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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與

國際教育計畫機構（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IIEP）

於2003年共同發表促進和提升教師專

業發展宣言，即強調教師專業發展是

教育改革成功的核心要素。教師增能

賦權不一定要向外求，以學校為本

位，發展教師專業社群，也是一好方

法。學習社群的凝聚就是為了使教師

在同儕互動中觸發專業對話，進而提

升專業知能（陳美玉，1999）。可見，

教師專業社群是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

重要方法，值得研究的議題。 

二、相關研究文獻之探討(僅全
國博碩士網資料) 

    本文根據國內教師專業社群與教

師專業成長的相關研究中發現：教師

專業社群實源於社群及學習型組織之

概念，過去學者多是就這些相關概念

進行探究，直至近年才逐漸出現所謂

「學習社群」或「教師專業社群」相

關名詞之研究；國外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相關研究已有一段時日，而國內

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發展

為議題的相關研究，在近幾年也已開

始蓬勃發展，研究者為了探討目前各

縣市的國小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

教師專業發展之情況，以「學習社群」

與「教師專業」在全國博碩士論文網

進行搜尋(截至 2015 年 3 月 1 日止)，

發現，此研究主題的論文共 125 篇，再

篩選出國小學習階段、各縣市為單

位、量化研究方法的專業學習社群與

教師專業相關研究的論文共 27 篇。以

下針對此 27 篇整理歸納如下： 

(一) 研究主題 

27 篇論文中，只有 5 篇單針對主

題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模式研究，如：

專業學習社群模式(喻鳳英，2013)、專

業學習社群之推動與成效分析 (李美

葺，2010)、社群運作現況探討(趙宜

媺，2011；鄭淑華，2012；姚璧如，

2014)；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目的，

是為教師專業成長與增進學生學習成

效，其餘 22 篇則包含教師專業成長或

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議題；其中，以

「教學效能關係」主題占 5 篇最多人研

究，其次是「教師效能關係」主題有 4

篇，再其次是「教師專業發展表現」

占 3 篇，接著是，「組織承諾關係」有

2 篇，其餘相關主題都各只有 1 篇。整

理歸納如表 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N7mkk/record?r1=1&h1=20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d.vbN./search?q=auc=%22%E5%A7%9A%E7%92%A7%E5%A6%8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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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相關研究論文

之相關主題分析表： 

主題 研究者，年代 篇數 

教學效能關係 吳婉甄，2011 

林憶菁，2011 

蕭至展，2011 

吳明芬，2012 

湯豔鳳，2013 

5 

教師效能關係 吳芳容，2011 張吉

良，2011 林慧娟，

2013 鍾昀珊，2013 

4 

教師專業發展

表現 

翁玨男，2011 施淑

蓮，2011 鄭傑文，

2013 

3 

組織承諾關係 劉芳，2012； 

黃玫玲，2013 

2 

教師專業承諾

關係 

許富泓，2010 1 

教師專業實踐

關係 

方麗娟，2011 1 

教師文化關係 許興華，2011 1 

學校效能關係 歐陽岷，2011 1 

互動品質與工

作滿意度 

詹子弘，2011 1 

教師領導關係 邱永欣，2013 1 

學校組織文化 黃子珊，2013 1 

知識分享動機

與知識分享行

為 

陳淑玲，2013 1 

 

由表 1 得知，目前國小教師參與

專業社群與專業發展主要研究變項

中，包括 12 個相關主題：教學效能關

係、教師效能關係、教師專業發展表

現、組織承諾關係、教師專業承諾關

係、教師專業實踐關係、教師文化關

係、教師領導關係、學校效能關係、

學校組織文化、互動品質與工作滿意

度、知識分享動機與知識分享行為。

雖變項範圍甚廣，但仍未能全面涵

蓋，亦可再包括：課程計畫、教學實

施、教學評量、學生輔導、行政管理、

親師合作、服務熱忱、專業知能、教

學技術、班級經營、人際溝通、專業

素養、專業態度、專業判斷、學校創

新氣氛、學校環境…等之探討，以增

加教師專業發展關連層面之理解。 

(二) 研究區域 

針對這 27 篇論文，以研究對象的

區域來歸類，整理如表 2： 

表 2  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相關研究論文

之研究區域分析表： 

主題 研究者，年代 篇數 

臺中市 李美葺，2010；張吉良，

2010；詹子弘，2011；陳

淑玲，2013；黃子珊，

2012；林慧娟，2013 

6 

彰化縣 李美葺，2010；蕭至展，

2011；張吉良，2011；黃

子珊，2012；姚璧如，2014 

5 

臺北市 吳婉甄，2010；許興華，

2011；黃玫玲，2013；湯

豔鳳，2013 

4 

新北市 翁玨男，2011；吳婉甄

2011，歐陽岷 2011； 

邱永欣，2013 

4 

 (續下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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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研究者，年代 篇數 

雲林縣 李美葺，2010；方麗娟，

2010；吳芳容，2011；吳

明芬，2012 

4 

南投縣 李美葺， 2010；施淑

蓮，2011；黃子珊，2013 

3 

嘉 義

縣、市 

方麗娟，2011；吳芳容，

2011；吳明芬，2012 

3 

桃園縣 許富泓，2010；趙宜媺，

2011  

2 

基隆市 劉芳，2012；鄭傑文，

2013 

2 

高雄市 林憶菁，2011；喻鳳英，

2013      

2 

苗栗縣 李美葺，2010 1 

臺南市 鄭淑華，2012 1 

屏東縣 鍾昀珊，2013 1 

新 竹

縣、市 

 0 

 

由表 2 可知，目前研究範圍都集

中在臺灣西半部，最多文獻研究的臺

中市雖有 6 篇亦不算多，最少的新竹

縣、新竹市及臺灣東半部都無人研究

相關主題，所以，建議未來研究者可

再針對東半部及新竹縣、市在教師專

業方面的探討，藉由縣、市的比較與

瞭解，期能整理出更適合的推動模式。 

(三) 研究背景變項 

以下針對 27 篇論文，從其 12 個相

關主題的背景變項中，加以歸納有顯

著差異影響的次數，說明如表 3： 

表 3  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相關研究論文

之背景變項分析表： 

背景變項 篇數 

擔任職務 25 

服務年資 20 

學校規模 13 

學校位置 12 

年齡 11 

最高學歷 11 

性別 8 

參加社群方式 5 

學校歷史 4 

婚姻狀況 2 

任教領域多寡 2 

有無未成年子女 1 

 

由表 3 可知，顯著次數最高的前 4

項(擔任職務、服務年資、學校規模、

學校位置)皆與學校環境有相關，可

見，其對國小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

與教師專業佔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因

此，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

專業研究時應要把與學校環境有相關

背景因素加以考量，當然，亦可再斟

酌其他背景變項，讓教師投入於專業

發展時，藉由對這些因素的掌握，讓

每個教師都能真正從中受益。 

三、 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項這些相關實徵研究的歸

納，目前國小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

與教師專業相關研究文獻整理結論及

建議如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A0%97%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6%9D%B1%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5），頁 123-128 

 

自由評論 

 

第 126 頁 

(一) 擴大研究主題之探究 

    國內教師專業社群與教師專業成

長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只有5篇單針對

主題專業學習社群研究。另外，相關

主題中包括12個主題，以教學效能關

係主題占5篇最多人研究，其次是及教

師效能關係主題4篇，再其次是教師專

業發展表現3篇，接著是，組織承諾關

係有2篇，其餘相關主題都只有1篇。

可見 

，探究教師參與專業社群態度與專業

發展關係之相關研究文獻仍嫌不足，

因此，有關國小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

群與教師專業相關研究主題與範圍應

可再擴充與深入探究。 

    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影響

層面可能擴及周遭的同儕、家長、社

區和學生，也能使教師能更能掌控自

己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成效，使教師

和學校的整體效能能夠充分發揮，而

學校的經營也能夠永續下去，所以，

可再考量納入相關因素如：人際關係、

學校組織氣氛、校長領導方式、價值

和願景、集體學習和創造、共享教學

實務、支持情境…等值得未來研究者

考量。 

 

(二)  延伸研究區域之探究 

國小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教

師專業相關研究文獻中得知，目前文

獻大多是集中在臺灣西半部，但以最

多的臺中市 6 篇而言尚嫌不足，所以，

臺灣西半部仍值得後學者再探究；而

臺灣東半部及西半部的新竹縣和新竹

市目前無此主題的文獻產出，因此，

建議未來有關國小教師參與專業學習

社群與教師專業相關研究區域範圍應

可再延伸到新竹縣和新竹市及臺灣東

半部，甚至離島區域，其他縣市公私

立學校，如此更能增加推論範圍，並

能更精準比較出差異情形，會使資料

更趨完善。 

(三) 增加不同背景變項之探究 

國小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教

師專業相關的27篇研究文獻12個主題

中，歸納出有顯著影響的背景變項分

別有：性別、年齡、最高學歷、服務

年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位

置、學校歷史、婚姻狀況、任教領域

多寡、參加社群方式等有 12 項之多。

其中顯著次數最高的前 4 項(擔任職

務、服務年資、學校規模、學校位置)

皆與學校環境有相關。可見，其對國

小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

佔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因此，在推動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研究

時，建議應可以把與學校環境有相關

背景因素加以考量，但影響教師參與

專業社群態度與專業成長的因素甚

多，除上列 12 項有顯著的背景變項有

差異外，建議亦可增加不同的背景變

項加以探究，如：教師每週授課時數、

研習時數、參與社群年資…等使研究

更具廣度與價值。 

《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

冊》部長序提到：「臺灣的未來在教

育，教育的未來在良師，大家共同關

注學生學習，才能覓得教育的桃花

源！」。最後，希望展現「同路偕行、

攜手合作、關注學習、師生雙贏」。教

育路上能有更多教師能主動的參與專

業學習社群，以提升臺灣的教育品

質，並能有更多相關研究的文獻產

出，使研究結果更臻完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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