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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背景 

從九年一貫課綱（以下簡稱九貫）到十二年國教課綱（以下稱 108 課綱）的

轉銜讓教學現場感受最為強烈。我們可從兩者用詞來發現課程發展的轉變，例如：

九貫「彈性學習節數」到了 108 課綱就變為「彈性學習課程」。而九貫以「能力

導向」為主的課程主軸，在 108 課綱裡則以「素養導向」作為課程發展的核心目

標。然而，在轉銜過程中學校必須著手處理的是，如何從學校的教育願景發展出

完整的課程系統，並且如何透過此套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知識、能力、態度所整合

的素養能力。如此有別於以往的課程發展模式，將讓教師的認知系統與專業行為

面臨改變（Fullan, 2001）。因此在 108 課綱的推行中，學校課程發展確實面臨許

多挑戰，以下將逐一說明課程改革跨度所帶來的教學現場困境。 

(二) 問題 

1. 從「橫向」到「縱向」的課程串連 

承接九貫對於國小、國中的課程整合，108 課綱進一步將各學習階段的領域、

科目進行串連。洪詠善（2019）指出這波課綱修訂是規模最大、涉及層面最廣的

一次課程改革，於此同時教師角色不再只是課程執行者、教科書的授課者，而是

課程的轉化者。進而教師角色轉變使得專業發展的複雜度又趨提高。雖然教育部

提供多元化的教師專業發展方式，但以修法來規定教師研習，忽略現場教師實際

需求，同時又強調研習達成率，卻讓原本立意良善的專業支持系統，反而造成教

師負擔甚至是排斥（張瀞文，2013）。因而從橫向到縱向的課程串連是否有落實

的可能，端看教師專業發展是否能有實際可行的支持方式。 

2. 從「中央」編制到「學校」校訂課程的實踐 

在課程發展歷程中，課程內容的制定逐步下放到各級學校。由於 108 課綱強

調學生適性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學校必須以各校特色發展出符合學生需求的校訂

課程。有別於以往部定課程會有廠商提供現成教材，校訂課程需由教師共同設計

而成。再者以學校為主體，從學校願景向下規劃與在地特色連結的課程，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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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很大的挑戰，所以如何將願景落實到課程中著實是一大難解課題。 

3. 從彈性學習「節數」到彈性學習「課程」的整合 

在九貫有彈性學習節數的設計，但學校常將此節數運用在領域教學時數的延

伸。然而 108 課綱是以彈性學習課程稱之，從「節數」改為「課程」的差別在於

課程必須要有教學目標、學習主題和學習內容等規劃，且在彈性學習課程裡，有

明確規定不能進行部定課程的教學活動。因此學校教師勢必要著手進行彈性學習

課程的設計。但是教師長期以教科書作為課程，導致缺乏完整課程設計經驗（呂

秀蓮，2017），再加上 108 課綱期待彈性學習課程能從學校特色出發，以形塑學

校願景並強化學生適性發展，種種變革讓教師的課程設計能力備受挑戰。因而從

九貫轉銜到 108 課綱時，讓教學現場陷入的困境包含：教師專業發展能否有實際

可行的支持方式、學校願景如何落實到課程，以及如何裝備教師課程設計能力。

接續本文將探討可能的解決方式。 

二、本文 

過往，教育改革中常以點狀研習來轉達課程改革的理想與做法，但這樣的模

式往往在教師回到學校後難以實踐，因為課程發展的複雜問題，需要的是一個符

合學校狀況的解決方式，也不容易在短時間就能完成。據此，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瑩光教育協會（Education Support For Taiwan, ESFT）（簡稱瑩光教育協會）便致

力於支持教師解決上述所提及的困境。透過「長期入校陪伴」進入教學現場與學

校並肩解決課程發展問題、陪伴學校找到課程發展優勢，再以促動學校文化改變

的前提下讓教師有能力持續推動學校向前。而協會長期入校陪伴模式可由「長期、

入校、陪伴」來做說明：「長期」意指將教師成長與其目標期程拉長，透過每月

一次的入校頻率，讓教師能在入校後有足夠時間去沈澱與反思，並潛移默化地建

構出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文化；「入校」是進入學校真實場域，讓教師

在熟悉環境中以自身問題出發，以發展符合學校本位課程；「陪伴」意即每次互

動主體皆為教師，並以貼近現場的需求作為對話目的。接續將以上述困境為架構，

探討瑩光教育協會如何透過長期入校陪伴模式化解現場困境，以及如何帶動學校

走出永續發展的新進路。 

(一) 瑩光扮演平台角色讓教師自己解決問題 

課程變革不只是課程改變，更是教師學習方式的改變，因而在 108 課綱的推

行下，促使教師重新建構自我專業的學習方式。除了政府單位提供的研習資源，

許多教師也主動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來自高中現場的藍偉瑩（2018）提到，

藉由高中優質化的平台讓高中主任們發展工作坊課程，如此也促成各地主任相互

聯繫、解惑與支持，形成主任社群。隨著時間推進，教師個人、學校與民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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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也自發成立起交流平台為課程實踐搭建出教師專業發展的鷹架。以瑩光教

育協會為例，協會長期入校陪伴的對象，涵蓋國小、國中、高中，從 2019 年成

立以來截至 2021 年，入校陪伴的學校總數已累計高達 224 所，而這些學校皆是

主動向協會提出申請並無任何強制力介入。由於協會長時間陪伴國小、國中和高

中現場教師進行課程發展，所以協會也成為現場資訊的串連者，將不同學習階段

的教學現況互相串流分享，不僅打通各階段的資訊流動，也促使學校在設計課程

時會多去思考不同學習階段的課程連結。 

此外，協會設計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培力現場教師成為協會「陪伴者」，在

完成培力後回頭幫助自己的學校甚至是其他學校，透過陪伴、引導的方式打開不

同專業科目教師的對話，其中開啟對話的關鍵在於「學生的學習與成長」，當對

話焦點放在學生身上時，較能夠避免教師專業對立的僵局，並能以學生整體的學

習歷程去思考各科目之間的課程安排。由此可見協會扮演平台的角色，串連各地

跨科、跨學習階段的教師，如此串連可促進橫向、縱向課程落實的可能性，同時

也讓教師找到對的夥伴，共同起身為學生的學習付出實踐。而身為非營利組織的

瑩光教育協會，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教學現場不再需要瑩光的支持。

因為非營利組織對於社會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案，就是要思考如何創造一個不再需

要救援的世界（陳重亨譯，2022）。 

(二) 瑩光提供完整陪伴項目並建立學校文化 

承如上述，瑩光教育協會的終極目標是讓學校不再需要協會的支持。因此在

協助教學現場解決問題的時候，協會也會依循這樣的理念去進行。首先如何將學

校願景落實到課程中？面對此一問題，協會進一步將問題的視野擴大：如何讓願

景落實到課程的同時，也促進學校有能力持續發展？第一步就需要在入校陪伴過

程裡讓教師具備課程設計能力，同時也要將自我驅動的種子埋進全校教職人員的

心中。如表 1，協會入校陪伴項目從學校願景開始帶起，從學校願景的建立到課

室內的教學設計都有完整專業支持，即便學校想從既有的願景去發展課程，協會

也能引導學校逐步設計符合願景的課程設計。 

表 1 瑩光教育協會入校陪伴協助項目 

項目 說明 

願景圖像共創 學校願景、學生圖像、校本素養共創 
課程地圖盤點 整體課程規劃、領域節數盤點與縱橫向整合 

課程設計與調整 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或現有架構調整 
教學設計與發展 學習活動設計、提問設計、評量設計 

行政建議 制度與運作相關事項 
其他項目 課程教學或學生學習相關事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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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協會陪伴者的角色近似於企業的顧問或引導師，在過程中陪伴者會透過

提問來引出教師的想法，藉由第三方角色提問，讓教師能夠看見彼此的想法，接

著陪伴者再將教師拋出的想法加以整理，這樣不斷來回提問與梳理的方式，為的

是讓教師在過程中形塑出自己的學校文化。因為一個組織的文化，來自於組織成

員用來解決問題的那套無形概念（楊之瑜、藍美貞譯，2020），所以陪伴者在過

程中只會引導、不會主導對話，更不會代替教師做決定，唯一共通點是整個課程

發展的對話是以學生學習作為焦點。換句話說，協會在解決學校願景如何落實到

課程的問題，是以「為什麼」去定錨教師設計課程的起點；然後以「為什麼」去

啟動教師反覆思考課程細節與願景之間的關聯；進而再以「為什麼」去促發教師

的對話以形塑出學校文化。其中以「為什麼」作為中介，較容易驅動教師主動投

入課程發展的行列（姜雪影譯，2018）。因此協會以完整的入校陪伴項目協助學

校從願景到課程細節的專業設計，另一方面也透過陪伴來強化學校文化的形成，

如此有形及無形的雙向途徑，即是協會將願景落實到課程的方式。 

(三) 瑩光讓學校、教師用已有的專業走出自己的路 

以往師資培育提供的課程設計知能，並沒有擴及到如何將學校特色融入課程

中，因此在這波課程改革浪潮，即便教師有心想投入改革行列卻也找不到實際可

行的方法來設計課程。有鑑於此，協會長期入校陪伴以完善的運作機制提供符合

各校教師的課程設計增能需求。以學校、教師原有的基礎所提供的支持最能產生

成效，因為真正的學習是發生在參與者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來分析講授內容，

並在此基礎上自己進行重新建構（孙波、庞涛、胡智丰譯，2015）。如圖 1，協會

入校陪伴完全取決於學校教師本身需求，以下將逐一說明。 

 
圖 1 瑩光教育協會長期入校陪伴模式的運作架構 

首先，協會針對學校申請資料進行初步診斷以研擬協助方式，接著媒合符合

學校需求的陪伴者，再於入校陪伴前進行首次對談，讓陪伴者與學校申請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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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協助方式、目標與進程。在了解學校需求後，陪伴者會每月入校依據學校的

狀況提供專業引導並陪伴學校進行課程發展。繼而在每次入校後，協會隨時會透

過線上或實體聯繫與學校及陪伴者保持訊息流通，適時與陪伴者討論和調整入校

陪伴形式。為避免學校過於依賴協會支持，協會在學期末會依據陪伴狀況及未來

發展，評估下學期學校的參與狀態。由此可知，入校陪伴試圖突破點狀式增能的

困境，透過事前診斷與入場前的初步對話，在了解學校狀態及需求後量身訂作專

屬陪伴策略，並且持續追蹤狀況以調整陪伴的步調與內容。如此貼近個別需求的

協助，才能讓教師從「走講師的路」變成「走自己的路」；讓教師從「別人要我

學習」變成「我自己要學習」。 

三、結語 

從上述協會對困境所提供的支持可知，長期入校陪伴並不是主導學校發展而

是促動學校文化改變。在 108 課綱推行之下，雖然課程系統的改變最顯而易見，

但其中還牽動許多複雜的外在系統，因此協會長期入校陪伴模式不僅止於提供課

程發展支持，其模式更大的價值在於重塑學校組織文化，唯有改變組織文化，使

學校成為永續有機體，學校才有能力應對多變環境，並與時俱進發展符合學生所

需的課程。此種永續發展思維，正是所有變革的核心價值所在（江志正，2010）。
這也是瑩光教育協會長期入校陪伴模式，期待帶動學校展開的永續發展新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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