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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群領導人的觀點談教師專業社群永續經營的困境

與解決策略 
張麗蓮 

溪洲國小教師 
 

一、前言 

新北市教育局自2011年確立全國首

創的三級教師社群架構，依社群的專業

性和任務性為規準，分為三級。第一級

為「教師學習社群」，第二級為「教師專

業社群」，第三級為「教師專業貢獻平

台」。第三級的教師專業貢獻平臺依社群

發展的階段論屬於成熟運作的管理期

(Wenger, MeDermott, & Snyder, 2002)，不

僅能發揮專業度，還能分享成功的社群

經營方式，提供一、二級社群參考，產

生策略聯盟的效益。 

從新北市三級社群的立意，教師專

業貢獻平台的設立，期望卓越的教師專

業社群能永續經營成為社群的領頭羊，

提供成功的經驗與新興的社群分享，作

為跨校分享的平台。然而，筆者統計 100
學年至 103 學年，第三級的教師專業貢

獻平臺，能持續三年以上，勝任分享成

功經驗，產生策略聯盟效益的教師專業

貢獻平臺，誠屬少數。筆者對這些少數

能長期經營，且成為分享角色的三級社

群感到敬佩，想瞭解他們曾遭遇的困境

和因應之道，找出值得借鑑、分享的實

務經驗。因此，筆者於 103 學年，訪談

四位新北市第三級教師專業貢獻平臺的

領導人，訪談內容著重該社群長期經驗

曾面臨的困境與解決之道，受訪者皆同

意以報告方式呈現他們的觀點。茲將訪

談獲得的資料，整理如文，提供專業社

群永續發展的參考。 

二、社群永續經營的困境 

本文訪問的四位社群領導人有兩

位經營的是自然類的社群，兩位是數

學類的社群，社群領導人的資料下表： 

表 1  受訪社群類別與運作年資 
領導人

代碼 社群類別 社群 
年資 

C1 自然類： 
自然領域學習內容 

20
年 

C2 自然類： 
溼地生態教學 7年 

C3 數學類： 
教師專業發展 

10
年 

C4 數學類： 
數學教材設計 4年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能成為新北市三級教師專業貢獻

平台的社群，屬於穩定經營的社群，

文獻中提到社群運作的困境；領導參

與分享不足、合作夥伴關係缺乏、專

業知能整合困難、共同願景價值不

清，運作時間安排、經費資源不足、

參與成員不足、社群召集人的領導困

境、社群內成員彼此間的關係。(江嘉

杰 2014；黃建翔、吳清山，2013)，上

述困境，四位受訪領導人從實務層面

分享遭遇的事例，本文分成社員和領

導人兩個面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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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員 

1. 同儕在學科專業程度的落差 

專業社群透過不同形式的進修提

升老師的教學能力。但是，學習氣氛

過於正式或是同儕間的程度有明顯的

落差，可能造成社員的壓力，降低出

席率，甚至決定退出。 

2. 社員對議題的喜好有別 

社群進修時間，部分老師偏愛討

論班級經營的事件，分析學生的特

質，對於學科教學素養的提升興趣較

低。社員對專業社群的願景理念不

同，造成討論議題的進行難以深入。 

3. 缺乏共同的討論時間 

社群老師對教學單元進行備課、

觀課、議課，需要有共同的空堂時間，

然而，行政排課難以兼顧社群老師的

個別需求。 

(二) 領導人 

1. 任務過多，易累積疲憊情緒 

社群領導人因課務繁忙，社群工

作負擔重，長期累積疲憊的情緒，會

折損領導人的熱情。C2 領導人指出，

看似簡單的行政工作，都需要花時間

處理。領導人需要撰寫成果報告，讓

領導人的生活步調更緊湊，工作負擔

增加，耗損能量。 

 

2. 發展的議題要符合社員興趣或願

景 

議題是激盪社員深化教學的策略

之一，然而，社員關注的議題和領導

人不盡相同，例加 C3 領導人認為如果

社群討論的議題維持成立社群的初

衷，則老師的參與度會越來越低，若

是修正為符合大部分社群老師喜歡的

模式，就會偏離數學教師專業發展的

主軸。 

3. 行政支持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社群老師若有多位行政人員，可

能因為職務的更動，影響參與進修的

時間或社群業務的分工。社群運作有

行政的支持是助力，但是過多的協

助，一旦無法持續，反而是永續發展

的危機點。 

教師專業社群的運作邁入成熟期

或管理期，社群面對的問題和初期的

潛在期或結合期不同。雖然研究社群

發展的學者認為，即使健康的社群，

也會進入尾聲，慢慢失去動能，自然

結束(Roberts & Pruitt, 2003; Wenger, 
MeDermott, & Snyder, 2002)。僅管如

此，如何延長社群活力最專業、最旺

盛、最具貢獻度和影響力的時期，是

教育現場對社群發展的期待。 

筆者整理受訪領導人分享遭遇困

境時因應的解決策略，提出五點有助

社群永續經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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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策略 

(一) 調整社群工作目標，穩定成長 

永續經營社群的策略之一是「細

水長流」。四個社群的領導人一致認為

不要設定太多目標，累壞自己、也嚇

走社員。建議每年設定一個可以達成

的目標，做得深入、有口碑，也可以

把性質相同的專案報告整合成一個報

告，減少工作量。C2 領導人指出： 

「每一年設定一個主題，不要同

時設定太多目標。如果工作負擔太

大，可能會縮短社群經營的壽命。進

度可以慢一點，但是，品質要好一點，

完成的時候，才會有成就感。像我們

讓學生檢測水質，就會買好的測試工

具，不只是讓學生動手操作，還希望

測出來的數據具有專業的水準，符合

國際的檢測標準，這才是培訓人才的

正確方式。」 

社群年度工作目標依成員的時

間、能力設定，工作量不宜干擾社員

正常作息，造成過多的額外負擔。以

目標導向的方針，計畫性逐步完成。

領導人要細膩察覺自已和社員的情

緒、壓力與期待，修正工作目標與合

作方式，培養長期運作的能量。 

(二) 善用異質成員的特質促成合作與

創新 

四位受訪者共同提到的長期運作

策略之二是社群要廣納不同特質的老

師。異質性的差異包括學校職務、專

業能力、人格特質等三個向度。異質

性的社員有助工作分配、對話省思、

營造和諧氣氛、有助新議題的加入。

社群領導人認為加入新的議題，是活

絡社群對話、增加專業能力，持續互

助合作的重要策略之一。C4 的社群領

導人建議： 

「領導人要主動邀請社群需要的

人才，讓不同專長的人一起共事，能

發揮更強大的合作力量。例如利用軟

體開發教材，除了需要具備數學學科

專業能力的老師，還需要資訊能力、

美編等專長的老師。教材編製完成，

也需要老師在班上試教，修正教材設

計不良的地方。」 

社群領導人認為要營造合作互助

的氣氛，技巧性的異質分組，讓同一

組的成員能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不

會擔心自己在某一方向專業能力不

足，怯於和伙伴討論。異質性成員能

激發創新的思維，新議題的加入，得

以擴展教學的廣度。當社群原本關注

的議題達到成熟運作的階段，若不轉

型，可能會進入終止期，慢慢失去能

量，自然結束。新議題的加入，能活

化社群發展階段性的循環，延長精力

旺盛的成熟期與管理期。 

(三) 階段性調整社群願景以凝聚成員

的向心力 

受訪的社群領導人中有三位認為

社群的願景必須階段性的調整，以符

應社群大部分成員在教學專業性的需

求。C1 領導人分享社群願景的調整是

參訪日本中、小學實施學習共同體的

學校後，體認到社群的願景當修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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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完美挑戰」，以培養學生形成科學

議題的能力，解釋科學現象的能力和

運用科學證據的能力。 

領導人 C2 在研究所進修的階

段，參與教育部環境教育的研究計

畫，體悟應該以溼地為主要的教學地

點，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環境素養與服

務學習熱忱的地球公民，因而修正原

先只聚焦在生態教學專業素養的精

進。 

領導人 C3 分享社群原先只設定

在提升老師的數學科教學品質，社群

進行兩年後，大部分的伙伴把願景修

正為培養老師設計教材的能力，推動

數學閱讀理解的教學實務。 

社群的特質是一種學習組織的形

態，並非個人獨自的專業成長，因此

領導人對社群的願景宜採動態的修正

觀點，階段性的調整社群的願景，帶

領成員朝向更卓越的教學努力。 

(四) 行政支持社群需求，但不主導社

群發展 

當行政介入社群發展的方向，是

助力，也是阻力。一般而言，行政主

導社群運作，執行初期是助力，行政

將研究成果推廣至整學年或是全校

時，能協助辦理相關活動或教學分享

的研習，也能增加社群的貢獻度和影

響力。 

但是當大力協助的行政人員調

校，或是職位升遷，可能造成社群的

運作失去動力。此外，行政為求績效，

推展的方向不見得是社員有興趣的議

題。有深度的教育願景，需要長期耕

耘，重視短期績效的經營策略，少了

社群成員共識的醞釀期 (Roberts & 
Pruitt, 2003)，較難形成深厚的情誼，

凝聚力不足，難以永續經營。 

長期運作的教師專業社群，社群

的目標偏向提升教學效能，關注學生

的學習成效，致力提升學生思考的層

次，從改善教學獲得成就感。社群的

目標會不斷修正，配合教學現場發現

的問題，教育思潮的轉變以及社會的

需求。DuFour(2004)主張教師專業社

群，應該關注於學習，而不是大家一

起工作，承擔結果的消極作為。然而，

長期運作的教師專業社群進修的困難

之一是共同的時間太少，如果行政能

在排課方面，讓社群老師具有共同的

空堂，有助老師互助合作，討論教學。

社群領導人 C2 和 C3 認為，行政提供

社群老師共同的空堂，可擴展永續經

營的能量與影響力。 

共同的空堂可從兩個層面延續教

師專業社群的永續經營。第一個層面

是同校的社群老師有共同的空堂，有

助教學研討，追求品質的教學，不僅

學生之間要有對話，討論、激盪，老

師也需要時間交流課程實施的困境與

分享解決的策略。第二個層面是不同

學校的共同空堂，可安排在某個下午

不排課，讓不同學校，同性質的社群，

能進行校際間的社群交流，促成策略

聯盟的效益。教育品質的提升，唯有

長期沉浸在教學修正的模式中，才能

成就不斷精進的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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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慎選領導接班人 

領導人要敏銳觀察社員中具有領

導特質的人才，除了具備專業能力，

還要有好的人際關係。當社群領導人

察覺能擔任社群領導人的伙伴，不宜

躁進，應該採取漸進式的方向讓他熟

悉社務。冒然提出擔任領導人一職的

議題，會讓社員心生畏懼，容易產生

反效果。C1 領導人成功轉移領導人的

角色，他的方式是發現適合接棒的社

群領導人才，先慢慢和他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以合作互助的方式，引領

他熟悉社務，再將領導人的棒子傳遞

下去。 

社群領導人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領導人除了具備專業能力，還要有好

的人際關係和溝通能力。當社群運作

產生困境，能積極採取合宜的策略，

解決問題，維持管理期高效能的活躍

週期，充分發揮社群的能量。領導人

讓社群永績經營的方式之一是尋找合

適的接班人或是長期栽培具有當領導

人特質的伙伴，讓熱情影響熱情，傳

承理想的教育願景。 

四、結語 

專業社群屬於自發性的學習組

織，主要特徵包括從事專業性工作、

支持性與共享性領導(吳清山，2011；
Hord & Sommers, 2008)。從受訪的領

導人分享的困境與解決策略，看到專

業社群的發展聚焦在學生的學習，如

同吳清山(2012)提出專業社群的對話

應聚焦在三個問題：(一)我們想要學生

學什麼？(二)如何知道每一位學生學

到的內容？(三)如何改進學生目前的

學習成就？ 

新北市教師專業貢獻平台是社群

發揮社群性、專業社、貢獻度、影響

力的階段(林瑜一、王瑞邦，2014)，如

何維持管理期高效能的活躍週期，充

分發揮社群的能量，關鍵點是社群領

導人遇到困難時，採取何種策略改善

問題(吳貞慧，2011；童新峯，2011；
蘇玲，2012)。當社群困境無法改善，

社群能量會下降，產生惡性循環，將

自然結束，慢慢失去動能。因此，社

群永續經營的關鍵領導人，運用經

驗，因應個殊背景，採取課程慎思，

選擇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歐用生，

1985；甄曉蘭，2004)，才能維持社群

運作的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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