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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教師社群？

Teaching groups or teaching communities? 

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ies (TLC)

 (Teach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OP,
Étienne Wenger)

 Faculty learning communities (FLC, Milton D. 
Cox)

Teacher networks



Michael Fullan
的看法

教育變革著名作家

教師應對變化、學習變化並幫助學生學習變
化的能力對於社會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

在教育政策和實踐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
是教師如何學習、學習什麼、以及在何種條
件下學習應對社會變遷中的需求。



教師學習社群
的關鍵特徵

組織時間：
在相對較長的時間裡運作

基本穩定的成員

安排講演和文本

共同目標
在某種程度上改善或改變專業實踐、學校文化、
社群夥伴關係或學校的日常活動和程序，以最終
增加學生的學習機會並增加他們的生活機會。



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共同特徵

共同願景、價值觀與目標 (Shared Vision, 
Values and Goals)

協同合作，聚焦於學習 (A Collaborative 
Culture with Focus on Learning)

共同探究學習 (Collective Inquiry)

分享教學實務 (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實踐檢驗：有行動力，從做中學 (Action 
Orientation: Learning by Doing)

持續改進 (Continuous Improvement)

檢視結果 (Results Orientation)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發中心：http://teachernet.moe.edu.tw/BLOG/Article/ArticleDetail.aspx?proid=1&aid=7

http://teachernet.moe.edu.tw/BLOG/Article/ArticleDetail.aspx?proid=1&aid=7


學習更多
教得更好

All TLCs are aimed at teachers knowing more 
and teaching better.

 knowledge-for -practice: 基礎知識 the knowledge 
base

 knowledge-in -practice: 實踐的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knowledge-of -practice: 教師透過生產在地實踐的
知識來學習，在探究社群的脈絡下開展工作，將
其理論化和構建其工作，並將其與更大的社會、
文化和政治問題聯繫起來。



教師社群分類

 subject-centered以主題為主

 local collaborations between school districts 
and area universities學區與地區大學之間的
本地合作

 research-centered研究為中心

outside any school or university context 在學校
或大學環境之外

 electronic 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ies 電子
老師社群

隨著成員的變化和群體發展新的目的和興趣，
教師社群經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並形
成不同的形式。



台灣的中小學
教師社群特點

•教師自主發起，跨校組成。

•以共同備課作為社群主軸，定期舉辦共備聚
會。

•利用FB社群進行線上交流分享。
•數學咖啡館: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mathcaf
epbl/

•互相到社群成員的課堂上觀課，學習檢討共
備成效。
•話學思享佳社群: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25124

•舉辦工作坊、研習營等。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mathcafepbl/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25124


Sci-Flipper 翻
轉•科學／跨
領域•專業學
習社群

前身是Bio-Flipper，創辦人是台中光榮國中
生物領域的鍾昌宏老師。

嘗試在臉書上貼文邀集有志一同的老師在咖
啡廳一起聚會共備。沒想到第一次聚會來了
10位老師，由於大家反應都非常好，因此有
了後續定期舉辦共備的想法。

到了SF8開始加入桌遊元素，帶進微翻轉遊
戲式學習活動的體驗與設計，自此SF也正式
分為兩路，一個是小型SF(又稱Sci- Flipper 
Farm)，每月一次、人數較少的生物理化精緻
化深度共備；另一個是大型SF(Sci- Flipper)，
採跨領域的統整課程共備，每二個月辦理一
次。



共備場地從SF12開始走出台中，共備的主題、
方向及內容等大小事，也由鍾昌宏一人決定，
轉而變成不同地方的SF社群成員共同籌畫。

2014年開始至今共舉辦了24場共備活動，每
場活動選定一教學法作為主題，舉辦一至兩
日研習營，活動流程包含：課程體驗、課程
設計教學、教案共備、當日設計教案分享、
反思與討論等。

 Sci-Flipper: http://sciflipper.weebly.com/

共備、社群、SF電影院、年會

http://sciflipper.weebly.com/
http://sciflipper.weebly.com/sf386512443338498.html


Sci-Flipper
共備活動
歷屆主題

BF1 論證式探究教學

BF2 社群願景的課程設計

BF3 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設計

SF4 以問題為導向的課程設計

SF5 教學鳥瞰的大單元課程設計

SF6 創造自己的翻轉 Style(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SF7 創造你的視界(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UbD)

SF8 微翻轉遊戲式課程設計

SF9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遊樂園奔跑吧！老師─定向運動

SF10 密室逃脫─情境化課程設計

SF11 熱血三國─開放空間會議（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

SF12 十八尖山山腳下的生悟課─GPS 定向運動

SF13 杏壇武林大會─情境式體驗式課程

SF14 尋寶遊戲─鷹架式探究課程設計

SF15 奔跑吧！科博館─設計有效校外教學課程(情境式體驗教育)

SF16 金 Sci 獎電影節─BIG6 課程設計

SF17 師術列車─CMCL 合作學習溝通模式理論

SF18 末日危機─體驗式學習的課程設計

SF19 晉級的教師─uidea模式（Your idea, my idea！）

SF20 移動迷宮，在地試煉─問題導向學習法

SF21 熱血教師的奇幻旅程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SF22 冰與火之歌─以表達力為本的戶外課程設計

SF23 設計思考，與你學習

SF24 案例者聯盟



大學教師社群
特點

由學校教學發展中心等單位進行推廣，教師
申請成立或加入社群。

補助經費從台幣一萬到七萬元不等。

執行時間長度從6個月到16個月都有，多以一
學年為單位。

各社群有各自的運作方式，如：定期舉辦聚
會、參訪、邀請學者專家分享、舉辦工作坊
等；並有成果檢視，如：撰寫成果報告書、
舉辦座談會、發行刊物、課堂實踐等。



教學中心等單位會提供社群運作方式、議程
範例等文件供社群參考。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ttps://www.polyu.edu.hk/CoP/2012/events_galleri
es.php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https://ctlt.ubc.ca/programs/communities-of-
practice/

Miami University的網站內容可作為大學教師
社群發展之參考。

 http://www.units.miamioh.edu/flc/index.php

https://www.polyu.edu.hk/CoP/2012/events_galleries.php
https://ctlt.ubc.ca/programs/communities-of-practice/
http://www.units.miamioh.edu/flc/index.php


政大的
教師社群

政大教發中心為鼓勵教師切磋教學經驗，已
前後成立十個教學社群。

2014就有教師社群補助，補助系所成立教師
社群，2016擴大為不同教學法的教師社群。

共有70 多位教師參與，包含各種主要教學方
法及教材教法，包括個案教學、社會參與、
行動實踐、英語授課、大班教學、評量尺規
（rubrics）、問題導向學習法（PBL）等社群。

更成立翻轉教室與學習分析兩個強調教學媒
體融入的教師教學成長社群。

教發補助曾正男老師帶領應數系實驗新的智
慧教室（輕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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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
法 (PBL)



建置教學創新教師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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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學

熊震寰：13-26歲有一次實作的經驗，對未來生命是一
種重要的啟蒙。



一步一步帶著
學生做



發展行動實踐
與評量策略
教師成長社群



運作方式

每月至少聚會一次

每次聚會均有主題

社群成員輪流報告

社群成員共同討論

校外相關做法學習
討論

行動實踐實作

參與教發中心成果
展演



聚會照片



課程範例：
X書院食堂-小
食驗社團



林月雲：
善用學生資源，
走入偏鄉，進
入組織。



陳文玲：
Where there 
is a wall, 
there is a 
way.



熊震寰：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藍美華：
透過自己的行
動，為世界的
和諧美好盡一
份力。



教師
面臨的挑戰

如何引發學生關心社會、關心世界？

如何引發學生願意解決問題的同理心？

如何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心就會找
到能力。

學習實作的過程中，老師的陪伴很重要。

如何給予修習或開設此類課程的學生與老師
較多的回饋？學分？



教師成員心得

 對教師而⾔，這教師社群真是個跨領域的交流。

 學習到很多不同課程的評量方式與有經驗⽼師
的想法。

 難得政大有一個地方能集合那麼多有實務經驗
與服務經驗的⽼師。

 This allows us to feel that we are not alone
in NCCU,  but in the same boat as others who
care about teaching.

 不同領域的⽼師分享融⼊行動實踐的教學經驗，
對自己課程與教學有所啓發。

 教師空間太重要了！希望學校能早日成⽴。



教師成員結論

老師教了多少不重要，學生學到多少才是重
點；學生無法融會貫通，教師講再多也沒用。

行動實踐方案可以幫助學生進行跨領域的自
主學習與團隊合作，可以培養一輩子用得到
的能力。



社會參與式課
程與社會關懷

社會參與式課程的定義：以知識為背景的公
共參與，落實人文價值與社會關懷，落實
「做中學」的精神。

定點：多次的社區參與以及問題解決

目標：培養學生淑世利他與公共關懷的精神

課程範例：原住民教育課程



社會參與、
翻轉教室、
高要求
教師成長社群

如何引導
同學紮實
地學習？

Rubrics、
高要求課

程



紮實的課程與
學習成效的撰
寫範例

評量工具與指標

學習目標與成效

評量工具 評量指標

TBL
考
試

學習
歷程
檔案

小組
活動

行動
方案

同儕
互評

測驗
藍圖

評量
尺規

熟悉國內外公民教育之發
展與內涵

※ ※ ※

熟悉各重大議題的的內容 ※

具備社會參與的行動熱誠 ※ ※ ※ ※

具備社會參與的行動能力 ※ ※ ※

具備團隊合作的態度 ※ ※



評量指標：
專題製作書面
報告評量尺規
(Rubrics)範
例

•評量尺規對教師的意義：避免主觀成見或既定的
印象，以達客觀評量，回應學生對於評分高低的
疑問，並能協助教師檢視並調整課程目標與教學
行為。

•評量尺規對學生的意義：能了解成績的評量標準
及各準則範圍，能知道自己學習的優缺點，及努
力的方向。

項目
題目設定與執行方案
之規劃 30%

文獻與數據佐證30% 結果討論
20%

簡報呈現
20%

優 A
10～9

議題設定能引起迴響
題目與報告內容契合
行動方案具體可行

提出具體數據
提出相關支持論述
佐證文獻引用具體
佐證案例說明得宜

資料蒐集完整.分
析精確.討論深入
層次分明.

文字圖表顯示精準明
確
大小配置佳
呈現效果佳

佳 B
8～7

議題設定有趣
行動方案規劃得宜

提出具體數據
提出相關支持論述
佐證文獻引用具體

資料蒐集與分析尚
可.討論大致都有
提到

文字圖表顯示正常.大
小配置適中.呈現效果
尚可

普通C
6～5

議題設定引不起興趣
行動方案規劃不夠完
整

提出具體數據
提出相關支持論述
佐證文獻引用具體

資料蒐集缺漏.分
析稍有錯誤.討論
深度不足

文字圖表大小顯示效
果差.呈現效果普通

待改進D
4～3

議題設定無趣行動方
案規劃不可行

沒有提出具體數據
相關支持論述
有佐證文獻引用具體
沒有案例說明得宜

資料蒐集缺漏分析
錯誤.幾乎沒有延
伸討論

文意不明
圖表沒重點大小配置
差
造成反效果



英語授課
教師成長社群

36

如何培養同
學的國際移
動能力？





澳洲四個大學
的個案

參與學校
 University of Tasmania (UTA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UOW)
 Murdoch University (MU)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為期兩年的計畫，由澳大利亞學與教委員會（現
為學與教辦公室）資助，旨在建立教學合作關係，
以期通過教師的領導來促進跨學科的氣候變遷教
育。

跨領域：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醫學健康科學／社會行
為科學

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醫學院、教育學院和
學校教學研究相關單位。

Pharo, E., Davison, A., McGregor, H., Warr, K. & Brown, P. (2014). Us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o enhanc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lessons from four Australian 
institution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3 (2), 341-35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7294360.2013.83216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7294360.2013.832168


方法與目的

教師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方法是一種
克服大學內部分散、孤立和競爭的潛在有價
值的方法。

此社群以共同關注氣候變遷的主題為基礎，
成員共同努力建立了各學科教師之間的信任
和互惠關係。

每個社群的目的在使成員能夠整合各種學科
觀點，進行協作教學，通過交流促進創新以
及在其機構內發揮領導作用，從而改善教學。



社群有效和持
久的關鍵因素

指定兩個領導角色：推動者(activator)和協調
者(facilitator/integrator)

建立適應在地情況的模型，提供制度上的自
主權

務實地強調在現有行政結構、教學計畫和工
作量中教授創新和領導力的機會。



教師社群的
可行性

設計合理且資源豐富的實踐社群可以促進教
師發展和機構學習，以改善對於複雜問題的
跨學科教學。



跨領域的重要

現實世界的複雜性與高等教育的學科專業的
錯誤配置值得批評，因為它們未能充分地培
養學生將自己的學習應用到他們的職業和個
人生活中。

經過跨學科學習的正規培訓的學生比其學科
的同伴能更好地進行學科整合，從而處理許
多社會和環境問題的緊急性、歧義性、矛盾
性和上下文相關性。



跨域教師協作
的阻礙

學科教師合作的障礙很多，既有實質性的，
也有程序性的。

實質性障礙包括來自不同學科的同事在共同
語⾔和專業規範方面的共同點有限。

程序上的障礙包括在工作量分配和預算激勵
措施方面，學科部門間的教學合作在行政上
處於邊緣地位。

長期以來，大學教學一直被認為是高度個人
化的實踐。



建立聯繫
教師社群試圖確定是否在正式機構邊界之間
建立非正式聯繫，以促進跨學科教學，同行
領導的員工發展和機構學習。



資料蒐集

通過分享反思性期刊、定期的團隊會議、準
備多個進度報告和最終報告、外部項目評估
人員的協作、國際參考小組的投入、會議論
文的呈現以及為利益相關者準備定期新聞通
訊，收集了反思性和評估性數據。

採用了與每個教師社群的主持人和其他社群
成員進行的半結構化訪談。這些訪談探討了
參與者在發展跨學科教學實踐和啟動機構學
習中遇到的成功和挑戰。

準備和分析了部分成果資料，並將其與確定
為項目中更廣泛的反思過程的一部分的主題
相關。



社群的性質

參與這種主動社群的活動必須是自願的，並
且是出於教師交流熱情、願望、挫敗感和困
惑的願望而產生的。

教師社群的自我組織性質確保了其組成和運
作具有很大的多樣性，這取決於他們的當地
背景、成員資格、預期的職能、是否是自治
的或由專門的協調者監督，以及他們與正式
的資源分配和管理流程的關係。



做法：
推動者與
協調者

一位自願承擔的教師在形成實踐社群方面起
著「推動者」的作用。

一位由經費支付的「協調者」，每週工作一
天，其職責包括支持課程設計、收集教學資
源、促進團隊成員之間的跨學科交流以及記
錄社群活動。

協調者通過幫助社群成員發展跨學科語⾔、
次文化和課堂習慣的協作教學中的共同語⾔
和共同目標，在教學實踐中發揮了實質性作
用。



做法：
社群成員

每個社群至少招募了六名教師，涵蓋盡可能
廣泛的學科和教學計畫。

每個參與者都渴望解決社群三個焦點中的一
個或全部：氣候變遷教學、跨學科和協作教
學。

參與是自願的，招募是由發動者和協調者進
行的。



做法：
社群重點

每個社群的最初重點是建立團體協作學習的
能力。參與者都希望在現有的機構結構和參
與者的工作量內實現跨學科的教學創新。

基本做法相同，但因地制宜。

四個社群都擁有活躍的核心成員以及外圍團
體／參與者。



學術研究項目

機構設置 Institutional settings

合作實踐Collaborative practice

持續合作 Sustaining collaboration
協調者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cilitator
靈活的會員結構 Flexible membership structure
招募關鍵人物 Recruiting key people
在教學工作量中嵌入跨學科創新 Embedding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teaching workloads

對高等教育部門的影響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務實的方法 Pragmatic approach
靈活的方法 Flexible approach



結論一：
認識並整合學
科方法

確立推動者和協調者角色做為整合成員工作
的前提，但明確認知，這些學科的重要性以
及必須在現有結構中進行，而不是威脅現有
結構。



結論二：
將參與與對特
定結果的共同
渴望聯繫起來

成員在計畫中的參與各不相同，但均聚焦在
對氣候變遷的關注。成員對每個社群的價值
觀、意圖和宗旨都很清楚，而社群所期望的
社會學習正是通過這種強烈的關注而實現的。

做出公眾承諾、在社群內交換「禮物」以及
就氣候變遷教學實踐進行「有意的對話」，
對於在參與者之間建立信任至關重要。



結論三：
建立持久的協
調安排

通過監督社群內的所有想法和活動，推動者
和協調者都起著關鍵的協調作用。協調者通
過組織會議或只是讓其他人知道同事在做什
麼，在連接教師方面特別重要。

此計畫的關鍵成果與文獻中描述的許多教師
社群不同。非常強調支薪的協調者對維持社
群的重要性。



分散式領導
Distributed 
Leadership

由上而下、命令與控制式的領導模式

真實領導(authentic leadership)的模式既強調
協作的領導形式也強調領導發展的組織環境

替代的真實領導模式將領導力概念化為一種
人際關係質量，使所有參與者都能夠想像並
把握變革的機會。

這些新模式中最突出的一種就是「分散式領
導」，這種模式通常與組織的行為有關，但
也特別適用於教育環境。

Davison, A., Brown, P., Pharo, E., Warr, K., McGregor, H., Terkes, S., Boyd, D. & Abuodha, P. (2014). Distributed leadership: Building capacity for interdisciplinary 
climate change teaching at four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15 (1), 98-110.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IJSHE-10-2012-0091/full/html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IJSHE-10-2012-0091/full/html


分散式領導的
做法

分散式領導的優勢之一是強調潛在的集中和分散
式領導形式可以相互支持。

強調了協作、互惠、共同目標和共同所有權在領
導機構變革中的好處。

這種領導形式抵制了英勇的領導者和被動的追隨
者的代表，暗示著領導的邊界是包容性的，而不
是排他性的。

分散式領導力是一個團隊所具有的流動潛力，它
可以增強個人的領導能力，並使這種能力與特定
挑戰和組織環境保持一致。

這意味著，根據所面臨的具體挑戰和要應對的具
體環境，不同的人可能獨自或集體地在不同的時
間領導小組。



推動者與
協調者

推動者：一位教師，可以發起和/或促進同伴
合作，招募其他教師和學生加入社群，並監
督社群內的評估和反思性學習過程。

協調者：由推動者任命的行政人員或教師，
在社群中保持適應性作用，促進跨學科的溝
通和協作，管理社群的實際需求，支持基於
共識的決策，提供課程設計和教學支持，維
護資料庫，並記錄和傳播社群的活動和成果，
包括評估過程。



社群成員與
合作內容

透過自願報名，招募跨學科的教師團隊，他
們參與課堂（或單元或學科）協調和課堂教
學，這些學科來自於不同學科和機構內部，
他們的動機是改善在整個大學的氣候變遷教
育。

社群共同開發和實施創新的、由同伴主導的
專業學習活動、由學生主導的學習活動和機
構變革策略。



這些要求確保了社群中預先定義的領導角色
（推動者和協調者）在本質上是明確協作和
反思的，從而確保工作以公開透明的評估形
式為基礎。

儘管各個級別的人員都可以參加，但招募主
要針對相較年輕的教師，他們通常對班級協
調等角色負有不成比例的責任，並可從活動
中獲益，建立自己的領導能力。



建立分散式領
導的動機

建立並發展跨機構分散領導的動機有三
增強機構教師社群相互學習和啟發的潛力；

在不同的機構環境中應用一個機構來進一步發展
該模型；

通過在不同機構傳播調查結果、共享資源和建立
夥伴關係來實施該模型，從而為整個高等教育部
門的變革做出貢獻。



跨校教師社群
的主要機制

在計畫項目的兩年中，建立跨校教師社群的
主要機制是：

透過機構參訪和定期的雙向交流，與彼此的推動
者和協調者之間建立「關鍵朋友」(critical friend)
的夥伴關係；

所有推動者和協調者參加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和定
期的視訊會議，並通過每季的新聞通訊在機構之
間交換訊息。



小結

基於問題的方法利用了關於氣候變遷的學術
知識的分散性和專業性，以此為合作、專業
學習、跨學科創新和體制改革提供了機會。

該方法將非正式和基於同行的領導力發展形
式整合為跨學科協作的基礎，而不是將領導
力發展視為「領導力」專家進行的一項單獨
的附加活動。

在教師社群中強調適應機構環境、自願參與、
建立非正式關係和達成共識決策，為所有成
員提供了充分的機會，通過展示主動性和承
擔集體責任來發展信心和領導技能。



通過在集體努力中建立信任和互惠的任務，
同時尊重參與者的自主性和個性，還發展了
在推動者和協調者中的領導能力。明確嘗試
在團隊內部流暢地分散領導，通過務實的行
動表達了共同的願景和多樣的個人願望。

分散式領導方法是一種有效、靈活和務實的
方法。它打破了成員之間的層級和紀律障礙，
從而使他們能夠在設計和執行氣候變遷教學
方面發揮創造力和勇氣，並促進更廣泛的機
構變革，以支持可持續性教育。



每所大學都建立了一個持續、反思的氣候變
遷學科領導者社群，他們支持以學生為主導
的跨學科學習，開發了教學資源，實現了持
續的專業發展，並幫助促進了可持續發展教
育的機構變革。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