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2），頁 129-145 

 

專論文章 

 

第 129 頁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再聚焦、續深化」的精進作為 
吳俊憲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蔡淑芬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課程發展科課程督學 

吳錦惠 

中州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摘要 

教育部為推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近年來規劃並推動精進教學計畫，以符

合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提升課堂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其中，鼓勵學校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希冀落實課堂實踐之目標。但是幾年下來，教師社群的

推動成效卻一直缺乏檢視、評估和追蹤，導致有的教師社群只有考量到教師興

趣，卻忽略學生學習需求和教師專業成長做為焦點。因此，未來推動教師社群勢

必需要轉型。本研究首先闡明教師社群內涵與運作策略，其次說明教師（含校長）

社群運作的問題或困境，第三敘述教師（含校長）社群轉型與提升的策略規劃與

實施，舉例說明臺南市教師社群暨領域召集人三階增能研習的規劃與推動，最後

針對教師（含校長）社群的發展趨勢與精進作為提出結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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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lement 12-year Basic Education, MOE has planned and promoted 

“Enhancement Teaching Program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im to meet teachers’ 

needs for professional growth, enhance instructional quality, and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chools in particular, are encouraged to form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lassroom practice. However, the 

previous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lack of examination, evaluation, and follow-up 

concerning the promotion effectiveness of PLCs, leading existing teachers’ 

communities to cover only teachers’ interests and yet ignore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Therefore, a transformation is a must in promoting 

future PLC. The current study first elaborated on the content and strategies of PLC, 

followed by the problems or challenges that teachers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have 

faced while running PLC. The third section detailed the strategy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PLC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eachers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and 

illustrated the plann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3-stage empowerment conference for 

community and field leaders in Tainan City. The last section covered the review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in and enhancement actions of teachers’ 

communities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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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以下簡

稱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希冀直轄市、縣（市）推動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

計畫之策略可以符合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提升課堂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

效，運作上強調課堂實踐、活化教學和專業發展。想要達到上述目標，除了教育

局（處）要成立組織實質運作並發揮功能，建立願景、目標、特色和行動方案，

也要定期辦理成效評估及學校視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4）。 

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的行動方案之一，在於具體規劃和推動教師增能、

改變教學行為和學生學習改變，以及推動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學習領域課程

小組會議，並於學習社群運作中落實課堂實踐方案。因此，各縣市都積極推動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以下簡稱教師社群）。推展幾年下來，一個教師社群大致可獲

得經費補助 5000 元，必須在一年內規劃及執行社群活動至少 6 次，只是推動成

效卻一直缺乏檢視、評估和追蹤。 

事實上，有的教師社群在成立之初只有考量到教師興趣而提出社群主題，卻

忽略了學生學習需求和教師專業成長做為焦點，結果變成「興趣導向」的「教師

社團」而非「專業學習導向」的「教師社群」。因此，未來推動教師社群勢必需

要轉型。本研究首先闡明教師社群內涵與運作策略，其次說明教師（含校長）社

群運作的問題或困境，第三敘述教師（含校長）社群轉型與提升的策略規劃與實

施，舉例說明臺南市教師社群暨領域召集人三階增能研習的規劃與推動，最後針

對教師（含校長）社群的發展趨勢與精進作為提出評論和建議，亦即針對教師（含

校長）社群的轉型與提升提出理念和作法兩方面之建議。 

貳、教師社群的重要內涵與運作策略 

底下分別闡述教師社群的意義、社群主題設定、社群運作方式和社群召集人

的角色和任務。 

一、教師社群的意義 

國內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其實要溯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下簡稱教專

評鑑）。教專評鑑常被比喻成個人接受身體健康檢查的歷程，教師可以透過「形

成性」和「專業發展導向」評鑑找出自己教學的優缺點（吳俊憲，2014a；周麗

華、張德銳，2014；郭昭佑、陳美如，2014），然後針對教學「待改進」或「需

成長」的地方進行個人或團體式的專業成長，後者就是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簡稱 PLC），意謂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齊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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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為了追求教學專業提升做為目標，形塑教師共同學習的教師文化，並聚

焦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含學習動機、學習策略、學習成果等）而努力（吳俊憲，

2014b；教育部，2009；賴協志，2014；Hord, 1997；Hord, 2004；Hord & Sommers, 

2008；Huffman & Jacobson, 2003；Huffman & Hipp, 2003）。如此一來，教師社群

才不會變成興趣導向的教師社團，例如國際標準舞社群、烹飪社群、羽毛球運動

社群、腳踏車嬉遊社群等，這些社群其實是不恰當的。 

二、教師社群主題設定     

運作社群相當重視選擇合適的主題，社群主題最好由教師「由下而上」經過

討論、建立共識之後再提出。設定社群主題及運作程序如圖 1。首先要評估學生

學習需求做為出發點，然後根據學習需求來診斷教師教學不足處，並發覺教學問

題，之後便可依此擬訂社群主題、內容和運作方式的計畫，最後提出計畫、執行

計畫，並落實課堂實踐以精進教學。 

 

圖 1 設定社群主題及運作程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三、教師社群運作方式     

規劃社群活動的運作方式，可以納入以下幾種類型（教育部，2009；賴協志，

2014）： 

(一) 增能研習：例如辦理研習、座談會、工作坊和參訪活動等。 

(二) 對話省思：例如進行教學專業對話、教學省思與回饋。 

(三) 課堂實踐：例如實施教學觀察與回饋、教學檔案製作與評量、共同備課／公

開授課與觀課／議課等。 

診斷
教學 

擬訂
計畫 

課堂
實踐 

評估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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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表分享：例如建置臉書（facebook）網路社群、辦理期末成果發表等。 

四、教師社群召集人角色和任務     

運作社群成功與否的關鍵點繫於找到合適的社群召集人，並能發揮角色、承

擔任務。而選擇社群召集人所考量的條件，教學年資不必是重點，能力也無需是

最強的，但必須重視人格特質，一定要有學習熱誠、肯負責任、以身作則、任勞

任怨。第一次舉辦教師社群會議時，召集人要掌握住社群發展的契機，一開始要

引導社群教師建立社群發展的願景與目標，也要提供一些誘因，有的是物質方面

的，有的是讓社群教師在參與後感受到自我成長，甚至自我實現，成就動機將會

引領社群教師持續燃燒學習的熱情。另外，教師社群運作要循序漸進，除了定期

辦理正式的社群活動外，也可以透過非正式社群活動（例如慶祝生日或家庭出遊

等）來增進社群教師的情誼。 

參、教師（含校長）社群運作的問題或困境 

教師社群運作上經常會遇到一些問題或困境而停滯發展，甚至於終止運作。

校長做為學校的首席教師，除了要做好行政領導外，由於課程與教學是學校經營

的核心工作，因此最近的教育改革也開始重視提升校長的課程與教學領導能力，

甚或有人倡議校長學習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的概念（陳佩英、潘慧玲，

2013；張素貞、吳俊憲，2013）。因此，縣市政府推動精進教學計畫時也會鼓勵

校長社群的成立。以下分別從教師和校長兩方面來說明社群運作的問題或困境。 

一、教師社群方面 

(一) 時間、人力和經費不足 

社群聚會和討論時間不足、人力不足、經費太少都是問題，尤其目前社群經

費採年度補助（1~12 月），但學期（8 月後）人事會異動，尤其是近年來因為教

師課稅後導師費增加，以及教育改革工作日益繁重，造成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意

願不高，尤其教務（導）主任和教學組長更迭頻繁，於是社群運作就會有延續上

的問題。 

(二) 規劃者和執行者不一致 

有的學校在推動社群是採「由上而下」的方式，申請社群計畫由行政業務單

位代筆操刀，等計畫通過後再邀集教師共同執行，就連最後撰寫成果也是如此。

只是，規劃者未必瞭解執行者的實際需求，常導致計畫執行不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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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群召集人的意願不高 

社群召集人要掌握社群運作進度、要引導教師對社群有向心力、要主動發覺

和解決問題、要做為教師和行政溝通的橋樑，足見其角色和承擔任務確實相當辛

苦，也因此導致擔任社群召集人的意願不高，如何讓社群召集人持續保持領導熱

誠確實是一項難題。 

二、校長社群方面 

以 103 年度臺南市推動精進教學計畫為例，其規劃課程領導人員培訓－「校

長精進學苑」鼓勵成立「校長專業社群」，並規劃一整年至少有 6 次的社群活動。

其目的有二：（一）增進校長學校領導能力，瞭解當前教育政策與地方教育發展

之意涵與價值，以正確規劃學校發展推動方向。（二）以教育研究專業社群的方

式，提升校長專業知能，加強知識分享，落實經驗傳承。 

但是從申請計畫的撰寫內容和審查意見上也發覺到一些問題，說明如下： 

(一) 校長社群計畫預訂每次的社群活動都有不同教育議題研討，問題在於想要研

討的教育議題太多（包含本土教育、海洋教育和防災教育…等），缺乏主軸

性。 

(二) 校長社群運作第一次進行主題確認與工作分配，似有不妥；所規劃的 6 次社

群活動缺乏串聯延續性。 

(三) 校長社群運作偏重於議（主）題研討，並未詳細說明議（主）題研討的詳細

內容和運作方式。 

(四) 校長社群運作未聚焦於如何連結學生學習成效的關聯性，未說明如何強化學

生學習的成效影響評估，未落實課堂實踐，未符合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的精

神和作為。舉例來說，有校長社群運作內容乃是每次安排不同的校長進行治

校心得經驗分享，這樣的立意雖佳，但恐怕只是停留在理念陳述或紙上討

論，未見課堂實踐作為。有校長社群每次都邀請不同的教學卓越團隊來分享

教學卓越理念和學校本位課程特色，雖然很有意義，但也不應只侷限於參賽

經驗分享而已。 

肆、教師（含校長）社群轉型與提升的策略與實施 

臺南市自 103 年度起規劃及推動「社群暨領域召集人三階增能研習」。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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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何帶動教師（含校長）社群轉型與提升的策略規劃與實施情形。 

一、計畫發想 

103 年度臺南市精進教學計畫共有學校申請國小 351 群、國中 127 群（合計

478 群），但詳細審視社群計畫內容和運作方式，仍流於一般學習社群居多，未

必真正符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但考量申請社群的數量大，審查社群計畫

也無法逐一指正，如果要求學校重修計畫再重新送審也有困難，於是先採鼓勵方

式，讓有意願參加社群的教師都被邀請進來這項精進教學計畫，然後再由教育局

課程發展科來建置社群暨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增能和回流機制，採分階段辦理，

以「增能、實踐、對話及分享」方式進行，期許逐漸引導各社群都能導向正確理

念和作法，等同是一邊陪伴各社群檢視修正社群計畫方向和內容，也一邊協助各

社群發覺問題、解決問題和評估成效。 

要言之，這項計畫主要的著眼點有三：（一）教育局有必要讓全市各社群都

能導向正確理念和作法前進。（二）對社群應予培力，提供夥伴支持和專業支持。

（三）針對各社群進行績優社群評選，目的在區分出全市的社群有不同層次（包

括學習社群—專業社群—研究社群），然後依層次給予不同的獎勵和資源協助。

最後也期許找到標竿社群來做為典範轉移。 

三階增能研習的具體構想如圖 2，詳細的研習目的與運作方式說明如下： 

(一) 初階研習—建立社群概念，透過對話修正社群內容和運作方式。 

(二) 中階研習—建立社群運作歷程檢視能力、分享社群初步運作成果和困境，透

過專業對話尋求支持。 

(三) 進階研習—社群運作歷程成果撰寫指導、社群成果發表示例、專業對話分享

成果、建立檢視評估機制（包含社群運作評估指標、三階研習成效回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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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南市社群暨領域召集人三階增能研習規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二、計畫目標 

臺南市自 103 年起辦理「學習領域及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進行初階、中

階和進階課程領導增能培訓，目標有三： 

(一) 涵養社群召集人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觀念認知，進而轉化成為行動智

慧，帶領所屬社群穩健發展，以提升社群運作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 提供專業對話平臺，協助各社群面對與克服經營困境，發展社群扶植與輔導

支持系統。 

(三) 透過分享與奬勵機制，鼓勵社群間做經驗交流與楷模學習，以提高教師參與

學習社群之意願與士氣，激勵教師在專業上持續精進發展。 

三、計畫預期效益 

計畫預期效益有以下三項： 

(一) 提升學校領域召集人、教師社群召集人知能，帶動學校教師精進教學之能力。 

(二) 型塑專業團隊，活絡領域及社群召集人協同合作機制、相互增能的氛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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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分享 

•困境探討 

課堂實踐 

•學習改變 

•教學改變 

•分組研討 

•實作分享 

•成果綜整 

•成果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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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學習型組織。 

(三) 引領臺南市各社群發展符合教師學習社群基本理念且達成計畫目標，聚焦於

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 

四、具體作法說明 

底下分別說明初階、中階、進階增能研習的具體作法，以及績優社群的評選。 

(一) 初階增能研習 

與會人員是學習領域暨社群召集人，要求攜帶 103 年社群申請計畫書，先由

指導教授講述「活化社群的新思惟與作法」，其次邀請優質社群進行成果發表與

分享，再次進行分組討論，最後是綜合座談。 

表 1：初階增能研習分組討論單 

一、 小組工作分配：決定綜合報告人（5 分鐘） 

二、 討論下階段（中階）增能研習，社群期中分享的學校（每組推派 1 個社

群，10 分鐘） 

三、 討論主題 

(一) 針對 103 年度社群計畫運作方式和內容，可以修正的地方有哪些？

（自我省思與專業對話） 

(二) 目前執行 103 年度社群計畫的過程中，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自

我省思與專業對話） 

(三) 為解決社群經營困境，或是想要活化社群，個人會嘗試採取什麼策

略？為什麼？（自我省思與專業對話） 

(二) 中階增能研習 

本階段的重點在於：瞭解並掌握各社群執行進度，導引各社群結合學教翻轉

和同儕成長的理念作為，以及進行分組研討、專業支持、實作分享和困境探討。

換言之，本階段可以視為社群運作歷程的期中分享、問題檢討與回饋支持。在實

際的研習課程規劃上，先由指導教授講述「社群如何再聚焦、續深化」，重點在

說明臺南市社群暨領域召集人三階增能的構思與作為，然後延續初階研習時每組

推派學校的一個社群做期中進度報告，內容可包括：社群主題和目標、社群執行

概況、社群遭遇的問題、如何解決社群經營困境……等。目的是讓各校社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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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觀摩、刺激成長，並適時提供專業支持。 

表 2：中階增能研習分組討論單 

一、 小組工作分配：決定綜合報告人（5 分鐘） 

二、 討論下階段（進階）增能研習，社群期末分享的學校（每組推派 1 個社

群，15 分鐘） 

三、 討論主題 

(一) 初階增能研習後，對於社群的帶領做了什麼改變？（自我省思與專

業對話） 

(二) 目前社群的執行進度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如果沒有，是否遭遇到什

麼困境？如何突破這些困境？（自我省思與專業對話） 

(三) 社群對於落實課堂實踐、關注學生學習的具體做法為何？（專業對

話） 

(三) 進階增能研習 

本階段的重點在於：導引社群關注到學習改變、教學改變，進行分組研討、

實作分享、練習建立社群評估指標並進行評估反思，最後進行成果綜整、成果評

選。本階段可以視為社群運作期末成果發表，先由指導教授講述「社群發展的省

思與前瞻」，然後由教育局推薦數個社群進行期末成果實體發表。再次進行分組

研討，各社群或領域召集人必須在分組中報告自己社群運作的簡要成果，然後也

討論社群運作與教專評鑑、分組合作學習、學習共同體等教育方案之間的關聯

性，以及對學生學習改變或教師教學省思與成長帶來什麼影響。社群成果實體發

表和小組分享社群成果的項目內容可包括如下： 

1. 社群目標（例如成立動機與目的、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關聯性等）。 

2. 社群歷程（例如運作方式、期程規劃、活動安排、領頭羊角色、成員互動、

行動策略或方案、面臨困境等）。 

3. 社群成果（例如對教師個人及團隊的教學影響、如何連結到學生學習表現、

學習評量的展現等）。 

4. 省思與結論。 

5. 給其他學校及社群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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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進階增能研習分組討論單 

一、小組工作分配：決定綜合報告人（5 分鐘） 

二、 討論主題 

(一) 為社群把脈—社群評估指標討論與實作（專業對話與實作） 

(二) 為社群代言—社群運作成果分享（自我省思與專業對話） 

(三) 為社群發聲—社群三階增能研習的省思與回饋（自我省思與專業對

話） 

(四) 辦理績優教師社群的評選 

為引導各教師社群都能導向正確理念和作法，同時也促使社群暨領域召集人

三階增能研習後，一方面可以提升召集人的課程領導能力，另方面也能持續對學

校的社群運作產生正向效益，臺南市於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中成立視導小

組，將社群運作納入視導檢視重點，除了瞭解參與三階研習人員回到學校現場運

作的情形外，也能有效搭建行政單位、社群召集人、學校教師三者之間的溝通橋

樑，並強化教育局對學校落實教師社群之重視。 

另外，教育局辦理績優教師社群評選，參考教師社群運作八大面向（共同願

景、協同合作、共同探究、實踐檢驗、持續改進、重視結果、社群運作、行政支

持）做為書面資料評選重點。績優教師社群評選之目的和重點如下： 

1. 區分及檢視臺南市社群的不同層次（包括學習社群—專業社群—研究社群），

藉以評估在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行動策略的輔助下，尋繹教師社群轉型

與提升的有效途徑。 

2. 依教師社群不同層次，提供不同的獎勵和資源協助，以激勵教師社群持續精

進運作品質。 

3. 為臺南市教師社群精進研習規劃提供其他可行的參考方向，以建立系統化、

分級性的精進教學研習策略。 

4. 期許建立標竿教師社群來做為典範轉移，聯結與其他學校的協作與輔導支持

機制。 

五、其他－辦理校長社群增能研習 

為顧及校長社群品質，增進校長帶領社群的能力，參考上述規劃，同時推動

校長社群增能研習。研習內容和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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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家教授專題演講如何深化、聚焦社群的改進作為，同時也闡述校長課程與

教學領導、校長學習領導的內涵與作為。 

(二) 校長社群分組討論，主要是針對計畫審查委員的書面意見，討論如何修正原

申請計畫內容，並跟著調整社群運作方式。由指導教授提供專業指導和對

話，帶領參與校長社群的召集人進行檢討、反思和回饋，旨在引領與會人員

深思校長社群如何聚焦於「教與學」的焦點。 

(三) 小組上臺分享討論結果，最後進行綜合座談。 

伍、結論與建議 

以下針對教師社群的發展趨勢與精進作為提出結論和建議。 

(一) 教師社群已成為精進教學的重要政策 

目前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負責研訂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中，已確立教師社群的內涵和運作措施，摘要如下（教育部，2014）： 

五、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包括學

科專業知識、教學實務能力與教育專業態度等。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

共同探究與分享交流教學實務；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與研習，不斷與時俱進；充

分利用社會資源，精進課程設計、教學策略與學習評量，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一）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 

1.教師可透過領域/群科/學程/科目（含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學研究會、年級或

年段會議，或是自發組成的校內、跨校或跨領域的專業學習社群，進行共同備課、

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參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實地參訪、線

上學習、行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公開分享與交流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

以不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2.教師應充實多元文化與特殊教育之基本知能，提升對不同文化背景與特殊類型

教育學生之教學與輔導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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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

教師每學年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 

4.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教育課程，以增進教學專業能力。 

（二）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1.學校對於課程設計、教材研發、教學策略、學習評量與學習輔導等，積極開發

並有具體事蹟者，應給予必要之協助與獎勵。 

2.各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支持並提供教師專業發展之相關資源，如安排教學研究

會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同時間、支持新進教師與有需求教師的專業發展，提

供並協助爭取相關設備與經費等資源。 

3.各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鼓勵並支持教師進行跨領域/群科/學程/科目的課程統

整、教師間或業師間之協同教學，以及協助教師整合與運用教育系統外部的資

源，例如社區、非營利組織、產業、大學院校、研究機構等資源，支持學生多元

適性的學習。 

4.教師為了掌握領域課程綱要的內容，以及發展跨領域/科目課程及教學之專業素

養，各該主管機關應提供教師研習或進修課程，並協助教師進行領域教學專長認

證或換證。 

5.各該主管機關應從寬編列經費預算，協助並支持教師進行專業發展與進修成

長。 

(二) 教師（含校長）社群理念與作法的轉型與提升 

臺南市在推動精進教學計畫主要依循幾項重要指標，包括：策略方案之經費

適切性、符合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情形、提升課堂教學品質情形、促進學生學習情

形、各種支持與輔導機制等。以推動教師社群做為精進教學的行動策略來說，每

校教師社群至少有 1 個社群，103 年度共成立 478 個社群，大型學校依教師人數

往往會成立 6~7 個社群，加上逐年成長的申請案，在經費有限之下，自 103 年度

起每個社群由 5000 元調降為 4000 元，補助經費變少了，但計畫審查卻要把關得

更嚴格，社群執行後也要有成效評估，目的是在未來要區分出不同層次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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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針對優質社群的提升將挹注更多經費。 

教師社群是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途徑之一，學校可以根據發展特色或考量教

師成長需求來提出社群計畫，社群運作有助於形塑正向校園文化和教師專業成長

氛圍，然而，為了建構社群和提供支持系統，培訓社群或領域召集人具有課程領

導能力確有需求。基於此，臺南市致力於推動社群暨領域召集人三階增能研習和

校長社群增能研習，其規劃和作法可以提供其他縣市參考運用。 

最後，社群理念和作法上如何做到「再聚焦、續深化」，研究者提出以下建

議。 

(一) 想法要改變 

1. 許多教師社群剛成立的時候，因為要增進教師同儕之間的情誼，或基於教師

興趣考量，多半會組成娛樂、休閒、美食和運動類型的學習社群，未來一定

要逐步引導並轉型為「以提升學生學習和促進有效教學」為核心的專業學習

社群。 

2. 成立教師社群最好採「由下而上」鼓勵教師主動參與，申請計畫的撰寫最好

由社群教師自己寫、自己執行。但值得關注的問題，在於基層教師常反映申

請教師社群要寫計畫才有經費補助，要按規定每個月安排教師成長活動，要

繳交社群成果報告，這些繁瑣的行政事務常使得教師打退堂鼓。 

(二) 做法要改變 

1. 學校推動教師社群時，行政單位可以將校內推動相關的教育方案計畫加以整

合，例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組合作學習、學習共同

體、補救教學、創意教學和精進教學等。 

2. 可考量採取跨校策略聯盟方式來進行。 

3. 可考量採取同領域或跨領域方式來推展，尤其以後者為佳，以教育議（專）

題來成立社群，邀請不同領域或學科專長的教師共同組成社群，彼此會因為

專長和經驗的差異互補，反而容易激盪出很好的討論火花和社群成果。 

4. 設定教師社群目標時，要引導教師認知到參與社群是和精進教學的目標是相

契合，尤其要聚焦於學生學習上。 

5. 教師社群運作應以長期運作規劃為宜，辦理社群或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人

才研習培訓，有助於教師增能並建立社群內成員的傳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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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社群召集人角色和任務相當辛苦，未來在政策上應同意學校在有剩餘節

數下，給予減課空間或簽辦敘奬，績優社群評選也可以優先奬勵社群召集人，

公開表揚且激發熱誠；另外也可以在精進教學計畫的視導中發現問題，隨時

提供給社群召集人解決問題的因應策略，並搭建行政支援體系。 

7. 教師社群發展要從均質化到優質化，可以規劃出不同的發展階段（如圖 3），

讓社群可以因為不斷深化和進步，而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支持，而不是所有社

群都獲得一樣的補助經費。 

第四階段社群教師

第三階段社群教師

第二階段社群教師

第一階段社群教師

昇華：卓越績效、國際交流、
多元發展、策略聯盟

課程評鑑、行動研究
推廣分享

發展出課程與教材並實施
能讓學生受益

由一群志同道合
的夥伴組成社群

超越巔峰、多元發展、
策略聯盟

邁向卓越

 

圖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階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8. 校長社群在選擇主題和安排活動時，主題要有主軸性，且要聚焦到課程與教

學。另外，社群活動的運作方式要多元、有延續性，例如：議題研討與實作

探究、專書研讀與心得分享、標竿楷模參訪學習、發展課程材料、同儕專業

對話與省思、教學觀察與回饋、教學檔案製作與評量、社群成果發表分享。

如此一來，方有益於提升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也和教師社群一樣達到

落實課堂實踐的目標。 

9. 教育主管機關不應讓學校和基層教師終日忙於參加研習或承擔大多政策推動

下來的教育方案計畫，真正讓教師回歸到課堂實踐，可以把最多的時間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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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精進教學，像是參與學校本位進修研習而獲得專業成長，或是參與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而獲得同儕支持，也可以真正瞭解班上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情形和

學習困難，可以提供及時的（課堂中的）協助和補救教學。基於此，建議教

育主管機關在未來應整合推動提升教學品質的相關計畫，例如：學習共同體、

分組合作學習、精進教學計畫、活化教學列車等，建議應盤整教師專業成長

增能計畫，避免過於零散，可以採線上課程及實體課程同步進行，期能更有

效的落實於教學現場。其次，建議可採跨校、跨縣市方式辦理教師社群，以

利小型學校教師組成社群共同參與精進教學，其他學校亦可透過策略聯盟方

式執行計畫。最後，可以將優秀社群成果示例建立起來，分享給更多教師社

群參考。 

【註 1】本論文原發表出處如下，經增補文獻並予修訂後投稿至本期刊獲刊

登，感謝兩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讓本論文更臻完善。吳俊憲、蔡淑芬（201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再聚焦、續深化」－以臺南市社群暨領域召集人三階增能研

習為例。104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

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工作手冊（183-204 頁）。臺北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 

【註 2】感謝科技部提供部份研究經費。吳俊憲（2012~2013）。學習導向的

教育領導：最佳實務建立、現況實徵分析與增能課程發展研究－學習導向的縣市

輔導團教師領導：最佳實務建立與現況實徵分析之研究。（計畫編號：NSC 

101-2410-H-126 -023 -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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