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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來，佐藤學「學習共同體」的課堂改革論述，在許多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
大陸）掀起了學習革命。而臺灣正因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學校現場展開了課程教學轉化
的實踐。若干縣市已啟動學習共同體的教育政策，鼓勵學校因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啟動教
室中的學習革命，為下一代學習開展了轉化的新契機。
本研究首先闡述佐藤學「學習共同體」在課堂教學與學習的重要論述；其次探討過去國
中生長久以來在升學競爭下形成的被動學習與逃離學習的現象；最後採質性研究的方式，以
任教於不同國中的五科專任教師（國文、英文、數學、自然、社會）為訪談對象，探究其以
學習共同體啟動課程教學革新的經驗。研究者由訪談結果發現了其教學方式的改變，這些教
師也看到了學生學習的改變。本研究的重要發現有六：
一、當前國中教師是以較綜合多元的方式推動課堂學習共同體。
二、以佐藤學的學習三部曲而言，當前國中教師實踐較多的是「協同學習」。
三、當前國中教師的「協同學習」方式，較傾向以「合作學習」的小組討論與表達，而
非佐藤學的聆聽、串聯與回歸。
四、對國中生而言，學習共同體帶來最大的改變是學習動機的提升及群性的陶冶。
五、學業低成就學生因學習共同體的啟動不再當教室中的客人。
六、教師因學習共同體而活化自身的教學，也看到課堂風氣的正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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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決定新世紀教育的不是教學，而是學習。～M. Young（引自歐用生，2012a）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年國教）於 2014 年正式實施，為了往「提升中小學
教育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厚植國家競爭力」三大願景的理想邁進，國中面對十二年國教
的改革，隨著逐年擴大免試入學的比例，應體認到未來不再是以升學為主要目標，更應憾動
的是國中過去以應試準備、填塞背誦知識為主的教學型態，重新面對學生「真實的學習」。
中央政府有關十二年國教對課程教學革新的作法，可見於「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
畫核定本」
（教育部，2011）的方案〈5-1〉－關於國中教學正常化的內容及品質提升，其中「分
組教學」為未來國中課程教學革新的一大方向。
在地方政府及中、小學教育現場方面，隨著親子天下翻譯出版佐藤學所撰《學習的革命
～從教室出發的改革》一書而獲得廣大迴響，在各縣市政府計畫補助及經費挹助下，臺灣近
年來也掀起了一股來自日本佐藤學「學習共同體」的學校（或教室）改革運動。臺北市教育
局為因應十二年國教，自 2012 年起引導臺北市立學校試辦學習共同體，以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黃麗芸，2013）
。並同時推動教師學習共同體，以推動教師專業社群的發展（杜憲昌，2013），
可見臺北市學校對於學習共同體的實踐正熱絡展開。而目前臺北市小學的學習共同體經驗，
已由陳麗華與方志華（2013）主編為《SLC 密碼－建構學習共同體學校藍圖》一書。
在新北市方面，為構築學校課程與教學體系，力邀歐用生規劃以「試辦學習共同體先導
學校」為出發點，帶領新北市中、小學校長們以讀書會的方式找尋「新北市學習共同體學校」
的可行模式。此外，更規劃由參與校長中徵詢有意願者成立「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新北市
政府教育局，2012a）。新北市進一步於 2012 年 9 月提出「新北市 101 學年度學習共同體先導
學校實施計畫」，以「先導學校」的模式，號召市內校長與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新北市
政府教育局，2012b）。2013 年，新北市「學習共同體先導實施計畫」進一步以「專任輔導員
工作坊」發展教學案例，辦理學習共同體教學演示，希望由成功的經驗深入基層影響教師（黃
麗芸，2013）
。而新北市學校的實踐分享已編入《新北市教育－學習共同體特刊》中（歐用生，
2013）。
在學術研究方面，潘慧玲（2013）成立了「學習領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團隊，推動學
術研究與實務工作，已與臺東縣、新竹縣、臺北市、基隆市進行合作，以自願參與的學校作
為試點，推動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學習共同體教育環境重塑。而國內第一場以「學習共同體」
為主題的「教育領導與學習共同體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 年 3 月 7 日～9 日），會中探討
了各國推動學習共同體的作法，以及各縣市實踐學習共同體之經驗，其中有關學習共同體的

薛雅慈（曉華）

國中教師實踐學習共同體之研究

103

論文多集中在校長領導、教師領導及教師的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學生的學
習共同體－教室中的學習變革方面，目前並沒有研究論文加以探討，僅有少數幾篇國小教師
的經驗談。在學術期刊方面，學習共同體的學術研究也才起步，歐用生（2012b）撰文分析日
本學習共同體中的「單元教學研究」；方志華與丁一顧（2013）探討了中、新、美、英四國
的授業研究與佐藤學學習共同體的關聯與發展，兩篇對學習共同體中的課程設計都有深入探
討。鑑於目前國中課堂學習共同體的研究只有零星幾篇，如徐俊龍（2013）、謝惠萍（2013）
都是探討數學；重慶國中學習共同體小組（2013）分享其實踐學習共同體後學與教的翻轉，
但目前仍缺乏國中各科的課堂教學研究。鑑此，本研究探討國中五大科目的學習共同體實踐
經驗，特別將學生的學習共同體－課堂的改變置於本研究之核心。
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之推動，在臺灣雖已啟動一場從教室出發的改革，但畢竟是起步階
段，參與者也只是試辦學校的幾位零星教師，值此因應十二年國教帶動課程教學正常化的時
刻，國中教師需要看到的是各種成功的經驗，瞭解如何因應可能的困境，才有勇氣啟動自身
的教學轉化與課程教學革新。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實施學習共同體的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
探究其實踐的歷程與親身經歷後的省思，期能在「學習共同體」研究上及實務推動上都能有
拋磚引玉之效。本研究目的有三：一、探究國中教師實施學習共同體所帶出的學習風景；二、
探討國中教師實踐學習共同體的情形、遭遇的困境及因應策略；三、瞭解教師所感受到學生
經過學習共同體後的改變。

貳、十二年國教、新學習型態與學習共同體的共鳴
臺灣國中教育現場長久以來的畸形教學已是不爭的事實，在十二年國教政策上路之際，
新學習型態的理念及學習共同體的實踐方向，其中有一股共鳴的力量，讓國中課程教學正常
化及教室學習革命的啟動有了新的契機。

一、國中生長久以來的處境與國中教學正常化
在長期以升學競爭為主的國中教育下，臺灣的國中生學習上大致呈現三大問題：（一）學
生在國際評比如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 及 國 際 學 生 能 力 評 量 計 畫 （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表現成績排名優異，但有關學習興趣及自信等正向態度卻是全球排名倒
數，然在未來社會長期競爭力中最重要的是學習動機、興趣及自信；（二）張俊彥（2007）主
編的 TIMSS 調查研究報告指出，臺灣學生的數學成就差異從四年級到八年級是愈來愈大，顯
示我國學業低成就的落後學生往往成為教室中的孤島；（三）無動力世代：根據《親子天下》
雜誌第 33 期（2012 年 4 月號）的專題報導指出，臺灣國中教育的危機「無動力世代」已成
形，缺乏動機、被動、受創的學習經驗，早已是國中生普遍的痛。
《親子天下》針對國中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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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力大調查」顯示了以下情形：（一）國中生的學習動機崩壞中；（二）國中生愈學愈無
自信；（三）國中教育的教學加快學生「逃離學習」的速度。因而指出搶救國中無動力世代，
是十二年國教的新挑戰。
我國〈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說帖〉（教育部，2011）提出了三大願景、五大理念、六個目
標、七個面向與二十九項方案的浩大工程。其中三大願景之一「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便是
著眼於課程教學的改革；而五大理念的其中三項－「有教無類、因材施教、適性揚才」，便有
兼顧平等（不放棄任何學生）及尊重差異、讓學生多元展能的理想；而六大目標的其中四項
「培養現代公民素養、引導多元適性發展、確保學生學力品質及舒緩過度的升學壓力」，落實
在實踐上，無非要培養莘莘學子有自主學習的能力、邁向為尊重孩子的個別差異與多元發展
的登山型課程、讓每位學生在課堂中都有參與以確保學力，以及改變國中教師過去以同步教
學與應試教育為主的傳統教學。因此，七大面向中便包括「課程與教學、適性輔導國民素質」，
且二十九個方案之一為「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可見在大家關心特色招生
名額與考試及超額比序之餘，我們要力求的是國中教學的正常化。

二、「新學習型態」－學習的主體性與合作共學
過去傳統教學為何有這麼多的學生從學習中逃走？原因在於我們未將學習的主體性交給
學生。Glasser 於 1986 及 2010 年均曾主張：教學架構需滿足學生的權利需求，並促進學生間
的良性互動，否則願意用心學習的學生不會超過半數；教師須體認到：好的教學其實也需要
學生的協助，學生本身就是教學歷程的一部分。當我們將學習的權利交給學生時，學生自己
就會持續不斷地尋求學習改進之道（引自陳美如、郭昭佑，2012）
。Glasser 進一步提出了「新
學習型態」的特性，並與「傳統學習型態」做一比較（如表 1）。
上述新學習型態其實就是「合作學習」，在美國教育界一直有多種教育型態是以進步主
義教育的理念為前提開展的，其中之一便是「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推動合作
學習的主力－明尼蘇達大學的 R. Johnson 和 D. Johnson 所合寫的《共同學習與獨自學習》
（Learning Together and Alone）一書於 1994 年出版，主張合作性的教學方法最有效，應該廣
泛地推行到全美學校（Koetzsch, 1997/2002）。「合作學習」簡言之，是一種將個別學生組成
小組或團隊，然後藉由成員間的合作以達成特定教學目標的策略（Ellis, 2001）。Slavin（1995）
對「合作學習」的定義是指：教師運用不同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在小組團隊中相互幫助來學
習課程內容，並透過成員間的討論瞭解彼此的想法，也要確保小組中的個別成員都能瞭解學
習的內容。Johnson 與 Johnson（1994）指出合作學習的五個基本要素應包括正向的相互依賴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面對面地互動（face-to-face interaction）、個別成員的績效責任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人際與小團體技巧的培養（interpersonal and small-group skills）與
團體歷程（group processing），方能達成合作學習的有效性。可見教師要運用合作學習方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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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傳統學習型態與新學習型態的比較
比較點

傳統學習型態
學生以個人身分個別學習

個人vs.小組

新的學習型態
1. 透過兩人以上學習團隊的協力 共
學，學生可獲得歸屬感。
2. 團隊成員由教師挑選，以便涵 蓋
低、中、高不同學習成就的成員（異
質分組或合作學習）
。

動機

除非學生自己個人學習得很好，否則 1. 團隊的歸屬感提供了學生學習的初
學生不會有學習的動機，也不會感受
步動機。
到知識就是力量
2. 當學生獲得良好的學習成果，不用
心的學生也會開始感受到知識就是
力量，而願意更用功。

滿足

高學習成就的學生幾乎都不瞭解低學 高學習成就的學生會發現，幫助低學
習成就的學生
習成就的學生能讓他們獲得需求的滿
足，因為他們都渴望團隊成員之間的
友誼。

對團隊的貢獻

低學習成就的學生對班上的貢獻一開 低學習成就的學生也會發現，需求的
始就很少，往後會更差
滿足讓他們能夠為團隊努力的成果做
出貢獻。

對教師的
依賴程度

課程學習架構

1. 除了少數非常有能力的學生，幾乎 1. 學生不僅依賴教師學習，他們可以
被鼓勵盡可能靠自己和團隊其他成
所有學生都需仰賴教師學習
員的創意來學習。
2. 學生幾乎不會依靠彼此的創意來學
習，同學之間缺乏相互協作的動機

2. 學生逐漸從對教師的依賴中解脫出
來，擁有權力感和自由感。

學生抱怨課程無趣，感到課程無聊的 學習團隊讓每位學生都有機會深入學
學生絕不可能用心學習
習，並掌握知識就是力量的關聯性。
1. 學習團隊可以用各種方法說服 教
師、班上其他學生和家長，他們已
2. 學生很少被鼓勵去做考試與讀書以
經精熟了這些學習素材。
外的活動
2. 教師也會鼓勵學習團隊提供證 據
（而非考試）
，來證明這些學習素材
已被學會了。
1. 教師或學校決定如何評量學生

評量方式

個別競爭或
團隊學習

1. 學生只有個別競爭

教師可以根據某種標準彈性調整各個
2. 開學後幾週，在大部分班級中，誰 學習團隊，以便所有學生都有機會成
為績優團隊的成員。
輸誰贏就很明顯了

註：引自師生雙贏－選擇理論在教學上的運用（楊誠，譯）
，W. Glasser, 2008。臺北市：心理。
（原
著出版於 1986 年）
；國中教育教學與學的解放－如果可以不再關注入學測驗（pp. 20-22）
，陳美如、
郭昭佑，2012，載於黃政傑（主編），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改革：理念與方向的期許。臺北市：
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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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也要熟悉團體技巧與團體動力。合作學習與一般傳統小組學習不同的是：強調將學生做異
質性的分組，小組間成員必須兼顧自己與他人的學習，強調的是團體的績效，而非英雄式的
個人成就（黃政傑、林佩璇，1996）
。張新仁、黃永和、王金國與汪履維（2013）研究團隊在
推動合作學習時對其概念統整如下：（一）是一種教學型態；（二）是指兩個以上的人透過彼
此的互助、互動及責任分擔，達成共同學習的目標；（三）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學生主
動思考討論，或小組一起練習的機會，讓教學不再侷限於教師的直接教導；（四）強調每位小
組成員不僅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也要幫助同組的成員學習。張新仁等人進一步指出，合作
學習的方法有數十種，常用的依教師或學生導向可歸納如下：
（一）以教師為中心的方法：有
六 六 討 論 法 （ Phillips-66 ）、 配 對 討 論 法 （ pair-share ）、 學 生 小 組 成 就 區 分 法 （ Student
Teams-Achievement Divisions, STAD）、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二）以學生為中心
的方法：有拼圖法（jigsaw）
、相互教學法（reciprocal teaching）
、團體探究法（group investigation）
、
腦力激盪法（brainstorm）、問題本位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以及學習社群（學習
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等。另 Slavin（1995）也提到「小組遊戲競賽法」
（teams-gamestournament, TGT），其步驟為全班授課、分組學習、學科遊戲、競賽、評量、小組表揚，這也
是在教學現場上常被使用的方式。整體而言，在人數上最少兩個人以上的合作就是一種合作
學習，至於教學中該採用何種方法，則有賴教師視科目、單元、學生狀況而選用適合的方法。
因已有很多研究證實，合作學習比競爭式（competitive）學習或個別式（individualistic）
學習，更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就及合作的社會技巧表現，因此是一種值得讓教師
採用的教學策略（Johnson, Johnson, & Stanne, 2000）。目前國內、外已有許多以「合作學習」
為主題的研究，且多數研究都發現，學生在合作學習下的學習效果優於競爭式或個別式學習。
具體來說，主要能促進學生之學習成就、學習動機、溝通技巧及改善社會關係等（王金國、
張新仁，2003）。
從上述「新學習型態」的特色可知，新學習強調的是學生的主體自主性，不完全依賴教
師，從參與體會到知識的力量進而感受學習的快樂。尤以「小組合作學習」的強調來給予教
室中新的團隊力量（小組創意）與個人動能（高成就與低成就學生的個人貢獻），此與當前臺
灣許多中、小學正實踐佐藤學倡導的「學習共同體」，有異曲同工之妙。

三、日本佐藤學「學習共同體」對「學習」的圖像
日本中、小學掀起的「學習共同體」的「寧靜革命」運動，主要推手是東京大學的佐藤
學教授，其依據民主主義的精神，將校長、教師、學生及家長都視為學校改革的主角，將授
業研究、課程和教學改革、教師專業社群的理念結合起來，形成整體的學校改革體系，此寧
靜革命現已擴及歐美和東南亞地區（歐用生，2012b）。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改革方案和教育
現場零隔閡，日本從剛開始的 1,000 所學校，到目前全日本已有十分之一的中、小學正進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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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共同體」的教學，讓孩子找到學習的樂趣也使教師找到成長的動力。近年來，
「學習共同體」
的影響力更擴及全亞洲，包括韓國、香港、中國大陸、新加坡、印尼等國都出現了改革成功
的學校（佐藤學，2006/2012）
。而臺灣正如佐藤學所言，有東亞國家因「壓縮的現代化」塑造
「競爭型的教育」而產生「從學習逃走」的現象，更不能置身於這股教育改革運動之外。由
於目前臺灣國中校園現場有關「學習共同體」的推動，主要是來自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茲
將其所倡導的「學習共同體」之「學習」圖像歸納如下：

（一）學習的意義－展開與世界、他人、自己的對話與聆聽關係
佐藤學認為要克服學生從學習中逃走的危機，絕對有必要將「勉強」（意為用功讀書）轉
換為「學習」
。其不同在於，在「勉強」中學生不會遇見任何新事物也不會與任何人交談；而
「學習」是經營與人、事、物的相遇與對話，也是與他人思考或情感的相遇與對話，更是與
自我的相遇與對話（佐藤學，2006/2012, p. 55）。因此「學習」的世界，是瓦解內在的自我並
與外部世界組織關聯的世界；也是透過省視自己，進而搭建一座橋樑與他人溝通的世界（佐
藤學，2006/2012, p. 64）。理想教學便是在對話與聆聽的基礎上，形成協同學習。

（二）學習三要素－活動、協同、反思
佐藤學認為，上述從「勉強」到「學習」的轉換，可藉由教室中「活動式學習、協同式
學習、反思式學習」得到具體化實踐。本研究對「活動式學習」的理解是：超越課本以外特
別設計的探究式作業、體驗活動、建構學習或延伸學習，都是活動式的學習。例如：方志華
（2012）參訪日本學習共同體學校提到，數學課老師拿紙卡和教具小方塊給學生操作除法；
英文課老師講解文法後拿字詞卡給學生拼句子；生物課老師拿出複雜的家族血型譜系要學生
討論預測血型，都是一種活動式的學習。
「協同式學習」則在佐藤學的書中提到較多的作法及實例。佐藤學樂見的協同討論情景
是溫柔平靜的聆聽，而非熱烈的討論。佐藤學（2006/2012, p. 119）認為，不組織「協同學習」，
每一個人的學習就不可能成立。推動學習共同體需要一個寧靜的環境，因此佐藤學將之稱為
「靜悄悄的革命」（佐藤學，2000/2003）。
至於「反思性學習」（reflective learning, RL），佐藤學的書中提到的並不多，大致是擺脫
儲蓄性知識而轉往表現、分享與品味知識。一般我們所指的「反思性學習」是一種在學習與
探討之實踐中，考慮價值和意義的深思熟慮過程。反思性學習鼓勵學習者透過自己的觀察和
經驗及辨明問題的意義，形成批判性分析的技能（陳木金，2007）。因此，反思性學習帶有價
值判斷與批判思考。
簡言之，透過在教室中追求活動的、協同的、反思性的學習。學習正是學習者與物件世
界的對話－文化實踐、與他人對話－對他實踐、與自己對話－內省實踐，這三種對話三位一
體的實踐（佐藤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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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調異質性分組
佐藤學所提倡「協同學習」中的小組，建議採用男女混合的 4 人小組形式，也可從 3 人
小組開始，編組方式應以透過抽籤方法隨意和隨機編組。一般多建議將全班分組為每組男女
混合的 4 人小組（佐藤學，2006/2012, pp. 112, 124）。

（四）重視學習者主體的經驗（體驗）學習
佐藤學將課程區分為「階梯型」與「登山型」兩種樣式，傳統所用的「階梯型」課程主
要是追求效率與生產性，課程以「目標－成就－評價」為單位組織單元，其學習樣式特徵在
於步步攀升的過程是單向地、線性式地，一旦在某一階踏空了，學習者就會產生「掉隊」。而
「登山型」課程仿彿以大的主題（山）為中心，學生準備好若干學習的途徑（登山路線）
。
「登
山型」課程以「主題－經驗－表達」為組織單元，此種「登山型」課程可以杜威（Dewey）實
驗學校這類兒童中心主義學校為實踐代表。在「登山型」課程中，教師已不再是「知識的分
配者」，而是作為「導遊」來引導兒童，讓其學習經驗發揮成為有意義經驗的作用（佐藤學，
1999/2004, p. 121），即為一種經驗學習或體驗學習。

（五）重視多樣性與差異的「交響學習」
佐藤學指出，建構「學習共同體」的核心原理之一，是經由每一個人的學習差異來實現
課堂文化的多樣性。在標榜「學習共同體」的課堂裡，高舉「一切的差異，萬歲！」的標語
（佐藤學，1999/2004, p. 73）。因此，佐藤學特別提到在協同學習中，絕不追求小組內的思考
與見解的一致與統一，應當尊重小組中思考和見解的多樣性（佐藤學，2006/2010）。「協同學
習」中，學習的主體終究是個人。因此，在協同學習中不需要領導者，需要的是每一個人多
元學習的相互碰撞，每一個學生在平等的地位中參與學習，誰都不是「局外人」（佐藤學，
2006/2012, p. 123）。
佐藤學以「交響樂」來比喻尊重學習者差異的多樣聲音。此「交響的學習」也意味著「兒
童學習的多樣聲音與教師學習的多樣聲音的交響。借助每一個人的個性差異之交流，培育『和
而不同』的學校（課堂）文化」（佐藤學，2006/2010, p. 106）。

（六）營造「若無其事的體貼」的「互學、互惠學習」關係
佐藤學提倡的「學習共同體」中的合作學習是「互學關係」而非「互教關係」，指出「互
學關係」是「若無其事的體貼」關係（佐藤學，2006/2010, p. 23）。互學關係是有效發展「協
同學習」的基礎，教師必須養成學生「先和旁邊的同學商量，如果解決不了再問教師」的習
慣。因此「協同學習」也是一種「互惠學習」
（reciprocal learning）
（佐藤學，2006/2012, pp. 113,
115, 122）。

薛雅慈（曉華）

國中教師實踐學習共同體之研究

109

（七）學習的發生－挑戰伸展跳躍
佐藤學（2006/2012）認為學習是與新世界的接觸對話，並透過與教師、同學及自己的對
話，來挑戰學習的「伸展跳躍」
。要達成「伸展跳躍」以 Vygotsky 的「近端發展區」及「內化
作用」理論來思考應是「向上引導」
，也就是說學力並非依靠循序漸進而累積，而是藉由在一
定的高度向上引導才得以形成。佐藤學建議教師對於「前端」已經會的學生，教學內容必須
設定在比一般的教學水準更高的層次，學生的學習才會形成。而對於「後端」學生則要積極
照顧，不放棄每一個學生，徹底指導實施低學力學生向同學提問的習慣（佐藤學，2006/2012,
pp. 84, 106, 107, 120）。

（八）教師的角色－課堂中積極聆聽、串聯、回歸；展開教學研究的學習專家
佐藤學（2006/2010, p. 112）認為，在協同學習中，教師的主要工作是三件事：傾聽、串
聯、回歸；其中「串聯」是核心的作為，其基礎是建立在三個維度的「傾聽」
：
「1.該想法與題
材有哪些關聯；2.與其他同學的想法有哪些關聯；3.與該孩子的先前想法有哪些關聯？」。林
文生（2013）指出學習共同體的教室中，學生學習的機會瞬間變成三倍，第一次是組內討論
時、第二次是組間發表時、第三次是教師或學生總結歸納時，可見教師在聆聽、串聯、回歸
三項任務的重要性。
佐藤學呼籲：教師的角色必須從「教育專家」轉型為「學習專家」。教學目標不再是追趕
進度，作為學習專家，教師的責任在於實現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教師在保障每一個孩子學習
權的同時，也要把握自身作為專家成長的機會。因此，教師必須展開日常的教學研究，「必須
充實教學後的『反思』
（reflection）
，而不是滿足於課前的教學『設計』
（planning）」
（佐藤學，
2006/2012, pp. 128, 146, 147）。誠如黃源河與符碧真（2011）所指：日本教學研究的四個必要
步驟為研究、設計、實踐及反思，因此從教育目標的訂定、研究課題的產生與設計，到在學
校試教實踐教案以瞭解實際成效，都需要與各中、小學校的特性相結合，因此教學研究成為
現職教師的專業成長模式。

四、小結：合作學習與學習共同體都是「新學習型態」的展現
潘慧玲、陳佩英、張素貞、鄭淑惠與陳文彥（2013）指出，針對上述合作學習與協同學
習兩概念，有些學者混用之，有些則區分其差異。如 Dillenbourg 與 Schneider 於 1995 年提出
的合作學習是參與者依據分工，各自完成工作，而協同學習則是參與者同時互動來解決問題。
若再參酌 Roth 於 1995 年針對小組成員參與互動討論情形的研究也將成員間互動的型態分為
「沒有參與的互動」（no participation）－小組某些成員可能沒有參與活動、「平行偶爾的互
動」（parallel occasional interaction）－小組成員有時緘默有時夾雜零星的互動、「變換不對稱
的互動」（shifting symmetric interaction）－所有學生多多少少都有貢獻、「不對稱的互動」
（ asymmetric interaction） －某些 成員 領導組 員的 談話、 與「 對稱的 互動 」（ sym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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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互動中所有成員都是平等的參與討論等五種（陳彥廷，2012），則合作學習可
以廣泛包括第二種到第五種的互動方式；而學習共同體的協同學習則以第五種「對稱的互動
方式」為主。
茲綜合整理合作學習與佐藤學倡導之協同學習的異同，如表 2 所示。
表2
合作學習與佐藤學倡導之協同學習的異同
比較點

多數的合作學習

佐藤學倡導的協同學習

新的學習型態－學習者為中心

新的學習型態－學習者為中心

學習型態

重視學習者的主體性、參與、團隊合
作（有別於傳統的講述教學）

重視學習者的主體性、參與、相遇與
對話（有別於傳統的座學）

分組方式

很多元，視情況而定

異質、2～4人、隨機抽籤、男女各半

可能有任務指派、可能有分工、可能
有領導人

針對主題自然地形成聆聽與對話的討
論；沒有領導人的互學互惠關係

小組過程

小組互動類型：包括Roth（1995）所
指平行偶爾、變換不對稱、不對稱、
對稱的互動四種互動類型

小組互動類型：Roth（1995）所指對
稱的互動方式－所有成員平等參與討
論

觀察學生的焦點

較重成果發表；分工合作的能力

較重視聆聽，互搭鷹架的對話

老師的角色
或運用方法

數十種方法：如腦力激盪、團隊探
究、拼圖法、小組競賽遊戲等

在小組間聆聽、串聯、返回；觀察學
生學習

學習的呈現

重視團隊的績效勝於個人的學習成
果；常有組內共識或小組共同發表／
完成作品

強調學習的個人化、個人發表；不追
求有組內共識或共同作品

對學習結果的期待

卓越性、個人與團隊績效提升

卓越性、學習的伸展跳躍

本研究認為，教師不論是運用方法多元的「合作學習」，或是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
基本上都是重視學生主體性－賦予學生參與、對話、討論的權利，而非教師單方傳輸知識，
也是願意將教學調整向「新學習型態」的一種展現。對自身教學來說，也是一種教育革新或
教學轉化的歷程。Alison（2006）即指出，教師在教學轉化上的角色很多元，不僅是一位工作
者，也可能是一位治療師、園丁、顧問、藝術家，無論教師扮演的角色是什麼，都是教學轉
化的持續歷程。當學校的目的是去支持教師與學生之間彼此產生轉化的歷程，學校就不再只
是一座生產的處所、治療室或是溫室，而是一個能帶給學生組織活動與再建構自己的自由空
間。如此教師學習如何教學就永遠不會結束，此轉化歷程是一種複雜、持續而來回的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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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尋找嘗試「學習共同體」教學轉化成功的教師
本研究以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任教科目課堂上「學習共同體」的教學實踐，
研究方法採訪談法（包括個人訪談及焦點團體）
，在訪談對象的選取上採立意取樣，由於目前
臺北市及新北市教育局推出「學習共同體」計畫提供學校申請。本研究因而選取臺北市及新
北市試辦「學習共同體」的國中共 3 所，其中北市 1 所（化名為北市同同國中）、新北市 2 所
（化名為新北學學國中與新北習習國中），由這些學校的關鍵教師或行政人員徵求自覺成功又
自願接受訪談的教師。在訪談方式上，如果受訪者有共同課間可以討論的時間，則實施焦點
團體訪談，若無，則實施個別訪談。計有兩場焦點團體訪談（一場各 4 名教師）及兩場個人
訪談。訪談題綱主要分為個人加入學習共同體的緣由、小組協同學習實施的方式、實施過程
的各種課堂學習情形，以及觀察實施學習共同體後學生學習的各種改變等，訪談題綱如附錄
所示。訪談對象為臺北市 4 名、新北市 6 名的國中教師；在授課科目上主要選取國中主科（因
為臺灣的國中主科過去較容易產生學習的雙峰現象及學習逃走的情形）
，訪談教師之任教科目
計有國文、英文、數學、社會（公民）及自然科（含生物、地科及理化），訪談對象如表 3 所
示。
表3
訪談對象一覽
教師任教
學校
編號
科目及代號 （化名）

學校試辦
學習共同體或
合作學習情況

受訪者自陳個人使用協同學
習或合作學習情形

訪談時間、地點、
訪談方式、訪談
時間長度

1

國文（女）
代號A-1

新 北 學 新北市學習
學國中 共同體先導學校

閱讀過佐藤學「學習革
命」，將「學習共同體」當
成一種精神，操作中改使用
合作學習的分組方法，公開
授課 兩 次，公開觀課約 四
次以上

2013年4月8日
學學國中會議
室、焦點團體，2
小時

2

生物（女）
代號A-2

新 北 學 新北市學習
學國中 共同體先導學校

閱讀過佐藤學「學習革
命」，將「學習共同體」當
成一種精神，操作中改使用
合作學習的分組方法，公開
授課 一 次，公開觀課約 四
次以上

2013年4月8日
學學國中會議
室、焦點團體，2
小時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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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訪談對象一覽（續）
編號

教師任教
學校
科目及代號 （化名）

學校試辦
學習共同體或
合作學習情況

受訪者自陳個人使用協同學
習或合作學習情形

訪談時間、地點、
訪談方式、訪談
時間長度

3

生物（男）
代號A-3

新 北 學 新北市學習
學國中 共同體先導學校

閱讀過佐藤學「學習革
命」，加入跨校的自然科教
師社群。使用「學習共同體」
方法，公開授課 兩 次，公
開觀課約 五 次以上

2013年4月8日
學學國中會議
室、焦點團體，2
小時

4

數學（男）
代號A-4

新 北 學 新北市學習
學國中 共同體先導學校

閱讀過佐藤學「學習革
命」，不太確定自己操作是
否為「學習共同體」方法，
未曾公開授課，公開觀課約
兩 次以上

2013年4月8日
學學國中會議
室、焦點團體，2
小時

5

國文（女）
代號B-1

新 北 習 新北市學習
習國中 共同體先導學校

未閱讀過佐藤學「學習的革
命」，一開始便使用合作學
習之分組方法，公開授課
一 次，公開觀課約 兩 次以
上

2013年4月24日
習習國中會議
室、個別訪談，1
小時

6

校長（男）
－教理化
代號B-2

新 北 習 新北市學習
習國中 共同體先導學校

參加新北校長讀書會，閱讀
過佐藤學「學習的革命」，
在校內示範教理化公開授
課 六 次以上，使用合作學
習之分組方法，公開觀課約
三 次以上

2013年4月24日
習習國中會議
室、個別訪談，1.5
小時

7

公民（女）
代號C-1

北 市 同 臺北市學習
同國中 共同體試辦學校

閱讀過佐藤學「學習的革
命」，參訪過日本學校，使
用佐藤學分組協同學習方
法，公開授課 兩 次，公開
觀課約 四 次以上

2013年4月23日
同同國中會議
室、焦點團體，2
小時

8

英文（女）
代號C-2

北 市 同 臺北市學習
同國中 共同體試辦學校

閱讀過佐藤學「學習的革
命」，參訪過日本學校，使
用佐藤學分組協同學習方
法，公開授課 兩 次，公開
觀課約 四 次以上

2013年4月23日
同同國中會議
室、焦點團體，2
小時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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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訪談對象一覽（續）
編號
9

10

教師任教
學校
科目及代號 （化名）
國文（女）
代號C-3

學校試辦
學習共同體或
合作學習情況

受訪者自陳個人使用協同學
習或合作學習情形

訪談時間、地點、
訪談方式、訪談
時間長度

北 市 同 臺北市學習
同國中 共同體試辦學校

閱讀過佐藤學「學習的革
命」，參訪過日本學校，使
用合作學習小組及分工方
法（覺得較好用），公開授
課 一 次，公開觀課約 三 次
以上

2013年4月23日

教務主任、 北 市 同 臺北市學習
地科（男） 同國中 共同體試辦學校

閱讀過佐藤學「學習的革
命」，參訪過日本學校，使
用佐藤學分組協同學習方
法，公開授課 三 次，公開
觀課約 六 次以上

2013年4月23日
同同國中會議
室、焦點團體，2
小時

代號C-4

同同國中會議
室、焦點團體，2
小時

肆、不一樣的學習風景：
國中教師啟動「教室學習共同體」的實踐分析
本研究訪談發現，目前臺北市與新北市實踐學習共同體的教師，至少都實施過一個學期，
對於自身加入學習共同體的緣由、改變的開始、其中的調整、實踐過程中看到不一樣的學習
風景，以及觀察學生的改變等，多有豐富深刻的體驗與省思。

一、課堂中教與學圖像的改變－學教翻轉
本研究之國中因學習共同體的導入，課堂呈現了以下十大學習風景的改變：

（一）自主性－不再每一課都等老師教
學習的自主性意味著學生因學習共同體的分組，提高參與或被賦予任務，無形中增加了
自我學習的主體性，不再如過去「座學」中被動地聽講。本研究發現，特別是國文科（白話
文），老師很願意嘗試讓學生自己先讀。
我就跟他們說，因為有一天……我不可能一直帶你讀每一課，而且有很多的白話文
其實你自己就可以讀，不需要老師帶，我就慢慢把教學……就是自己教自己這件事
情，轉換給他們……。（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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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的用意正是透過分組，希望孩子能夠自主學習，由學生先讀，自己找答案，然後老
師提問題，其中的轉變是學生是主體。
我們以前都太執著於要教，而忽略了學生要如何有自學的能力，除非是文言文較難
懂，屬於白話的課文，基本上我都是用學習共同體的方式。先讓他們看課本，然後
我就開始提問題，讓她們在課本中自己尋找答案。（B-1）
然在本研究對象中，讓學生自主性先自行閱讀的只限於國文科，或許它是本國母語較易
讓學生上手。未來如要在學習共同體中鼓勵學生預習，教科書的編寫也要有引導孩子自行閱
讀的設計。

（二）活動性－超越課本之外的學習經驗
佐藤學認為過去「座學」習得教科書的方式猶如「洞穴裡的囚人」
，為了克服此教學障礙，
教師有必要以道具、素材或人為媒介，實現「活動式的學習」
（佐藤學，2006/2012, p. 59）。
研究者發現，實踐學習共同體的各科教師無不發揮創意設計活動，學生在此過程中因有真實
的體驗機會而願意參與。
生物課，老師設計挖化石的活動，透過分組分工讓學生體驗，讓大家參與。
最近上挖化石，我就用了六個沙盆，把骨頭埋進去，然後我就分組，每個人都負責
工作，有些人負責挖化石、有的人負責拼、有的人把拼出來的樣子畫出來。你發現
每一個角色，都有參與。（A-3）
老師在其中也透過引導學生不斷思考，讓學生形塑科學的歷程。
老師要花很多時間去規劃準備，有透過參與你就可知道，他的科學本質是怎樣，你
在挖的過程當中，一有新的東西出來你就可以推翻舊的，讓你型塑科學歷程。你可
以發現要讓他去思考，而不是單方面教授。（A-3）
生物課，老師也透過開放式學習單的設計，讓學生用漫畫呈現（結合了創意與美術），看
看學生是否真的學會運用理論。
我們學習單的設計是用這個天擇說去解釋你現在周圍的動物？天擇說的理論用四格
漫畫呈現，不要只用課文的。這個就有……學習，就是我思考、歸納、然後去運用，
去解釋這個世界的一個能力。（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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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活動設計，學生就願意參與，一改過去被動地接收知識。
活動，其實學生…..就會願意參與，而不是冷冰冰的聽聽聽，然後背。（A-3）
英文課，有的老師結合了演戲活動，讓學生分工討論產生劇本（在此是運用合作學習的
方式）。便是思考一些活動式的學習方式，來活化教學並提高參與。
我要同學寫劇本，要自己演，所以誰要當什麼自己要很清楚。在合作學習中，每一
組的每個人有工作，……最後就是要產生一個劇本，要有道具，讓大家欣賞。（C-2）
英文課，老師事先準備了課外補充的圖片，讓學生感受與思考真實人生，便是延伸思考
式的活動學習。
我這一次公開觀課做的是形容詞的最高級與比較級，我就把它拉出來變成金氏世界
記錄，然後就讓他們看一些特殊的金氏世界紀錄的圖片紀錄的句子，看完了之後，
分享表達同學的感覺，讓他們去思考一下。（C-2）
國文課，有老師以「分組找資料」當成是活動式學習，至少在課堂中學生是有任務地參
與，而非被動地接收知識。
我們上到〈愛蓮說〉，我就說每個植物很可能有它象徵的意義，所以每一組都去找三
種植物的象徵，到時候抽到哪一組不一定。（B-1）
數學課，有老師以籃球影片作為媒材，讓同學瞭解了「拋物線」。
就突然靈光乍現！像有一次我讓他們看國教院的投籃的拋物線影片，學生都會先
說，「誰會要投籃的時候還要看至高點在哪裡？要到哪裡才會投進！」我說沒關係，
你們就看看，後來同學回饋說，以前真的不懂拋物線，現在真的會了！（A-4）
公民課，老師擬透過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模擬真實情境，便是透過活動式學習結合小組
活動，進一步將教科書演出來。
法律的部分到最後會有一個權利損害的行政救濟主題，我準備要模擬法庭，然後可
以試著角色扮演。（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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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化課，老師會以一些實務物品，讓學生先看到，由體驗再進入理解抽象事理的歷程。
做活動學習，他們可以先看到現象，比如說繩子、繩波、彈簧波，可以拿放大鏡看
到東西，看一看、就看懂了，他會突然講一些意見。（B-2）
本研究發現推活動式學習比較有侷限的是理化課，理化課原本的活動式學習其實就是「做
實驗」，透過做中學的經驗學習，讓學生從具體的體驗到抽象定理的歸納與理解。然而，教理
化的校長坦承：臺灣的國中理化課根本沒時間做實驗。

（三）協同性－討論、聆聽、發表等對話的展開
1. 放手讓孩子討論
當小組開始協同學習，受訪老師描述最多的協同情景，就是討論，老師也對學生間討論
的學習效果感到驚奇。
我嘗試讓孩子自己翻譯文言文，沒想到，不知是不是他們分組已習慣，或是他們習
慣這種模式，我很驚訝說原來孩子是可以一起討論翻譯的。（A-1）
有的老師一開始不放心學生討論，但桌間巡視後老師看到的是正向的回饋。
在那個討論過程，你必須每一組下去聽，因為你擔心孩子方向錯誤，我有一點開心
是說，真的每一組幾乎都有人可以頭頭是道的講出來，就把最重要的原則掌握了。
（A-1）

2. 討論音量的拿捏有文化差異的問題
至於討論會不會過於興奮？有老師覺得要做的是時間的拿捏。
討論會過 high，過 high 的問題真正在你給他的討論時間是多還是少，…….時間的拿
捏應該蠻重要的，要放給他們討論，但不要放得太多。（B-1）
另外，佐藤學希望討論中要寧靜，但受訪教師都提到多數臺灣學生討論的聲音較大，回
答的很踴躍。
同學們會回答很踴躍，那個聲音是很大的。（C-2）
有老師認為可能是民族性的不同，日本人較能寧靜地說話。因文化不同也不覺得興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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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不好。
佐藤學的書我已經閱讀完三、四次，我想，真的嗎？全部都要寧靜嗎？我現在自己
試，我發現沒辦法寧靜耶。我覺得那是民族性的差別。有些課程我覺得為什麼不 high
呢？（A-2）
甚至有老師認為實踐學習共同體最難掌握到的精髓就是「寧靜」。
最困難就是那個寧靜啊，我一直對他的寧靜……我不知道要怎麼抓到他的精髓。
（A-1）
就像麥克風的使用，有老師覺得那是不同文化與習慣造成的。
我覺得是習慣性的問題。譬如說日本，我們去參觀日本的時候，沒有一個老師用麥
克風。對，我們這邊很多老師連在公開觀課也在用麥克風。為什麼？因為老師的音
量一定要那樣子？學生已經習慣了。（C-4）
但有的老師也認為雖然是習慣，但是經過提醒音量仍可慢慢地調整。畢竟一開始分組學
生總是較興奮的。
我覺得是習慣性的問題，還有如果有些班級沒有在公開觀課的時候，討論起來就像
菜市場一樣（就是很吵雜）
，這是實情啦，可是如果試辦久了，他們有這種默契以後，
真的音量會降低。（C-4）
試做幾次，然後你提醒他們要很安靜的、小小聲的，他們可以做的到，……慢慢有
那種習慣討論之後就不會那麼 high 了！（C-1）
當前老師提到的「協同性」的風景，幾乎都是拋問題給學生討論後發表，較少有「不會
的問會的」的情景。研究者在兩次的觀課中，也較少看到老師串聯學生的討論，多是討論－
發表－小組競賽，較趨向於合作學習的方式。

（四）團隊合作分工性－小組活動穿插合作學習的多樣化方式
從受訪對象發現，許多學習共同體的老師實踐中並不力求一定要照著佐藤學的模式，而
是使用了合作學習的多元方法。諸如輪流報告、點人回答、設訂發言人、搶答權、支援前線、
以及設小組幹部賦予任務等，都是臺灣現場老師自行發展出的多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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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勵表達的各種發言方式
在發言部分，有的老師要確保個別學生都有參與，便採「輪流報告」。
我就是要輪動性的，這次是 A 報告、下次可能是 B，學習比較弱的，下次就一定要
報告，那報告就是牽涉到各組有沒有受到老師的口頭獎勵或是加減分，其實就是有
一個誘因。（A-3）
有的老師則是設有發言人，代表該組報告內容。
因為我每次都會請同學推一個發言人，然後我是抽各組發言人，我問問題他回答，
有時候發言人上臺發表那一節他們討論的內容。（A-2）
有的老師要學生輪流發言，其中也運用分工、搶答、支援前線等團體動力方法，希望孩
子一直踴躍地說話。不失為訓練孩子「勇於表達」的一種方法。
因為我的問題那麼多，所以每一個人都要輪過，但是我要共同舉手，不管你會不會，
你要先有搶答權，然後其他人可支援前線，……我就是要他們能夠勇於站起來。
（A-1）
到底誰來回答問題呢？老師也會使用多元的方式，有時選弱的（以避免都是會的回答），
有時用點的。
我大概會選那一組裡面能力比較弱的來回答。（B-1）
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舉手回答，可是會形成，能力強的永遠在舉手，而能力弱的都是
很怯卻得不敢舉手，我就調成自己用點的方式。（B-1）

2. 重視指派任務以賦予責任
有的老師會賦予小組學生任務，認為給學生不同任務正是正向機會的給予。學生被賦予
任務或當幹部後，就會把自我能力展現出來。
臺灣的學生很多都是在當幹部中學到東西，提升做事的方法與態度，所以我後來還
蠻習慣用很多組長的，……這些組長都不是成績好的，但是你只要賦予他任務之後，
他就會認真的把該做的事做完，其實每個人只要被重視，都會盡量把他最好的一面
呈現出來。

薛雅慈（曉華）

國中教師實踐學習共同體之研究

119

要給他機會，因為他不見得是沒有能力，只是很可能是沒有機會顯現出來。（B-1）
在任務指派中，老師也會在合作中運用分工的方式，結果發現小組更強了。
像我們有一次學校本位課程是八仙，因為剛好是八個，也就是八組，每個組認養一
個仙，然後都要講給大家聽，他們課後去找資料。分工的結果有一些組更強了，還
製作 powerpoint 放出來。（B-1）

3. 穿插「合作學習」的多樣方式讓學習有變化
有的老師開始穿插「合作學習」的方法，因為學期中穿插方式的改變，會讓學生有新鮮
感。
合作學習，我有點想穿插使用，會讓他們有點變化（ok，這也是一種活化的），會期
待下次上課。如果一成不變，他們就覺得好累喔，所以我就開始把分組合作東西帶
進去，學生需要一些刺激。（C-3）
老師在其中也會運用合作學習的小組間競爭方式，並從中感受到孩子的積極。
會有一些組間競爭，是以加分為主，沒有扣分的，所以孩子就會滿積極，他們會很
積極去跟旁邊同學說「你趕快寫啦」
、「你不會寫我教你」之類的。（C-3）
整體而言，老師力求的是學生真正的學習，而非套用某個理論或一家之言，因而不拘於
形式。誠如以下老師的省思：
所以我後來就穿插進來合作學習，因為我的目標是孩子真的有在學習，也因為他們
剛好跟我提出「老師，我們累了」，我抓那個時機。因為你會知道孩子的反應，前面
看到他們水亮亮的眼睛，然後到最後是（這一套已經玩很久了）他們就開始……。
我就覺得我們是一點一滴的慢慢地修正，不停地在嘗試。（C-3）

（五）參與性－我們都是課堂的主人
老師使用學習共同體的一大驚奇是，孩子的參與性提高了，認真準備、討論熱烈、欲罷
不能，正是展現「學生是課堂的主人」。
因為要分組查字典，我要求每個人一定要有一本字典，沒想到之前他們都沒有這麼
認真，現在沒有字典的人，上課的前一節會自己去借到。（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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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過程中，組間的競爭也是提高學生動機的一大動力。
我要求他們查形音義，然後上臺搶答，不可以跟別人一樣的。結果各組熱烈到我必
須說：
「你們要小心一點喔，要小心臺階！」
，還寫到欲罷不能，說：
「老師我們還有！
他們沒有！我可以上去寫嗎？」，以前叫他們翻字典都不翻耶，現在翻的很熱烈，這
是分組後很大的一個改變。（A-1）
更根本的是，過去發呆、放棄的學生終於回神了，回來課堂參與。
最起碼，我覺得最大成效是，我的課堂上每一個孩子都在動腦，這是最好的，他在
參與，沒有時間發呆。（A-1）
這樣的方式至少讓每個孩子都會去參與到，所以放棄的人會減少很多。（B-1）

（六）互惠性－個人與小組同步躍進
本研究受訪者表示，運用小組加分策略，會使得成員間自然地督促及協助，對原本放棄
或混的學生特別有用，也就是運用了個人與小組同步躍進的策略。
那以前某些孩子真的就放著不管，他也不管自己扣分或什麼，我說：「你們整組都交
過來的話，我就加分」。結果從不寫的……竟然拿起來寫，且一組四個人，另外三個
輪流在督促他在寫，我心想，其實有達到目標了。（A-1）
有時透過小組同儕的監督，隨便的學生也不敢再隨便了。
我們還有一個相互督促的例子是，只要同組代表上臺發言了，都叫他「小教授」，曾
經有組別上臺發言的同學，用他平常很口語很簡要的方式報告，後來下臺被同組組
員噓「你以為小教授這麼好當喔！」
，之後那位同學還有連帶其他同學，代表該組上
臺報告都會非常的認真，不會隨便講講而已。（C-3）
有時透過小組團隊動力，啟動了小組相互協助的能量，也激發了個別成員自我突破，讓
老師及同學都感到驚奇，這也是弱者間的相互扶持。
有一組，某同學發言是整組最混的，……上臺發表的時候，只有講完一分鐘不到。
我說有沒有同學要救他，然後那一組有一個都不講話的，就突然站出來救他，而且
講得很大聲。他就是那個人的好朋友，第一個發言的實在弱到……弱到連他的好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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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都看不下去，就鼓起勇氣幫他，講完之後，我說全班給他鼓鼓掌，因為我從來沒
聽過他這麼大聲的講話。（A-2）
更令人欣慰的一種團體動力是，因個人進步的幅度增加了小組加分，使得原本可能不被
歡迎的低成就學生被小組接受了。
我後來有加分！變成他們很喜歡那些弱勢的孩子在他們那一組，因為只要讓他學會
了什麼，他很快就可以加十分。只要同學上一次跟這一次進步了十分，我那邊的積
分是加三十分，那些高成就的孩子就是只能維持水平。可是低成就的孩子，加分機
會超高的，反而他們就更接受他了。（C-2）

（七）反思性－一定是這樣嗎？有無別的想法？
「反思性」意味著沒有標準答案的價值判斷性思考，老師會藉著價值判斷之問題反問學
生，讓學生進行反思性思考。如公民科教師所言：
民法，我就有問說父債子還合理？合法嗎？請寫原因！課本不會寫這個，我們有補
充的文章。後面我就會說，如果父債不必子還後，社會可能會引發哪些衝擊（這個
是更難的），刺激同學再去思考，讓他們思考可以延伸。（C-1）
有時自然科學突破單一標準答案的可能性，也是一種開放性的反思練習。
譬如說討論到地球在繞太陽公轉的時候，哪一段是會日長大於夜長的？他們會去推
敲，推敲以後，只要提出合理的答案都可以，我就不會限定某一個標準答案。（C-4）
最重要的是，反思練習打破學生過去直接要單一標準答案的心態。
其實孩子還會問說為什麼我這個答案不對？為什麼我的不可以？而去思考討論，他
們不像以前我講一講，你們就照背、照記就好。或者以前學生都習慣說「到底答案
是什麼？」或者「你直接告訴我」這樣子。（C-4）
也有語文科老師帶領閱讀討論以進行內容反思。
我有配合閱讀的歷程，會先有基礎（我先講）
，然後學生自己去找答案，再發展解釋。
不給固定的答案，他們都會很開心，他們覺得說原來我講什麼，老師不會覺得我錯，
對，這是一種很安心的感覺，越來越多人把自己心裡想法拋出來，我通常都會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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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這樣想？（C-3）
反思練習帶給學生的是挑戰過去習以為常的思維，或一般世俗的單一標準，而讓孩子經
過多元價值觀的思考洗禮。
我們班上會討論班上誰是最正的女生，大正妹，我發現就會有些同學經過討論就會
說：審美的價值是因人而異。他們以前就上過類似的課程，現在會提出完全不同的
看法，有人就會覺得心靈的美才是大正妹。所以我覺得分組討論會讓孩子有天馬行
空的想法，也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B-1）

（八）超越性－不會的真的會了！會的更會了！
1. 不會的問會的
當問到佐藤學所指的伸展跳躍經驗，不同老師感受及舉例不盡相同，有老師認為：從不
會的，開始去問會的，就是伸展跳躍。
如果真的讓他們以學習共同體的方式去討論，就真的會卡住，他們有一些程度沒那
麼好的同學就會卡住，然後他們一卡住了之後就會去找同學問（所以學生這個問問
題的習慣會慢慢被帶上來，不會的慢慢會去問）
。（C-2）
有老師認為不會的學生「頓悟」，解開盲點，就是伸展跳躍。
他們在討論的課程中可以看到他們有「頓悟」的情況，就真的是頓悟，那一個點本
來他卡住，同學跟他講一講，他就「喔！會了！」；我們用講述時，學生多是單方面
接受，他不會知道有這個盲點。（A-2）
有的老師發現經過學習共同體，不會的學生透過問同儕，真的會了。
我覺得有些部分是老師講課講久了，他不是真的不會，只是喪失那個學習意願，覺
得老師講什麼我都不會。可是同學跟同學講，他會排除一剛開始就拒絕學習的那種
感覺。（A-4）

2. 超越自我的伸展跳躍
也有的老師發覺學生被觀課時，是有超越自我，達到伸展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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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之前可能還在摸索，結果他們那天被觀課時，很多人看他們，所以強迫原本很
弱的人也要參加討論。討論後發現他得到了結果，那一天觀課其實我……有兩組被
我發現是有跳躍的。（A-2）
有學生也自我反思，被觀課後自己真的不一樣了。而老師認為也是伸展跳躍。
同學在寫聯絡簿會告訴我說「我覺得我不一樣了！」，然後他就會寫說「以前觀課的
時候我會很緊張，可是現在有四個老師在我後面，我覺得也 ok。」後來他就專心學
習，也沒有把這件事情當作壓力或什麼。（C-3）
當然也有老師無法體會伸展跳躍是什麼？要看學生學習有沒有發生，是不容易的。
這個伸展跳躍是有難度，我一開始做也覺得最難的就是這個。（C-1）
這個部分是還需要我們去磨練的地方，因為有些像跳躍式的學習，我們在做的時候，
真正知道這個學生的學習有沒有發生，事實上很難的。（C-4）
整體來說，老師看到的伸展跳躍就是新經驗的開展，或是舊經驗不斷地被串聯與理解。
如果說他們真的要去回答一個思考性問題，好像也不在意他是對或錯，不在意文法，
就把它講出來（至少他敢講），因為我覺得他樂於分享或願意去表達，就是一個跳躍
了！（C-2）
藉著小組討論，聽同儕那種擴散式的思考，也會發生透過對話形成的伸展跳躍。
等到我們再回到討論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們越跳越多東西出來，然後他們會玩得
很開心，就覺得「我會了！」，不只是一次這個狀態，有時當他們討論完，再回過頭
來，一個人提了一個點之後，就會觸發很多人的點，他的聯想就會帶動同學更多想
法！（C-3）

（九）開創性－多元聲音的出現及多元智能的上場
異質性的成員結合在一起，會迸出一種多元開創的火花，就是多元智能的上場，可能從
小組參與時學生就有自我覺察：每個人都有不同的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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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比較多元，學生真的需要用到其他能力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在參與時自己
就發現了，他其實是……「我也是不錯的，我也可以經由這樣的活動講出、或是看
到什麼東西」
。（A-1）
當然，因應異質分組，教師出的作業型態也要考量多元性。
作業呈現也要盡量多元，所以我出的天擇四格漫畫，我就會發現成績好不一定畫的
很好，他可能畫的很醜。（A-3）
英文老師發現，透過開放式題目，可讓不同能力的人互相合作截長補短。
英文科的部分，如果給開放性題目，不見得英語好的人就會回答得比較好，……因
為有時候是思考的問題，不知如何用英文講，那他就可以提出來，讓程度好的同學
來幫他。同時要求兩個能力，思考能力及語言能力，這兩個可以互相變成合作關係。
（C-2）
更有趣的是，老師透過小組任務分工，自行發揮所長以參與小組合作，會發現成績好的
跟有創意的學生多元智能上的互補，或是內向及外向人格在合作中的依存與共生關係。
我讓同學把論語改編成各種現代論語，讓每一組去寫劇本、去改編，後來我發現改
編最好的、最有創意跟想法的竟然是成績最不理想的那一組。他們有很多創意的想
法，把孔子變成指揮家，演指揮家的天空，就是孔子過了好幾代之後變成現代指揮
家，三個學習成就不是很好的孩子去演，可是卻演得非常好。且他們當中有一個成
績較好但比較內向，不擅表達，可是當他跟另外三個成績比較不理想但外向的，他
就有能力去教他們，告訴他們這個在講什麼，然後他就從他們身上去串聯，所以他
做記錄，然後其他人拋想法，然後誰演什麼就互相合作。（C-3）

（十）克服學習困難－有什麼大不了的！不會就問嘛！
在課堂中，有老師很驚喜地發現透過學習共同體，不會的真的去問會的，至少不再放棄
自己該學科。
他們班有一個女生程度是全班英語科最不好的，一開始就是不太敢發問，可是後來
旁邊算程度很好的男同學，就一直釋放出善意要教她，她一開始是不願意接受，因
為她跟他不熟，但因為我們有故意把位置調整一下，後來她就接受那個男生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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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後來就是一直按照這個位置坐，我最近的觀察是，他們已經可以很好的討論或
是詢問對方，她已經會開口，比較不會被動了。我覺得對她的英文來說，就是沒有
放棄自己。（C-2）
當然老師也意識到，過去學生問老師可能有心理障礙，而現在有了學習共同體，便是開
啟了同儕間的詢問對話管道。
會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以前不敢問，問老師會有一種恐懼感，或者是比較怕問老
師，我們學生傳統比較怕問老師，然後現在有這個共同體平臺讓他們問同學，一種
伸展跳躍，讓他們可以多一個詢問的管道。（C-2）
無形中，學生也漸漸在心態上克服了學習困難，懂得提問。
我們班同學後來常常形成一種自然的、鼓勵同學的語言，我常聽同學說「那有什麼
大不了的？不會的就問嘛！」。（C-2）

二、學習共同體後－省思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改變了什麼
本研究訪談實施時問及教師們省思課堂有改變了什麼？受訪者總是眼睛一亮侃侃而談，
興奮地提出個人看到課堂上學生學習及自身教學之改變，或許也是受到焦點團體訪談中群體
熱烈討論情境的影響，受訪教師提出的多為正面的觀察，唯有一點是有所保留－成績提升的
情形尚未看出。根據訪談內容之歸納，綜合分析如下：

（一）學生學習動機的喚醒－上課睡覺或發呆的學生終於甦醒了
對老師來說，經歷學習共同體後感受到課堂的最大改變，就是學習動機的被喚醒。發呆
的或趴著的學生醒了。
以前我在臺上上課一定有，對啊，就是發呆，或是給你趴著，你要學生不要睡，他
就是趴著，你就知道他兩眼無神，對，他的心並不在這裡。（A-2）
有老師提到學生因學習共同體而自願加入第八節。
那個小女生啊，之前不參加第八節，因為學習共同體把時間會拖很長，所以把第八
節納入正課。後來我發現她都有自願留下來，就是她覺得她想要學，就會留下來。
（A-2）

126

國中教師實踐學習共同體之研究

薛雅慈（曉華）

老師看到學生眼神及互動的改變，教學也比較開心了。
看到學生最大的改變，就是他們會從原本的低頭看課本，到開始抬頭，看同學，願
意開口詢問別人，跟別人互相交流，增加了說話及詢問的機會，其實就是一種學習，
那老師……我覺得老師本身也會跟著學生這樣的變化變得，比較開心！（C-2）
原本書都不打開，考試亂猜的同學，現在至少參與課堂了。
班上有一個同學，每次上課他就是書都不翻開，對，他逃避學習，排斥學習，而且
是很高度的排斥，根本不願意讀，考試都是用猜的，成績當然是落後的，常常墊
後，……但經過學習共同體，我覺得他目前能夠做到的至少是參與課程。（C-3）
趴著的同學，因為分組要跟同儕互動，自己會醒過來。
看的那個……改變，最快改變的可能就是本來趴著的，成績最差的，我的班裡面有
兩個人上課會趴著，可是如果分組，他們就會醒過來。分組……不管他有沒有學到，
至少說他要趴著不太容易，因為他旁邊有人、他對面有人。他會跟人家聊一聊，至
少沒有辦法再趴著。（C-3）
原本學習逃走的學生，在學習共同體中也開始增加參與了。
像是我們班上那個根本就不參與的，是趴著的，等到我十分鐘講完之後，我說「好，
討論隊形！」
，他就只好拿出課本，然後開始聽同學在講什麼。那他也許剛開始是不
寫的，然後你就發現當同學跟他說「你快點啦，這個怎麼寫……」這樣，他就會多
少抄一點，或是多少寫一點，當我們後面再討論的時候，他也不會再趴著了，你會
發現，他有可能是有互動到一些東西，所以同學在講，他居然還會舉手插個幾句。
對，他本來四十五分鐘搞不好整個完全無參與，可是後來他可能有三十分鐘是參與
的，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C-2）
整體來說，學習共同體改善了「學習逃走」的現象，讓老師對過去弱勢學生學習動機的
問題，似乎找到了一線曙光。
而且也比較願意學習，以前是反正我聽不懂，我就睡大覺，不然就拒絕學習，那現
在有參與感，至少還有討論的機會，所以這方面等於是對弱勢學生來講是一個很大
的轉機啦。（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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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群性與情意的昇華－尊重與接納多元之態度無形地培養
教師也感受到學生經過學習共同體，自然對過去可能死對頭的同學重新有了包容。如以
下老師所言：
其實我後來最感動的是，一個資源班的孩子回來上課。其實我們很擔心他的死對頭
跟他同一組，後來他再進來，這兩個同學平常是死對頭喔，可是竟然在學習共同體
的時候他們不是死對頭，且組長會去協助這位同學，因為他需要十分鐘就提醒一次
翻頁。（C-2）
也有老師感受到，學生因小組經常互動合作產生了學習遷移：群性提升了。
我後來最感動的是，我們班的孩子經過學習共同體的上課方式後，整班變得更團結
了，不論是分組或小組組間競賽時大家都很積極團結；班際間的各種競賽，他們不
是刻意爭，但是因為培養了團隊精神，打掃時也認真了，我們班後來整潔秩序等都
得名了。（C-3）
整體而言，在情意上，教師認為學生經過學習共同體變溫和了，也比較快樂。
學習也比較快樂，願意對話！（C-4）
我的學生更因此溫和，我覺得他們都變溫和了，因為多關心她們，那種暴戾之氣就
會慢慢減少。（B-1）

（三）學習成果待觀察－學生作業完成率提高但成績進步情形需等待
至於作業完成或學業成績有無提升，教師是認為作業完成有進步，但學業成績不明顯，
有小幅提升，仍需再觀察，但至少學生願意學習了。
他現在的狀況是他從完全不接觸課本，到後來他打開，然後習作完全沒寫到現在他
習作是固定完成的，因為習作是分組的時候寫。（C-3）
有老師甚至挑原本成績最差的班來做，不斷地觀察其中的進步情形。
我有分析過，因為我六個班，我一開始選觀課班是成績最差的，他們段考平均都最
後一名。那上學期作學共以後，有一次段考已經不是最後一名了，是倒數第二，比
最後一名多一分。那這學期一開始的第一次段考，也不是最後一名了，是比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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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多三分了。我的這個科目他們的學習狀況是非常好的。……我覺得他們班是很願
意學，也學得好像很開心，所以應該選最差的班來作，那個效果會比較快點看到。
（C-3）
也有老師發現原本成績好的，經過學習共同體，成績仍是保持領先的。
雖然我看不出來他們成績是否有大幅度提升，其實段考過後我覺得有點開心，因為
班上八九十分的人數有增加，排長有五個人平均是八十分以上的。（B-1）

（四）教師教學範式的改變－「學教翻轉」式新學習型態的初體驗
佐藤學認為教師要從「教學的專家」轉化為「學習的專家」
，本研究訪談老師多有省思因
實踐學習共同體，自身教學的信念與習性都改變了。現在不再像以往一味的「同步教學」及
「座學」。
我的講述是概念講述，我不會像以前「這課重點有哪幾條？」。（A-1）
我以前都寫滿滿的，然後又不習慣去擦，整個黑板寫得滿滿的。（A-2）
現在一改過去完全講述式的教學方式，把學習主導權（時間）釋放給學生，連帶的教師
之間也形成對話的學習共同體。
以前都我們自己上課，講述式的，哪有什麼討論？我們就各上各的，根本老師之間
也不會有什麼對話。（A-3）
我現在大概每堂課半個小時都是孩子自己的時間，我自己十五分鐘……。（A-2）
教師也體認到學習共同體課前的備課是比過去繁重，因要思考給學生什麼樣的活動及反
思。
我自己的感覺是上課反而比較輕鬆，而是課前的準備比較累，你課前要想說你要設
計什麼讓他們可以去思考的問題，我覺得那個部分是比較考驗我的，現在我在課堂
上，其實大部分的機會是讓同學自己去回答，那老師只是在旁邊做一個指示或引導
的動作。（C-2）
教會比教完重要，也有老師因而一改過去對進度的壓力，而體認到教會－學生的學習才
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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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句名言我就把他背下來：「教會優於教完。」對啊，就跟佐藤學講的，整個有的
該濃縮就濃縮，對，教科書只是參考書，我們盡量開始慢慢朝這個方向。（C-1）
這些教學範式的改變，正回應了許多學者疾呼的：十二年國教要面對的是學生真實的學
習。重視學生聲音表達、自主學習習慣建立、參與課堂權利之保障，正如 Glasser（1986/
2008）所指之「新學習型態」的發生，在目前臺灣則以「學教翻轉」作為課程教學與學習革
新的理想。教師的教學範式的改變－重視學生理解的課程設計、共同備課重組教科書，及「教
會比教完重要」的信念，正慢慢實踐佐藤學學習共同體之理想－教師從教學專家轉化為「學
習的專家」。
整體而言，這些老師所感受到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改變，便是前部分所分析出教師實
施學習共同體所繪出的十大課堂學習情景，也是課堂實踐「學教翻轉」後的體認與收穫。

三、改革的侷限與困境因應
當問到改革的侷限與困境，受訪教師多認為還好，因為學校都是採教師自願，不會給老
師帶來太大的壓力。唯一幾點小侷限是：
第一個侷限如上所述，佐藤學式的學習共同體理想不太能一步到位，目前多數老師是把
它當成理想，而在過程中不斷地修改與轉化，特別是以「合作學習」的多元方法作為「學習
共同體」的前奏曲。
第二個侷限是，礙於全年級的共同段考，多數老師還是有進度的壓力，以及出題方向無
法與學習共同體所要帶給學生之能力相吻合。
段考前兩週，我們就會把位置調回來了。（A-1，A-2，A-3，A-4）
理想上老師就是不要直接給答案，但是我有時候也是因為時間的壓力，可能還是會
比較快希望給學生有一個對的方向，可是佐藤學是不希望這樣。日本的東西好像比
較沒有時間的壓力，可以慢慢來，他們的課程不像我們……可是我想，如果以後十
二年國教之後，會不會就是更可以有比較寬鬆的彈性的空間。（C-1）
我們也可從上述內容看到老師對於十二年國教啟動新學習的期待。
第三個侷限是，根據訪談的敘述，到底學生有沒有因學習共同體而在成績上有所提升？
目前是不太明顯，有待觀察。但這並不會造成教師的困擾，畢竟教師不認為這是重點，教師
看重的是學生學習動機的提升。一名國中教師就說了：
學生給了我很支持打氣的話，他們說：「老師，我們會喜歡妳，不是因為我們成績有
進步，而是因為妳看得起我們」！（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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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學生的肯定也讓老師對學生成績不感焦慮憂心。而依據佐藤學上千個學校的成
功經驗，一個有問題的學校，在好好實施學習共同體後，半年後可看到學生恢復學習的意願，
減少輟學且常規變好，但成績的成長則需要時間累積後的躍進，通常需要 2 年以上，甚至更
久。佐藤學認為，這樣的成長軌跡就需要教育工作者，抱著信心去耐心守候（方志華，2012）。
因此，我們也應對著學習共同體的成長與進步，耐心地期盼。

四、研究者對當前國中教師課堂學習共同體實踐方式的綜合省思
由以上不一樣的學習情景可發現，本研究之受訪教師對於自身以學習共同體實踐教學轉
化的經驗多為正面的回應，雖在一開始分組階段遇到許多困難，教師也以自身的方式不斷地
轉化與調整。而在協同學習的操作中，許多教師們也在難以帶出佐藤學式的理想（強調寧靜
地聆聽關係而非熱鬧的討論，以及尊重差異的平等互惠學習）下，很快地轉化為一般合作學
習方式－不強調隨機分組、設領導人、任務分配指派、設組間遊戲競賽、熱鬧討論與參與、
追求組內共識等。從好的一面來想，臺灣的教師能有自身的教學轉化方式，不會照單全收一
套理論體系與實踐策略；但美中不足之處，則是與佐藤學提出的「學習共同體」情景實有一
段差距，特別是其協同學習強調教師所扮演的角色－聆聽、串聯與回歸，目前比較少看到國
中教師成熟地帶出此課堂學習情景。誠如同歐用生（2013）對當前臺灣實踐學習共同體的觀
察是－「外在形式初俱，實質有待深化」。但樂觀思之，或許也可說當前此種融合一般合作學
習的多元實踐方式，是臺灣實踐學習共同體的前奏曲，或是臺灣教師展現教師專業自主的一
種獨特的教學轉化、一種融合式的課程教學論述或新式學習典範，我們需要耐心地等待師生
慢慢地實驗、修改與轉化，才能看到課堂漸進的轉動、增能與開花結果。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當前國中教師是以較綜合多元的方式推動教室學習共同體
由本研究受訪者發現，「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的國中教師經常穿插使用「合作學習」的
方法，特別是小組編排的多元性，以及分派任務、團體競賽等，其理由是好用也適用於國內
學生，表示教學實務現場常呈現多元化與脈絡性，教師使用教學法主要視情境而定，不會一
味照單全收或套用特定的教學策略。

（二）以佐藤學的學習三部曲而言，當前國中教師實踐較多的是「協同學習」
若以佐藤學的學習三部曲－活動式、協同式、反思性而言，目前在國中教育現場比較被
實踐的是「協同學習」的展開。「活動式學習」常可能因國中課堂的時間受限，或教學進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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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而未被經常採用；而「反思性學習」則是本研究受訪教師認為較不清楚的概念，因而被
採用的最少。相對於協同學習，也許因佐藤學的著作對這兩項著墨較少，國中教師較無豐富
的實例可參考依循。

（三） 當前國中教師的「協同學習」方式，較傾向以「合作學習」的小組討論與表
達，而非佐藤學的聆聽、串聯與回歸
由本研究的受訪者發現，國中教師在協同學習的操作，多是事先安排好的，這堂課就是
要做小組討論，而非走佐藤學建議的視時機組織小組協同學習。在協同學習時段，教師也傾
向拋給學生任務與問題，同學展開討論最後分享，鮮少做到串聯與回歸，或許這對教師是項
新的經驗，教師們多傾向計畫控制好整節課的流程，而非像佐藤學所建議的課堂以建構主義
的精神為主的登山型課堂。

（四）對國中生而言，學習共同體帶來最大的改變是學習動機的提升及群性的陶冶
由本研究的受訪者發現，不論國中教師採合作學習或學習共同體的協同學習，看到學生
最大的改變即是學習動機的提高，整個課堂因學生的參與變得熱絡；而學生也因經常分組討
論而無形中滋長了生活中的群性。

（五）學業低成就學生因學習共同體的啟動不再當教室中的客人
由本研究的受訪者發現，國中教師因實施合作學習或協同學習，原本不會的學生真的透
過「問會的同學」而會了，作業或學習單的完成率也提高了；即便在有的學生身上仍看不出
其學習成績結果的改變，但至少學生不再當教室中的客人。

（六）教師因學習共同體而活化自身的教學，也看到課堂風氣的正向改變
由本研究受訪者發現，國中教師實踐了學習共同體之後，自身都能感受到為「過去長久
以來實施同步教學、教師單方傳輸知識只是為了學生應試」的課堂現場，注入了源頭活水而
看到課堂風氣的正向改變，也活化了自身的教學策略。

二、建議
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具體建議如下：

（一）給國中教師的建議－將「合作學習」或「協同學習」納入自身的活化教學策略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不論使用合作學習或協同學習，都能看到過去「總是有學生發呆或
睡覺」的課堂突然熱絡起來，學生的參與感與學習動機都增進了，因學生不再從學習中逃走
也讓教師教學更起勁，因此，本研究建議未來國中教師都能將合作學習或協同學習納入自身
的活化教學策略，進而帶動自身教學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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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師培機構的建議－不斷給予教育學程學生新式學習典範與方法
本研究發現，受訪國中教師過去不一定有讀過合作學習，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對他們而
言更是近一、兩年的新理論實踐，因此建議未來師培機構應不斷地給予教育學程學生各種新
式學習典範與方法，畢竟我們未來的社會是更多元的，在十二年國教的脈絡下高中職也將會
有更異質的學生，學習應是更多樣化的。

（三）弱勢學生課後輔助實施的建議－嘗試以「學習共同體」營造互惠學習
目前我國各種弱勢學生課輔方案不外乎開設各種班，如攜手斑、週末班、夜光天使、夜
自習等，往往只是開班的多元，方法上卻沒有力求創新或有效學習。因本研究受訪教師都提
到合作學習或學習共同體帶來的驚奇－有的不會的學生真的會了，因此未來弱勢學生課後輔
助的內容，亦可嘗試以「學習共同體」營造互惠學習。
十二年國教於 2014 年正式上路，教育界應值此階段攜手為學生重建新的學習模式與出
路。不論是合作學習或佐藤學掀起的「學習共同體」寧靜革命，都強調教育的改革應從教室、
教師的教學方法開始。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和參與者，感受到考試之外學習的樂趣。讓教
室和學校成為多元異質學生彼此學習、共同成長的環境，教師扮演引導者而非權威者。十二
年國教的下一步，應該要聚焦於學習，幫助教師利用新的方法，重建國中生失落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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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於課堂教學實踐「學習共同體」訪談大綱

一、自身在教室嘗試學習共同體的初衷？
（一）學生因素：是否看到學生無學習動機？從學習中逃走？
（二）教師因素：聽聞新思潮？教師自身專業成長？
（三）學校因素：學校行政鼓勵？
（四）政策及社會因素：十二年國教想做些改變？

二、座位改變的開始－推動分組的情形
採用佐藤學式的學習共同體分組（隨機、男女各半）？或本土合作學習多元方式的轉化？
小組學習何時實施？小組學習何時結束？

三、實踐過程中的各種學習風景
（一）教學過程中的學習三部曲（「活動式的學習」、「協同學習」、「反思性學習」）
，在各
科教學實踐中的情形？
（二）協同的學習風貌？日式的相互聆聽、對話、輕聲細語？熱烈討論與交流？舉手搶
答或老師點人？是否有小組加分或競賽遊戲？是否追求小組內思考與見解的一致？學習單的
方式？
（三）協同學習中老師的引導－聆聽、串聯與回歸的經驗？
（四）弱者的相互扶持，互惠學習。不會的學生先問同學－養成「先和旁邊的同學商量，
如果解決不了再問老師」的習慣。平日學習逃走的學生是否參與？
（五）成績好的跟學習落後學生「伸展跳躍」的經驗。
（六）教學目標的改變－是否可不追求追趕教科書的進度？
（七）老師角色的改變－如何關照無法成功參與小組的學生；對各小組的關照？能否在
講述的時候也專注於「聆聽」孩子的喃語？能否來回在孩子們的課桌椅之間，聆聽每一個孩
子的發現與話語。教學後是否必須展開日常的教學研究，必須充實教學後的「反思」？

四、遇到的問題，如何解決？
（一）學生本身學習？小組討論困境、作業進行與完成、不會的學生有無突破
（二）家長的因素－支持小組學習方式、作業改變嗎？
（三）教師同儕及學校的因素－備課、觀課、議課、評量的配合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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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看到學生學習及自身教學的改變？
（一）學習動機的改變？學習的樂趣與投入、學習效果？
（二）整體而言看到學生於課堂中或課後最大的改變？

薛雅慈（曉華）

薛雅慈（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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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 was unveiled in 2014. Because of the
forthcom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olicy and the increasingly high ratio of open enrollment,
test-oriented teaching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to be the primary goal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therefore, the curriculum must be revised considerably.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through a learning community, and numerous school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is learning
community program.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style of speaking while students listen is expected to
change. In this qualitative study, student experiences and how they chang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learning community were investigated by conducting interview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learning method were identified. Five teachers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which the learning
community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eir class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positivist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earning community is expected to be a valuable
educational method under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system.
Both the researcher and the teachers observed changes in student learning caused by the use of
various teaching strategies.
Six crucial findings were derived from this research.
(1) The methods used b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for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their
classes are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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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sed on the learning community proposed by Professor Manabu Sato,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 in practice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3) Th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chnique used b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s typically cooperative
learning, which focuses on group discussion and expression rather than on listening, connecting,
and referring to the text, as argued by Sato.
(4) Reg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greatest benefit produced by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s
the cultivation of motivation and teamwork.
(5) Inferior students who were previously unacquainted with their classmates attained achievements
through collaborative learning.
(6) Overall, the teachers enhanced student learning, and changed the learning style of the students in
a positive manner.
Keywords: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ooperative learn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urriculum
revolution, learning 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