協同合作，落實教育理念於教學場域，並轉化為生態社群任

務目標持續地增添生態社群發展的動能，使得生態社群能夠創造目前令外界為之

讚揚的特色課程與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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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思考」學習力的培養－世界社群 

世界社群於 100 學年度透過夢校長的牽線由 TF3 美術老師與 TF1 英文老師

所組成。世界社群與其他社群較為不同之處除了跨科組合之外，其發展初期兩位

老師是身處兩地，一人在臺灣，一人在美國，以網路 Skype 的討論方式建構出該

社群的課程樣貌。 

 

回憶初期的討論狀況，TF3 老師表示： 

 

我那時候很記得就是剛開始我跟 TF1 老師，快要吵架吧！…其實我們兩

個會爭論我們你上的東西跟我上的東西，…，當然都很客氣，就覺得說

都可以，都很好。可是問題是，TF1 說…，就是其實任何一個東西英文

都會有，可是問題是我那時候的質疑點是，欸，…，那個東西是在教英

文，並不是在教那個東西，…，所以其實是差距的，那反過來講，她也

會覺得，比如說我今天講什麼的時候，她會覺得那很像美術。…從一開

始只有幾行字，然後開始會越講越多，…，到後來啪啦啪啦啪啦的！ 

（TF3-131021） 

 

由 TF3 老師的話語，顯現兩位社群老師因為專業歧異，兩人討論常常出現

僵持不下的局面，彼此認為對方只是想以自己的學科為該社群課程發展的主體。

Skype 的討論版面也從最初互不認識而只是簡單地聊了幾句，而到兩人積極地表

述自我意見，甚至 TF1 老師還提到常常需要到身旁的家人傳張紙條提醒兩人應

該先停止討論，冷靜思考過再擇日商談（TF-130927）。 

世界社群初期的討論充滿著衝突與爭辯，兩位老師也都曾覺得委屈或麻煩，

但後來卻創造外人蔚為稱讚的課程與班級（OW-131215）。談起這樣的成果，TF3

老師道出了原因： 

 

剛開始我跟 TF1 老師是有，快要吵架吧！…回來以後，我們幾乎沒有

吵過架，因為我們，…，很找得出來，我們對這個課很清楚一件事就是，

我們後來就在回想，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學校教書，那我們面對現在的學

生，都有一種很可惜的感覺，…，我們都覺得他們思考不夠深，或者是

說思考，學習動力不夠強，或者是說我們覺得他們可能學習態度…

（TF3-1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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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TF3 所述，顯示兩人對於學生學習的共同認知與期待是使得兩人放下專

業堅持並能夠合作發展的原因。除此之外，TF1 老師也提到雖然當初 Skype 討論

激烈，但似乎反而為之後的合作關係奠下了基礎。 

 

我覺得那個部分其實是很好的，因為我們不熟，反而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講清楚。之後再做的時候，比較不會有困難。然後很多東西溝通起來比

較順暢（TF1-130927）。 

 

由 TF1 與 TF3 老師的論述，可以發現兩位教師關係的磨合對於世界社群發

展有重要的影響。初期，兩人的素未謀面與專業堅持都讓該社群似乎無法經營下

去，但透過訪談資料的分析，研究者認為兩位教師內心學生學習圖像的共同性是

維繫著該社群關係的關鍵，且兩人的素未謀面也許在一開始是個阻礙，但卻讓彼

此沒有任何羈絆能夠開放性的討論，也為世界社群課程奠下基礎。藉由跨洋連線

的討論，TF1 與 TF3 決定以一種新的教學模式－設計思考，培養學生學習態度與

思考能力。談起課程設計的想法，TF3 老師表示： 

 

我們 design thinking 希望他們是要出去觀察，然後蒐集資料，然後找出

問題，然後找出解決的方法，然再去回饋，再去修整。…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通常都在觀察前他就預設問題。…他可能預設就是說，菜市場很髒

亂，…，所以他拍的都是這些東西…，就不客觀了。其實很可怕，就是

現在小孩子的反應，等於就是說，他把問題簡單了。（TF3-131021） 

 

上述的話語顯示「設計思考」課程起源自 TF1 與 TF3 對於學生學習狀況的

反思與共識。面對當今學生總是簡化問題的思考方式，兩位老師希望能夠透過設

計思考的方式改善學生的思考學習力，並以「城市」作為活用設計思考的課程主

軸，讓學生嘗試以設計思考的方式實地探索城市的多元性，了解「如何學習」以

及「何謂學習」。針對世界社群的運作重點，TF1 老師談到： 

 

…我覺得說剛開始我們其實抓了一個很重要的點。其實我們這個科真的

是為了學習，想說學習到底要學到什麼。所以我覺得我們每次稍微有點

偏的時候其實我們只要回來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的那個重心會回來。



 
 

80 
 

（TF1-130927） 

 

綜合世界社群的相關訪談資料分析，我們會發現有著歷程性的轉變，從一開

始互不相識到現今成為同舟共濟的好夥伴，這之中顯示出共享價值觀與願景與溝

通的重要性。「學生學習」的共同願景期望幫助該社群不但不因成員的激烈爭辯

而打破合作關係，反而促成成員持續不斷地努力溝通也了解對方，希望開發出真

正讓學生了解學習真諦的課程。該願景除了在成員關係上的維繫有重要的影響，

也轉化為該社群的發展方針，引領教師們修訂出最適合學生學習的世界城市課

程。 

 

三、 教學活化－ 英文與國文社群 

英文社群與國文社群為飛揚高中並不完全因計畫產生的學科社群。根據研究

訪談資料的整理分析，此兩個社群主要是教師們想要活化學科教學而組成，以下

將分述說明： 

 

（一） 英語教學的精進－英文社群 

談起英文社群的形成背景，發起者 TM3 老師說到： 

 

那時候其實對社群沒什麼概念，好像聽到某高中分享，我就覺得這不是

我們平常就做的，只是把它做組織化，有記錄下來去實踐，而不是只是

閒聊這樣而已，所以我回來之後馬上就有這樣想法，就決定要發起一個

英文科社群。我們就 email，…，大家聊一聊,以後要怎麼進行這個社群。

（TM3-131021） 

 

TM3 老師的敘述傳遞出飛揚高中的英文科平時就有討論氛圍，只是過去偏

向教師們對於課堂或學生學習狀況的閒談分享，並沒有特地做紀錄或資料留存。

由於外界的研習啟發，當時身兼科主席的 TM3 老師決心嘗試組織社群將科內原

本就有的討論傳統提升至系統性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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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社群在 TM3 老師的一封 EMAIL 的號召之下，第一次的聚會就集結了英

文科內約半數的老師共襄盛舉，而同仁的踴躍參與也促成了英文社群順利的形

成。探尋可能的發展原因，兩位身兼主要的發起者與主持者的 TM3 與 TM6 老

師表示 

 

我覺得是因為學生，我們碰到各個的英語教學，學生人際關係的處理

問題，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最大問題，而有這個 PLC 成立。（TM6-131111） 

 

自己能力提升一定有。對阿！其實主要還是希望大家在教學路上不要

孤軍奮戰，因為有時候在教學或準備學習單，都是自己一個人是很累

的，可是當你有這樣的社群，共同備課，很多講義補充資料是大家共

享，一起製作的，常常有機會看到別人怎麼教。（TM3-131021） 

 

由老師們敘述之中，我們會發現到英文社群是由教師自願參與所組成。教師

們老師主動投入起因於對自我教學專業成長的期望，並非因為科主席或行政的

原因壓力而被迫加入。從這之中，顯現英文社群的組成起自於教師們對自我教

學增能的期許，也因為這個共同理念讓教師主動的分享資源，也才有更深入教

學討論。談起科內因社群所產生的改變，TM6 老師根據他的觀察感受提到： 

 

我覺得是因為大家都願意幫忙，因為早期沒有這個社群的話，就是我

問對面左右而已，很少會有大型討論。現在關係就越變越好，因為講

義可以分享，碰到什麼問題有可以討論，小辦公室老師也會跑過來問，

就比較少有隔閡感覺，就這樣慢慢改變改變，因為有這個關係，就讓

老師願意分享個人的想法。（TM6-131111）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發現到英文社群的形成可以算是相當的順利，一封 email

就集合了半數英文科老師的力量。從相關訪談資料顯現，科內氛圍與英語教學增

能為兩大助益之因。過去，英文科老師的互動原本就存在些微的專業討論，因此

社群的出現只是讓教師專業討論更為深化，讓「分享」能夠對教師教學有最大的

助益。 

除此之外，訪談資料也傳遞出社群的形成其實也是因應教師教學的需要。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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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教育快速變革的趨勢，教師在教育現場碰到越來越多並非是原本教學專業就能

夠解決的棘手挑戰，因此以英語教學專業為發展主軸的英文社群成為一個協助教

師的平台。良好的科內氛圍幫助教師願意將自我教學困境說出口，並從社群討論

之中發現解決問題的曙光。社群討論與資源交流使教師間有更頻繁的互動，也拉

近關係。 

茲此，我們會發現到英文科教師在教學增能上的共同需求與願景成為該社群

形塑與發展的主要原因，其目的如同 TM3 老師所提及的「解決學生問題」。社群

成員把社群所得到的教學專業成長，回饋至教學之中，帶給學生更多元及有效的

英語學習。目前，英文社群的發展任務更是綜合教學與學習兩領域，希望培養飛

揚高中孩子英語學習素養。 

 

（二） 破除背誦式國文學習－國文社群 

國文社群發展組成背景和英語社群的狀況有所類似，也是基於科內的良好合

作關係的傳統而促成，但卻有著歷程性的變化。 

提及國文社群的誕生，TM2 老師表示與科內的合作氛圍及有一次的戲劇合

作表演相關。 

 

有一個年齡段的老師他們會習慣是會集合起來做講義，做活動，…不一

定是共同的時間，…有可能利用週末，…剛好我進來的時候高一就配在

這個團隊裡面，就跟著這些老師去做。…。慢慢其實這樣做只要有幾個

老師願意當領頭的，然後把整個年級的老師集結起來，…分著做事就變

得很方便，所以慢慢就習慣…（TM2-130927）。 

 

TM2 老師的話語之中探析，可以發現其中顯現出國文科老師本來就存有合

作的傳統。有幾位老師會帶領著其他剛好也任教同年級的老師共同備課，讓學科

教學不再只是單打獨鬥的狀況，但此種團隊模式仔細去深究卻會發現是僅於某一

個年級段的老師才會共同合作。然而，此種年級關係的裂縫在科內共同一次的戲

劇表演籌畫及演出上慢慢地彌合。TM2 老師就談起在該次戲劇合作後教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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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改變情形。 

 

會變得比較好，然後比如說因為我們有排練，所以你在討論的過程中，

你有時候會是同一個年段討論的，或者你會問一些當初的演員夥伴，

就會慢慢把那個聯繫又跨出來，年段跟年段之間是有壁壘分明的情形，

慢慢也化解了年段之間的隔閡（TM2-130927）。 

 

由上述話語，我們會發現戲劇表演為改善國文科整個科內互動的關鍵因素，

雖然國文科原本就有類社群的小團隊在協作備課，但並不普遍。然而，因為該

場戲劇籌畫的前置與現場作業，打破年級的隔閡，增加科內任教於不同年段老

師的互動，也使得「協作」成為國文科的常態。許多老師已經習慣於找幾位同

仁一起合作。 

目前，因應開發領先計畫課程的需求，國文科內共有七個小組團隊，開發

多元的國文創新學習課程，而教學資源也是相互交流。而且，七個小組也結合

成一個國文學科社群，如同 TM2 老師所述「我們有很小很小的團也可以變成很

大很的團」（TM2-130927），國文社群的型態是充滿著變化性，隨時可因學科任

務需要做轉變。 

 

談起國文社群網絡關係的型態，TF2 老師以「彈性又緊密」做描述： 

 

彈性部分是我們知道每個人的性子在哪裡。…，這個我覺得是彈性的

部分。或者是針對課程的內容我們會有些彈性，再談的時候大家可以

有很多很多種想法，可是最後集結的時候就會很清楚的去講往這個方

向走。那緊密的部分是大家很清楚我們的共同目標和方向，就是希望

學生不要是死記。這個東西我們又到學生身上，我們不是為什麼自己，

而是希望孩子他能夠真的帶得走這個能力，未來他能夠受用，…我覺

得這是我們這個團隊非常特別的東西（TM2-130927）。 

 

 

綜合以上對國文社群發展的探究之中，我們會發現到國文社群的形成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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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氛圍及國文教師對於學生學習的共同期許相關。首先，原本的國文科雖有合

作傳統卻出現年級上的斷層，透過一場歡送退休老師的戲劇表演，打破原本年

級的壁壘隔閡，使得國文老師的合作同仁不再有任教年級的侷限，更使得團隊

合作成為國文科的常態，科內互動變得更為頻繁，也增進教師關係與熟識度。

除了社群討論及意見表達是充滿著「彈性」，TM2 老師所述的「彈性」也意指因

為科內良好的互動與合作氛圍，讓大家都能夠圓融包容同仁的個性。 

另一方面，「緊密」的部分，從相關敘述則顯現與國文教師對於學生學習的

期望有關聯性。不論是那個課程小組的成員，心中都希望所開發的課程可以扭

轉學生對於國文學習總是在背誦解釋詩詞的認知，探索國文學習的真諦。目前

的國文社群除了以七小組並行的方式努力地研發課程，也成立高一國文學習共

同體社群，希望活化國文教學，讓學生的國文學習不再只是枯燥乏味的背誦記

憶詩詞，而是豐富它未來人文素養的重要關鍵。 

 

貳、信任 

Fairholm（1994）曾提及：「在組織文化之中，信任為所有工作關係建立的

基礎。」（p.101）。根據社會資本相關文獻，也顯示信任與社會關係的相關。

社會資本的形成來自於一個信任的環境氛圍，一個越有高度信任感存在的社群團

體，其合作關係與團隊承諾感越高，也促進成果的效果與效能（Coleman, 1988；

Putnam, 199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所形成的協作性學習網絡，希望透

過彼此的協作分享，促進教學革新與增能，以回饋至學生學習的有效改善。但研

究顯示成員關係影響著社群學習及知識創造的動能，信任則為動能產生的潛在推

力，若無信任關係的互動是難已有具體的革新成效（Hagreaves, 2003b；Bryk＆

Schneider, 2002）。從飛揚高中社群老師的訪談之中，也可以發現「信任」對於

教師關係實質的凝聚及互動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共享價值觀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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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提之下，「信任」為加深社群成員關係及互動的重要元素，以下以較有信任

關係存在的社群，文化社群、生態社群、世界社群、英文社群，闡釋信任與社群

關係社群資本之相關性。 

 

一、社群的信任之輪 

（一）隨 call 隨到－文化社群 

文化社群是飛揚高中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最久的社群，雖然目前因為成

員幾乎都有行政與教學事務而暫時停擺，但卻有著「隨 call 隨到」的緊密關係。

TM1 老師就以有一次 TF4 老師找他一同去國小推廣夕陽文化保存的課程為例說

道： 

 

TF4 就問我說，你校務會議那一天你可不可以跟她一起去○○國小，幫他

們做一次全校性的夕陽課程，我就跟他說 OK。…現在可能個別約，…，

雖然沒有辦法全員到齊，但只要允許我們都會去協助（TM1-130927）。 

 

TM1 老師所提的例子顯現出文化社群的好感情。縱使現在文化社群教師在

社群事務上無法投入像以前的大量心力，但是每位成員只要在能力許可範圍之內

就會提供給成員最大的協助。除此之外，研究者也發現到文化社群的互助不只在

社群事務，也包含著個人情緒壓力的抒發與問題的解決。TM5 就提到有次面臨

問題急需找人諮詢時，一通電話給 TF2 與 TF4，馬上就約好了見面之處，商討解

決辦法。 

 

我就急急忙忙就打電話給TF4跟TF2，…，我們就約在○○碰面，那時候還

下大雨，聊了大概一個半小時。所以沒有社群這個，沒有那麼熟怎麼可

能找他們來？也是一門關係了。（TM5-131111） 

 

綜合上述兩位老師的話語，顯現文化社群的相處絲毫不受社群停擺的影響，

仍舊存在著緊密的情誼，如同 TM1 老師所述的「隨 call 隨到」。社群夥伴間隨時

都能夠相互幫助的關係形成與文化社群的共同願景及跨科組合有所相關，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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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夥伴關係的互動奠下基礎。 

 

…大家都還蠻有話講，…，因為你就是想要做這些事情，所以你才可

能來。…，而且我們就是有點像互補，就是誰忙不過來的時候，就是

這個事情拿來給我做這樣子，就是稍微這樣子的，就是有什麼點子，

就是大家一起做。（TM5-131111） 

 

所以只要當下決定就開始做…，不需要再劃分你可以做這個嗎？你不

可以做那個嗎？…，哪些東西可以做出來，就立刻做決定，而且是做

自己可能先擅長先做的，那不擅長的我們諸位再停下可以，再想一想

是不是還有一些可能解決的方案…（TM2-130927） 

 

TM5「因為你就是想要做這些事情，所以你才可能來。」的話語顯現出文

化社群的互動立基於成員們共享的教育願景。成員內在共享價值觀與理念是原

本互不熟識的教師認識夥伴的起始點，並進而產生合作關係形成網絡，也激發

個人把來自不同科目的專業與個人特質轉化成互補性的社群助益之力。每一位

夥伴主動自願地攬下事務，相互幫忙分擔同伴的辛苦。提及發展過程的酸甜苦

辣，TF4 老師表示： 

 

…那慢慢在討論過程裡面，其實有培養出一些默契，默契跟信賴，那

那個默契跟信賴其實是在常常聊天，常常討論，在那個了解過程培養

出來的，因為了解…（TF4- 131024） 

 

根據 TF4 老師的描述，顯示了社群討論為社群成員相互了解的平台，也促成

團隊運作順暢為最重要的條件－默契與信賴。這兩個條件讓「隨 call 隨到」成為

該社群的關係特徵，但深入探討默契與信賴感形成的因素，研究者發現不只來自

公事類型社群事務，有時候個人私事的情緒抒發或是非公事的活動，對於開放與

信任關係的建立，反而更為關鍵。TM1 老師表示： 

 

我自己回想起來，應該是好幾次很密集聚會之後就會很深入的瞭解一個

人，…在學校裡因為它是職場，它畢竟會有一些武裝。可是在私底下的

場合比如說我們在外面去吃飯，我們利用假日的時候一起去活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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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到台東去，…，你就更深入的瞭解一個人，你就完全知道他的狀況，

那信任感會加倍的。（TM1-130927） 

 

從 TM1 老師的話語之中，我們會發現到文化社群緊密的團隊情誼與信任感來

自於許多非公事上的相處而有對成員的深入了解。TM5 老師也提到社群的討論模

式無形中也拉進成員間的關係。 

 

可是如果是我們五個的話，就是我們會吃吃喝喝聊完以後再討論，…，

多少會吐點苦水啊!就是我們會聊一下我們的私生活的事情，小孩怎樣，

我們怎樣，…，…慢慢會討論到主題，然後就開始想，…，我覺得也因

為這樣，那個關係會緊密一點，彼此的瞭解會更深厚。（TM5-131111） 

 

綜合以上文化社群教師互動的描述，顯現教師關係的緊密性源於社群發展過

程之中所累積的信任感。TM1 老師於訪談中回想為何文化社群可以有著這種緊

密的情感，也回答到：「沒有了。真的好像除了信任之外沒有其他的了。」

（TM1-130927）在文化社群中，此種信任關係隱含著成員對於彼此的了解包容

體諒、對於工作分配的不計較與自動自主的相互分擔幫忙等，而這些都是從社群

平時日常的討論與相處，一點一滴而成。除了公事上的相處，私下活動出遊，少

了教學及學校事務的壓力羈絆，反而讓文化社群的成員對於夥伴的認識更為深入。

因此，除了志同道合的理念之外，文化社群教師透過各種公領域事務的討論交流，

及個人生活的紓壓，有更多對成員深入了解的機會，也才培養隨 call 隨到的信任

之感，穩固文化社群的發展基礎。 

 

二、「直來直往」－生態社群 

生態社群因應班級教學的需要，每一年都會有新進教師協助，目前為止，共

有十二位成員。根據訪談資料的分析，研究者認為「直來直往」是生態社群夥伴

關係的特徵，構築出信任感的重要因素，打破學科專業與新舊成員的隔閡問題，

促使生態社群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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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社群在表面上雖然是同性質的自然學科社群，但實質上卻也是充滿著四

個不同科目思維的合作團隊。因此，在一開始，雖然有著對科學教育的熱誠，串

起成員的關係，但各自專業培養出的不同邏輯思考模式卻似乎形成一種合作相處

的阻礙。TF4 老師就提到一段她與 TM7 老師爭執插曲。 

 

在生態一開始就是我跟 TM7 老師，…但我跟他衝突可多的。…因為

他物理老師，其實想法很奇特，我有次跟他吵到都不想跟他講話。…，

當時我們在設計這個池子的時候，他想把這個池子當成一個…實驗的

場地，…。他就突然會有一天把水關掉，突然有一天水開的很大。我

就好生氣，我是你在搞什麼，然後他就說，這有什麼嗎？我不是在做

實驗嗎？…我說那這樣子你會害死那個生命，他說可是沒有實驗怎麼

知道？他們物理實驗都可以復原，但生物死了你怎麼讓它活，…然後

我就生氣不跟他講話，然後他一直在解釋，他想要說服我，我就沒有

辦法，我覺得生命的尊重一定要有（TF2-130927）。 

 

從 TF2 老師所述的這段小故事，顯現雖然 TF2 與 TM7 對於同一件事情因為

專業養成的不同而出現觀點上的歧異。TF2 生物老師認為生命誠可貴，但 TM7

物理老師卻覺得實驗更為重，不同專業的出發角度使得這兩位原本應該是親密的

合作關係產生冷戰。然而，協助破除僵局卻是簡單直白的溝通模式。TF2 老師表

示： 

 

我覺得自然科的老師就這樣，我們可以很大聲的吵，甚至我就拍桌子，

然後就很生氣吼他，他也會在這邊大小聲的講。可是我們各自回家…，

冷靜之後想一想，隔來他就跑來跟我說，我昨天想了很久，覺得你講

的有點道理。…攤開來談，也許我直接戳到你，你受傷了，但隔天來

我們都還是可以針對這些，很理性在討論，其實這樣…，慢慢磨，磨

到現在。（TF2-130927） 

 

由 TF2 老師的話語，我們會發現生態社群的溝通模式就是「攤開來談」，不

論是任何事情，成員習慣直接地表述自己的感受與想法，也許當下並無法同意對

方的觀點，但冷靜過後，卻能共同尋找出最適宜的解決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在過

程之中，成員不僅了解彼此，也對各學科知識有更深的認識。許多老師在訪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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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提到在社群發展過程之中，學習到許多它科的專業知識。TM7 就提到「學

科性的生活知識」也常是開啟社群討論的破冰方式。 

 

這討論的方式一定是很生活很自然，…，而不是說為了討論而討論，

像是看到這個咖啡的奶球倒下去，為什麼會這樣子擴散，一群人就在

那裡開始討論，有人用物理，有人用化學，…這個就會引起話題大家

就開始溝通了，其實我們生態團隊有的時候湊在一起講話時，都有一

點激盪的意味，…大家很習慣拿專業來開玩笑這樣子，我開玩笑你的

專業，你嘲諷一下我的專業，這樣子彼此就有溝通，所以不同科目間

的溝通，我覺盡量不要用很嚴肅的方法去溝通，就是很生活化，大家

也會很自然的就融在一起，也不會排斥彼此… （TM7-121005）。 

 

從 TM7 老師對於生態社群相處狀況的描述，我們會發現到生態社群的成員

不只透過直來直往的溝通方式磨合夥伴關係，並以生活化的知識交流帶起彼此

的對話，消除學科隔閡，讓生態社群「自然的就融在一起」。但除了學科思維的

差異之外，生態社群也存在新舊成員隔閡的問題。 

生態社群的發展初期僅有四位社群成員，由於人數較少，因此時常很容易

就有許多關於生態班教學規劃的討論，加上共同面對草創時期的風風雨雨，讓

第一屆社群成員有著緊密的關係。然而接下來，由於人數的擴張及兩位核心成

員轉投行政之職的原因，使得社群相處的頻繁度不如以往，全員到齊的討論機

會少之又少，讓整體生態社群出現的主動性不高的問題。但透過召集人 TF2 老

師帶入自身在文化社群開會模式，卻帶起生態社群成員關係的新發展。相對於

之前就算了發了正式通知，可能也很難齊聚各成員的狀況。如今，許多成員時

常主動要求召集人開會，希望透過會議有讓成員有交流的機會。提及社群討論

的狀況，TF2 談起她覺得可能的原因： 

 

其實大家都想多一點時間開會，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大家會希望  

了解彼此在做什麼…，因為我們在文化的那種模式還是蠻好的，就是

你從情感培養開始，所以我就會大家來聊聊天，反正主任邀請喝飲料

這樣子。然後大家就來，也是有一些議題討論，一邊在討論的時候，

他們就會一邊分享，例如說那個組怎麼樣，然後那個學生，我覺得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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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那個情感建立起來，其實大家會喜歡來開會，因為有交流

（TF2-130927）。 

 

由上述 TF2 老師的話語，顯現了透過社群討論平台所能夠有的情感交流機

會是整個生態社群關係發展更為緊密的重要推力。每位社群成員都是希望能夠

藉由社群討論與交流，改善自己的課程，讓學生能真正體認到科學教育的真諦。

從相關的訪談資料分析之中，我們也會發現每位生態社群老師的特質其實都很

相近，願意學、了解、和聆聽，更重要的是成員有「心」相互協助和不計較，

支持著生態社群有著源源不絕的發展能量。談起生態社群持續發展的關鍵，身

為召集人的 TF2 老師表示： 

 

…就是我們生態團隊這麼多人，不會有為什麼每次都是 TF2 你，就是

你職位擺在前面或怎麼樣，就是大家不會這樣想，就是因為我信任

你，…，所以我們都會覺得這個部分就是你來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彼

此信任那一塊還蠻重要的，然後我們也不會計較（TF2-130927）。 

 

綜合上述相關訪談資料，顯現信任為生態社群發展的重要元素，但生態夥

伴間信任關係的建立並非是一蹴可幾，而是透過社群成員直來直往的溝通及兼

具情感與專業交流的社群會議過程，慢慢地構築而成並轉化為夥伴之間的互信

互賴的力量，形成生態社群緊密的支持性結構，讓生態社群能夠持續地朝著科

學素養培育的道路上邁進。 

 

三、體貼包容－世界社群 

世界社群是目前飛揚高中人數最少的社群。在初期課程地圖規劃之時，僅有

TF3 美術老師與 TF1 英文老師，直至共同開班協同教學的時候，TM2 國文老師

才算是真正加入。根據研究資料，研究者發現「體貼包容」是該社群的關係特徵，

以下將深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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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社群運作的情況，TF3 老師表示： 

 

…執行當然就是我都會去，可是我很忙，所以 TF1 老師也會扮演，就

是她會提醒，她也會幫我先跑。所以其實我跟 TF1 老師，基本上，我

覺得是平行單位，只是說因為我要負責另外一塊叫行政跟錢的事情，

所以我也許會看起來好像比他掌控更多，可是其實也不叫掌控

（TF3-131021）。 

 

從 TF3 老師對於社群行政事務的運作狀況的敘述，顯現兩位成員於社群發

展過程之中處於平等地位。TF3 老師為世界課程最早的發想者，也是計畫的主

要撰寫者，因此在社群運作過程中，可以算是該社群的領頭羊。但是，TF3 老

師的話語呈現教師不居功的謙虛以及相互扶持的夥伴互動。對於社群平日的關

係相處，另一位成員 TF1 談到： 

 

人家會跟我說，你可是唯一不會被 TF3 在外面念的人。我在想為什

麼？…我覺得在不同的人溝通的時候，其實我會去體會他。…每個科

的訓練不一樣，所以在想法和做法上其實不一樣，但是有他的優點。…

很多人受不了 TF3 完美的部分。…她有時候很沮喪，別人為什麼不能

理解她，…。我覺得要站在一個你要去理解對方的心情上，知道她為

什麼會這樣子，…。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在社群，很重要的是你要把

掌聲給人家。我覺得這件事也很重要（TF1-130927）。 

 

溝通是人與人之信息與情感傳遞的過程，而「理解」或「能同理」的溝通

是關係連結的開端，也是社會資本形塑的推進之力（Hunt, 2008）。由 TF1 老師

的敘述，會發現到世界社群良好的合作關係出於許多同仁的意料之外。從相關

訪談及研究資料，TF3 老師對於事務完美的追求有著自我堅持，有時候也會使

其他老師在合作上備感壓力，甚至招致異議（TF1-130927；TF3-131021；R 

-140106）。但是從兩位老師對平日互動的敘述，我們卻發現到 TF1 與 TF3 的合

作關係存在體貼包容的互動之情而非壓迫緊張的壓力關係。合作關係的起點來

自於夥伴的互信溝通，Intel 創辦人 Grove 曾提到：「我們溝通有多好，不是決

定於我們說的多好，而是別人理解多少。」TF1 老師「我覺得要站在一個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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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對方的心情上，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子」的話語，讓研究者發現兩人相

處除了建基於學生學習的願景，相互理解更是建立連帶關係的關鍵。理解賦予

世界社群發展能量，扭轉外人不看好的眼光，也展現世界社群的體貼與包容關

係的一面。 

除了行政事務的互助，TF3 老師也提到成員為教學盡心付出的狀況，「我們

也常常掏腰包幹嘛幹嘛。…，就因為你很想上那個課，其實就還好」（TF3-131021）。

在世界社群發展的過程，除了 TF1 與 TF3 兩位成員，TM2 老師於 100 學年度下

學期末時，也加入世界社群共同為世界班開課做籌劃。提起較晚投入的 TM2，

TF3 與 TF1 表示： 

 

TM2 老師，我覺得因為他就是半途加入，所以他還在習慣，那我們也會

慢慢跟他講，可是 TM2 也有他的優點，就是他跟我們有差異化，….就

是他上課的模式，他思考的方式，其實那個東西你應該要把它保留下來，

不應該把他消滅。（TF3-131021） 

 

…在討論的時候，TF3 事後就跟我說，TM2 一直點頭，恩恩恩…。我就

說，因為他還不習慣，他還不知道我們是要說出來的，像是『我覺得這

個不好』，『我覺得這個不要』…。雖然我們（TF1&TF3）彼此理解，但

很多事情我們都認為還是需要口頭上的再強調，繼續爭論一些東西。可

是，我們還沒有把這個部分傳達給 TM2。…然後他可能很怕我們，一個

資深，而且兩個都是女士。（TF1-130927） 

 

社群成員的協作與分享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當重要的特徵，不只打破教師

單打獨鬥之文化，也拉近成員關係。雖然在社群討論之中，爭議之音難免出現，

但這些聲音卻可能是社群進步的重要推力，也只有當成員視自我為社群之一份子，

自在的分享與討論時，其對自我及整體社群的專業學習發展之效益才能顯現

（Koper, 2009）。TF3 與 TF1 的敘述顯現中途加入的 TM2 老師還處於磨合期的狀

態。由於性別、年資及對社群規劃的熟悉度等原因，兩位老師都認為 TM2 老師

在討論上似乎都有一層保留，但只要讓 TM2 了解世界社群在討論上的開放性，

讓 TM2 老師發揮他的專才，對於社群課程的規劃是有所助益。另一方面，從 T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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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語，我們進一步的感受到世界社群的包容不只在於對人際之間的關係相

處，也包含個人專長的展現。世界社群就是一個能夠讓每位成員自由展現想法的

新天地，如同 TF1 老師所述：「我覺得…健康的社群就是…，你願意把你想要講

的東西講出來，這個很重要。」（TF-130927） 

綜合世界社群的研究資料，世界社群的穩定發展與該社群成員所顯現的關

係特徵「體貼包容」有所相關。社群成員的相互理解形塑出此種關係。由於理

解，讓初期兩位老師能夠成功建立出乎同仁意料之外的合作情感，也呈現體貼

包容的關係。由於體貼，TF1 與 TF3 對於社群的貢獻永遠歸屬於對方，也時時

刻刻為社群及成員著想。由於包容，世界社群雖然有時候會有爭執之聲，但每

位成員都是願意放下己見，尊重接納他人之聲，以學生學習的最大效益為發展

導向。 

四. 信任生信心－英文社群 

英文社群於 100學年度下學期由TM3老師發起創立。透過研究資料的探究，

英文社群的發展和英文科原本就存有的討論氛圍相關。社群讓討論風氣更為盛行，

且教材資源有系統性的組織化。教師信任關係深化，提高討論開放程度。更多教

師敢於尋求協助及表達自我見解，讓教師專業發展達至最佳效益。 

信任對於英文社群的運作扮演重要的推進之功能。訪談資料顯示，英文科社

群從第一年開始的運作就以信任關係的建立為主。社群的發起者之一，TM3 老

師就提到：「運作的方式就是先分享、先聊天，先建立彼此一種信賴關係。」

（TM3-131021），希望從輕鬆愉快的討論氣氛，搭起成員間的合作橋樑，推動整

個社群的發展。除此之外，整個科內的關係似乎也因為社群的發展變得更緊密，

彼此都主動願意把自己的教案拿出來討論，給大家私用，甚至有老師自願負責

Dropbox 的教材資源之分類整理與儲存（TM6-131111）。 

英文科社群的組成雖由中生代老師發起，但是整個社群包含著老中青三代的

老師。根據TM3與TM6老師的訪談資料中，可發現在整個社群討論分享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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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中常被詬病的輩分的問題，卻是不存在於英文社群之中。所有老師都是願

意敞開心胸將自己的教學困境及教學創新想法提出來，並不會擔心有任何的批評，

只相信可以從中學習，獲得更多經驗。提及英文科同仁願意將困難說出口的原因，

TM3 老師表示： 

 

促成這個老師願意講，就是信任彼此，我們會相信說我們拋去這個問

題，同事會幫我解決，我想那是一種信賴感，如果我今天跟你講了，

你會嘲笑我，那我幹嘛跟你說呢！對不對，所以我講出來，就是覺得

說我會獲得幫助。（TM3-131021） 

 

此種信賴關係使整個英文科內的隔閡變得更小，原本辦公室因科別較大還畫

分成大辦公室與小辦公室，中間一道牆的區隔如同科內互動的屏障。但是在有了

社群之後，兩個辦公室的老師有更頻繁的教學討論與互動，而不再像過去只有團

購需求才有機會講上話。除了關係的信賴，英文科社群可以持續的關鍵就在於老

師們的「願意」，彼此願意傾聽、分享、嘗試、和願意來參與，這些老師的主動

性，使社群能夠延續，拉緊整個科內互動氛圍( TM6-131111）。 

Hoy 與 Tschannen-Moran （1999）定義信任為「由於對於另一方的信心，

認為是善意的、可靠的、有能力的、誠實的、包容的、無私的等，因而產生對於

另一方的主動自願的態度與行為」（p.194）。 

綜合以上，研究者發現 Hoy 與 Tschannen-Moran 所提及的信任屬性存在於飛

揚高中信任關係明顯的社群之中。「共享的願景與價值」為社群網絡搭起關係的

起點，而「信任」則是維繫並深化社群成員關係的黏著劑。在各社群「信任」氛

圍探討之中，文化社群彼此的信任感促成「隨 call 隨到」的緊密關係，縱使社群

運作暫時停擺，卻可以隨時再啟動。其他三個信任關係較為明顯的社群之中，信

任使其成員互動更為頻繁，更願意無私分享和開放心胸討論，成員關係連結因而

更為緊密，社群的行動產出也因此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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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飛揚高中教師關係網絡發展的探討，可發現「關係」社會資本對於社群網

絡關係的連結與凝聚，甚至於日後整體社群的發展推動，為相當重要之基礎。從

訪談資料顯示，「共享願景與價值觀」為社群網絡形塑的第一道連結線。其中，

課程創新、學生學習及教學活化為凝聚該校教師組成社群網絡的三大主要因素。

探討各社群關係網絡的形成脈絡，研究者發現課程創新與學生學習為引起跨學科

社群的主要原因，而學科社群則是以教師教學增能與活化為凝聚教師形成社群的

重要驅動力。但若在各社群對願景或社群發展的相關敘述做進一步探析，學生學

習改善及態度培養其實為促成飛揚高中越來越多教師投入社群網絡的主要原因，

也呼應飛揚高中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校發展願景。 

「信任」為社群發展的促進因素。在探討之中，我們會發現「信任」讓社群

協作關係更能開展，使成員相互分享、傾聽、交流，不計較功勞與辛勞，齊心只

為達成社群願景。從整體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而論，雖然一開始關

係網絡的形成來自於共同的願景與價值觀的共享，但須信任才能使關係持續深化，

使社群內有緊密的連結，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永續發展成為可能。下一章節之

中，研究者將分析飛揚高中社群關係網絡所擁有及交流的資源能量，以了解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資源」社會資本的具體內涵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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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資源」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為人際關係中的社會資源，也是人們所進行的關係投資。其潛藏著

「與你懂什麼無關，而與你認識的人有關」社會現象的力量（林南，2007：67）。

在此章節中，根據訪談資料與研究文獻的交互探究，研究者將從「資源」社會資

本角度切入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過程，探究其所顯現的資源能量，並

區分成人的資源（human resources）及物的資源（material resources），以對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資源」社會資本有更全面的了解 

 

壹、人的資源（Human Resources） 

社群為一群行動者所形成的社會網絡。「資源」社會資本為鑲嵌於社會關係

與社會網絡中的資源，透過關係的連結，讓行動者能夠將個人資源進行交換，甚

至於轉化成集體資源，促進社群的發展。林南（2005）提到社會資本為「與你懂

什麼無關，而與你認識的人有關」的社會現象。在飛揚高中的訪談資料之中，我

們可以發現「人」的資源為社群的形塑與後續發展的重要元素，以下將針對人脈

及能力的部分做進一步探討： 

 

一、 人脈 

 

人脈蘊含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意指經由人際關係而形成的人際脈絡。在你的

交友網絡之中，願意『認同你』，可以『為你所用』，願意幫助你做事更有效果、

更方便的人，這些人就是你的人脈（邱文仁，2005）。依據林南的社會資本見解，

雖然每位行動者都擁有其個人資源，但依舊需要與其他行動者或較高階級的人交

流，以獲取更多更佳的資源。探究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過程，研究者

發現社群教師的內部與外部人脈對於社群形塑及發展都有幫助，以下以人脈資源

顯著的未來社群（內部人脈）、資訊社群與生態社群（外部人脈）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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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部人脈 

1.人脈為人才---人才社群 

人才社群於 101 學年度形成，由校長邀請 TF5 發起成立，以問題解決的學

習模式為社群課程的發展主軸。說到人才社群的形成，TF5 老師自嘲：「我們其

實是一個烏合之眾的社群」（TF5-131128）。由於自己本身屬於特教老師，同科夥

伴較少，所以當發現自己需要形成一個社群來發展人才課程時，便尋求自己在飛

揚高中教師朋友的協助。提及社群的發展過程，TF5 老師細數道： 

 

理論上就校長，還有我的組長，她是地理老師，然後那個歷史老師是我

的「麻吉」，那個特教老師是我同科的夥伴，那原來還有一個國文老師，…，

她是我的大學同學。(TF5-131128)  

 

在這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每位成員都是TF5老師於飛揚的朋友、同學、處室

夥伴等關係，所以友情相挺，投入人才社群協助TF5老師，共同嘗試發展教學革

新的課程。其中，歷史科老師更因為曾與TF5於行政上一起共事，而有著革命性

的情感，在社群事務上投入猶多的心力。 

回憶社群的形塑過程，TF5老師表示「算是用人脈在經營這層關係。」

（TF5-131128）。雖然「人脈」是促成人才社群形成的原因，但人才社群在經營

運作上往往以TF5老師為領頭羊，其他老師對於該社群是屬於被動的參與狀況，

使得該社群發展上需要一定的磨合期。 

 

（二）外部人脈 

 

1. 大學人脈---資訊社群 

 飛揚高中資訊科社群得以成立，與教師本身與大學端的人脈相關。資訊社群

的形成背景源於高瞻計畫的引入。該計畫為國科會（現為科技部）首度為了發展

高中職新興科技融入課程的創新教學模式，於是藉由讓大學端與高中端共同合作

的發展機會，引入大學資源，豐富高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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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4 老師在參與高瞻說明會後，便與所認識的某國立大學教授聯絡，希望能

夠請他來指導飛揚資訊科老師發展資訊創新課程，而剛好飛揚的另一位資訊老師

也是此教授的學生。因此，高瞻計畫所規定需要的大學端資源，便在幾位飛揚高

中老師與某國立大學教授認識之下的關係，解決了外部連結的問題。 

 TM4 老師也提及此社群在運作面是一個「以教授為主」的社群團隊，因為

主要是大學端教授為總計畫主持人，且「智慧車」課程的想法就是由教授協助所

研發的。另一方面，因為課程發展的需求，在教授的牽線之下，與另一所鄰近高

中共同合作，兩所高中分別為子計畫一與子計畫二，並形成一個類似跨校性的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雖然整個跨校網絡的形成，是由大學端作串連，但不論是大學

端或高中端都有著「認同性」以及「願意去做」，對於課程有相當的投入與興趣

（TM4-131023），才能促成整個計畫的成功。 

 

2. 多元人脈 --- 生態社群 

除了上述資訊與人才社群，多元的「人脈」也為生態社群帶來更多的發展資

源。一開始生態社群的形成，與 TM7 老師於自然科的人脈相關（TF2-130927）。

而接續地，在發展過程中，相關的生態營隊與大學端的資源引入，也都與「人脈」

相關。生態社群第一次所規劃的戶外大型教學活動－太魯閣生態營隊，就是起於

TF2 老師於東部某高中任教的朋友所介紹的，並協助生態社群許多有關舉辦活動

的細節，例如：向國家公園做申請、和東部城東（匿名）大學的合作等（TF2-130927）。

另外一次烏來生態營活動，則是由飛揚高中校長出面，請高教司協助，才能有機

會向某大學順利獲借場地（P-121005）。 

除了生態營的活動，課程規劃也因「人脈」而能有讓學生前去大學參訪或使

用儀器的機會，豐富課程內容。TF7 老師就提到因為剛好某所私立大學理工學院

院長是飛揚高中的校友，於是願意且主動地提供一個下午的時間，讓生態班學生

前去大學研究室使用精密儀器。藉此，學生們不會因為飛揚所缺乏的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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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專題研究的成果。同時，這些校友也希望以此鼓勵學生於科學領域的發展

（TF7-120921）。 

綜合上述，我們會發現各社群教師所具有的內外部人脈，對於社群發展有多

方面的影響，像是社群創立、課程資源等。其中，外部人脈包含著教育部、大學、

校友、他校教師等不同的教育層級。這些來自於教育系統中不同層級的人脈將飛

揚教師理想實現的層次更為提升，也豐富課程的多元性。內部人脈主要為學校內

部同仁。跨領域的合作需要不同專業人才的組合，人才社群與生態社群的組成即

為藉由跨界合作的連接而起。但是，從人才社群的運作，卻也看到內部人脈運作

的隱憂。若是以一人為主要核心的組成方式，需要較長的時間磨合其他互不熟識

的夥伴，也容易讓社群成員過於依賴最主要的那位核心成員。 

 

二、專業能力 

面對教育環境的快速變動，每位教師除了是「傳道、授業、解惑」者之外，

更重要的是需成為一個不斷進修成長的學習者（Hord&Sommers, 2008）。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被視為是教師專業成長的增能途徑。教師因社群關係網絡的形成，而

有自我教學理念實踐的機會，並在分享與交流過程中不斷地成長增能。從訪談資

料中的分析，許多投入社群的老師，藉由參與社群的機會，將自己教學專業能力

貢獻於社群教學革新之中。教師藉由社群學習所得的專業增能，不僅回饋於自身

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果，也賦予所參與的社群及學校有更大的革新動能。 

其中，社群中的網絡中介者（TM1、TM2、TF2、TF4 與 TF1）扮演了重要

的社群資源的中介，以下將以這些教師的資源連接潛力做進一步說明： 

 

（一） TM1：網絡的資訊提供力 

 

TM1 歷史老師為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先驅者。由於本身文史研究

的專長，TM1 老師一到飛揚高中，就被賦予飛揚校史研究的使命。因為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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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 TF4 老師與之接觸，希望透過兩人於地理和歷史的專長，協助保留夕陽社

區文化。 

另外，由於擔任兩年教學組長的經驗，TM1 總是常需要處理許多教師大大

小小的課務事宜，使得許多教師對其都一定的熟悉感。其連續獲選為教師會常任

理事、教師會長，為教師專業自主發聲，為學校行政與教學間扮演著和平溝通的

橋樑。除了教學組長的經驗外，TM1 也曾擔任教務主任，現為飛揚高中校長秘

書。從 TM1 老師於飛揚高中的經歷，可發現其於社群及行政經驗豐富，也使之

成為社群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資訊提供者和中介，尤其是對於成立不久的歷史社

群。 

文化及歷史社群是 TM1 老師所主力參與的兩大社群。文化社群社區文化的

保存的理念使他能將校史研究與教學做結合，開創不一樣的歷史課程。除此之外，

因為自身的行政經驗，TM1 老師總會主動負責文化社群相關的計畫申請與經費

核銷等行政事務。在歷史社群之中，TM1 老師主要為協助者的角色，召集人會

借重他的行政經驗與社群經驗協助新誕生的歷史社群，例如：請他介紹 Ub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設計課程，分析歷史科於領先計畫的發展等。由於

TM1 老師於擔任教務主任時，就已熟讀 UbD 理論，並將其轉化整理，運用至自

我教學的課堂之中。因此，召集人就倚重 TM1 老師的 UbD 的經驗與知能，請他

講解指導，讓歷史科社群所發展的課程可以遵循飛揚高中領先計畫課程的撰寫模

式。 

TM1 老師於兩個社群的角色不同，在文化社群之中，主要是主動參與，發

揮自己的歷史專長與其他老師進行協作教學，並會自願負責相關行政事務。在歷

史社群之中，比較屬於協助者、提醒者的角色，將自身於行政與社群經驗，提供

給歷史科社群作發展，給與適時的協助及提醒。TM1 老師省思自己於學校整個

社群網絡的角色時提到： 

 

我比較像是，我不是那個啟動者，但是我是那個幕僚，我一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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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你工具，我只要發現有新的工具補充，我就會提供就會分享。

（TM1-130927） 

 

由於本身熱愛分享的特質，TM1 老師獲得許多新資訊時，總會分享給科內

及社群的夥伴們，讓同仁可以有更多接觸新知的機會。例如：近期，文化社群獲

得《高瞻夢起飛－藝術類》的第三名，其參賽的機緣就是 TM1 老師所發現的；

而歷史社群老師也常從 TM1 老師那了解教育新趨勢及學校未來的可能走向，甚

至將其視為學校發展的「宣達者」（TM1-130927）。在訪談資料分析之中，顯現

由於他本身的教學專長、行政經驗及個人特質等，成為所參與的社群重要人力資

源外，更重要地，其所帶來資源的無限能量，像是新資訊與新工具的接觸，成為

社群持續發展的助力。 

 

（二） TM2：「海綿」般的學習力 

TM2 國文老師，其教學經驗在剛進飛揚高中算是相當資淺。回首過去 7 年，

TM2 老師一直將自己視為「海綿」，就是要不斷的吸收學習。抱持學習者的心態，

TM2 老師不斷累積自身經驗。提到當初加入文化社群之因，除了是一個想保存 

學校社區文化的校友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也是因為當時本身教學經驗已經 5

年了，對學校文化也有所了解，認為有足夠的能力去拓展學習視野。 

秉持學習者的心態，在國文科之中，TM2 老師總是自己主動承攬許多事務，

以服務大家的態度，協助國文科的事務。例如：協助根本不清楚課發會事務的老

師，主動先幫忙將課程發展事務做匯總，分享給科內其他老師了解狀況，為國文

科謀求校內最好的發展（TM2-130927）。其他國文老師感受到 TM2 老師的學習

能量，也逐漸產生勞務均攤、分工合作的氛圍。談到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時，

TM2 老師謙虛地說道： 

 

我覺得只是舉手之勞，我也沒有說真的很浪費什麼時間。那很多老師

真的不熟，幫他弄一下，我也沒有什麼損失，慢慢地其他人也就覺得

他們本身也可以幫助推點什麼，推點什麼，整科就變得比較融洽。



 
 

102 
 

(TM2-130927)  

 

TM2 教師的話語顯現 TM2 老師學習態度對於整個國文科文化氛圍的

感染力。作為新手教師，TM2 老師充沛的學習能量點燃其他國文教師對於

協助行政事務的正面態度，也逐漸影響同仁對於學習增能的態度。 

談到自身文化社群經驗所帶來國文社群的可能影響時，TM2 表示： 

 

因為大家會看我說怎麼這麼忙？看我這麼忙之後覺得你們怎麼還有時

間去上課？怎麼可以把事情弄的這麼……他們就開始去想去觀察，然

後他們也會害怕說是不是什麼事會打擾到我，所以他們自己就會有一

些小的社群慢慢產生。…原本 A 跟 B 比較好，然後他們就會發現那我

問問看 C 好了，就把那個小型的隊伍組合起來了。（TM2-130927） 

 

從 TM2 的敘述，呈現科內某位教師社群的正面經驗是會影響著科內其他同

仁對於社群認同與嘗試的態度。我們也可以發現 TM2 對於國文科社群的形成是

有著潛藏的推進之力。 

TM2 老師論及自身與國文科社群形成的關係時，談到： 

 

算是抛磚引玉，一部分是要發起。但當只要有火燃起來之後，我就不

會特別再去燃這個。因為我覺得一些事情都是自己處理，到頭來所有

的責任都會在你的身上。但如果可以把這個東西可以變成是群體的責

任的話，大家會綁在一起做，我們大家是一條船上面，…，那這樣大

家才能夠長久的走下去。所以在科裡面，我只要點起來之後就不特別

弄。（TM2-130927） 

 

由上述發現 TM2 老師學習能量不只在提升自我專業，更希望藉由自己

的想法或正面經驗，感染國文科同仁。TM2 老師幽默地以「座位」影響力

來表示：「我接主席之後大概連續五年主席都在我的座位這一區。等於我又

可以慢慢干涉一點東西或者是什麼。」（TM2-130927）因此，即使 TM2 老

師退位科主席後，社群及教學革新的理念依舊潛移默化地改變國文科的氛

圍，專業討論與合作更成為國文科教師非做不可教學前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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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TM2 可以說是國文社群的推手之一。TM2 老師海綿般的學習能

量，促使其樂於投入社群及嘗試許多學校事務。但是，雖然他的海綿學習力無限，

但並不像海綿只是「吸收」，而是會轉化自身社群經驗，將之融入國文科組織文

化之中，改善飛揚學生於國文學習。同時，其他國文老師受其學習力的影響，也

響應與之共同成立國文學共及國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三）TF2：網絡的經驗轉化力 

在所有參與教師社群的老師之中，TF2生物老師是最早投入於兩個社群的教

師，但會發現其於兩社群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在文化社群，TF2老師比較屬於

積極型的被動者角色，意指雖然社群主要的議題討論並非是由TF2老師主導，但

TF2老師社群投入度與參與度是相當高的，也常主動提出自然科的想法點綴文化

社群的文化課程；在生態社群之中，TF2老師屬於積極型的主動者角色。由於TF2

老師是第一屆的生態社群成員，加上生物科在環科班中是最容易找到關聯的學科。

因此，TF2常主動負責許多生態班的事務。例如：連續三屆的生態營都是由她主

辦，許多相關活動連絡的部分也會由她負責，以減低其他成員的壓力

（TF2-130927）。 

從訪談得知TF2老師意識到自己在兩社群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且能轉換自如，

將一方學習的經驗，運用至另一個社群之中，促進社群的運作及發展。目前，身

為生態社群召集人的TF2老師就提到，生態社群開會模式的改變就是從她於文化

社群經的驗轉化而來： 

 

我們在文化的那種模式…蠻好的，就是你從情感培養開始，所以我就

會大家來聊聊天，反正主任(TM7)邀請喝飲料這樣子。然後大家就來，

也是有一些議題討論，一邊在討論的時候，他們就會一邊分享，…慢

慢那個情感建立起來，其實大家會喜歡來開會，因為有交流…。

(TF2-130927)  

 

透過此種模式，生態社群成員彼此的凝聚力更加深，而這種輕鬆的討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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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社群成員有更高的會議參與度，許多老師甚至會主動向TF2老師提醒是該

開會的時候了。 

綜合而論，隨著社群的屬性不同，身為TF2生物老師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樣。

在文化社群，TF2老師主要是將生物專長發揮於文化課程的協作教學。除此之外，

自己的多媒體興趣也在文化社群有所運用。但主要而言，在文化社群的運作之中，

TF2老師是屬於積極型的被動者；相對地，在生態社群中，TF2老師由於本身生

物專業與生態密切相關，許多社群事務由她處理會更為有效率。因此，在生態社

群的運作，TF2老師屬於積極型的主動者。但不論是在那一個社群，TF2老師轉

化能力是促使兩社群發展推動的專業資源，尤其是對於生態社群尤為明顯，促進

生態社群成員的團體情感，更提升夥伴間行動交流的機會。 

 

（四）TF4與TF1：為「學生學習」的教學革新力 

TF4地理老師與TF1英文老師分別都投入三個不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TF4

老師為飛揚高中社群最早的投入者，至今，共投入文化、地理及跨科學共三個社

群；TF1老師則參加世界、人才及英文社群，希望可以從社群學習的過程中，給

與學生更多不一樣，但卻是應該有的學習。 

從訪談資料的探究之中，發現兩位老師「改善學生學習」理念是促使他們投

入社群的最大原因。這個理念促使兩位老師不斷地增進自我的教學革新能力，也

成為社群所擁有的寶貴資源。TF4地理老師本身於從事文化社群之前，就已設計

許多結合社區環境的教學課程，為文化社群地理方面奠下基礎。本身對於教育的

理想，更使其與文化社群成員共同協作發展校本鄉土課程之外，也投入地理與跨

科的學習共同體社群，增進自我地理教學專業知能，使之不斷給予每個社群發展

的新動能，例如：地理社群中《尋寶地理》的教學就涵蓋文化社群所設計的社區

教學課程（OW-131125；TF4-131024）。 

TF1英文老師對學生學習有相當期待。這個期待不是成績，而是學生能夠「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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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學習。尤其是她近期在美國兩年的經驗，更使她堅持教學革新與分享的理念。

因此，在校長跟她提及世界社群的想法時，TF1老師相當願意投入與TF3老師一

起協作「設計思考」的課程，希望能夠透過此課程培養教學新方法，帶起學生真

正的學習。在獲知人才社群的理念時，也主動向TF5老師要求加入。而TF1老師

教學革新能力與態度，在潛移默化中慢慢地影響到英文科內的老師形成社群，並

以她資深老師的力量支持中生代老師形成社群的想法，讓英文社群真正成立

（TF1-130927）。 

夢校長提到TF1老師為促成英文社群形成的潛藏力量： 

 

分享這個事情，她是講給全英文老師聽！我覺得她也試圖想要在影響她

的同儕，所以，今年他們的社群可以成立，我想她在中間使力是有的。

可是妳看她不出頭。…，她絕對不出頭。…，但是我看到她很明顯地著

力的痕跡。（P-121005） 

 

茲上所述，可發現教師能力是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網絡可以發生與擴

展的原因之一。透過社群，每位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能夠發揮與增能。過程中，

許多老師所潛藏的能力，不僅在社群發展中扮演推手，同時激發自身能量，進而

擴展社群網絡的各樣人力資源，例如：TM1老師的資訊力、TM2老師的學習力、

TF2老師的轉化力，TF4與TF1的革新力。這些老師除了提供社群個人領域的專業

教學能力，個人潛藏的能力也默默地成為各社群的資源，開啟與串連各社群動能，

使社群之間透過交流能夠產生有更多成果，甚至成為飛揚高中其他新社群的推

力。 

 

貳、物的資源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群不斷增能學習的教育工作者團隊。在學習過程之中，

除了夥伴關係的支持與學習氛圍的養成，社群成員也需要支持性的物質資源，以

讓社群學習更有持續性及效率。本部分從社會資本的物質資源角度，將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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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的物質支持資源區分成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內部資源意指學校領導所

提供的結構因素（例如：時間空間等）與教師原有的課程教材資源；外部資源為

教育當局的政策計畫的經費挹注、或是來自大學端的專業諮詢。 

 

一、 內部資源 

從訪談之中，可發現學校領導所提供的結構條件，像是時間、空間，對於飛

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促進效果，而原本所有的課程教材資源等更增添教師

有信心可以豐富課程，給與學生優質學習。 

 

（一） 時間與空間 

1.時間 

Collinson 與 Cook（2001）的研究指出讓學校革新難以實現的其一因素就

是教師缺乏持續學習以及交流分享的機會。因此，社群能夠擁有固定交流討論

的時間與空間對於社群發展是相當重要的發展因素。在時間面而言，社群成員

需要有共同空堂以提供見面與討論的機會。根據許多研究，顯示時間為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相當重要之因素，尤其在社群交流分享與實踐等方面，才能產生真

正有實質意義的教學革新。 

對於跨科社群而言，成員間若難以協調出共同備課時間，社群發展和產出

便有了限制。例如近幾年的文化社群與人才社群在時空間協調的問題特別明顯。

文化社群的組成來自四個不同科目的五位老師，從訪談之中，發現目前由於半

數以上的社群成員都有行政之職，無法找出共同的討論時間，使得整個社群難

以有進一步的行動。TM2老師就提及他認為時間對於一個社群是相當重要的，

他以從去年開始文化社群所面臨的發展困境為例： 

 

因為面臨幾位老師身處高三，難以有實踐課程的機會，造成文化社群

發展的阻礙：最重要的學校行政對社群來講它必須要瞭解每個社群的

特色，假設它不知道這個社群特色是什麼，它可能會配出那種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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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表，或者是很奇怪的組成，那這樣很可能你要推，但卻推不動。

（TM2-130927） 

 

TM5老師也提到文化社群雖然發展已久，但一直都有持續性的階段任務，卻

因為面臨今年多為老師都從是行政之職，難以有時間去進行。因此，目前許多想

法的實踐仍是停滯狀態。 

 

…其實今年如果我們沒有接行政，我們還是再往淡水，…，就是因為

大家都沒時間，所以最後就今年都沒有辦法這樣子。其實我們是有想

好下一步走到哪裡，然後書也買了，然後更大的模式，就想說可以帶

什麼樣的東西，時間地點什麼等等，可能沒有時間就沒有辦法了，就

是時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TM5-131111） 

 

綜合文化社群的相關研究資料，就如同TM1老師所言：「我覺得這批人一

call就有了，而是時間問題」（TM1-130927）。五位老師有著投入社群的熱情，

強烈的社群情感，但是因為共同時間協調問題，使得社群運作暫時停擺。而時

間同樣也是人才社群在發展初期所面臨的運作問題，召集人TF5老師就提到在社

群經營的初期，因為是在三月中才開始運作，當時課表都已排定無法做任何調

整，所以會議討論時總是人進人出，難以有大家真正都坐在一起共同討論的機

會，也使得整個社群共識磨合期延長，讓運作有所拖延（TF5-131128）。 

但是，同為跨科團隊的世界社群與生態社群，因為社群人數與科別屬性的問題，

時間因素對於社群較無形成阻礙。世界社群，由於組成人數較少，只有TF1、

TF3與TM2老師，所以討論時間目前尚屬容易。生態社群則是因為幾位跨科老師

都是屬於自然領域，學校本來就有領域共同時間，自然可以安排自然領域老師

的空堂。因此，時間因素對於生態社群的討論可算是充足的。其他的學科社群

也因為有學科本身就有的共同空堂時間的安排，因此都有固定時間集會討論，

促進社群成員彼此交流的穩定運作。 

綜合而言，參與社群的老師們都認為共同時間是相當重要的社群發展條件，因

為有了時間，才能讓社群成員面對面討論與交流，分享教材等，甚至於才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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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社群成員有累積彼此理解與培養社群歸屬感的機會。 

 

2. 空間 

在空間面上，一個固定且充滿交誼氣氛的討論空間，往往對於討論的效率

與效能更有效果。尤其在一個非辦公室的空間，因為脫離平常辦公室的壓力與

束縛，更能促進成員關係情感的建立，對於社群產出成果有所助益（Boalm et al., 

2005）。 

在飛揚高中的訪談之中，可發現每個社群都有著自己的討論空間，且多跳

脫平日工作的學科辦公室。目前，飛揚高中主要的社群討論地點共有兩處，一

為發卷室，另一則為新裝修的圖書館2F討論教室與沙發區。圖書館主任TF5老師

表示許多社群老師都會前往圖書館2F的討論空間，像是因領先計畫而發起聚會

討論的歷史與地理社群，都是圖書館討論空間的固定使用者。剛好學校也將各

科的空堂時間分開，恰巧能配合討論室的時間分配。提及對於空間與社群發展

的想法，TF5老師說道： 

 

那我覺得空間這件事是在發展社群一定要有的，因為如果老師要

討論，她沒有場地，她就沒辦法去做這一件事情，…，很重要，

你讓老師永遠只能在辦公室閒聊，那就很難討論出什麼東西。

（TF5-131128） 

 

（二）課程教材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個可以讓教師彼此有資源交流分享的討論平台。從訪談

中可發現，不少教師多少都在進行課程發展。這些經驗成為教師們投入社群發展

課程的信心，而原有的教材資源，藉由社群的討論與成員的共享之中，豐富更多

飛揚孩子的學習。 

TF4老師在投入文化社群之前，就已設計許多與社區環境相關的地理教學課

程，並帶領著地理社的同學做實地考察；TM1老師則專研於飛揚高中的校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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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老師的結合為文化社群的課程發展打下發展基礎（TM1-130927），並進一

步透過與另外國文科和生物科老師協作，共同將原有的教材資源發展為校本課

程。 

生態社群最早也是源自於兩位有帶過科學家社老師的想法，結合學校原有的

生態池，並開創新的社群一起帶領生態環境班，並尋找其他相近理念老師共同參

與。其中，TF6化學老師就表示，平常就有帶學生參與學科能力競賽和科展的經

驗，累積許多教材資源。在TM7老師的邀請下，心想不妨就透過生態班教學的機

會將之與實際教學作結合，因而也欣然同意投入生態社群（TF6-120921）。 

至於資訊科課程，TM4老師就提到在形成資訊科社群之前，資訊科本身就有

分享交流教學資源的風氣。例如：建立Google的線上網絡空間平臺，讓彼此都可

以隨時隨地相互使用對方的教材，並也都有Facebook做為網路上動態討論的平台

（TM4-131023）。除了資訊科本身有教材交流的風氣之外，其他學科像是國文

科與英文科，也都有類似的教材合作研發與教材分享的習慣。由此得知，教師平

時的課程與教材發展經驗，隨著社群形成之後，匯流各自資源，形成分享與學習

氛圍，帶起整個科目教學革新的動能。 

綜上所述，可發現飛揚高中原有的內部資源與社群的發展有所關連。時間對

於社群發展與運作有其重要性，尤其對於跨科社群。但這卻是目前跨學科社群面

臨的最大挑戰。在空間的部分，也發現社群教師通常會選擇非辦公室的空間，尤

其在圖書館整修之後，更是許多社群討論或研習舉辦的熱門場地（OW-131125；

TF5-131128）。除了時間與空間的結構因素之外，我們也會發現社群成員原有的

教材資源，是社群發展的基礎，而這資源透過社群教學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也是誘

發教師參與社群的原因。但綜觀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會發現到僅有內部資源並

不是完全能夠足以支持社群的運作或是促成社群的出現，根據研究，也提到學校

的教育革新絕非是一己之力就可一蹴而成（Bolam et al., 2005；Hargreaves, 2003b）。

在下一部分，研究者外部資源的引入做進一步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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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資源 

從文獻探究之中，可發現持續性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需要外部資源，或形成

外部的夥伴關係（Fullan, 2007，Bolam et al., 2005）。Hargreaves（1999）的「知

識創造學校」（knowledge-creating school）理念，也提到以正式專案性的方式，

透過教育各層級的合作，建立一個由內到外的改變歷程，從一致性的專業學習到

持續性的專業增能，反思並解決問題。本研究也發現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模式與

政策計畫有所相關，雖然並非全然像Hargreaves（1999）「知識創造學校」的概

念，但與之相似的是透過以正式計畫引領的方式，或與其他教育層級的合作，提

供許多教師能夠有實踐教育理想的機會，誘發教師產生社群學習的想法，形塑飛

揚知識創造的氛圍。 

 

1. 專業諮詢－與大學的高瞻計畫合作 

飛揚高中的資訊社群透過高瞻計畫與國立大學合作，將智慧車的概念帶入高中資

訊課程，開創飛揚高中資訊科一番課程新氣象。談到與大學的合作，TM4老師表

示： 

 

這個社群，…，幾乎就是以教授為主的，因為他們是總計畫，我們兩

個子計畫在裡面。第一年，第二年，雖然會議不是那麼密集，但是總

計畫會有接觸，他會有博士後跟我們接觸，比如說我們上課的時候他

會來看，那是實體的接觸。那到第三年的時候，因為我們要交換東西，

就是交換經驗各方面的，所以就是第三年的時候，那我們每個月幾乎

要開一到兩次的會（TM4-131023）。 

 

高瞻計畫為國家科學委員對贊助高中發展課程的專題計畫，一期三年，由

TM4的描述，可知大學對於該校資訊社群所扮演的角色是有階段性的改變。前一

兩年的時間，主要是由高中端自由發展，僅在課程試行授課時，大學端會前來做

觀課與議課的部分。但到第三年，高瞻計畫政策希望學校將成果推廣至全國，因

此，與大學端的互動變得更為頻繁，教授也會協同中研院的專家給與高中學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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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教學的專業回饋與建議。 

對於許多社群而言，大學多為專業諮詢的功能。但對飛揚高中的資訊社群，

除了在教學專業的建議，大學端也為飛揚高中搭起和其他高中的合作機會。有鑑

於課程發展的需求，兩所高中各為一子計畫，飛揚高中負責雲端運算，另一所高

中則負責程式語言，TM4老師表示： 

 

我們是子計畫一，他們是子計畫二，當然我們本身原來做的東西是獨

立的，可是到現在邁入第三年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做交換。就是我

們發展的課程，要在他們學校實施，然後他們發展的課程要到我們學

校實施。（TM4-131023） 

 

 綜合以上可見，由於外部資源的引入，資訊社群不只是一個只有飛揚高中教

師的學習社群。廣義而言，資訊社群某種程度上更像是個跨校性的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類似網絡學習社群（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ies）的概念。此概念源

於英國教育發展的新趨勢，以校際夥伴關係的建立為理念，讓學校相互交流及共

享教學專業知識、資源及實務，以合作提升各校教師專業學習品質及增進持續自

我專業更新的知能（Katz＆Earl, 2010；Earl, Katz, Elgie, Jaffar& Foster, 2006）。 

外部資源對於資訊社群發展尤其重要。大學端對資訊社群而言，是課程設計

主軸的靈感啟發者、專業知識的提升者、計畫總主持者、社群擴展的牽線者等角

色。資訊社群的發展狀況，呈現了一個打破傳統學校合作關係模式的成功之例。

該社群跨越不同教育層級與校際，比起飛揚其他社群，更依賴外部資源的引入和

夥伴關係之建立與交流。這些外部資源讓飛揚資訊社群教師在專業知識上受益良

多，也讓飛揚資訊課程有著不同其他普通高中資訊類科的特色課程成果

（OW-131015）。 

 

(二) 經費挹注－從高中優質化計畫到領先計畫 

為了因應教育革新趨勢及改善學生學習，我國政府推行許多相關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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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激發學校革新的行動。從訪談資料的分析之中，會發現猶以教育部高中優質

化計畫與臺北市教育局的領先計畫，為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提供重要的誘因和外

部支持條件。 

對於飛揚高中而言，高中優質化計畫帶起飛揚高中課程發展風氣，生態社群

受惠於該計畫即為一例（TM4-131023）。近期的領先計畫，則是因研發創新課

程的迫切之需，幾乎所有科目皆有成立社群，共同加入計畫。飛揚高中的社群發

展從高中優質化計畫的萌芽至領先計畫的茁壯，到現在有約10幾個的社群。 

 

1. 高中優質化計畫---實現教學理想的契機 

回想高中優質化計畫對學校所帶來的影響，TM5老師細述一開始的發

展過程： 

 

以前我們也沒有人想說要做優質化，優質化這種東西，其實是（夢）校

長給的構想。我記得…就是說，大家願不願意試試看什麼東西，就是有

一些計畫，…如果競爭到了有一些經費這樣子，…大家也許可以實現你

們想做的事情。…也提了一些他以前經驗，當你聽聽，你就會覺得，好

像也可以試試看，…第一年優質化計畫超熱絡。（TM5-131111） 

 

飛揚高中於99學年度投入高中優質化計畫，也是飛揚參與競爭型計畫的初體

驗。TM5的話語顯現，藉由高中優質化計畫的機會，讓飛揚許多教師發現教育理

念實踐的可能，開創課程發展的新視野。 

高中優質化計畫的經費補助對某些社群而言是重要的誘因，生態社群尤其如

此。生態池為生態社群與生態班的重要課程發展場域，所有相關研究專題設備、

校外參訪、生態池維護等都需要大量經費的資源。在苦惱「錢從那兒來」時，夢

校長提議的高中優質化計畫參與為生態社群帶來一道新曙光。 

談起優質化經費與生態社群的發展，TM7老師表示： 

 

其實這當然是行政的一個Push動作，它的Push是實質的，實質的Push

不是說我勉勵你一下。我去外面分享說我們團隊怎麼形成的，…，回

想起來，最重要的就是經費，經費如果沒推出來，很多東西大家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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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想，講了也不能做，所以經費決定了我們的發展（TM7-121005）。 

 

鑒於經費之需，生態社群老師主動合力撰寫《樂活水世界》（匿名）課程，

將生態池水循環系統融入生態班的教學課程，強化生態池的教學功能與研究價值。

藉由高中優質化計畫的輔助，舉辦生態營、購買研究設備，給與生態班學生更多

「從做中學」的實際體驗。 

除了生態社群，文化社群的發展也與高中優質化有所相關。在夢校長的鼓

勵下，文化社群除了原本與文化局合作的專案，同時也撰寫優質化子計畫，為文

化社群爭取更多的經費資源，成立專案教學資源中心。同時，希望藉此建立數位

文化館，典藏社群對於夕陽社區所做的相關資料研究與文創產出，並能夠以文化

教育的方式向學區內的學生，家長等社會大眾推廣。TF4老師提到優質化對文化

社群的意義時，提到：「有經費更好做事，你做的東西可以品質更好。」

（TF4-131024）。 

從各社群的發展之中，會發現高中優質化計畫對物質資源的提供扮演重要角

色。但同時，高中優質化也使得飛揚的組織文化氛圍產生無形的變化。提到高中

優質化計畫對飛揚所帶來的改變時，兩位資深的TF4與TM4老師表示： 

 

優質化底下的就是老師有更多的對話，…，然後更多的討論，但我不知

道是不是叫做社群，但是有更多的對話的確是真。優質化它提供了很多

老師去實現他教學理念的經費，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經費立足。

（TF4-131024） 

 

後續借由做優質化，就把各科去開始串…，也開始有實體的社群往前衝 

，像是生態班（匿名）…（TM4-131023）。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到高中優質化對於飛揚學校經營而言提供了發展所

需的物資資源和擴大教師參與學校發展的契機，也是學校引進的第一個競爭型的

教育計畫，轉動了該校教學革新之輪。在表面上，高中優質化對學校經營及社群

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資源與經費，但其實藉由擴大教師參與的正當性，促使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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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計畫並一起實踐課程與教學創新的可能，也因為物質支援的活化，教材與教

學方法的改變，加深加廣學生的學習內容與方式。此外，高中優質化計畫同時也

促成飛揚高中討論氛圍與合作關係的產生，讓教師的單打獨鬥文化有了轉變，教

師間的學習與分享氛圍逐漸形成與蔓延。 

 

2. 領先計畫--- 學校總革新的揚帆啟航 

為了因應十二年國教挑戰與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品質，臺北市教育局以領先

計畫鼓勵臺北市各校發展教學革新的校本課程，形塑社群以活絡教師討論氛圍，

激發教師專業成長，促進學生學習。與高中優質化計畫同為競爭型性質，領先計

畫依學校特色提案，給予三年最高共1500萬的經費補助(臺北市教育局，2012）。 

對於飛揚學校經營而言，領先計畫的通過明顯地使飛揚有更多經費以提升課

程的質與量。但由許多受訪談者的敘述顯現，其更重要的意義性在於使飛揚教學

革新發展至幾近總動員階段（TM1-130927；TM2-130927 ；TF4-131024；

TM5-131111；TF5-131128）。許多原本沒有社群的科目，例如：歷史、地理、

公民、數學等學科，都開始形成社群，研發創新課程。 

學校最早從事社群的TF4老師提到領先計畫對飛揚所帶來的改變： 

 

領先計畫是要有選修課程，所以反而科跟科之間會想辦法…，或者說

是跳脫課本的架構內容，去想要開發出一些新的課程。這些開發新的

課程並不是他課本的東西，所以他可能就要科裡面幾個同仁自己來做

討論。（TF4-131024） 

 

領先計畫促使許多科目開始自組社群，產生更多教學專業的討論，也發現了

「討論的樂趣」（TF4-131024）。在經費挹注下，各科社群能夠舉辦專業增能的

研習或是購買書籍等，例如：地理科就因課程發展的需要，邀請Google Earth專

家廖振順老師，指導教師如何運用Google Earth 給與學生一個不一樣的地理課

（M-131125）。 



 
 

115 
 

除了各科研習頻率的增加，同時也帶起跨科的交流。例如：前述Google Earth

研習，不僅只有地理老師參與，當歷史科老師發現與自己所設計的《歷史文化遊》

課程相關，也一同共襄盛舉。由於研習的參與，兩個學科也因而發現課程的相關

性，計畫未來合作的可能，給予學生一個融合歷史與地理的學習課程（M-131125；

TF5-131128）。許多社群老師更是因為自己舉辦研習的機會，熟悉相關的行政事

務，而有除了教學以外的行政體驗（TF5-131128）。 

有關整體教育相關計劃對飛揚學校經營及社群發展的影響，教師們也提到許

多面向： 

對於經費效果，TF2與TM4老師提到： 

 

其實你要成立社群的話，也不一定要有什麼經費，我覺得願意進來討

論就夠了。（TF2-130927） 

 

其實經費或計劃，可能在發展的過程中，在某個時間是需要的，使得

它能比較結構化和組織性。…基本上，這些社群都會存在，只是說他

有沒有辦法做出很有效果的東西，或者是很有影響性的事情。那你說

沒有經費會如何，有的時候它做出來的事情巨不巨大，不在於經費，

因為這群人，就是facebook的精神，就是在現實生活中是認識的，它

就是有實體關係，它本身就是存在的。（TM4-131023） 

 

從TM4與TF2的話語，顯現經費對於社群的發展屬於需要但不一定必要，

而且是以社群的發展目標決定其必要之程度。除此之外，TF2老師所提到的

「願意進來討論」及TM4老師所表述的本身就存在的實體關係之意涵，都

呈現在社群發展的過程，雖然「人」與「物質」都具有其功能，但「人」

對於社群有著更大的影響力。 

 

有關於政策計劃目標與執行，TM2與TF3也從他們經驗提出見解： 

 

因為計畫本身有它的短期目標…，可是常常對於學生來講，學習目標

永遠不會是那個計畫出來的目標，那個目標可能都只是空的。因為學

校教育我覺得最重要的學生的能力有沒有被帶起來，所以如果那個目

標所最後帶出的能力，不在於你設定的，能說它成功嗎？我覺得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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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講，應該是說透過計畫給學校帶來一些新的契機，可以有些新的

觸角深伸出去，幫學生探索不同面向，我覺得那個是計畫帶來的好處。

（TM2-130927） 

 

我其實不太喜歡計畫，雖然我寫很多計畫。比如說像麥金塔，…資訊

專案很討厭麥金塔，因為大部分資訊老師都選PC，他們就覺得這東西

是異端，他們會覺得你是用這東西，什麼Ipad很貴啊，為什麼你要用

I-Pad？不能用HTC嗎？可是問題是，你知道Android系統，我假如要

做電子書，我就要教你們寫程式才有辦法做電子書，那我覺得這是一

個很困難的。（TF3-131021） 

 

身為行政人員的TM5老師也提到政策計劃對於社群發展的拘束： 

 

我們其實也在想這件事情，…，那到底怎麼樣給這些社群資源，或是

像你講的，我們怎麼樣給他們的需要。…其實一來一回都是需要討論

的，怎樣不要去干擾到他們，但又可以經常協助他們，然後不是一直

問什麼的。…我們希望是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他們可以提出申請，然

後我們看怎麼樣幫忙他們，可能這件事情局裡面估計大不會同意。 

（TM5-131111） 

 

由上述幾位老師的意見，我們會發現到雖然政策計劃幫助教師實現教育理

念，但是若要更有效的協助社群發展與教師教學革新的落實，似乎仍有待改善

之處，像是計劃目標與教學現場的符應度，以及教學教材之拘束等。除此之外，

雖然計畫帶起飛揚教學革新的盛行，但一旦計畫誘因消失，這些教學革新的社

群行動永續與否依舊需要時間的考驗。TF5表示： 

 

…領先計畫，我們目前把它開成27門選修課這個概念，所以老師們發展

社群的目的其實是為了開課，…因為有個共同目的，所以我們共同做一

件事情，那如果未來沒有開課這件事情，是不是還會有一個方向，…，

如果這個社群有個共同方向，那麼它就可以繼續往前走，可是如果這個

方向不見了，又沒有產生新的方向，這個社群也許會慢慢流於聊天，最

後就散掉了。（TF5-131128） 

 

除此之外，近期飛揚參與許多教育政策計劃，造成人力重疊的問題，也

使得人力資源產生隱憂。TF2老師在兩次的訪談之中都提到於人力匱乏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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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其實我們覺得都是立意良善，可是我覺得重疊度這麼高的情況下，像是

我就覺得○○老師（匿名）最近就很累，…他們根本沒得休息，他就跟

TM7兩個一直輪一直輪。（TF2-120921） 

 

我們（文化社群）5個裡面有一個秘書，有一個教務主任。TM2跟我都

是協助行政。TM2是協助十二年國教的，然後我是生態班召集人，只剩

下TF4一個是專任老師，我們就說我們本來是5去一去一，我們跟詣峰

我們就說，因為我們減掉四堂課，所以我們只剩0.25，加TF4是1，所以

剩1.5。（TF2-130927） 

 

綜合相關研究資料，研究者發現外部資源透過計畫理念與經費的途徑對於

飛揚高中社群發展具有催生誘發之力。計劃理念喚起教師教學革新的熱誠。最

早的高中優質化計畫與高瞻計劃，雖沒使得飛揚社群變得「蓬勃」，但卻讓飛

揚高中單打獨鬥傳統文化氛圍有了變化，幾個教師社群網絡也陸續建立，教學

討論風氣也慢慢吹起。近期，領先計劃也帶起全校教師教學革新行動，幾乎每

個學科都組成一至兩個教師學習社群，使得飛揚高中宛如學習型學校。計畫經

費則是讓社群發展無金錢上的後顧之憂。藉由預算的補助，社群課程研發更為

豐富多元，教師自我有更多樣的研習，擴展教學視野及提升教育知能。甚至無

形之中，各學科教師也因社群研習有了認識與交流，增加跨科社群於未來產生

的可能。 

雖然計畫理念促發飛揚教師社群的組成，經費預算活化資源的運用與豐富

課程的內容，但是若要外部資源產生對於學校創新及社群發展的永續之效， 

從幾位老師的見解，會發現到「政通」「人和」的重要性。在「政通」的

部分，研究者將之轉化為政策鬆綁與符應教學現場需求之義。外部資源若要發

揮其對社群發展的最大效果，政策計畫對於教師教學資源的限制應有所放寬，

且應具體了解教學現場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狀況，才不會使政策方案的「美

意」成為教師的緊箍咒。在「人和」方面，研究者將之定義為社群成員互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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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實質化。惟有社群夥伴實體關係的形成，信任感與團體感得以形塑，才能

使社群外部資源的義助達至最大效能。 

 

小結： 

在此章節中的探究分析，顯現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資源」社會

資本是一個人與政策相輔相成的形態。在林南的理論之中，資源交流蘊含著「互

動」（interaction）與「網絡」（network）之義。行動者透過與不同層級關係的

建立，尤其是更高層級之人，以獲取更多資源實現自我目標。 

探究飛揚高中社群「人」的資源部分，人脈與中介行動者的功能都和社群

發展有所關連。表面上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由個體教師行動者所組成，但

各個社群的發展其實與整體教育人脈系統網絡緊密相關。人脈不只是飛揚教師，

而是包含著教育系統的不同層級，上至教育部與局、外至大學、校友、家長及

社區等。除此之外，飛揚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僅有著外部教育人脈網的資源匯

聚，校內許多有抱負理想的老師更是成為學校社群網絡發展的中介者，無形中

匯集而成可以激發飛揚學校社群不斷成長茁壯的能量。同時，幾位老師在不同

社群的穿梭投入，經驗與專業的分享交流，也使得原本各個獨立發展的社群，

逐漸連結，形成學校的學習網絡平台。 

在物的資源中，可發現到外部資源在理念啟發與經費支援面是最為重要的。

透過該兩途徑的結合，讓教師有充足的經費去實踐自我教學理想，大學的諮詢

或多樣性的研習工作坊等提供教師專業增能的機會。但是，政策計畫的限制對

於社群發展也有可能產生束縛，且由計畫所引發的社群，其未來發展可能依舊

還是有待觀察。另一方面，飛揚高中其實就擁有豐富和協調得當的內部資源，

像是圖書館舒服的討論空間地及科內共同空堂的安排。許多社群教師原先就設

計的革新教材資源更是為社群課程發展奠下基石。但是缺乏時間討論與分享，

卻成為社群發展的阻礙，尤其是對於跨科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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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上所言，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資源社會資本是由內部與外部人與

物質資源薈萃而成。在下一個章節之中，研究者將會著眼於「行動」社會資本

的探究，以了解在關係與資源的社會資本累積之下，飛揚高中的教師社群課程

的實踐行動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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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行動」社會資本 

根據林南（2005）對於社會資本的分析，認為「行動」為社會資本構成元素

之一，是個體使用或流通資源的行為。回顧「關係」與「資源」社會資本的探析，

「關係」社會資本構築出飛揚內教師專業學社群網絡，「資源」社會資本充實社

群發展所需的能量。上述兩元素顯現社會資本對社群關係及資源發展的重要性，

也為社群的教學革新行動奠下基石。在本章節之中，研究者依據林南對於「行動」

的見解，劃分行動為情感性行動與工具性行動，說明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行動」社會資本對社群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壹、 情感性行動（Expressive Action） 

 

情感性行動意指行動者希望能夠喚起其它行動者的認同感與支持以維持資

源或共同行動。簡而言之，情感性行動就是取得認同，也強化行動者對想法的信

心及行動力。綜觀飛揚高中社群的發展，研究者發現有些社群的行動存有情感之

因，像是對土地關懷情感的文化社群、對生態資源維護情感的生態社群、對朋友

力挺的人才社群等。雖然上述這些社群都與情感性行動有所相關，但從相關資料

中探究，研究者認為其情感的本質及其社群發展有著不一樣的圖像，以下加以說

明： 

 

一、維護資源的情感行動 

文化社群是飛揚高中發展最早的社群。於第二節「關係」社會資本的探究時，

研究者就發現社群行動者對資源以及對成員情感是文化社群形塑及發展的重要

因素。縱使面臨許多挑戰，文化社群依舊不屈不撓向前行。飛揚舊有資源的維存

之情促發幾位教師形成文化社群，以靜態或動態的方式保有飛揚的人文自然資源。

種種的行動實踐及課程研發都顯現出文化社群的成員有著共同的情感利基。從相

關資料探究，研究者發現資源維存情感不只是一開始串起網絡形成的原因，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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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群實踐的機會逐漸昇華為與夥伴的革命感情，轉化成具有緊密信任關係的社

群歸屬感，成為文化社群發展永續的力量。對五位成員而言，即使現階段文化社

群之互動關係較不像以前緊密，但成員的情感與默契並未因此消失或減弱，或許

在承接下一個任務時，文化社群之又可再度啟動。 

 

二、友誼力挺的情感行動 

人才社群雖然存有情感因素，但與前述的文化及生態社群的情感本質有所差

異，其情感主要為教師間原有的友誼。雖然每位成員都是來自於不同的科目，但

見到 TF5 老師有課程發展的困難，縱使幾位成員並不熟悉對方，卻願意幫助 TF5

老師共組社群開發課程。由此，也顯現人才社群的組成是個以 TF5 老師為核心

所發散出去的跨學科的蛛形網絡。 

雖然人才社群的行動富有友誼情感，但也因為行動的開端是由 TF5 老師發

起，所以 TF5 老師明顯為一個領頭羊的角色，其他成員則偏向 TF5 老師「一個

口令、一個動作」的被動式參與。TF5 老師說道： 

 

可能也是因為她們多數人比較被動參與，就是說雖然她們社群活動時

會來，可是可能在每次活動跟活動間，她們不太會去想到這社群的事，

因為我們都在不同的辦公室，所以其實不太會有機會說大家還有什麼

需要討論就抓來討論，通常都是，我拉著○○討論，我拉著我的組長

討論，我的特教老師討論…（TF5-131128） 

 

由 TF5 老師的表述，呈現人才社群許多事務時常是由其操勞。探究原因，

除了是 TF5 老師發起者角色的導致之外，另一原因研究者認為與其蛛型網絡的

形態有所關聯。雖然該社群並非是集權組織的運作模式，但卻由於部分成員較

為被動的心態，而使得社群運作明顯地依賴 TF5 老師。而每位教師除了熟識 TF5

老師外，其他成員間交流也無非常深厚。（TF5-131128）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發現此種友誼情感比起有著對資源維存及社群理念共享

情感的文化社群及生態社群是較無法給予社群發展永續的支持力。TF5 老師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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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共識對社群運作所造成的缺點： 

 

…我們在探索卡這件事情就 delay 很久，原因就是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卡片做什麼，我們專業訓練也不同，所以變成我們還要去凝聚共

識才行。（TF5-131128） 

 

TF5 老師「變成我們還要去凝聚共識才行」的話語，呈現出「共識」對於社

群行動的遞進相當重要。綜合相關的探討，研究者發現教師社群情感性行動的立

基在於「共享」的理念或情感，也就是成員間需有共同對某件事的認同感，才能

促成社群持續推進的可能。單純以友情為情感行動的基礎是較為薄弱的，若無共

享因素的支持，有可能讓社群成員被動性的參與，也較難以形成社群歸屬感，使

社群有緊密的情感力量。 

 

貳、 工具性行動（Instructional Action） 

 

工具性行動意指行動者經過評估與考量結果之後的目的行為，以取得資源或

擴展資源，達到目標任務。表面上，雖然工具性行動較為利益導向，但實質上仍

舊存有情感性的因素，驅使個人積極行動（林南，2005）。縱觀飛揚高中內政策

性較強社群（人才、歷史、地理）的發展，雖然表面上是為了學科利益或政策需

求而形成，但深入了解教師互動關係，研究者發現許多教師心中深埋活化教學的

種子，教學熱忱才是每位教師真正的行動能量來源。藉由計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

的專業成長及學生正向回饋，燃起教師原本對投身教育的熱情，而政策計畫則轉

為檢視教學革新行動進度的輔引之力。接下來的部分，研究者以「計畫實踐」的

角度切入說明。 

「計畫實踐」意指該社群組成的工具性目的，以計畫執行或成果導向為社群

核心任務。雖然飛揚高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多有政策計畫為社群發展的輔助，

但其中以因應教育部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的人才社群，及臺北市教育局

領先計畫的歷史與地理等社群，為計畫主導性較強的社群，亦為該部分主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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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 

由人才、歷史與地理相關的訪談資料與觀察記錄，顯現這些社群的行動任務

以計畫達成為主要目標。人才社群所執行的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原由

教務處執行，但因處室業務量的考量，協調轉由圖書館接手，圖書館主任 TF5

老師就這樣接下這個意料之外的任務。 

談起人才社群的發展，人才社群召集人 TF5 老師表示： 

 

課程共識就是把探索卡搞定，一個就是把教案寫完，任務完成。探索

卡就等修稿，… 與教授 meeting 之後，做個定稿的工作，所以我也

不知道我們下學期要幹嗎?我們目前就是跟教育部繼續申請明年計畫，

會不會過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會過，我也還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TF5-131128） 

 

由 TF5 老師的敘述，會發現人才社群的發展任務是相當計畫導向。從訪談

及相關會議資料中顯現，探索卡的修訂為該校人才培育計畫的核心。因此，除了

人才課程的研發，探索卡可說是人才社群教師的主要任務。但 TF5 老師的話語

卻呈現出社群未來的不確定感。一旦探索卡的修訂完成，人才社群之後的發展還

是個未知數。（TF5-131128） 

因應領先計畫而誕生的歷史社群，是由 9 位老師分成兩個小社群發展兩門歷

史課程。而歷史社群會一分為二的考量點主要在於未來歷史科於飛揚高中的學科

地位。談及當初歷史社群的規劃，負責提供點子的 TM1 老師表示： 

 

因為領先計畫就是社群配課程，那還有一個其實這個是私心的部分，當

初學校規劃就是二期，…，1.5倍開課，就是27….。所以這是策略性的…。

27 除一除，六大學科，假設分的話，那我們社會科多少才能立於不敗

之地。一個原因是當時覺得應該是大小，一方面可以拿到社群的錢，一

方面又可以開發別的，我告訴他們利益在哪裡。第二個是這個概念卡住

才不會損失競爭力（TM1-130927）。 

 

TM1 老師的敘述呈現歷史社群成立的原因與學科地位有所相關。藉由領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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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機會，歷史科教師希望能夠在高一選修課程佔有一席之地，以免歷史科日趨

式微。因此，也顯現歷史社群起步有著較明顯的學科發展考量。在資深老師號召

的影響以及學科未來的考量，歷史科教師全面總動員，時常運用共同空堂時間，

至圖書館交流最新課程的研發進度。 

雖然相關研究資料都顯現出歷史科社群積極發展的態度，但因為該社群為計

劃導向，課程設計的進度都要跟上學校或教育局安排的時程，也造成社群不小的

壓力。同時參與文化社群及歷史社群的 TM1 老師，提到雖然兩個社群都是有學

生學習目標的引領，但文化社群因為是自組而成，所以是「沒有壓力，因為沒有

時間性，也沒有經費的壓力，…，無計較成本你投入多少，反正隨時見好就收」，

但是歷史社群的運作卻因為計畫指導性較強而形成另一種情況。TM1 表示： 

 

可能是一開始有信任基礎，也有資源，但是就是出現那個壓力點，…， 

我有發現包括現在運作當中，召集人真的著急，…，11 月要到了要 

發表了，我們還沒有做好。所以他的壓力很大，包括下個禮拜二要去校 

外教學，要在聚焦一次共同的主題的這樣的（TM1-130927） 

 

上述的話語顯現歷史社群的運作會偏向趕鴨子上架的情況，社群的課程規劃

因計畫時程而背負著相當的壓力。為了因應計畫安排，歷史社群汲汲營營地投入，

甚至假日還會齊聚討論。但也因為所有運作都是追著計劃跑，缺乏教師參與的自

主性，也使得有些歷史老師常有些抱怨或是意見分歧的狀況產生。類似的情形也

發生在因應領先計畫而產生的地理社群，在《尋寶地理》社群的 TF4 地理老師依

自我參與文化和地理社群作比較時表示： 

 

…投入度不一樣，文化…你會主動做，因為這不是強迫你去做的，可是

地理玩家這個是因為課程規定要十八堂課，所以我們強迫去分，…，所

以時間到了就是把它生出來，只是你生的三個教案是你選你有興趣的，

所以它是一定的，一定的配給之後去發展出來的，那文化是完全零配給

狀況是自動發展出來的。（TF4-131024） 

 



 
 

125 
 

TF4 老師話語所提及的「強迫」明顯地呈現出計劃主導性較強的社群存有的

壓力感以及衍生的被動性參與。在計劃主導度較高的地理社群，因為教師一開始

配合政策計劃需要而組成社群，所以相關社群討論或課程研發都是依照計劃要求，

整個發展過程與自發性社群相比，成員的參與缺乏自主或自願性。由此，顯現出

計劃主導性社群的潛在危機，除了前述人才社群成員所提到未來的不確定感，個

體行動積極度相對較為低落。因此，政策計劃地引入並不一定可以激發教師對於

教學革新的高度投入，反而是自發性社群比較能夠產生個體革新動能。但是，根

據幾位受訪者對於目前這些社群行動的觀察，研究者認為政策計劃的引入，仍是

促使教師改變的重要機會。 

學校目前因領先計劃而帶動了「組社群」趨勢，TF5 老師就提到她的觀點： 

 

雖然有可能是被迫的，但因為動了就會有改變，那老師基本上都是知

識分子，號稱我們都有腦袋，所以只要一動，就會自己去感受那個狀

態。自覺性強的老師就會放進教學裡面，自覺性低或慢的老師就還在

觀望，就是風一吹葉子就會動，動很大很小而已。（TF5-130928） 

 

雖然計畫主導性的社群有著前述的一些潛在問題，但是從訪談資料之中，

卻可發現如同 TF5 老師所述的現象，政策計畫慢慢讓教師藉由計畫實踐的過程

「感受」教學革新及社群的力量，也逐漸點燃教師對教學創新的熱情。 

歷史社群雖然肩負計劃壓力，但有些老師卻因為這次領先計畫的嘗試，從

學生對於社群所研發課程的熱情回饋，得到成就感。夢校長就提到有次歷史社

群最資深老師跟他的分享： 

 

剛剛有說到那位資深老師，她是歷史科的 leader，她光看這些學生的

作品，她興奮得不得了，我每天會選個一兩篇回一下，她則是每篇回。

她就覺得說他們怎麼認真是應該的，而且是有得到回報。（P-140106） 

 

由夢校長的敘述，我們可以發現到學生的正向回饋是最讓社群教師感到開

心，也使社群找到向前邁進的力量。除了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之外，教師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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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協作討論的收穫也讓原只想應付計畫的教師轉變成樂於投入社群的一份子。

地理教師就從她對領先計畫中社會科社群運作觀察提到： 

 

社群的那種討論，通過激蕩裡面開了很多很美麗的花朵，那是很棒的

事情。我們目前看到很多社群運作的很好，比如說我剛剛講地理的＜

地理小記者＞、＜尋寶地理＞或者歷史的＜歷史文化遊＞…，是因為

大家看到了那個激蕩裡面開出來的花朵的美麗。就是可以激蕩出…很

多不同的東西，慢慢的發展出來，你就會發現可以把這個兩個小時的

課程裡面，變得更活潑有趣，更有內涵。那這是很多人願意再討論下

去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為那個激蕩。（TF4-131024） 

 

    上述的話語顯現社群討論的火花讓有些教師對原本只是計畫實踐行動有了

不一樣的態度，逐漸產生教學革新及社群參與的自發力。另一方面，夢校長也

提到她對這些社群的觀察，她以歷史社群為例，提到領頭羊的帶領，對於這幾

個領先計畫社群所產生的持續力量。 

 

那個老師太認真了，就說他怎麼認真，他又最資深，又一直找你們（歷

史科教師），說「沒時間，那我來替大家找時間」，那就去了。原先我

也不看好，我在想說有些人可能最後會流失掉，可是你知道當這個主

事者不斷強而有力的，不想讓它散掉，他擔心它散掉，他一直拉一直

拉，他想盡辦法運做下去。（P-140106） 

 

綜合幾位訪談者敘述，研究者發現雖然一開始教師因為工具性的學科利害關

係或因計畫需求才建立社群，但若深究，不難發現社群所隱含的情感性因素，像

是社群分享討論的過程所得的收穫以及情感交流，對於社群領頭羊的支持、學生

回饋所帶來的成就感等，逐步激發教師投入社群的熱忱。這些情感性的力量成為

持續執行計畫的關鍵，同時也協助教師克服由計畫外部要求而生的壓力，將之轉

化成為社群課程發展的引力（M-131125；P-140106；TM1-140927）。茲此，計畫

實踐也有可能喚起教師教學革新的可能，但能讓其產生最大成效關鍵在於社群成

員從行動過程之中所蘊含的情感力量，連結目標與行動意義而使社群成員願意持

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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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探究飛揚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行動社會資本，顯現不論是計畫實踐的工

具性行動或是情感性行動，成員個人對群體的情感是行動實踐最大關鍵。由飛揚

各社群的發展狀況探析，研究者認為「共享性」元素是行動永續的前提。因為成

員共享的理念或目標的奠基，社群較能有一個清楚明確的行動願景，引領成員齊

心協力邁進達成，更在過程間加深對社群的認同及歸屬感，促進社群持續脈動。 

社會資本存於人與人間的關係之中。在情感性行動的探究，研究者發現雖然

文化及人才社群都具有情感之因，但卻因情感性質的歧異性而有不一樣的發展。

具有共享情感的文化社群比單純情義相挺的人才社群有更為明顯的社群歸屬感

產生。林南（2010）提及社會資本的情感性行動的意義在於整合。從對飛揚高中

社群狀況探究，研究者發現若無「共享」之因真正地存於社群的每位成員心中，

而單靠友誼互動之情，是難以支持社群網絡的永續發展。 

政策計劃是飛揚高中社群發展重要的外部資源，猶以領先計劃的影響最為

顯著。藉由工具性行動面的探究，研究者發現計畫主導性較強的社群，其社群

行動明顯地較為被動與缺乏方向感，需要計劃時程的指引或是一個強有有力的

領頭羊教師為大家安排及帶領。社群成員的參與熱誠也較為低落。然而，雖然

計畫實踐過程潛藏上述較為負面的情況，卻也在無形之中逐漸點起教師心中深

埋已久的革新熱情，許多老師因為討論激盪及學生回饋等情感之因，對社群也

漸有認同之感。由此，呈現出以計劃實踐角度出發的工具性行動雖有些潛在的

缺點，但另一方面也促使飛揚高中有了較大的學校革新之效。 

綜合本節的探究，研究者發現社群行動為社群「關係」與「資源」社會資

本活化之力。社群協作的行動過程促使成員關係深化為社群歸屬之情感，增進

內外部資源對學校革新之潮的影響。於下一節之中，研究者擬著重三種形態的

教師社群社會資本的交互影響，以利讀者對其有更深入明確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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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關係」、「資源」、「行

動」社會資本的交互關係 

 

「關係」、「資源」與「行動」社會資本三小節的探討呈現三種資本形態於

社群發展的相互關聯性。社群成員共享的願景或理念為社群關係橋樑的立基，並

因為信任的催化而逐漸形塑出緊密的「關係」社會資本，進一步促成該社群「資

源」社會資本的交流與共享，也為「行動」社會資本奠下發展的基石。另一方面，

「行動」社會資本的不僅是運用「資源」社會資本的過程，亦深化「關係」社會

資本，產生社群歸屬感與行動承諾。透過研究探析，飛揚高中各社群發展都可看

到每個社群社會資本形態的交互作用（參表 4-4 之整理）。於本章節之中，研究

者擬以深入說明各形態社會資本交互影響而成的社群發展圖像，使讀者更了解社

會資本對社群發展之效益。 

 

表 4-4 各社群所富有的社會資本形態表 

 文化 生態 資訊 世界 人才 英文 國文 歷史 地理 

關係 

社會資本 

★ ★  ★  ★ ★   

資源 

社會資本 

★ ★ ★ ★ ★ ★ ★ ★ ★ 

行動 

社會資本 

★    ★   ★ ★ 

該社群所富有

的資本形態面 

3 2 1 2 2 2 2 2 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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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三種形態社會資本對社群發展的永續性 

社會資本雖可視為資源，能夠投資、轉換、交流，但卻也需要其它資源的挹

注使其永續，也凸顯行動者長期經營的重要（Lesser, 2000）。依據相關研究

（Kilpatrick et al., 1999；Moolenaar, 2010；Mulford, 2007），顯現社會資本蘊含

的共享目標、認同感、承諾感對團隊或組織的互動及產出有所助益。若從文化社

群的發展軌跡來看，其可從關係社會資本的角度切入，藉由行動社會資本強化網

絡關係結構，讓成員能夠相互扶持勇往直前，並輔以資源社會資本擴展社群課程

的廣度與深度，開創出「令人驚豔」的課程典範（P-140106）。 

藉由社會資本角度的剖析，研究者發現各型態的社群社會資本對於文化社群

發展都有其重要性。「關係」社會資本蘊含的共享願景與價值觀為社群網絡形成

的關鍵，使成員更具有行動熱忱。藉由共享理念的奠基，每位教師的自發性與認

同感促使成員齊心協作發揮創意，結合學校社區特色，開創膾炙人口的校本課程，

並積極推廣分享，許多同仁及其他學校蔚為稱道，可謂是社群「行動」社會資本

的典範。社群課程的協作研發及多次的聚餐出遊也增進「關係」社會資本的積累，

促成信任氛圍的形成。在社群資源面，文化社群藉由內部人力資源與外部計劃物

質資源的善用，讓行動成果更為精緻優質，也使得文化社群轉化為飛揚整體社群

發展的「資源」社會資本。幾位文化社群成員的經驗與熱情逐漸傳承至其它社群

之中，感染更多飛揚教師投入社群嘗試協作創新。 

相對於其它社群，文化社群是飛揚高中唯一兼具三種社群社會資本形態的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也是當前飛揚高中社群歸屬感最為顯著的社群。文化社群的認

同感維繫著成員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即使實質社群運作暫時停止，但文化社群隨

時能夠再度出發。故以下茲就從三種社群社會資本與文化社群發展的永續性作說

明。 

文化社群的成立打破當時保守且個人主義濃厚的教育氛圍，跨學科的組合也

招致同仁異樣的眼光，被認為「不正常」（TF2-130927；TM2-130927）。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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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成員的表述（TM1-130927；TM2-130927；TF2-130927；TF4-131023； 

TM5-131111），發現每位成員對跨科協作教學的認同及夕陽社區維存的共識使

文化社群成員「不只感動，還須挺身」。由於共同信念，互不相識的五位教師有

了初步交集形成網絡，亦成為社群行動之源，賦予每位行動者「隨 call 隨到」的

行動能量。藉由社會資本的角度，研究者發現每位成員共享信念所積累而成的「關

係」社會資本是文化社群得以形成的關鍵，也是該社群成功的基石，使得文化社

群的「行動」社會資本不同凡響。 

行動者的行為或行動反應個人的信仰與信念。由文化社群之例，呈現出共同

信念寓於行動實踐的巨大能量。從 98 學年度成立迄今，文化社群的理念實踐之

路充滿酸甜苦辣，但幾位老師卻在共同信念的支持下披荊斬棘，成功克服難關，

獲得眾多殊榮及肯定。TM5 老師直接坦言：「大家想法還蠻相近的，就是信念

這件事。」（TM5-131111），使得文化社群各成員者間的交流充滿默契，信任

也因一次次成員頻繁的交流互動而滋生。《信任的療育力》一書的作者里秋‧大

衛（Richo David）曾提到當我們能在一段友誼或人際關係中自在、安心地表達真

實的自己時，信任便得以滋長。因為信任感與安全感的產生，成員能夠開放心胸，

「放心」地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侃侃而談，為文化社群的創意激盪出更多火花

（TM5-131111） 

探析文化社群發展歷程，教師積極的行動力使社群理念得以開花結果，同心

齊力的協作過程也強化成員的互信關係，成為比親人還要好的知己（TF5-131111；

TF4-131024）。雖然這些成員都有參與其它社群，但研究者從訪談資料與訪談

過程之中明顯的感受到每位教師對文化社群強烈的認同感及歸屬感

（TM1-130927；TM2-130927；TF2-130927；TF4-131023；TM5-131111），藉由

社群任務的互動，形成了一個有著強連帶能量的社群。茲此，也顯現出「行動」

社會資本的積累過程對於深厚「關係」社會資本的助益。縱使目前社群成員都因

行政之職或協助其他社群發展，使文化社群的運作暫緩。但從幾位老師的訪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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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者發覺文化社群只是進入社群發展的「休眠」狀態（TM1-130927），

每位成員都一致認為文化社群只要有自我時間，隨時都能夠再度揚帆啟航繼續實

踐社群新任務。 

相對於「行動」社會資本與「關係」社會資本的相互反饋，研究者認為「資

源」社會資本則有著增進此兩形態資本積累與交互影響的功能。在協作教學的過

程之中，文化社群跨學科的組合模式幫助了每位成員盡情發揮創意與潛能。同時，

由於跨學科人力資源的互補性，展現出兼具效率和效能的執行力。另一方面，計

劃則成為文化社群成果精緻化的重要外部資源。藉由社群內部人力與外部物力的

結合，「資源」社會資本活化該社群「關係」與「行動」社會資本的積累。在近

期飛揚蓬勃的社群發展之中，文化社群社會資本的能量也轉化成飛揚高中諸多社

群形成與運作的重要推動力（P-140106；TF4-131024；TM2-130927）。 

綜合文化社群社資本的探究，研究者發現文化社群的發展與「關係」、「資

源」與「行動」社會資本的積累能量相關。與其它社群相比，三種形態社群社會

資本的匯集之力，使得該社群擁有相當的社會資本能量，形塑出其它社群無可比

擬的強烈社群凝聚感，也讓文化社群不只是飛揚高中社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先驅，

也持續隨著飛揚發展茁壯。 

貳、 兩種形態社會資本對社群發展的促進性 

在與文獻和個案資料的交互對話之後，研究者以「關係」、「資源」及「行

動」三形態探究社群社會資本的樣貌。但省視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研究者發現

大部分的社群實質上僅蘊含兩種形態的社群社會資本。根據目前個案學校幾個社

群的發展現況，雖然雙重形態的社會資本所產生能量並無法與前者比擬，但研究

者發現其對於社群發展的促進性依舊有其重要效益，以下研究者茲就各社群所形

塑而成的雙重社會資本形態作描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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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係」與「資源」社會資本---學科內外協作氛圍的促進 

組織文化氛圍是社會資本能否形塑的關鍵。探究個案學校的九個社群，研究

者發覺生態、世界、英文與國文社群以「關係」與「資源」社會資本的孕育較為

明顯，促進學科內部或跨學科協作氛圍的改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成為飛揚高

中某些科目的固定協作模式。 

與前述文化社群相似，此四個社群也是因共享願景與價值觀而形成，為關係

網絡的連結打下基礎。然而，探究其發展，這些社群雖有信任關係的產生，也有

內外部資源的挹注，但卻無法如同文化社群產生豐碩的「行動」資本能量凝聚整

體社群的情感。茲此，研究者認為其與社群的學科性質及網絡的擴張模式相關。 

探析國文與英文兩學科社群的相處互動，研究者發覺學科束縛是此兩社群無

法產生社群凝聚感的重要原因。就國文社群而言，TM2 於訪談之中提到國文科

就是一個兼具「彈性」與「緊密」的關係結構，而彈性就在於「某些老師個性是

什麼我們大概知道，所以那個點就不要去碰」（TM2-130927）。同時參與文化

社群與國文社群的 TM5 老師也談及兩社群討論氛圍的差別，志同道合的文化社

群討論可以「從閒聊慢慢轉入正題」，但國文社群就是「有效率」的開會，因為

老師大多會會想利用空堂好好休息。由此，也看出國文社群互動討論存有些拘束

及消極，並不像文化社群有著隨性高談闊論的空間。 

由兩位教師的敘述，呈現出學科倫理對於學科社群的侷限。同樣地，英文社

群也有相似的情況產生。探析英文社群的互動關係，研究者則發現同為英文社群

成員的 TM3、TM6 與 TF1 老師對社群實踐有著不同的感受。TM3 與 TM6 兩位

中生代老師都認為英文社群並無學科倫理包袱的存在，但資深的 TF4 老師卻表

示英文社群的許多意見其實是需要資深老師「撐腰」，才能減少抨擊的聲浪。此

外，也因為英文科氛圍雖關係不錯，但教師間往往是「以和為貴」，使得社群討

論較無突破性或衝突性，不易有激盪火花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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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國文及英文社群的發展，研究者認為學科包袱為其難以產生社群歸屬感

的主要因素。教師間分享與交流對於社群關係的凝聚是有所助益的，但卻可發現

到兩社群的討論都呈現「點到為止」的型態。為了辦公室的和諧相處，有些教師

選擇將「異見」放在心底。此種情況減少了社群發展的突破性，也讓成員關係間

彷彿有一層隱形的薄紗阻隔彼此，社群認同感或歸屬感的形塑尚存有發展空間。 

跨學科的生態社群及世界社群則是由於社群網絡擴張的模式使得社群行動

力及關係凝聚感較為薄弱，其中尤以生態社群最為明顯。因應生態班教學之需，

生態社群每一學年度都會增加四位新成員，至今約有12位自然領域教師投入於生

態課程。但是由於後續加入的社群成員缺乏與第一屆成員共同經歷草創階段的甘

苦，加上有些二、三屆的教師是「情勢所逼」的加入，使得成員互動產生了隔閡。

TF6老師也提到後續成員「親密跟共識性，就是主動性也不夠強」（TF6-120921）。 

同樣地，探究世界社群的發展，新舊成員間的關係也是社群凝聚感以及社群

發展的阻力。從兩位開創成員（TF1及TF3）的話語之中，研究者發現雖然新加

入的成員（TM2）與她們具有共同的教育理念，但由於缺少初期共奮鬥的經歷，

加上兩女一男的組合模式，使得世界社群的成員關係似乎還需一段磨合期，才能

夠達至理想的社群討論模式（TF1-130927；TF3-131021）。茲此，藉由生態及世

界社群運作狀況的描述，研究者發現「關係」社群資本易隨著社群關係結構和參

與人數的擴張產生變動，也影響著其是否能夠藉由社群行動轉化成社群歸屬感。 

由於學科因素及網絡結構的因素，此四個社群社群行動實踐目前還無法真正

展現社群資本的能量，促使社群的永續發展。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卻也發現社群

努力地藉由著內外部資源給與社群更多元的發展模式。從中，社群不只給與學生

更豐富的學習資源，也讓社群成員有更多的互動機會，增進社群成員的協作關係。

例如：世界社群的世界班國外參訪之旅、生態社群的生態營、英文社群的多元研

習等都成為凝聚社群向心力的重要取徑（ TM2-130927； TM7-121005；

TM6-1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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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雖然此四個社群關係網絡的形塑有共享願景與價值觀作為立基，

但其發展過程卻由於學科因素及新舊成員的隔閡而無法如同文化社群展現出「行

動」社群資本的力量。然而，藉由多方資源的挹注而有的研習或活動籌備機會，

教師逐漸習慣於合作模式。學科內協作氛圍越來越顯著，學科間的攜手也正如火

如荼的在許多社群悄悄地醞釀。茲此，研究者認為「關係」及「資源」雙重社會

資本型態的力量雖不及於三種型態的匯聚，但卻逐漸形塑出飛揚高中學科內外良

好的協作氛圍。 

 

二、「資源」與「行動」社會資本---社群參與的促進 

 

關係是社群網絡互動的重要基石，但我國長期以來單打獨鬥的教師文化卻形

成一道難以突破的障礙，也使得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教育現場推動初期時常遇到

教師的抗拒。探究個案學校這幾個近期所產生的社群（人才、歷史與地理社群），

研究者發現即使缺乏「關係」社會資本作為社群網絡建立的基礎，「資源」與「行

動」社會資本的結合卻成為促使教師改變原本對社群漠視或逃避態度的因素，讓

教師從不關心到願意投入甚至產生對社群參與的熱情，也讓教師關係有了深化的

可能。 

綜觀飛揚高中教師社群的發展，研究者發覺幾個近期的社群主要是因政策計

畫躍然而生，並非是共享信念的牽線，由此可看出政策計畫對於學校社群的推廣

有所助力。但由於計畫主導的意味濃厚，該類型社群的部分老師也有不少怨言，

甚至抱持虛應了事的被動心態。面對此種現象，研究者發現此種隱憂在社群實踐

的過程逐漸一點一滴地消逝。表面上，這些社群僅是計畫實踐性的社群。但從幾

位老師的表述之中，研究者看到這些社群中的許多教師正因為社群討論的收穫、

學生回饋的成就感等因素在逐漸轉變對社群及政策計畫的態度，不再抗拒社群參

與或接下任務，甚至希望嘗試以社群開創自己理想的教育天地。 

綜而言之，研究者認為雖然「資源」社會資本可促成社群形成或是提供社群



 
 

136 
 

發展的所需，但若欲真正啟動教師革新動能仍舊需要其他社群社會資本形態的能

量，尤其是認同情感的喚醒蔚為重要。藉由社群實踐的過程，「行動」社會資本

的積累逐漸彌補「資源」面的不足，也成為教師認同社群行動的媒介，點燃教師

對於社群投入的熱忱。雖然當前「資源」與「行動」的資本能量並不一定能夠足

以支持社群的永續發展，但研究者認為其對於許多原本對社群漠視的教師卻是一

股相當重要的推進力，也讓飛揚高中社群參與的氛圍日益提升。 

 

三、各形態社群社會資本與飛揚整體社群發展的遞進性 

 

由上述的探究，呈現出各種型態的社群社會資本對於社群發展的不同影響。

三種資本型態的匯聚使社群較有可能發展強連帶的歸屬感及行動能量，而有永續

經營的未來；兩種型態的社會資本的交互作用雖不易成功地形塑出社群歸屬感，

但兩種型態的能量互補仍舊給予許多社群成長上的助益。 

綜合相關資料的剖析，研究者認為飛揚高中社群社會資本的積累情形大致可

分成兩種模式，第一類是先由關係連結作為社群網路的基礎，進而透過社群實踐

的行動過程及產出，使互動關係深化，最終輔以內外部資源的結合促使社群成果

更為多元與精緻，促進社群的永續發展或協作氛圍的形塑。其中，飛揚高中早期

幾個自發性社群的發展狀況都偏屬於此種模式，例如：文化社群、生態社群、世

界社群等，其中以文化社群尤為明顯，完整地形塑出如圖 4-1 所呈現的社群社會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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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飛揚高中第一類社群社會資本積累遞進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二類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是先以充沛物質資源的政策計劃做為開端，促使

教師建立社群。成員則逐漸因行動結果的收穫及成就感，改變原本被動的態度，

有了對社群投入的熱情。雖然關係層面尚未顯著，但已逐漸有向心力的產生，具

備著於未來發揮社群社會資本能量的可能。此種模式可從飛揚高中幾個近期發展

的社群而得，也是飛揚高中當前社群蓬勃的主要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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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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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飛揚高中第二類社群社會資本積累遞進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個案學校社群發展之例呈現出由政策計畫為社群策動源頭的第二類社群社

會資本的積累對於學校整體社群動能的啟動產生顯著的影響。在領先計畫的影響

下，許多原本沒有社群的學科逐漸開始有了社群行動。然而，細究此類型社群的

運作，研究者發現雖然其彰顯了政策對學校革新翻轉的正面效益，但同時也凸顯

出「由上而下」（top-down）模式的缺點。由於政策計畫的主導意味濃厚，教師

往往只是被動的計畫實踐者，也讓有些原本只是勉強配合的教師容易產生抗拒之

心或疲倦感。社群資本關係層面的積累似乎仍有努力之空間，社群長期性運作有

待考驗。 

相對於第二類社群所潛藏曇花一現的危機，研究者認為第一類模式的社群社

會資本積累屬於細水長流型，雖然於並不一定能於一時片刻立即給予飛揚社群發

展相當大的推動之力，可是卻是當前飛揚社群大量增加的關鍵。尤其從幾位訪談

者的敘述，研究者也發現到第一類社群社會資本其實是飛揚第二類社群發展的重

要資源。此外，由於此類型的社群於組成之時就已具有社群發展的重要立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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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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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願景或價值觀，其不只是關係橋樑之墩，亦是社群發展迷茫時的引航燈。茲此，

第一類社群雖無法於一時大鳴大放，卻展現出其續航力，不斷穩健前行。 

綜而言之，飛揚高中社群發展主要可分成兩種類型。初期主要是第一類由關

係資本開始積累的自發性社群，後期則為第二類由資源資本做為支持的計畫主導

性社群。縱觀飛揚從形成第一個文化社群至現今因領先計畫而成立的歷史、地理

社群等的歷程，研究者發現社群社會資本的力量為其重要。第一類社群所蘊含的

社群社會資本潛移默化地推進第二類社群的發展，增加第二類社群社會資本的積

累。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也因為第二類社群的增加日趨蓬勃，讓飛揚開始有了學

習型學校的雛型。 

 

小結： 

探析飛揚高中社群發展與社群社會資本的關聯性，呈現出各種型態的社會資

本對於飛揚高中社群的推動都有其影響，而不同面向的結合也會塑造出不一樣的

社群樣貌。由相關文獻的探討，研究者發覺社會資本蘊涵關係、資源及行動三大

型態，透過各形態的匯聚，社會資本始能發揮最佳效益。在個案學校諸多社群之

中，文化社群的發展可看出社會資本三種面向對社群運作的價值。其不只促成社

群永續發展，也轉化為飛揚後期社群推廣的重要力量。而雙重型態的能量雖無法

真正發揮社群資本之效，但卻也逐漸形塑出飛揚高中學科內外的協作氛圍及增進

教師社群參與的熱忱。 

縱觀飛揚社群發展的歷程，研究者發現社群社會資本並非僅依單一模式積累而成。

隨著社群性質（自發性與計劃主導性）的差異，其資本層面的遞進模式及對學校

的影響都不相同。自發性社群的社群社會資本成為計畫主導性社群成長的推進力，

而飛揚高中也因近期計畫主導性社群的大幅增加，也逐漸有越來越濃厚的組織學

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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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群社會資本是透過行動者的網絡、行動與內外部資源的挹注而積累產

生，但從個案學校的探究中，研究者發現學校領導亦是該校教師社群社會資本得

以展現力量的重要因素。茲此，於下一節中，研究者欲深入說明學校領導對教師

社群社會資本流動及活化的影響，並細論社群社會資本對飛揚學校整體革新的改

變，使讀者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對學校經營發展的具體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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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學校領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影響 

21 世紀是個知識與資訊為重的時代，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日益重要。面對

教育改革之潮的風起雲湧，學校領導如何引領教師專業成長成為學校革新之效的

關鍵。經由本章的探究，顯現出各形態社群社會資本對飛揚高中所帶來的創新改

變。然而，研究者細究社群發展及資本積累的過程，發覺學校領導亦是社群資本

產生及遞進的活化之因，尤以夢校長到任所帶來的影響最為顯著。過去因喪失第

四志願光環及眾多因素影響而消極保守的飛揚高中可以逐漸蛻變。在此次的研究

過程，研究者認為飛揚高中現今正藉由學校領導與社群社會資本所蓄積的創新能

量改變學校地景與面貌。以下研究者茲究學校領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

的相關性進行闡述，並從各受訪者的論述描繪飛揚高中未來之展望。 

 

壹、 學校領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 

 

Fullan（2002）曾提及「學校領導者的角色在於『引領創造』組織有更好的

能力以一同達成更好的組織目標」（p.65）。面對教育持續革新，學校領導具有對

學校未來發展的關鍵影響，也唯有行政與教學搭起和諧的關係橋樑，才有可能促

成學校組織文化氛圍的改變，讓教師齊心為學校革新的願景而做努力。Hargreaves

（2003）也提及學校領導對於促成學校革新的資本流動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不僅

要了解與發揮學校的各種資本形態（例如：社會資本、智慧資本）之效果，更須

不斷使之增長。 

學校領導可以說是飛揚高中教師社群社會資本積累與流動的活化之能。從最

初，學校數個社群的誕生與關係網絡的形成，校長是主要的幕後促成者。社群運

作與發展過程之中，校長轉變為社群資源的支援者，亦扮演起社群困境諮詢者或

是社群衝突協調者的角色，讓學校社群社會資本可以不斷的累積，形成目前學校

的課程革新力量。除此之外，不少教師提到校長為社群能量與教師學習力的誘發

者，讓越來越多教師們自願投入社群為學生有效學習與為學校的未來發展而做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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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研究者於以下茲就學校領導對各形態社群社群資本的影響作說明： 

 

一、 學校領導對關係社會資本之促成性 

 

在翻轉教育的趨勢之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已經成為各國常用的教育改革途

徑之一。從研究文獻的探究，顯現教師個人與協作教學的專業增能對於學校與整

體教育系統的革新息息相關。教師透過社群網絡建立協作關係，並從教學專業討

論與交流之中，提升自我教學專業知能。然而，我國長期以來的「孤島型」教師

文化，教師往往習於自閉門戶、獨善其身於自我的教室王國，少與其他同儕互動

交流，也使得教師合作關係難以產生。 

探究飛揚高中社群的發展歷程，研究者發現校長的更任是讓飛揚開始有社群

發展的重要轉捩點。夢校長的到任之後，重整飛揚高中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簡稱：

課發會），讓原本教師對立的氛圍開始慢慢緩和，並藉由環境掃描，決心以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解決飛揚所面對的諸多挑戰。而夢校長亦是許多社群形成

的重要幕後推手。爰此，研究者認為學校領導對於飛揚高中社群關係社會資本的

形塑與發展扮演了重要的促進者的角色。 

在我國的教育現場，行政與教學的區隔往往是學校經營最大的問題，而這也

是過去飛揚高中的運作方式。由於各科習慣從本位出發來關心學校的課程發展，

且對行政不太信任，使得各科常有衝突摩擦，導致學校教師關係冷漠。曾為課程

發展委員會（簡稱：課發會）的委員 TM2 國文老師就以當時課發會的衝突為例

提到： 

 

…開一個課發大家都害怕，因為那個便當就是吃不完，吃到最後會計跟

我們說沒有錢吃便當，…，吃掉一年的費用，天啊這是怎麼回事，然後

開到最後是大家都不信任對方，全部錄音，每一次開會前先確認上一次

會議有沒有寫錯，…不信任到這種地步（TM2-130927） 

 

課程發展委員會對於一間學校而言，是課程發展的核心，也提供各科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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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機會，然而課發會卻因長期溝通不良而產生教師間和教師對於行政的不信

任感，使得飛揚高中各科過去的互動關係是充滿著對立。回憶到任飛揚時的場景，

夢校長表示： 

 

…她們拿很多資料給我看，誰告誰，告來告去，…，說你要讀完這些東

西，因為都還在申辯申訴當中，…。大家就沒有什麼互信關係，那我去

追究這些沒有互信關係的根源點在於課發會。她們在課發會有點鬧翻了，

就是課發會有點科跟科之間不信任，大家就覺得我就是來這搶課拉。

（P-130826） 

 

綜合教師與校長的敘述，呈現出過去飛揚課發會會議宛如就是個搶課戰場，

校園的對立氛圍顯而易見。找出該校問題的癥結點後，夢校長逐步改善課程發展

委員會的運作模式，建立一個穩定的機制。於是，各科關係有了初步的改善，開

始有合作的可能。但是，解決課發會問題只是夢校長革新的開端，夢校長逗趣地

說道： 

 

…其實並不是一來就發誓說我要作社群，而是先了解學校的問題，要

解決這些問題，光靠我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靠某個明星老師也是

不行的，靠某個教師會長也是不行的，從很多問題之中，找來找去就

只好用社群來做一個策略是比較好的。（P-140106） 

 

然而，飛揚的冷漠不信任的氛圍並非單靠課發會的再造就能一夕消逝，社群

對於飛揚高中許多教師更是陌生的專有名詞。探究夢校長任內許多社群的形成，

研究者發覺社群的形成不只是受到課發會改革的影響，更與校內教育信念的共鳴

相關。由於一些過去飛揚校內的行政與教學的芥蒂，夢校長任內的第一個社群（生

態社群）的形成並非是一開始就一拍即合，TM7 老師坦言當初也與校長經歷了

一段理念的磨合期，才有生態社群與生態班的出現： 

 

大家就是說回去討論的，我們再看看校長的理念是什麼，免得以後我們

做的很開心，又被主導到升學的招牌去了，…，我們真的想讓孩子從做

中學到一些東西，那是我們的想法，…，我們很重視這個過程，當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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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就是大家都是這種理念，所以觀察了大概半年多，校長覺的大

概時機成熟了也跑來找我。(TM7-121005) 

 

生態社群在夢校長與幾位生態社群教師達成共識之後順利形成。而後，

資訊社群、世界社群、人才社群也在夢校長的努力牽線或鼓勵下誕生

（TM4-131023；TF3-131021）。資深的 TM4 老師就以他近年來對飛揚社群

及相關計畫參與的觀察提到： 

 

校長跟我們學校很多科老師的態度，都是很 match 的，默契度是很夠

的，所以我們在寫計畫各方面，別的學校可能都是教務主任一個人去寫，

然後他自己寫然後誰做，就是做起來都是怪怪的，在我們學校不是，就

是我們第一線的老師。（TM4-131023） 

 

由幾位教師與校長的敘述，研究者發覺學校領導對於飛揚社群的起步有著

重要的奠基作用。藉由課發會的改革，原本冷漠對立的校園氣氛出現了對話的

景象，也為飛揚高中校內老師間的合作帶來契機。而飛揚高中許多社群的萌芽，

像是生態社群、資訊社群、全球化社群、人才社群等，夢校長都是相當重要的

促成者。 

清晰明確的組織共享理念及信任關係的建立是發展出組織內的社會資本重

要的前提。探究學校領導促成社群網絡形成的原因，研究者發覺在學校文化氛

圍的改善以及行政與教學的共享教育信念是相當重要的推進之力。共享的教育

信念為初到飛揚的夢校長與飛揚教師們搭起關係橋樑，亦打破長久以來飛揚嚴

重的行政與教學對立隔閡。如同 TM6 老師所提的「她是值得信賴的校長」，TM4

老師表示的「我們都認定妳(夢校長)是指揮」，教師對於學校領導有了信任，也

使得飛揚社群發展逐漸有了在未來漸入佳境的可能。夢校長也提到她的感受，

認為信賴著實改變了行政與教師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領導人要讓大家安心是很重要的，還有就是一件事情，你做的都

不是為了你自己，…，或是你想要引導的方向，都是希望這個學校更好，

也許他們會做得好累，但他們會覺得你不是為了你自己阿，是為了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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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好，…我覺得這是信賴，就是剛開始他們對我也沒那麼信任，可是

久而久之以後，我覺得他們也很聰明，看得出來說，今天為什麼校長要

帶我們做這些事情。（P-140106） 

 

二、 學校領導對資源社會資本之支援性 

 

Wenger 認為要使社群能夠發芽茁壯是需要組織提供一個能夠使之枝葉繁茂

的環境，提供時間和其他資源（黃維譯，2003）。資源挹注往往是組織或團隊革

新重要的關鍵，亦是提升其產出質與量的重要曲徑。探析飛揚高中社群的發展歷

程，研究者發現學校領導提供社群重要的資訊與資源，必要之時協助社群度過難

關，並適時地放手使其自我成長，讓各社群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努力向前行。 

縱觀飛揚社群發展，明顯地看出每個社群都有著政策計畫作為社群運作的物

質性資源來源。許多社群甚至是透過計畫因運而生。這其中主要都是因為夢校長

希望能藉由政策計畫的引入借力使力，帶起教師對社群參與及教學革新的嘗試。

曾為教務主任的 TM1 老師及生態社群召集人的 TF2 老師就談到夢校長以計劃引

領及支援社群的方式。 

 

聰明的地方是我把你引導來，讓你來賺一些計畫，引導你，…加進計畫

裡面，你了解說實務就是有這些困難。還有學校現場就是這樣，經費很

少，要靠自己，再來一點就是，他都有一個核心，每一個計畫都有一個

核心理念，如果你的理念與計畫核心走的是一樣的事情，那你為何要單

打獨鬥，不靠計畫來配製，這是夢校長厲害的地方，他結合在一起。 

 

校長就跟我們講說有什麼計畫，如果你們想要一起完成什麼的樣的教案，

有什麼支持可以給你們，我覺得老師就比較有動力。（TF2-130927） 

 

綜合兩位老師的敘述，可看到夢校長以政策計畫的方式為教師專業成長提供

許多能量。其不僅提供給社群發展的所需資源，亦協助教師實現原本心中長期所

存的教育理念。雖然此種模式較為偏向是「由上而下」的模式，教師屬於被動接

受者及實踐者，然而從飛揚社群發展之例卻可看出是此種途徑也逐漸在改變許多

教師保守消極的態度，讓教師從被動轉為主動，帶起飛揚一波波的社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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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斷為社群的資源社群資本挹注物質能量之外，研究者發現學校領導亦

積極支援社群需求，適時協助社群解決問題。 

 

她們會覺得她們使不上力，那我如果去介入了解之後，會比較有具體的

建議，她們就覺得還不錯，校長會進來協助我們，解決這些困難，所以

有時候我不一定通通都參加，但是大部分我會去想說，她們遇到那些瓶

頸或困難，那我應該要進去了，所以我的訊息是要流通的。（P-140106） 

 

從夢校長話語，研究者發現校長在社群資源的挹注的層面扮演積極的被動者

角色。身為許多社群網絡的促成者，夢校長僅在社群發展初期為其「鋪好軌道」，

後續社群的運作就是讓教師自行「裝潢」及「豐富」社群課程（P-140106），體

現教師專業自主與成長的精神。從幾位社群教師的回饋，更可看出校長在各社群

所扮演的積極被動者角色： 

 

我覺得真的沒有校長什麼特別干預的事，通常都是我們真的有需要一個

人來開場，需要有錢，需要空間之類的我們會去問。（校長）算是資源，

我是講支持的力量，那個支持的力量就是如果有需要，就是錢、資源、

空間之類的，那如果是精神層面的話，就是想看待這些社群的發展，就

是他還蠻鼓勵的這樣子。（TM5-131111） 

 

就是可能我跟你在吵架，我們倆沒有辦法把話講清楚，那要找一個第三

者來，通常是校長，一定是校長，不然你解決不了。那我覺得校長還算

OK，就是他會跟我求證，那我就跟他說，那我們大家面對面談，就是

你校長在，那就 OK 了。（TM4-141023） 

 

所以之前夢校長對我們很好，我覺得我們學校這裡有一個非常人性的就

是如果你有組社群，你有實際計畫要執行的話其他會願意幫你把社群的

一些配課調好，所以以前我們禮拜五是我們社群共同時間，所以我們就

利用那個時間做討論。（TF4-131024） 

 

由幾位老師的敘述，可以看出校長對於社群發展支援的多重角色。如同 TM5

老師所述校長對於社群資源社會資本的影響包含物質支援及精神支持兩種層面。

在物質支援面上，夢校長以政策計畫的策略讓各社群無金錢的後顧之憂，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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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藉由社群實踐其教育信念；並輔以行政配課的力量，讓社群教師能有固定空

堂時間齊聚發展課程。在精神支援上，夢校長是許多社群的諮詢者及和事佬，給

予社群適時建議，使其度過發展的關卡和挑戰；擔起客觀第三者化解社群衝突，

使之能夠雨過天晴繼續邁進。而在這之中，研究者也觀察到組織文化氛圍改善受

到行政與教學在資源面上互動的助益尤為明顯。飛揚高中的校長室不再是教師避

之惟恐不及之處，相反地行政與教學間的隔閡在校長「有求必應」的協助下越來

越消弭，校長室轉化為社群實踐的萬應門。茲此，學校領導終能發揮其行政對教

學的支援功能，就如同校長所述自己對各社群的消息基本上是「流通的」

（P-140106），才能讓社群有更好的發展。 

 

三、 學校領導對行動社會資本之激勵性 

 

領導學專家西蒙·斯涅克（Simon．Snick）在 2009 年 TED「偉大的領袖如何

激勵行動」的演講提出「黃金圈」法則3。在該法則之中，傳達出真正能夠激發

人類行動的原因來自於個人內心「為什麼」（why）的共鳴。面對教育環境的瞬

息萬變，領導者擔負著引領學校成員成長的重責大任。探究飛揚高中從無到有的

社群發展，研究者發覺學校領導對行動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與黃金圈法則相互

呼應，促使飛揚社群日益蓬勃。以下茲就此部分深入說明： 

談及教師社群日漸增加的原因，校長幽默地說：「當然跟校長很重視這件事

情有關係」，但研究者發現學校領導對於教師社群行動意義性的啟發與激勵更為

重要。在夢校長推行社群之初，多數飛揚教師對社群一無所知或者保持冷漠的態

度。但是，因為校長堅持不懈地在各種場合倡導社群參與重要性及意義性，社群

數目日漸增長。幾位老師就提到校長推廣社群的熱情對於學校社群發展的影響： 

 

                                                      
3「黃金圈」，為具有三個階層圓形圈，由裡到外分別是 why、how 以及 what。why 代表領導者或

品牌的理念和目標，how 是執行理念的方法與過程，what 則代表最終呈現出的產品以及領導風

格。成功的領導應從 why 出發點由裡到外依照 how，what 順序思考，讓行動由認同出發，才有

持續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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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也在努力塑造一個未來是很可怕的時間，就是其實如果我們不變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應那個潮流，那麼大家想一想其實也是…

（TM2-130927） 

 

夢校長他很積極，很創新，然後在他來的這幾年有很多的經費的挹注，

所以學校其實其他科我不知道，但是感覺，慢慢都有動起來。…而且校

長很積極在告訴我們很多整個時代的變革，我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提升

跟改變。那我們自己也有意識到，…，所以部分的老師也真的就是願意

改變慢慢的也越來越多人在嘗試改變。（TF4-131024） 

 

綜合 TM5 及 TM2 教師的敘述，得知校長的積極倡導逐漸讓教師開始重視和

願意加入社群。夢校長雖然明確告知教師社群對於學校革新的迫切性，但她認為

真正啟發教師持續參與社群的關鍵，其實是教師發現社群的意義性： 

 

當那個意義找到時他們就比較願意投入，那個意義是…，我覺得是老師

發自內心，…就與它當初為什麼想當老師，多少有些關連，…，他有些

理想，或是對教育的一種比較上位的理念，那如果你把它做一個連結，

你來加入這個是社群，…，是比較有可能去實現你當年那顆種子或是想

法的話，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把他引出來，所以，我覺得大概關鍵就是在

能不能引起他們的意義性，讓他們願意（P-140106）。 

 

    茲此，談及引領教師投入社群的方式，夢校長說到： 

 

第一個就由內，你要引發他你目前身為一個老師你滿足嗎?你想要把教

學這個事情達到你心目中理想的那個位置嗎? 第二就是你要讓她清楚

外在這些挑戰，當他知道後，你要告訴他不用擔心，我們可以靠大家把

制度建立起來，當我告訴你，我們學校是充滿未來的，我們未來是這樣

的時候，那你要做什麼，你一個人會害怕嗎?那你社群就出來了

（P-140106）。 

 

綜合以上敘述，研究者發覺夢校長的社群推廣模式扣合著領導學家西蒙·斯

涅克（Simon．Snick）的黃金圈法則。一個好的領導者，必須將他的理念積極正

向地傳達出去，當別人認同其理念時，便獲得強大的支持力量。藉由學校領導行

動面的探究，研究者發覺當前飛揚社群增生的原因與「為什麼」飛揚高中需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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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倡導密切相關。隨著教育大環境的變革，教學革新日益重要。面對這些外部

趨勢的挑戰，教師逐漸體會及認同協作的重要。由此，也顯現領導者對於組織成

員變革意義性的啟發的重要。此外，當行動意義性出現時，領導者亦須思考如何

提供資源，支援社群成長，如同夢校長所述：「那芽發出來的同時，外部力量（政

策計畫）再進來就更快了」（P-140106）。 

因此，一個組織的改變，可以從組織文化氛圍改善見端倪，教師間的合作是

透過多方路徑倡導和支持而得以展開，校長的理念和實踐尤為關鍵。校長以「內」

「外」結合的方式活化飛揚高中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內」為教師的內

心初衷的激發，「外」為外部的政策計畫的支援。爰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學校領

導對於學校資本積累需要在一個互信的氛圍之下，輔以領導者的對症下藥的帶領

策略，讓教師真正體認革新的意義，再加上適時的資源挹注才能達到資本的流動

與活化，產生對學校發展的最大效益。綜而言之，夢校長轉變學校氛圍的成功與

彈性運用政策計畫等外在契機，逐漸使教師對之產生的信任感與發現自我的教育

初衷，才是該學校社群逐漸增加，甚至逐漸有學習型學校的革新動能。 

 

貳、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與學校革新之展望 

 

長期以來，我國教師受限於單打獨鬥的文化影響，少有與同仁協作交流的機

會。學科之間的壁壘分明與學科內的競爭比較在教育現場司空見慣。但是藉由飛

揚社群的發展之例，傳達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網絡的形塑能夠使社會資本與學校

教師的人力資本相互結合，為學校開啟革新的新風貌。Hopkins（2007）於 Every 

School a Great School 一書中，引用 OECD 對於網絡的定義來闡述網絡對於教育

的重要性： 

 

在教育層面上，網絡推動標竿教學的推廣，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提供學

校知能的建立，搭起行政與教學的橋樑，幫助重新再造教育及學校系統

的結構與組織文化氛圍（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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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前述的探究，飛揚社群網絡的「關係」、「資源」與「行動」三種型態層

面積累成的社群社群資本，其不只涵蓋上述 Hopkins（2007）所定義網絡對於教

育的重要性，亦轉化為學校革新動能的推動之輪。透過校長的帶領與社群網絡的

建立，飛揚的組織文化氛圍從過去的「不信任」與「對立」，逐漸轉變成「互信」、

「積極」與「合作」的氛圍，進而成為學校革新的能量，甚至於擴張到整個教育

系統革新影響。 

在飛揚社群發展剛起步時，有些社群的活動縱使出發點立意雖好，但仍舊招

致其他老師的異議，甚至在傳統單打獨鬥的習性下，質疑社群的做法。TM2 老

師就提到在早期，文化社群的跨科合作就因為批評而停滯一段時間。 

 

早期是很難動，然後各科壁壘分明。有些科是鐵板一塊動不了。這幾年

下來慢慢的崩解的趨勢，而且變得願意彼此支援，我覺得跟社群有關

係，…我們跟TF4的社群應該算是個開始。然後那時候在開始做校本課

程的時候，把學生拉到禮堂上去做，當然有些聲音是為什麼都是你們在

做。那我們那時候聽到這個訊息就知道該停了，該停下讓大家想一想、

傳一傳，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們是銷聲匿跡。（TM2-130927） 

 

TF2老師也提到當時不少老師覺得文化社群的跨科關係是個很「奇怪」的合

作模式： 

 

一開始像我們文化一群人聚一在起，那麼就覺得你們為什麼一群人這樣

子。人家就覺得你為什麼跟TF4這麼好，你怎麼跟TM5這麼好，你們是

不同科，你們怎麼會這麼好就很奇怪。（TF2-130927） 

 

但是課發會的制度的重整逐漸開啟教師合作的可能。目前，飛揚高中也因為

社群數不斷增長，產生積極的組織文化。越來越多老師願意勇敢地嘗試，社群風

氣日益興盛。在現今飛揚高中的校園內，社群討論已自然而然成為學校一景

（TF2-130927，TM6-131111，TM3-131021，TM2-130927），如同 TF2 老師所表

示，社群已經成為一種激勵自我成長的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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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發現社群越來越普遍。而且感覺好像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就是你沒有形成一個團隊，…並不是說你比較弱，而是說好像能夠激勵

自己的東西就比較沒那麼多。（TF2-130927） 

 

由此得知，當教師理解外界趨勢變化，而又遇到積極引導的校長帶領下，飛

揚高中教師的態度得以逐漸從冷漠到主動投入行動，且當大家看到社群的成果，

就如TM2老師所提，「慢慢地就會有一些聲音，或者些作為，大家覺得這樣做好

像不錯，是不是可以跟著效仿？我覺得那個正面的能量就會出來了。」

（TM2-130927）。 

此外，社群社會資本不只讓飛揚的學習型氛圍日益濃厚，學校願景的圖像經

由實踐逐漸浮現。TF4 老師就提到如今社群已成為願景實現的重要能量，因為社

群的發展方向正是學校革新的方向，更是展現飛揚的特色的重要途徑。 

 

願景它很明確了之後，這些社群也是朝著這個方向運作，讓別人知道說

你這個學校特質就是這樣，那學校特質能夠這樣是社群幫忙成就出來的。

要不然它充其量只是一個願景，…，所以從願景要落實到學校本身實際

存在的特質是透過這些老師的這些社群的運作，給成就出來的。

（TF4-131024） 

 

夢校長則提到社群除了帶給飛揚產生學校革新的能量，一些教師更希望能夠

將學校的能量散播，帶起其他學校系統的革新。 

 

甚至是我們應該要做其他學校的典範，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把我們

的典範做出來，讓其他學校跟我們一樣好，所以這幾位老師我也很尊敬

（P-140106）。 

 

TM4 老師也提及他對學校目前社群革新的看法： 

 

實質的話我們看到一個很不錯的現象是說，我們在某個程度是，我們有

在帶動整個臺北市或者是臺灣的發展，…一個教學的發展，就是我們做

這些事情，其實它累計了一些能量出來。（TM4-141023） 

 

綜觀社群社會資本與學校革新的關聯，顯現學校革新動能與社群社會資本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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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關。在社群發展之初，大部分飛揚高中教師對於社群是冷漠的，甚至是批評

的。但是，在找出組織文化的問題癥結點之後，開啟教師協作關係建立的可能後，

讓原本因招致批評的社群可以從停擺再度恢復，也使得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逐漸地

如雨後春筍開始發展起來。同時，社群社會資本的積累也促使學校組織文化氛圍

產生質變，使行政與教學及各學科間的對立，轉變成「積極」、「協作」、「創

新」、「互信」的學校氛圍，進而逐漸燃起飛揚高中的學校革新動能，甚至於帶

起教師對整個教育系統奉獻的熱誠之心。 

 

小結： 

在本章節之中，研究者以學校領導及學校革新的角度切入探究社群社會資本

對學校發展的影響。學校領導對於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有著促成、支援及

激發的影響，使社群社會資本更為活化，亦成為飛揚革新的重要能量。 

    「人和」是組織革新與成長的重要良方，飛揚高中社群發展亦是如此。夢校

長重整課程開發委員會的開會方式，讓學校文化氛圍產生改變，而教師間互動的

改善，也漸漸促成社會資本關係面的開展。校長與教師的共享理念使得飛揚行政

與教學間的冰山逐漸消融，信任種子開始發芽。由於破除過去的芥蒂，行政終能

真正發揮支援教學的功能，藉由各政策計劃與學校行政的力量豐富社群的資源社

會資本。在組織文化氛圍改善的奠基之下，飛揚的領導者進一步以「黃金圈」法

則的模式，激發教師對於社群的行動熱情，體認社群的重要性與意義性，讓飛揚

社群有了今日蓬勃之貌。 

    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之例說明了社群社會資本對於學校革新的正面影響。學

校領導的經營策略則活化了社群社會資本各型態的流動及影響，提升社群社會資

本對於學校革新的助益。社群社會資本中「關係」、「資源」及「行動」三層面的

發展與交互作用，可以說是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相輔相成的能量。校園組織文化

產生了質變，教師亦從過程之中增進自我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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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信任」尤為社群社會資本的重要元素，關係的良性循環為行政與教

學搭起橋樑，也讓領導者對社群社會資本的活化展現最大成效。另一方面，在教

師專業學社群的發展運作過程之中，不論是跨學科或是同學科的社群，教師們也

都提及「信任」或「信賴」是社群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要件。許多研究也提及信

任為社群網絡與學校革新的基石。茲此，我們可以發現到「信任」為社群社會資

本中的重要價值，也是社群是否能永續發展的關鍵，更是學校革新效能啟動的前

提。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為飛揚高中寫下新的一頁，也許於

未來仍存有變數。但是，其所帶來的文化氛圍的改變與教師專業成長的能量正使

飛揚高中開始有了學習型學校的雛形，也成為該區域學校革新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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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建議 

本研究以社會資本的角度剖析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之內涵。本章共分兩

部份，第一部份為綜合歸納相關研究文獻與個案研究結果；第二部分為根據研究

發現，針對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可能運作發展與後續相關主題之研究提出建

議與可行的做法。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經由 12 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以及相關文獻分析，發現飛揚高中的學校革新

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集結與轉化相關。良好的組織文化氛圍為學校革

新的關鍵，亦為社群社會資本形塑與積累的前提。而各社群社會資本形態所匯聚

的能量，使得教學與行政之間的信任之芽逐漸發芽成長，有助於學校革新之發展。

以下茲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歸納出以下五點結論，分述如下： 

壹、「教師自發行動」與「政策計畫引進」為促成個案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行 

動與發展的兩大因素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起和形塑，有其不同的動機和促成的起始條件。飛揚

高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行動與發展主要起自於「教師自發行動」與「政策計畫

引進」。教師自發行動的例子共有三個社群，文化社群、英文社群與國文學共社

群，而生態、人才、歷史及地理社群則是由方案計畫邀請或要求教師參與下快速

形成的。 

一、教師自發行動 

教師志願組合的社群多半以共享理念和友情聚合為起點。文化社群為該校第

一個發展的社群，以「土地關懷」為社群的核心理念。在共享的理念與價值觀的

串連之下，文化社群正式誕生。五位社群成員雖來自不同科目，但卻在社群運作

發展過程之中，發展出如同一家人的友誼，共同將土地關懷的理念以文創商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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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研發方式，讓更多學生、社區居民與大眾能感受到土地的熱情。 

另一方面，英文社群與國文學習共同體社群為學科老師因感受到外在環境變

的趨勢與學生素質差異化的挑戰，認為需要進行教學專業成長以解決問題。在了

解社群概念之後，科內某些老師起而號召，其他同科老師亦因體認改變的需要隨

之響應，因而促成英文社群與國文學共社群的出現。 

一、 政策計畫引進 

因為政策計畫而促成的社群，教師參與的人數較多和形成時間也比較快速。

其中高中優質化計畫與領先計畫與飛揚高中社群數目的大量增加尤為相關。優質

化計畫促成生態社群形成與生態班的成立，成為飛揚高中科學教育的特色。領先

計畫為近期促成社群數增加的重要影響計畫，為開設選修課程的需要，許多原本

沒有參與社群的學科老師紛紛自組社群，像是歷史、地理、公民等社群，以共同

協作發展教學革新課程，帶給學生有效學習。 

教師自發行動和政策計畫引進的社群組合各有其發展的條件和聚合之理由，但不

管如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成立和發展皆有其目的，並非能由政策宣導的單一

方式便可促成教師的參與和持續行動。理念、情誼、改革計畫的意義和經費之挹

注、社群組織的互惠關係、和行政的支持與支援等，皆可影響專業學習社群的發

展。 

貳、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社會資本形塑與「關係」、「資源」與「行動」三種型 

態的社會資本相關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社會資本形塑包含「關係」、「資源」與「行動」三種型

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關係」社會資本為「共享的理念與價值觀」及「信任」

所促成的社群關係網絡與網絡關係的實質化，此資本對於社群的奠基與持續也尤

為重要。在個案學校中，文化及生態社群在共享的理念與價值觀的連接下形成社

群網絡，並逐漸隨著行動的開展，社群成員間產生信任關係和緊密的支持關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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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飛揚高中的社群之中，具有較為顯著「關係」社會資本形態的文化社群與生

態社群，其運作與發展較能持續，也許會面臨挑戰而有所停滯，但各社群成員依

舊還是心繫社群，繼續為飛揚未來努力。  

社群的「資源」社會資本為團隊發展過程中可運用和交換之資源。「資源」

社會資本包含著人的資源與物的資源相輔相成。人脈與專業能力為無形能量資源，

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夠形塑與交流，甚至有連結與合作的可能。尤其，幾位跨

多個社群的老師本身所擁有的個人資源不僅是參與社群資源的寶藏，也是促成校

內社群資源相互交流與合作的關鍵，無形中逐漸促成各社群網絡的串連與擴張的

可能。然而，僅有人的資源是不夠的，還是需要物的資源輔助才使社群發展達成

最大效果。其中，尤以時間與政策計畫經費扮演重要角色，時間是社群成員能夠

交流的物質條件，也是社群能夠順暢運作的重點，像是文化社群就因個人時間因

素，目前處於停滯休眠的狀態。政策計畫的經費則是社群運作活化與豐富課程內

容的要件，使得社群能夠持續取得充沛的外部資源，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和提供

學生更好的學習內容。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行動」社會資本與包含情感性行動與工具性行動。文

化及人才社群雖然蘊含情感性行動，但共享信念為基礎的文化社群有著緊密的社

群歸屬感。而人才社群的運作雖富有友誼情感，但卻因為太過依賴社群的號召者，

社群向心力仍有發展空間。在工具性行動上，社群偏向以計劃實踐為社群運作的

主軸。雖然有些教師較為缺乏主動性與積極性，但研究者發現由於社群協作的成

就感及正面回饋等情感性因素，這些社群教師也逐漸改變消極的態度，有了投入

社群的熱情。茲此，不論是計畫實踐的工具性行動或是情感性行動，成員個人對

群體的情感是行動實踐最大關鍵。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的三大面向對於社群發展皆有重要性，其所集結

而成的資本能量，亦使得社群較有永續發展的機會。雖然飛揚高中各社群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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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出三種形態的能量匯聚並非容易，然而其過程著實地對教師關係及互動產生

助益之效，使其自發協力開創諸多創意課程，改善學生的學習，促進學校的發展。 

参、隨著社群性質的不同，其社群社會資本的遞進模式亦不相同，但其最終都 

有著形塑出社群歸屬感的可能，促成社群的永續發展。 

社群社會資本的遞進模式，隨著社群成員組成的不同而有不同發展。自發性

的社群以關係連結作為社群網絡的基礎，進而透過社群實踐的行動過程及產出，

深化教師間的互動關係，最終輔以內外部資源的結合使社群成果更為多元與精緻，

同時也促進社群的永續發展或協作氛圍的形塑。計劃主導性社群則是以政策計劃

資源為開端，鼓勵教師建立社群。成員則逐漸因行動結果的收穫及成就感，改變

原本被動的態度，而有了對社群投入的熱情。 

社群歸屬感是社群永續發展的關鍵。以目前飛揚各社群的發展狀況，僅有文

化社群包含三種社會資本型態，因而發展出濃厚社群歸屬感和凝聚力。縱使社群

進入休眠期，但社群之輪卻可以隨時轉動。其他自發性社群（生態、英文及國文）

因為還受限於學科倫理及網絡結構擴張的模式，教師的討論及互動難以有火花的

出現或突破，尚未蓄積足夠的社會資本行動面的能量。因此，雖然有些成員發展

某種程度的信任關係，但學科包袱及新舊成員的隔閡，仍使社群的向心力發展仍

需一段時日。飛揚學校的計劃主導性社群因關係層面似乎仍有發展空間，所以社

群長期性運作有待考驗，但輔以學校領導的激勵，研究者發覺其仍舊有形塑出歸

屬及認同情感的可能。爰此，飛揚各社群雖然因性質不同，有著不一樣的社群社

會資本發展樣貌，但從各社群目前的運作狀況，研究者發覺大多已有社群歸屬感

的醞釀，而這其中研究者亦發現學校領導的力量不斷地為各社群掃除阻礙及給與

支持，成為社群永續運作的中堅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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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領導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會資本活化與積累的關鍵 

除了社群的運作與發展對於社會資本積累轉化為學校革新資本有所影響之

外，學校領導為活化社會資本積累的關鍵。許多教師表示，對社群有感始自學校

領導的影響。由於夢校長的推動，使得許多教師認識「何謂社群？」。夢校長為

了學校發展常常引導教師思考未來趨勢，教師也逐漸地體認教學革新的需要，主

動自願地投入社群，形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網絡，彼此相互協作學習，增進教學

專業知能，以因應大環境的挑戰與實現學生的有效學習。夢校長的領導促成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社會資本的流動，並積累轉化為學校革新資本，為學校革新注入

更多能量。 

由飛揚學校領導與社群社會資本間交互關係，可以看出學校領導對於社群運

作的重要性及助益性，而其成功的關鍵亦與行政與教學力量的凝聚相關。在教育

現場，行政與教學之間的距離往往是學校革新行動至礙難行的原因之一。個案學

校的領導策略明顯地為此問題著力甚深。夢校長除了重新形塑組織文化氛圍，亦

致力於消弭行政與教學的隔閡，使得行政終能發揮其行政效能，提供教學支援，

讓飛揚社群發展日趨蓬勃。 

伍、社會資本中的信任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持續之鑰，也是個案學校革新動能 

之輪。 

信任為社會資本的重要元素，也是關係實質化的要素。在飛揚高中，各社群

成員相互理解，逐漸產生信任感和提昇凝聚力，因而強化了社群的歸屬感。社群

歸屬感顯著的社群，例如文化社群，其成員關係緊密，行動能量因而可以持續發

展。社群成員的「互信」與「合作」關係，逐漸改善組織文化氛圍，教師成員也

因為對於校長的信任感，願意支持響應校長所倡導的組織學習理念，越來越多的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逐漸萌芽成長，成為學校革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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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針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社會資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作為往後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執行推動的參考，分為學校（學校行政與教師）、政策、和後續研究

三層面說明如下。 

 

壹、 學校層面 

一、 學校行政 

（一） 學校內互信氛圍的營造為學校革新與發展的基石 

學校組織文化的再造是學校社群與革新發展的起點，其中尤以信任氛圍的形

塑為學校革新的最大力量。夢校長的第一步，課發會的改革，開啟飛揚高中的教

師合作的可能。透過課發會運作的改善，使得各科教師原本因為搶課等因素所造

成不信任與對立，能夠逐漸地消弭，學校組織文化氛圍也產生了改變。行政與教

學逐漸不再有過去的對立，而是願意為學校的未來做努力。校長的願景帶領，使

得更多教師願意投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開發新的課程和活化教學。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網絡使得教師人際互動變得頻繁，同時也增進對於同仁的了解，讓飛揚教

師關係氛圍充滿著信任之感。茲此，學校內互信氛圍的營造為學校領導者發展學

校革新的前提。’ 

（二） 教師內在誘因的引發與外部因素引入為學校社群發展的要件 

學校領導策略之中，引發教師內在誘因與引入外部因素為學校社群發展的要

件。社群對於飛揚高中教師而言，除了提供夥伴教學相長之機會外，也是實現心

中早已存在教學理念的路徑。簡而言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教師找回教學的初

衷，發現從事教育之職的意義性。一旦教師願意投入，學校行政需要做的是如何

使之萌芽與茁壯。對此，飛揚高中以外部政策與計畫資源的引入，使教師能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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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學革新的需要，並藉由獲得充沛資源的輔助，實現教師心中的教育理念。 

（三） 引進政策計畫推動壓力與帶動教師專業成長驅力，可相輔相成為促成社

群產出的關鍵 

政策計畫的引入有可能促成社群的發展。政策計畫的的經費挹注，提供課程

與教學發展所需的資源，並且藉由外聘講師，增進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同時，

除了教師專業成長之外，政策計畫執行的時程也可成為教師社群發展的推力，讓

教師所做之事不會流於閒談，而是隨著時間能有預期的產出，逐漸累積為社群的

成果結晶。另一方面，若行政適時提供社群表現機會或是給予正面回饋和協助，

亦使得社群的動能更為活躍。以飛揚高中的領先計畫分享會為例，縱使社群在革

新過程是辛苦的，但許多老師在此舞臺上發現到他人對於課程的肯定與回想起學

生學習時的笑容，頓時覺得一切的努力辛苦都是值得的，而且更加認真投入社群

事務。 

（四） 發掘教師的社群能量，串連整體學校學習網絡，形成「學習型學校」 

飛揚高中有幾位老師加入兩個社群，甚至三個社群。縱使社群使得教學事

務變得更繁重，但他們卻仍能享受互學與互惠的美好。有些教師發現，社群能

量不僅能夠增能成員，甚至也會促發其他社群的誕生。飛揚高中的國文社群與

歷史社群的形成，在某一部分上，就與原本就有投入文化社群的 TM2 國文老師

與 TM1 歷史老師的社群經驗相關。其他老師看到這些教師的學習能量與產出，

雖然一開始是只是旁觀者，但漸漸的也被這些老師的學習所感動，也試著開始

嘗試協作，打破原本傳統教師單打獨鬥的關係，讓整間學校充滿著學習能量，

如同一所「學習型學校」，帶起學習的革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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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教師 

（一） 社群的多元參與，增廣教學視野以因應教育環境的趨勢挑戰 

飛揚高中目前有十來個社群，型態不只是學科型，也有跨學科型，更有許多

跳脫傳統印象的非學科社群，像是世界社群、人才社群、文化社群等。其實，社

群的參與除了在同科之間的共同備課及自我教學專業上的增能之外，社群的多元

參與也會開啟不一樣的教學視野，甚至能夠轉化運用至課堂之中。每個學科領域

內容包羅萬象，有時候更有許多跨領域的知識內容出現在課本當中。TM2 老師

將文化社群的跨學科經驗，帶入國文課的教學，讓學生對於國文學習有更高的興

趣與學習效果。因此，社群組成與參與的多元性，也是教師在投入專業社群時可

以思考的面向。 

（二） 結合科技（例如：Facebook、Dropbox）作為社群資源與討論的交流輔助 

科技的應用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環。飛揚高中社群教師善用網路虛擬社群

和臉書，促進社群的互動。許多社群除了在學校有固定的社群討論時間，其實在

離開工作場域，依舊還是有所連絡和討論。教師以線上平台，將點子和想法張貼

在社群所開的 Facebook 社團之中，其他社群成員可以給予回應，甚至於有任何

的相關課程資源也可以上傳或分享至網路社團當中。由此，網路社團的運用其實

對於實質社群的發展有加分之效，也開啟另一個隨時隨地就能夠討論的交流平

台。 

貳、 對政策面 

--- 給與學校與社群發展充足物質性支持，鬆綁理念與技術性的限制 

飛揚高中一些社群的成立皆因政策計畫輔助而來，有了經費與資源的挹注，

社群的運作可以更為彈性與活化，提供教師更多的揮灑空間。不過，教師也希望

政策計畫可以在學校的硬體與軟體上提供實質幫助，而不是以計畫來規範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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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或教學方法的改善。除此之外，教師也提到政策計畫立意雖好，但並不切合

現階段教與學的需求，反而讓教師們陷入兩難之中。綜括而論，政策計畫宜著重

充足物質性資源，始能對於社群發展有為較佳的助益。 

參、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運用多元研究途徑 

原則上，有參與社群的教師，都應是本研究之受訪對象。但因參與教師眾多，

約為教師總人數的四成，限於人力與時間因素，無法一一訪談。日後研究若能結

合量化方法，透過問卷調查，可以掌握學校社群發展的不同階段與面向。對於未

來類似或相關的研究，建議可視研究旨趣，發展問卷並結合焦點團體訪談法，以

對學校社群的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選擇不同場域脈絡的社群社會資本做探究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日益受到重視，且對中小學之學校革新可以有正面

的推動力。由於人力與物力之限制，研究者僅選擇一所學校做為由研究對象，以

對該學校有全面的了解。但社群社會資本與學校的情境脈絡有密切相關，建議後

續研究可選擇不同情境脈絡之下的學校場域做比較，以擴大研究範圍之了解和應

用。 

(三) 深入特定主題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究個案學校社群社會資本的形塑與積累及其對於社群或學校發展

的影響。藉由個案學校教師的分享，研究者得以描繪出較為具體的社群社會資本

樣貌。然而，在探究過程之中，研究者亦發現個案學校社群有諸多值得深究的面

向，例如：校長領導模式對於學校社群發展的影響、信任對於學校革新的重要性、

跨學科與學科社群之間的合作互動模式的異同等。甚至有些社群的運作是跳脫慣

常的學校組織文化。然而，礙於研究者人力與時間的限制，無法對此些問題進行

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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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教育環境快速變動的挑戰，學校革新的步伐刻不容

緩。在我國教育現場，行政與教學的隔閡往往是學校經營的最大挑戰。因此，當

研究者獲知飛揚高中社群發展的梗概及學校創新的氛圍，不僅興起探究之心，想

了解社群對於該校發展的影響。從進入研究現場到退出研究現場約半年的時間，

研究者亦常思考本研究是否能對教育領域帶來一些貢獻。雖然研究已告一段落，

研究者仍尚未能完全確定其價值性。但是，於研究過程之中，研究者由衷地對飛

揚教師感到敬佩，也希望藉由此次飛揚高中社群社會資本的探究，做為現今許多

學校革新或社群推廣之路上的參考。 

本研究以社會資本的角度剖析飛揚高中的社群發展。藉由各社群教師的訪談

資料與文獻的交互探析，研究者以「關係」、「資源」與「行動」三種型態勾勒出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社群資本的樣貌，並描繪出其對於飛揚社群發展的影響。社會

資本三個面向的交互作用，帶出社群動態的變化與發展。從研究發現並與文獻對

照，研究者發現於飛揚高中社群社會資本的發展不只有著社群行動者及網絡運作

的力量，學校領導亦為其形塑與積累的關鍵，此為前行研究所忽略的面向。茲此，

研究者特別將學校領導對社群社會資本的影響以專節說明。 

學校革新無法照著食譜行事，教育現場的難題需要學校成員在工作情境中面

對與解決。革新需要有效能的組織工作，社群教師雖對教育具有奉獻的熱誠，卻

因面對繁雜行政流程或事務而分身乏術，讓社群運作時常遭遇人力窘迫的困境。

疲憊感和有效分工因此成為學校革新不得忽略的課題。雖然目前此問題在個案學

校之中仍究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可能也是現今教育現場各校執行社群或相關政

策的挑戰。期許社群氛圍的擴散，能夠帶起更多行政與教學人員的投入之力，集

結行政與教學的力量，使能發揮革新之效，實踐「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育圖

像，開創每個孩子的璀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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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談大綱(社群老師） 

一、個人背景及經歷 

1. 請問老師您的教學年資有多少年？在此所學校的教學年資有多少年？

在教學前，是否有其他工作領域的接觸? 或是曾有特殊經歷(如:大學時

期社團活動的參加)? 

2. 除了老師，請問您在本校曾擔任過哪些學科的領頭羊、行政或其他職務？

或現行的行政職務為何? 為何會想投入行政職務? 

 

二、網絡關係面 

1. 請問您參與的學習社群有幾個？什麼原因促使您會想投入或參加這些

專業學習社群？ 

2. 社群老師聚會時都做些甚麼事?定時定點聚會嗎？討論的氣氛如何？有

主席或者主要的負責人？ 

3. 在社群正式成立之前，社群中是否有那幾位成員和您的互動關係最為頻

繁和密切？互動狀況如何? 

4. 在社群成立後，社群成員的互動關係與在社群前相比是否及為何有改變?

請舉例說明? 

5. 在社群活動中，您覺得您扮演的角色為何？如何滿足您參與的不同社群

的需求?您在不同社群中的角色為何?有分主要或次要的角色嗎?投入時

間或責任是否有所不同?您跨社群的經驗對個別社群有何作用?可否舉

例說明? 

6. 社群中成員相處與互動的方式為何大家如何(謹慎小心、客套、隨意…)？

隨著聚會次數，彼此的關係與了解是否有所改變？請舉例說明？ 

7. 您認為專業學習社群是個怎樣的團隊？(創意、合作、鬆散、緊密…) 平

時運作的方式為何？社群成員參與的次數或態度為何(每次都來、都有

交談)？ 

8. 請以一個形容詞(如:活潑、輕鬆或嚴謹)來描述社群中的交流互動氛圍, 

為何會讓您有此感覺?其關鍵成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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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源與行動面 

1. 教師社群的討論是否聚焦於學生學習或者一起備課？(例如，教材教法的

設計與選用、調整或採取那些學生學習評量)，這些討論內涵是否影響社

群成員的互動模式和社群發展？對於教師專業能力和自主是否有增強作

用？理由為何? 

2. 您認參與社群老師的分享與交流，主要內涵包括哪些(教學技巧、課程設

計….)？對於您在教學上產生最大的改變及收穫是什麼? 

3. 若您在教學上有所改變，這些改變是否也影響到您與學生的關係及互動

方式? 如何及為何產生影響? 

4. 承上，教師教學和師生互動是否能使學生學習發生改變？而學生學習的

改變又會對您及社群的教學研討或課程準備促成新的變化?可否描述這

個過程與關係？ 

5. 以上所談的改變對您或社群的意義為何? 

6. 您認為什麼將會是促使社群能夠延續的關鍵因素?而能夠使社群成立及

延續的關鍵是否相同?如何及為何? 

 

四、 系統支持面 

1. 您認為專業學習社群是否具備哪些結構因素：例如（時間、課表、空間

場地），與資源（經費、人員、設備等），促成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啟

動與發展？ 

2. 除了校內結構因素，臺北市教育局、教育部是否有提供了哪些誘因或獎

勵，讓您受到激勵而參與或致力與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 

3. 若接受補助或獎勵，是否有影響社群發展及成效評估嗎？如何評估?學

校、臺北市、教育部所需要的成果是否不同？請舉例說明?或學校是否

有設置自主管理機制和運作嗎？這些自主或評估機制是否有助於社群

能持續精進或改善？ 

4. 請描述學校的組織文化特性 （例如信任,緊密,樂觀,積極,開放,封閉

等），此文化特性抑制或促進教師的社群之發展及學校教育革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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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訪談大綱（校長） 

1. 貴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從何發展出來？（教師自主?or 學校領導?or 政策計

畫?） 

2. 您是否一開始擔任校長就知道要以教師社群來結合學校發展？理由為何?是

否有希望解決什麼挑戰? 或是有何期望? 

3. 貴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逐漸地增加的關鍵為何? 

4. 各社群的任務目標與學校願景的關連性為何?其目標主要因為何種原因而形

成? 

5. 貴校第一個社群對於後續社群的出現是否有影響？對於任內社群想法的推

動是否有助益?為何? 

6. 對於不同性質的社群（例如:跨科或同學科），校長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出現有何重要性？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7. 校長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間的關係為何？隨著社群發展，其關係與角色是

否有改變？為何? 

 

8. 從任期開始至今，貴校組織文化有何改變？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學校領導

的相關性為何? 

9. 就您觀察而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擔任學校行政職務，是否影響專業學

習社群的運作？其助益面與抑制面為何？此時，校長需扮演怎樣的角色? 

10. 在政策計畫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社群間的資源分配如何決定?或是有其他尚

未是社群老師的異議?學校行政端此時要如何解決? 

11. 領先計畫分享會為何舉辦?預期效應是?目前對於各社群的影響是如何? 

12. 就您觀察而言，網絡或線上社群（Facebook）對於貴校學校組織文化氛圍有

何正面或負面影響？其與實質性社群間的合作或是教師間的關係有何改

變？ 

13. 就您觀察而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出現對於貴校內跨科或社群間的合作有

何影響？ 

14. 目前貴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限制為何？概括而言，各社群持續發展的

關鍵為何? 學校領導可以如何著力? 

 



 
 

181 
 

 

 

 

附件三：訪談同意書 

 

敬愛的_________您好： 

 

    萬分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本研究。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 

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許美鈞，在陳佩英教授的指導下，想了解專業學習社 

群之中社會資本的發展及其促進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質發展關係。欣聞您參與專業

學習社群經驗豐富，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有獨到見解，因此，誠摯地希望有

此機會邀請您參與本研究的進行，在您分享寶貴經驗前，研究者宜先告知您本研

究的進行方式。 

 

一、研究目的:瞭解專業學習社群中社會資本發展及其促進學習社群發展的實質 

         關係。 

二、研究性質:純為學術研究之用，不作為其他用途。 

三、研究方法:以個別訪談方式進行。 

四、研究程序:本研究擬進行一次約莫一小時的訪談。訪談的歷程中，如有尷尬、 

             不適或侵犯隱私的感覺等，您可以隨時反應選擇退出本研究。 

五、資料蒐集:為求能探究您的真實想法，希冀能徵求您的同意，於訪談過程中 

             全程錄音，並會在錄音前事先經過您本人的同意；另為求研究內 

             容的完整性，期盼您能於參與過程中提供相關的文件資料。 

六、保密處理:基於研究倫理，訪談資料與相關文件均不隨意公開，僅供研究者 

與指導教授分析討論，而事關個人身分之基本資料或敏感議題，

均會以匿名的方式妥善處理，以維護您的權益。 

 

     若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請您於下方空白處簽名。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

或意見，也請您隨時與我聯繫。因為您的參與，才使本研究盡善盡美。 

 

敬祝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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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許美鈞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