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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仍有改善的空間，改善之道之一便

係應用教練式領導此一新興領導理念於社群領導上。本文先對教練式領導的

意義、理論基礎、目的、功能與限制、教練模式、教練技巧等，做一個整理

和評述，並說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要概念和內涵，然後提出國內應用教

練式領導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上的建議，最後再做一個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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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has been developed in
Taiwan for years but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needed to be improved.  One of the 
improvement approaches is the adoption of coaching-based leadership in PLC.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eaning, theoretical base, goals, limitations, coaching 
models, and coaching techniques of coaching-based leadership. And the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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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教師工作是一個專業，而做為一位專業人員，教師必須與時俱進，在既

有的基礎下追求持續的學習與成長，才能適應教育環境的不斷變遷，成為一

位既精進又卓越的教育工作者。 

教師學習的方式，相當的多元，它可以是個別的，更可以是群體的。「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是一種植基於「雁

群理論」的團隊學習方式，自從一、二十年前被引進國內教育界後，不但受

諸多學者們所倡導，也廣為教育實務界所接受，其實施成效為許多研究報告

所支持，但亦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其中之一便係社群領導者缺乏有效的領導

素養與作為，以致影響社群的實施成效（張德銳、王淑珍，2010）。 

「教練式領導」（coaching-based leadership）係新興的教育領導概念，甫

為國內教育學者簡宏江（2009，2010，2015）、丁一顧（2013，2014）等所引

進，相關的學術性論著不多，實證研究亦相當缺乏，有待國內學者加以進一

步研究和推廣，特別是用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領導作為上，相信可協助解

決社群領導者在領導素養與作為不足的問題，進而提升社群的實施成效。 

有鑑及此，本文擬將教練式領導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要概念與內涵

做一個整理和評述，闡明二者之間的關係並深入論述教練式領導在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上的應用之道，最後再做一個結語。 

 

貳、 教練式領導的主要概念與內涵 

以下就教練式領導的意義、理論基礎、目的、效益與限制、教練模式、

教練技巧等，做一個整理並評述如下： 

一、 教練式領導的意義、理論基礎、目的、功能與限制 

「教練」（coaching）是一個在體育界和企業界相當盛行的助人專業，在

教育界仍有開拓的空間。做為一個助人專業，教練者應把握「以人為本、以

愛為核心、以服務為導向」的三個核心價值，也就是說，做為一位教練者，

要活出愛，要時時以服務受教練者的態度和精神，適時適地的運用教練的模

式和技巧，來促進受教練者的適性發展，進而提升組織的效能。 

「教練式領導」可以說是一種把「教練」的概念運用在「領導」上，或

者說是以「教練」為基礎的新興領導概念、歷程與作為。 

Joo（2005）主張教練式領導係專業教練對受教練者進行一對一的關係歷

程，使受教練者藉由自我覺察和學習，提高受教練者的領導行為的改變，進

而協助受練者個人以及組織的成功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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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顧（2014）指出教練式領導係一種領導者透過個人正向的行為特質

的影響，與部屬建立關係，善用傾聽、提問、回饋等教練技巧，引導、支持

與協助部屬進行學習與解決問題，藉以促進部屬的學習與成長，最後達成組

織績效與目標的歷程。 

簡宏江（2015）指出教練式領導是一種在組織情境中，領導者運用對話

的教練技巧，幫助成員看清現狀與目標，引發成員思考與潛能，從而做出有

效的抉擇，實現自己的願景或目標，獲得學習與成長，進而提升組織效能。 

王淑麗（2016）則認為教練式領導係指教練者藉由個人正向行為特質的

影響，與受教練者建立信任合作關係，提供受教練者傾聽、肯定、提問、回

饋與反思等教練技巧與能力的學習，以促進受教練者的學習與成長。 

總上所述，筆者將教練式領導界定為「一種以教練為基礎的領導歷程，

在此過程中，領導者堅信愛與服務的正向信念，與成員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

運用專注、傾聽、同理心、提問、回饋等教練技巧，引導、協助與支持成員

進行學習與成長，進而達成組織效能與目標。」 

在上述定義中，教練式領導者宜發揮愛與關懷、以人為本、以服務為導

向的精神與態度；教練式領導者可以是外部的領導者，更可以是內部領導者；

教練的方式可以是一對一的個別式教練，亦可以是一對多或者多對多的團隊

式教練；無論是個別式教練或團隊式教練，其教練過程的順利運行，實有賴

信任與合作關係的先行建立；在教練的過程中，領導者（教練者）可以採行

的模式相當的多元，有賴領導者加以彈性運用；在教練的過程中，教練可以

運用的技術亦相當繁多，諸如專注、傾聽、同理心、提問、重述、摘要、回

饋等；最後，教練式領導的目的，係在增進組織成員的學習與成長，進而提

升組織的效能。 

另要特別說明的是，教練式領導所強調的領導是協助、支持與「引導」

而不是「指導」。誠如陳朝益（2016）所言，教練不給魚吃，只教成員釣魚的

技術；教練不做對與錯，好與不好的判斷，而是藉著「一盞燈、一席話、陪

成員走一段路」，藉著互動性的對話，協助成員找到自我，自我的目標與方向，

自我做決策，並採取適當的行動。這種強調引導與發展的新興領導理論是其

特色，也是其與傳統領導理論區隔之處。當然，過於強調「引導而非指導」

的方式，也會限縮了其領導功能。畢竟，並不是每個組織成員、在每一個領

導時空或背景都是適用引導式的領導風格。 

丁一顧（2013）指出教練式領導的理論基礎係「成人學習理論」、「正向

心理學」。也就是說，做為一位現代組織成員，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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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指導」。誠如陳朝益（2016）所言，教練不給魚吃，只教成員釣魚的

技術；教練不做對與錯，好與不好的判斷，而是藉著「一盞燈、一席話、陪

成員走一段路」，藉著互動性的對話，協助成員找到自我，自我的目標與方向，

自我做決策，並採取適當的行動。這種強調引導與發展的新興領導理論是其

特色，也是其與傳統領導理論區隔之處。當然，過於強調「引導而非指導」

的方式，也會限縮了其領導功能。畢竟，並不是每個組織成員、在每一個領

導時空或背景都是適用引導式的領導風格。 

丁一顧（2013）指出教練式領導的理論基礎係「成人學習理論」、「正向

心理學」。也就是說，做為一位現代組織成員，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的老師，

應宜強調成人的學習經驗具有內發學習動機、自我導向學習、問題導向學習、

立即應用性、合作、省思與實踐等特徵。另外，正向心理學，強調教練是一

種以善引善的歷程，教練者宜善用傾聽、同理心、提問、自我表露等技巧，

了解與發展成員的正向特質。此外，簡宏江（2010）亦指出教練式領導的心

理學基礎除正向心理學之外，尚有人本心理學，而該心理學啟示領導者宜尊

重人的主觀經驗，將人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相信人有能力可以自行解決問

題，並為自己的抉擇負起責任，而要協助一個人的整全發展，必須與教練對

象建立起信任開放的關係。 

教練式領導的目的在於促進組織成員的學習與成長，進而達成組織效能

與目標。教練式領導如果做得好的話，當可發揮以下四個層面的效益（丁一

顧，2013）：（1）對成員的效益：提高工作士氣、提升員工生產力、提高人際

關係、決策能力、教學改善；（2）對領導者的效益：提升決策經營能力、提

升領導能力、改善領導行為、強化情緒智商；（3）對顧客的效益：提升服務

品質、提升學生學習策略或成效；（4）對組織的效益：改善組織氣氛、組織

績效、提升工作效能。可見教練式領導在理論上會有它諸多的功能，只是這

些功能在國內教育界還是有待實徵研究加以驗證。 

惟丁一顧（2013）亦指出實施教練式領導尚有以下困境有待克服：（1）

互動時間不足問題：教練式領導較一般領導需花費更多時間，且領導者與被

領導者都需花更多時間參與；（2）被領導者其教練效果的持續性不佳之問題；

（3）被領導者接受領導者之回饋與建議意願不高；（4）教練式領導習慣建立

不易，領導者有時仍會恢復使用傳統指導的方式。此外，行政支持不足以及

學校中保守、封閉、孤立的教學文化，恐亦是推動教練式領導常會遇到的困

境。 

二、 教練式領導的模式與技巧 

（一）教練模式 

在企業界，教練式領導所使用的教練模式相當的繁多，此處僅介

紹五個比較適用於教育界的模式如下: 

1.同儕教練模式 

張德銳（2001）指出「同儕教練」（peer coaching）是一種教師同

儕工作在一起，形成夥伴關係，透過共同閱讀與討論、示範教學，特

別是有系統的教室觀察與回饋等方式，來彼此學習新的教學模式或者

改進既有教學策略，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成教學目標的歷程。 

Joyce 與 Showers（1982）指出同儕教練模式含有下列四個具有連

續性的要素（或名之為階段）： 

（1）研習：教師們以小組方式（原則上以同學年或同學科為主，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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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允許跨年級、學科或跨校）共同研讀、討論某一特定的教學模

式或技巧，以熟悉、掌握此一教學模式或技巧的知識基礎。 

（2）示範教學：由某一擔任教練角色的教師進行示範教學，以便協助

其餘教師掌握教學要領和技巧。 

（3）指導式練習和回饋：每一位教師以小組成員為教學對象，輪流進

行微型教學（microteaching），由教練和未進行試教的小組成員，

進行教學觀察並提供教學回饋意見。 

（4）獨立練習和回饋：每一位教師回到原來任教班級，正式運用新的

教學法或模式於自己日常的教學活動中，由教師同儕們提供適度

的鼓勵、協助和回饋。 

同儕教練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本質和精神誠是非常相近的，同

儕教練所強調的教師同儕平等互動關係當是教師頗能接受的，它從理

論上的學習開始，然後逐次漸進的落實到教學實務，過程中實施共同

備課、觀課和議課，也和目前我國教育潮流相符合，惟它在第三階段

中，強調教練除「引導」教學者外，亦可採行「指導」的風格，這是

和教練式領導的主流說法有些出入的。 

2.認知教練模式 

「認知教練」（cognitive coaching）是在「教練」專業中，一種特

別強調受教練者認知發展的模式（張德銳、丁一顧，2006）。由 Costa

與 Garmston（1994）所開創的認知教練，係由技能純熟的教練者運用

特殊的會談技術，透過與受教練者間的合作和互動歷程，來增進受教

練者在專業工作上的理解、決定及知能發展，而改變這些內在思考的

過程，自然就會改善其外顯行為，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認知教練的實施歷程，如從受教練者的角度而言，包括計畫、事

件、省思、應用等四個階段，茲說明如下（Costa & Garmston, 1994）: 

（1）計畫（plan）:教練者採取提問的方式來對受教練者的行動計畫，

引導進行討論，以便讓受教練者對計畫的目標、工作策略、成效

評量等，有更清晰的理解與規劃。 

（2）事件（event）:受教練者依行動計畫執行事件，教練者則運用質

性與量化觀察工具對受教練者的工作策略與成效表現，蒐集具體

客觀的資料。 

（3）省思（reflection）:受教練者自我省思與自我評價工作表現，教練

者從旁提供客觀資料，協助受教練者進行省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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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允許跨年級、學科或跨校）共同研讀、討論某一特定的教學模

式或技巧，以熟悉、掌握此一教學模式或技巧的知識基礎。 

（2）示範教學：由某一擔任教練角色的教師進行示範教學，以便協助

其餘教師掌握教學要領和技巧。 

（3）指導式練習和回饋：每一位教師以小組成員為教學對象，輪流進

行微型教學（microteaching），由教練和未進行試教的小組成員，

進行教學觀察並提供教學回饋意見。 

（4）獨立練習和回饋：每一位教師回到原來任教班級，正式運用新的

教學法或模式於自己日常的教學活動中，由教師同儕們提供適度

的鼓勵、協助和回饋。 

同儕教練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本質和精神誠是非常相近的，同

儕教練所強調的教師同儕平等互動關係當是教師頗能接受的，它從理

論上的學習開始，然後逐次漸進的落實到教學實務，過程中實施共同

備課、觀課和議課，也和目前我國教育潮流相符合，惟它在第三階段

中，強調教練除「引導」教學者外，亦可採行「指導」的風格，這是

和教練式領導的主流說法有些出入的。 

2.認知教練模式 

「認知教練」（cognitive coaching）是在「教練」專業中，一種特

別強調受教練者認知發展的模式（張德銳、丁一顧，2006）。由 Costa

與 Garmston（1994）所開創的認知教練，係由技能純熟的教練者運用

特殊的會談技術，透過與受教練者間的合作和互動歷程，來增進受教

練者在專業工作上的理解、決定及知能發展，而改變這些內在思考的

過程，自然就會改善其外顯行為，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認知教練的實施歷程，如從受教練者的角度而言，包括計畫、事

件、省思、應用等四個階段，茲說明如下（Costa & Garmston, 1994）: 

（1）計畫（plan）:教練者採取提問的方式來對受教練者的行動計畫，

引導進行討論，以便讓受教練者對計畫的目標、工作策略、成效

評量等，有更清晰的理解與規劃。 

（2）事件（event）:受教練者依行動計畫執行事件，教練者則運用質

性與量化觀察工具對受教練者的工作策略與成效表現，蒐集具體

客觀的資料。 

（3）省思（reflection）:受教練者自我省思與自我評價工作表現，教練

者從旁提供客觀資料，協助受教練者進行省思活動。 

（4）應用（application）:受教練者依據省思結果發展專業成長計畫，

並應用於未來的工作之中，過程中教練者會提供成長活動所需的

資源和支持。 

認知教練所強調的「引導而非指導」的領導風格是非常刎合教練

式領導的精神，另外其所強調的教學（事件）觀察與回饋三步曲是很

適用於當前我國中小學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活動。惟要堅持使用非

指導性的風格，這對於慣於教導他人、好為人師的國人而言，是有待

努力培養的行為素養。另外，受教練者每個人的認知成熟度或者所處

的認知發展階段都不相同，對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受教練者都同樣要運

用同一的領導風格，這樣是否適宜，還有待商榷。 

3.明鏡模式 

明鏡模式（GLASS）係國內學者丁一顧（2013）根據文獻探討所

發展出來的一個模式，包括以下五個階段: 

（1）目標（goal）:確認要解決的問題和目標，這是教練的首要任務。 

（2）探究（explore）:針對問題和目標進行探究，才能對問題與目標更

加以釐清。 

（3）行動（action）:引發受教練者想出解決策略或計畫，這樣才能凡

事豫則立。 

（4）支持（support）:協助、支持受教練者有效地實施行動計畫。 

（5）結果（result）:行動必須有結果，所以要強調問題的解決、學習

和績效。 

丁一顧教授能自行發展具本土化的教練模式，是令人敬佩的。另

明鏡模式強調對問題和目標的觀照和掌握以及行動的實踐和績效結

果也是值得肯定的，惟該模式仍未有實務的應用和實徵性研究成果，

其可行性和實用性仍有待驗證。另模式中每個階段的英文字首未能完

全符應模式的英文名稱，也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4.成長模式 

成長模式（GROW）係英國 John Whitmore 爵士在 1996 年所提出

的教練模式，各階段內涵如下（陳恆霖，2016）: 

（1）目標（goal）:設定達成此次行動的理想目標，目標可含蓋短中長

程目標。 

（2）現況（reality）:探索並檢視理況與理想目標之間的落差。 

（3）選擇（option）:考慮各種不同選擇的策略或行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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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志（will）:討論並確定行動的內涵、時程、執行人員、意願為

何等。 

該模式之所以在歐美教練界廣為應用，一方面係因其簡明易

懂，另方面則符應理性決策的原則，不但能考量現況與理想的落差，

且能考量各種選擇方案的利弊得失，協助受教練者做出合乎理性的抉

擇。 

5.POWER 模式 

POWER 教練模式係 Reiss（2007）所提出的，計有下列五個階段: 

（1）目的（purpose）:確認本次教練的目的或未來。  

（2）展望及障礙（outlook and obstacles）:釐清受教練者的認知及所知

覺的障礙。 

（3）行動計畫（what）:分析受教練者可以做什麼以及行動的選擇性。 

（4）同理、彰權益能及鼓勵（empathize, empower, encourage）:對受教

練者的努力提供情緒支持，以及授權和激勵受教練者。 

（5）檢視及記錄（recap and record）:檢視對話與承諾，查核目標行動

進展，並確認行動計畫的修正。 

該模式的前三個階段與其他模式並無太大的不同，惟在後二個

階段能夠強調對受教練者在行動過程中的協助、支持與激勵，並透過

紀錄協助受教練者持續修正行動計畫，則是其強項。 

（二）教練技巧 

陳恆霖（2016）指出實施教練式領導的技巧，主要為下列七個對

話技術： 

1. 專注技術:教練者要善用眼神接觸、臉部表情、空間距離、準語言、

舉此神態等，表現對受教練者的專注。 

2. 傾聽技術:教練者要能傾聽「5K」:聽出關鍵事件（key events）、關

鍵人物（key person）、關鍵時刻（key moment）、關鍵轉折點（key 

turning point）、關鍵字（key word），以把握事件的整體脈絡和意涵。 

3. 同理心技術:教練者要盡量使用「似乎」、「好像」、「也許」、「如果」

等假設語氣，以避免先入為主的主觀偏見、刻板印象、預先論斷與

做出評價。此外，要能感受並掌握隱藏在受教練者內在的感覺和意

義，以充分同理受教練者的認知與想法、情感與情緒、行為與舉止。 

4. 提問技術:教練者除了要少說多聽外，更要少給答案多提問。教練

者可以多善用「讚賞式問法」、「開放式問題」、「漏斗式提問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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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志（will）:討論並確定行動的內涵、時程、執行人員、意願為

何等。 

該模式之所以在歐美教練界廣為應用，一方面係因其簡明易

懂，另方面則符應理性決策的原則，不但能考量現況與理想的落差，

且能考量各種選擇方案的利弊得失，協助受教練者做出合乎理性的抉

擇。 

5.POWER 模式 

POWER 教練模式係 Reiss（2007）所提出的，計有下列五個階段: 

（1）目的（purpose）:確認本次教練的目的或未來。  

（2）展望及障礙（outlook and obstacles）:釐清受教練者的認知及所知

覺的障礙。 

（3）行動計畫（what）:分析受教練者可以做什麼以及行動的選擇性。 

（4）同理、彰權益能及鼓勵（empathize, empower, encourage）:對受教

練者的努力提供情緒支持，以及授權和激勵受教練者。 

（5）檢視及記錄（recap and record）:檢視對話與承諾，查核目標行動

進展，並確認行動計畫的修正。 

該模式的前三個階段與其他模式並無太大的不同，惟在後二個

階段能夠強調對受教練者在行動過程中的協助、支持與激勵，並透過

紀錄協助受教練者持續修正行動計畫，則是其強項。 

（二）教練技巧 

陳恆霖（2016）指出實施教練式領導的技巧，主要為下列七個對

話技術： 

1. 專注技術:教練者要善用眼神接觸、臉部表情、空間距離、準語言、

舉此神態等，表現對受教練者的專注。 

2. 傾聽技術:教練者要能傾聽「5K」:聽出關鍵事件（key events）、關

鍵人物（key person）、關鍵時刻（key moment）、關鍵轉折點（key 

turning point）、關鍵字（key word），以把握事件的整體脈絡和意涵。 

3. 同理心技術:教練者要盡量使用「似乎」、「好像」、「也許」、「如果」

等假設語氣，以避免先入為主的主觀偏見、刻板印象、預先論斷與

做出評價。此外，要能感受並掌握隱藏在受教練者內在的感覺和意

義，以充分同理受教練者的認知與想法、情感與情緒、行為與舉止。 

4. 提問技術:教練者除了要少說多聽外，更要少給答案多提問。教練

者可以多善用「讚賞式問法」、「開放式問題」、「漏斗式提問法」等

技術。 

5. 重述技術:重述不是像「鸚鵡學語」一字不漏地重說，而是說出受

教練者說話內容的重點。丁一顧、張德銳（2009）進一步指出重述

可以包括三種類型，分別是：（1）瞭解與解釋；（2）摘要與組織；

（3）提升、改變概念上的焦點。 

6. 摘要技術：就好像在教學過程中宜將所教概念做一個摘要整理一

樣，教練者可以在與受教練者對話進行一段後，將兩人對話的內容

的要點，加以整理與歸納，回應給受教練者。 

7. 回饋技術：教練者對於受教練者提供誠實、可信、建設性的回饋，

而建設性回饋的特徵必須是「具體的內容」、「明確的事實」、及「客

觀的回應」。 

惟教練式領導的技術，應不只是對話或人際溝通上的技術，其他

應該還有觀察技術、行動研究技術、計畫評核術、團隊共識技術、團

隊關懷與成長技術等，都是教練者可以學習和善用的技術。只要對受

教練者或受教練團隊有幫助的技術，都是好技術。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態度要重於技術，也就是說，教練要先有正確的教練信念和態度，

那麼這些技術的使用才會顯示其意義和價值。 

 

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主要概念與內涵 

以下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理論基礎、目的、效益與限制、類型、

特徵、運作要素等，做一個整理並評述如下：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理論基礎、目的、效益與限制 

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之用詞在學界仍未

十分確定，有的學者（Foulger, 2005）偏好使用「實務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有的學者（Haberman, 2004）使用「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ies）；

有的學者（King & Newmann, 2000）則使用「專業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但不論用詞為何，哈佛大學教育學者 Barth（1988）所提出的「學校是學

習者與領導者的社群」（school as a community of learners and leaders）是相當具

有前瞻性的，它不但可以破除學校保守孤立的文化傳統，也號召者每一位教

師、每一位校長共同加入學習與協作領導的行列。只可惜的是，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在國內雖業已蓬勃發展，而校長專業學習社群的文獻與實務，仍寥若

晨星而有大幅改善的空間。惟本文為聚焦，還是把重點放在教師專業學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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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這個領域。 

筆者綜合國內外專家學者（林思伶、蔡進雄，2005；林劭仁，2006；DuFour 

& Eaker, 1998；Hord, 2004)）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界定為：「由一群具有

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的教師所組成之學習與成長的團隊，透過教師之間

省思對話、探索學習、協同合作及分享討論等方式，來精進教學專業素養以

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品質」。 

在上述定義中，吾人期待教師是一群具有共同信念、願景或目標的專業

人員；其次，教師除了個人式的學習與成長外，更可以透過與教師同儕的省

思對話、探索學習、分享討論等方式，進行團隊式的成長與學習；最後，教

師專業社群成長與實踐的目的，除了精進教學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學生

學習的品質和成效。 

張德銳、王淑珍（2010）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論基礎主要為「社

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以及「情

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等理論。根據 Vygotsky 的「社會建構主義」，知識的

擁有並不是由外來環境強迫灌輸，而是靠本身建構形成的，而在建構的過程

中，同儕夥伴所提供的鷹架，是一大助力。「合作學習理論」強調透過小組成

員在組織中的互動過程，並且在過程中集合所有成員的觀點與能力，將能激

發成員的思考，促進個人的學習與成長。「情境學習理論」則主張知識是學習

者與情境互動的產物，且知識深受社會脈絡與文化的影響。因此，教師若能

參與學習社群，便可藉由參與的過程來使教師專業知識與技巧更加純熟。 

誠如前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目的在精進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的品

質。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功能方面，教師組織專業學習社群，不僅在教師

個人方面，能交流個人教學經驗，擴展教學專業知識；有效解決教學實務問

題；擴增教學理念與研發教材、教法（張新仁，2009）。在學校方面，亦可帶

來以下效益：（1）滿足情感需求；（2）增進團隊合作；（3）分享教學領導

權；（4）提升教師知能；（5）提升教師素質，進而拉高學生學習成效；（6）

形塑優質學校文化（林偉文，2002；陳美玉，2005；張新仁，2009）。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要能充分發揮效益，仍有待就下述困境加以突破（張

德銳、王淑珍，2010）：（1）教育行政機關支持不足；（2）學校的科層體制、

以及校長與行政人員的權威式領導；（3）教師孤立的文化、以及缺少教師領

導、教學輔導、人際關係與溝通方面的專業訓練。由此可見，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對於教師專業發展固然有其潛能，但是其發展實有賴教育行政機關、學

校以及教師本身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後者最為重要，這是因為「自助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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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這個領域。 

筆者綜合國內外專家學者（林思伶、蔡進雄，2005；林劭仁，2006；DuFour 

& Eaker, 1998；Hord, 2004)）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界定為：「由一群具有

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的教師所組成之學習與成長的團隊，透過教師之間

省思對話、探索學習、協同合作及分享討論等方式，來精進教學專業素養以

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品質」。 

在上述定義中，吾人期待教師是一群具有共同信念、願景或目標的專業

人員；其次，教師除了個人式的學習與成長外，更可以透過與教師同儕的省

思對話、探索學習、分享討論等方式，進行團隊式的成長與學習；最後，教

師專業社群成長與實踐的目的，除了精進教學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學生

學習的品質和成效。 

張德銳、王淑珍（2010）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論基礎主要為「社

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以及「情

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等理論。根據 Vygotsky 的「社會建構主義」，知識的

擁有並不是由外來環境強迫灌輸，而是靠本身建構形成的，而在建構的過程

中，同儕夥伴所提供的鷹架，是一大助力。「合作學習理論」強調透過小組成

員在組織中的互動過程，並且在過程中集合所有成員的觀點與能力，將能激

發成員的思考，促進個人的學習與成長。「情境學習理論」則主張知識是學習

者與情境互動的產物，且知識深受社會脈絡與文化的影響。因此，教師若能

參與學習社群，便可藉由參與的過程來使教師專業知識與技巧更加純熟。 

誠如前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目的在精進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的品

質。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功能方面，教師組織專業學習社群，不僅在教師

個人方面，能交流個人教學經驗，擴展教學專業知識；有效解決教學實務問

題；擴增教學理念與研發教材、教法（張新仁，2009）。在學校方面，亦可帶

來以下效益：（1）滿足情感需求；（2）增進團隊合作；（3）分享教學領導

權；（4）提升教師知能；（5）提升教師素質，進而拉高學生學習成效；（6）

形塑優質學校文化（林偉文，2002；陳美玉，2005；張新仁，2009）。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要能充分發揮效益，仍有待就下述困境加以突破（張

德銳、王淑珍，2010）：（1）教育行政機關支持不足；（2）學校的科層體制、

以及校長與行政人員的權威式領導；（3）教師孤立的文化、以及缺少教師領

導、教學輔導、人際關係與溝通方面的專業訓練。由此可見，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對於教師專業發展固然有其潛能，但是其發展實有賴教育行政機關、學

校以及教師本身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後者最為重要，這是因為「自助人助」，

惟有老師們自我覺察專業學習社群的功能與需求，願意承擔領導與學習的角

色，學校和教育行政機關的協助與支持才能產生作用。 

二、專業學習社群的類型、特徵與運作要素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類型相當的多元，可以依參與對象來區分，例如同

學年的學習社群、同學科領域的學習社群、跨學年或學科領域的學習社群、

跨校或跨縣市的學習社群；亦可以依專業發展主題來區分，例如「翻轉教學

專業學習社群」、「閱讀教學專業學習社群」、「讀報教育專業學習社群」、「電

子白板創新教學專業學習社群」、「迷思概念解惑專業學習社群」、「班級經營

專業學習社群」等。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宜從同學年或同學科領域做起，先

發揮學年會議或學科領域會議的功能，再由教師依自己的成長需求，參與跨

學年或跨學科領域的學習社群，甚至跨校或跨縣市的學習社群。至於專業發

展的主題如能配合學校發展與革新的需求，則可兼顧教師個人與學校組織發

展的目標，實一舉兩得。 

Kruse、Louis 與 Bryk（1995）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特徵有五：（1）

共享價值：（2）協同合作；（3）分享實務；（4）省思對話；（5）關注學習。

其中最後一個特徵是最重的，也就是說，教師社群的活動如未能聚焦於教師

的教以及學生的學，例如教師桌球社、瑜伽社，則很難稱得上係專業的社群

活動。其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要有共同的願景與價值，才能可長可久。再

者，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係以協同合作的型式來進行學習，在協同合作的過程

中，社群內教師透過分享實務與省思對話等多元方式，來幫助每一位教師成

長，並將所學運用於實務現場中。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強調的是實踐本

位的教師學習，用來建構教師個人的實務智慧。 

除上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重要特徵外，張德銳、王淑珍（2010）指出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若要維持良好運作，則需要靠「人力資源」的支持與投入、

以及「結構情境」的配合。在人力資源部份，例如「社群成員彼此信任和尊

重」、「校方支持與領導」、「成員要學習適應社會化的歷程」、「成員要具備基

礎的社群運作知能」等。在結構情境部份則包含「教師要有會議及討論時間」、

「成員之間物理空間宜接近」、「成員有互相依賴的教學角色」、「學校要提供

有效溝通的網絡結構」等。 

由上述可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要順利起動，進而永續經營，看似容易，

實則不易，需投入足夠的人力、社會資源，讓社群得以順暢的運作，同時也

要重視社群中教師有會議和討論的時間、身體的接近、互相依賴的教學角色、

以及有效溝通等結構情境要素，方能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穩定中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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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作，這些要素，值得社群領導者以及行政人員加以正視。 

 

肆、 教練式領導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應用 

教練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密切的關係。可以這麼說：有效的教

練式領導可以提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施成效；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順

利發展則可以培植教練領導者，以及讓教練領導者有更寬闊的舞台或施展空

間。 

丁一顧（2014）採問卷調查法，以臺北市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 844

位國小教師為對象，結果發現：（1）校長教練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間

具中高度正相關；（2）校長教練式領導對教師業學習社群具有預測力、且具

高度顯著正向影響。同理可推測社群領導者（教練者）若能採取教練式領導，

當有助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的提升。換言之，社群領導者若能透過個人

正向的行為特質之影響，與社群成員建立關係，善用傾聽、提問、回饋等教

練技巧，促發成員自我覺知成長的需求，引導、支持與協助成員進行學習與

解決問題，當能促進社群的發展並達成社群的績效與目標。 

為讓教練式領導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揮較大的功能，茲提出下列十點

建議供教育行政機關和各級學校以及教師們所參酌： 

一、發掘適宜的教練式領導者 

在教學場域，一位成功的領導者（教練者）必須是一位在課程教學有經

驗、有效能的教師。其次，光有教學能力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溫暖的人格

特質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風，最後更需要具有「愛與服務」、「以人為本」的價

值信念，將來才能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對成員（受教練者）提供全人的尊

重與關懷。畢竟教練本是一個自渡渡人、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專業，而這個專

業對於具有社會型人格的教師是非常適合的。 

二、加強教練式領導的專業培訓 

在審慎發掘、遴選教練式領導的儲訓人選後，接下來就要實施教練式領

導的專業培訓了。培訓內容除了繼續強化課程與教學創新知能外，主要為：「教

師領導理論與實務」、「社群領頭羊實務經驗分享」、「教練技術」、「人際關係

與溝通」等，職前培訓完後宜返回工作崗位實習並接受師傅教練的指導後，

再接受回流教育才能獲得認證。 

三、釐清社群領導者的角色與功能 

為了避免社群領導者（教練者）的角色模糊，在給予社群領導任務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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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作，這些要素，值得社群領導者以及行政人員加以正視。 

 

肆、 教練式領導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應用 

教練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密切的關係。可以這麼說：有效的教

練式領導可以提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施成效；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順

利發展則可以培植教練領導者，以及讓教練領導者有更寬闊的舞台或施展空

間。 

丁一顧（2014）採問卷調查法，以臺北市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 844

位國小教師為對象，結果發現：（1）校長教練式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間

具中高度正相關；（2）校長教練式領導對教師業學習社群具有預測力、且具

高度顯著正向影響。同理可推測社群領導者（教練者）若能採取教練式領導，

當有助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的提升。換言之，社群領導者若能透過個人

正向的行為特質之影響，與社群成員建立關係，善用傾聽、提問、回饋等教

練技巧，促發成員自我覺知成長的需求，引導、支持與協助成員進行學習與

解決問題，當能促進社群的發展並達成社群的績效與目標。 

為讓教練式領導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揮較大的功能，茲提出下列十點

建議供教育行政機關和各級學校以及教師們所參酌： 

一、發掘適宜的教練式領導者 

在教學場域，一位成功的領導者（教練者）必須是一位在課程教學有經

驗、有效能的教師。其次，光有教學能力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溫暖的人格

特質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風，最後更需要具有「愛與服務」、「以人為本」的價

值信念，將來才能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對成員（受教練者）提供全人的尊

重與關懷。畢竟教練本是一個自渡渡人、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專業，而這個專

業對於具有社會型人格的教師是非常適合的。 

二、加強教練式領導的專業培訓 

在審慎發掘、遴選教練式領導的儲訓人選後，接下來就要實施教練式領

導的專業培訓了。培訓內容除了繼續強化課程與教學創新知能外，主要為：「教

師領導理論與實務」、「社群領頭羊實務經驗分享」、「教練技術」、「人際關係

與溝通」等，職前培訓完後宜返回工作崗位實習並接受師傅教練的指導後，

再接受回流教育才能獲得認證。 

三、釐清社群領導者的角色與功能 

為了避免社群領導者（教練者）的角色模糊，在給予社群領導任務之前，

行政人員宜和社群領導者討論釐清其角色、職責、以及預期可達成的功能等。

另宜適度減輕社群領導者的授課時數和行政負荷量，以避免工作負荷過於沈

重。其次，應在正式的場合頒發社群領導者聘書，並利用各種機會和管道，

公開說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意義與價值，讓社群領導者能充分感受到擔任

教練式領導工作是一個有尊榮感且能自我實現的工作。 

四、形塑社群成員間的信任與合作關係 

教練式領導是一個價值信念與實施技巧並重的專業，它必須建構在信任

與合作的關係中才能萌芽與茁壯。是故擔任教練式領導的社群領導者，宜在

平時就能主動關懷社群成員，和成員建立起誠摯的友誼。其次，透過真誠、

平等、開放的對話，協助、支持成員思考與解決日常的教學或行政問題，進

而為專業學習社群的學習與成長工作，奠定穩定發展的磐石。這種以友誼為

基礎的信任與合作關係是社群發展成功的先決條件。 

五、發展社群專業發展主題 

為了讓專業學習社群有了學習的焦點，可以每年或每幾個年度配合教育

政策、教育發展趨勢或者學校革新與發展的需求，以共識決決定專業發展主

題，例如「學習共同體專業學習社群」。惟一個主題發展了幾年之後，勢必要

做檢討、改變和轉型，才能有新的生氣，例如學習共同體發展了一陣子之後，

可以發展分組合作學習或者差異化教學，讓成員的教學更能活潑生動化。 

六、把握非指導式的教練風格，但兼籌並用其他風格 

誠如前述，教練式領導強調的是用「非指導式風格」來引導社群成員（受

教練者）的學習與成長，是故社群領導者宜善用引導的方式，透過提問與對

話來鼓勵社群成員們找到自我的目標與方向，自我做決策，並採取適當的行

動。惟因非指導式的風格對於教學經驗豐富、認知高度成熟的老師比較有效，

對於新近教師或者認知發展尚未臻成熟的老師，也許可以併用合作式問題解

決或者指導式的風格，然後再逐步漸進地使用引導式風格，才能順利協助其

專業發展。 

七、運用彈性的教練模式 

如前所述，教練的模式甚為多元，至少有同儕教練模式、認知教練模式、

明鏡模式、成長模式、POWER 模式等，社群領導者可以依社群的發展主題及

發展需求，與成員們共同討論決定適宜的教練模式。另外即使採用某一個模

式，也不必一成不變的加以應用，而是可以彈性調整的。例如，在同儕教練

模式裏，示範教學不一定要觀摩教練者的教學，可以訪視觀摩他校的教師，

或者以觀賞教學錄影帶做為替代方式。又如認知教練模式中的計畫會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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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共同備課來取代之，而不一定是一對一的會談。總之，每一個教練模式固

然有其合乎邏輯的實施歷程與階段，但「法無定法」，只要能有效協助社群成

員發展，便是好的、適宜的模式。 

八、使用多元的教練技術 

教練式領導者在進行社群活動時，可以善用的對話技術相當的多元，最

少有專注、傾聽、同理、提問、重述、摘要、回饋等技術。除了對話技術之

外，教練式領導者亦可善用教學觀察、行動研究、檔案製作、計畫評核術等

技術。重要的是，這些技術要能經常練習、經常使用才能熟能生巧，成為領

導知能中很自然生成的一環。當擁有這些技術之後，除了在日後繼續增添新

技術外，還要隨著領導情境的需要，加以調整和變化，所謂「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便是這個道理。 

九、提供足夠的行政支持 

如前所述，行政支持不足是教練式領導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同實

施困境之一。是故，學校行政人員除了致力營造信任、合作、精進的校園文

化之外，應具有教師領導的觀念和素養，並充分支持社群領導者所做的奉獻

和努力，例如提供社群領導者減授鐘點之工作誘因，讓資深優良教師有時間

從事社群領導工作；提供社群專用空間以利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的進行。

除了時間和空間資源之外，人力、財力、物力資源也是社群領導者遂行教練

式領導任務所不可欠缺的協助。同樣的，教育行政機關也應充分提供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所需的經費而又不要求過多的書面成果報告，這也是讓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能蓬勃發展的條件之一。

十、肯定社群表現並鼓勵進行成果分享 

肯定與鼓勵是激勵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繼續向前走的一個動力。是故，

當社群領導者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行政人員除提供必要的協助和支

持外，亦要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場合，肯定、慶祝教師們在社群上的學習

成就和表現。此外，除了鼓勵教師們將學習成果向校內教師們分享之外，亦

可鼓勵教師們參與教育部或各縣市教育局處所舉辦的教學卓越獎、優質學校

甄選、教育創新行動研究甄選等，俾將學習與實踐成果與校外教師們分享與

推廣。以「好東西和好朋友分享」的心態不斷向校內外分享與推廣，將會使

得社群的影響力無遠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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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知能中很自然生成的一環。當擁有這些技術之後，除了在日後繼續增添新

技術外，還要隨著領導情境的需要，加以調整和變化，所謂「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便是這個道理。 

九、提供足夠的行政支持 

如前所述，行政支持不足是教練式領導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同實

施困境之一。是故，學校行政人員除了致力營造信任、合作、精進的校園文

化之外，應具有教師領導的觀念和素養，並充分支持社群領導者所做的奉獻

和努力，例如提供社群領導者減授鐘點之工作誘因，讓資深優良教師有時間

從事社群領導工作；提供社群專用空間以利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的進行。

除了時間和空間資源之外，人力、財力、物力資源也是社群領導者遂行教練

式領導任務所不可欠缺的協助。同樣的，教育行政機關也應充分提供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所需的經費而又不要求過多的書面成果報告，這也是讓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能蓬勃發展的條件之一。

十、肯定社群表現並鼓勵進行成果分享 

肯定與鼓勵是激勵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繼續向前走的一個動力。是故，

當社群領導者在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行政人員除提供必要的協助和支

持外，亦要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場合，肯定、慶祝教師們在社群上的學習

成就和表現。此外，除了鼓勵教師們將學習成果向校內教師們分享之外，亦

可鼓勵教師們參與教育部或各縣市教育局處所舉辦的教學卓越獎、優質學校

甄選、教育創新行動研究甄選等，俾將學習與實踐成果與校外教師們分享與

推廣。以「好東西和好朋友分享」的心態不斷向校內外分享與推廣，將會使

得社群的影響力無遠弗屆。

 

 

伍、 結語 

在日新月異、日益複雜化、多元化、競爭化的教育環境裏，能在變遷環

境中不斷學習與成長，誠是教育工作者的生存之道。是故教師們要終身學習

與成長，而其中一個途徑便是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做為與同儕攜手學習之

道。同樣的，社群的領導者也要不斷地成長與學習，才能帶領社群走向繁花

似錦的美麗教學境界，而其中一個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便是教練式領導。

社群領導者若能學習教練式領導，並將之用在對社群成員的一對一教練以及

對整個團隊的教練，當可大幅提升社群的成效。 

「學校是學習者與領導者的社群，每位教師都可以成為領導者。」Barth

（1988）的這二句至理名言，提醒著教育界：每一位老師都是學習者，每一

位社群成員都可以成為教練式領導者。期盼我國中小學每位老師都能學習教

練式領導的理論與實務，也都能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輪流擔任教練式領導

者，讓「雁群理論」的理想在教師界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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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麗／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

現況與關係。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為「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

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問卷」，研究對象為臺北市 561 位夥伴教師，並以描述性統

計、Pearson 積差相關以及線性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本研究結論如下：(1)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之同儕式領導行為具高度表現；(2)臺北市夥伴教師之教

學效能具中高度表現；(3)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間具

中度正相關；(4)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顯著的影

響效果。本研究最後根據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實務及未來研究之參

考。 

關鍵詞：同儕式領導、教學效能、教學輔導教師、夥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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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Relationship of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nd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nd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Taipei City, (2)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nd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Research methods appli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questionnaire survey called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nd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ventory”. Participants were 561 mentee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Data is analyzed by means,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volve: (1) The degrees of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re at high levels. (2) The degrees of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re at middle levels. (3) There i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nd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4)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h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proposed.

Keywords：collegial leadership,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entor teacher, mente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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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in Taipei City, (2)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nd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Research methods appli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questionnaire survey called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nd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ventory”. Participants were 561 mentee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Data is analyzed by means,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volve: (1) The degrees of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re at high levels. (2) The degrees of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re at middle levels. (3) There i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and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4) Mentor teachers’ collegial leadership ha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mente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proposed.

Keywords：collegial leadership,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entor teacher, mentee 
teacher

壹、緒論 

教育乃是國家的根本，而教師則為教育活動的中堅，更是教育品質良窳

與否的重要關鍵，所謂「良師興國」即是此意。因此，世界各國莫不以提高

師資素質為其國家重要教育政策活動之一，而我國當然亦復如是。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增進教師教學效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昇學校

教育品質，乃訂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該

方案從2000年推動至今（105學年度）已15年之光景，參加學校數達146所之

多，其中國小84所、國中46所、高中職146所。而觀乎此制度之主要目的乃在

於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期盼透過教師同儕間的互相學習，達到提升教學效能

的目標（丁一顧、張德銳、高紅英，2007），由此觀之，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

設置的重要目的之一，可謂在於提升夥伴教師（含初任老師、新進教師、自

願成長教師及教學有困難教師）（mentee teacher）的教學效能。因此，探究臺

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中夥伴教師之教學效能現況如何，實為本研究之動機

之一。 

從國內有關此制度推展之相關研究發現，其主要功能與成效為：協助解

決教學問題、協助進行班級經營、協助建立學校同儕互動文化等（丁一顧，

2011），然要達此功能，究竟教學輔導教師要有哪些作為呢？張德銳（2014）

指出，教學輔導教師之功能主要在協助夥伴教師提升教與學之品質，所以此

制度亦具有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的機制，亦即，教學輔導教師其實

就是一位領導者，扮演引導、協助與支持夥伴教師的重要角色。 

然而，教學輔導教師乃是一種分工而非分級，所以教學輔導教師仍然是

一位教師，相對地，夥伴教師也是學校內的教師，此種概念即認為教學輔導

教師扮演著教師領導教師的重要角色（丁一顧、張德銳，2010；許籐繼、張

德銳與張新仁，2010），其目標乃在於藉由同儕間互相學習，以達到提升教學

效能的目標（丁一顧、張德銳，2009）。而此觀念其實就是所謂的「同儕式領

導」（collegial leadership）。因此，探討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的表現

為何？也是本研究的另一研究動機。 

國內、外有關教學輔導教師領導作為之相關實徵研究仍不多見，曾經以

教學輔導教師為對象之領導變項包括：教師領導（諸如：王淑麗、莊念青、

丁一顧，2016）、服務領導（諸如：張德銳，2013；王淑麗、楊宜領，2015）、

學習領導（諸如：丁一顧、胡慧宜，2015）等，至於，以教學輔導教師同儕

式領導為變項進行探究者，則尚付諸闕如，而相關研究卻發現，教師同儕合

作乃是學校成功的重要特性之一（ Barth, 2006; Goddard, Godd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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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hannen-Moran, 2007; Jarzabkowski, 2003; Retallick, & Butt, 2004, Shah, 2012），

顯示「教師同儕式領導」之研究領域仍有值得開發之價值。 

此外，從前述教學輔導教師各種領導作為之研究也發現，教學輔導教師

的領導作為（如學習領導）對夥伴教師的教學效能具相關且有預測力（丁一

顧、胡慧宜，2015）、教師領導對教學效能具正向影響（張德銳、張素偵，2012），
顯示教學輔導領導作為可能會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有所影響，因此，進行教

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應該有其價值性與

意義性。 

準此，本研究主要目的乃在瞭解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

學效能間的關係。具體而論，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1）臺北市教學輔導教

師同儕式領導之表現為何？（2）臺北市夥伴教師之教學效能現況為何？（3）

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為何？（4）同儕式領導

對教師教學效能影響的因果關係模式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同儕式領導的相關概念 

（一）同儕式領導的意義

「同儕關係」一向被認為是促使學校進步與成功的重要因素（Barth, 2006; 

Goddard et al., 2007; Jarzabkowski, 2003; Retallick, & Butt, 2004），而「同儕」一

詞長期以來廣為教育界所使用，諸如：「學生同儕」、「教師同儕」、「校長同

儕」……等。然有關同儕式領導一詞，正式為學術界所用應開始自 1998 年

Hoy 與 Sabo 的研究，其研究中之「組織健康問卷」（Organizational Health 
Inventory, OHI）和「組織氣氛描述問卷」（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OCDQ），將問卷內容包括四個因素：同儕式領導、教師專業化、

學術壓力、以及環境壓力（Hoy & Sabo, 1998）。其後，Hoy、Smith 與 Sweetland
（2002）又據概念發展出「組織氣氛指標」（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dex, 
OCI），其內容包括：機構脆弱性、同儕式領導、教師專業行為、以及學術壓

力。而此等問卷內容中之同儕式領導即清楚說明同儕之相關概念。

綜合相關研究可知，同儕式領導包括 4 大特點：(1)核心：強調同儕平等

的觀點（Baylis, 1982; Hoy et al., 2002; Mooney, Burns, & Chadwick, 2012;
Tschannen-Moran, 1997）；(2)關注：強調任務與教師關懷（Tschannen-Moran, 
1997）；(3)策略：於領導過成中運用理解、傾聽、尊重與關懷（Bryk, 2010; Hoy 
et al., 2002; Mooney, Burns, & Chadwick, 2012;Tschannen-Moran, 1997）；(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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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關係」一向被認為是促使學校進步與成功的重要因素（Barth, 2006; 

Goddard et al., 2007; Jarzabkowski, 2003; Retallick, & Butt, 2004），而「同儕」一

詞長期以來廣為教育界所使用，諸如：「學生同儕」、「教師同儕」、「校長同

儕」……等。然有關同儕式領導一詞，正式為學術界所用應開始自 1998 年

Hoy 與 Sabo 的研究，其研究中之「組織健康問卷」（Organizational Health 
Inventory, OHI）和「組織氣氛描述問卷」（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OCDQ），將問卷內容包括四個因素：同儕式領導、教師專業化、

學術壓力、以及環境壓力（Hoy & Sabo, 1998）。其後，Hoy、Smith 與 Sweetland
（2002）又據概念發展出「組織氣氛指標」（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dex, 
OCI），其內容包括：機構脆弱性、同儕式領導、教師專業行為、以及學術壓

力。而此等問卷內容中之同儕式領導即清楚說明同儕之相關概念。

綜合相關研究可知，同儕式領導包括 4 大特點：(1)核心：強調同儕平等

的觀點（Baylis, 1982; Hoy et al., 2002; Mooney, Burns, & Chadwick, 2012;
Tschannen-Moran, 1997）；(2)關注：強調任務與教師關懷（Tschannen-Moran, 
1997）；(3)策略：於領導過成中運用理解、傾聽、尊重與關懷（Bryk, 2010; Hoy 
et al., 2002; Mooney, Burns, & Chadwick, 2012;Tschannen-Moran, 1997）；(4)目

標：個人需求與組織目標之達成（Hoy et al., 2002）。基此，本研究認為同儕

式領導乃是領導者為滿足教師個人需求及達成組織目標的一種影響過程，而

且於此過程當中，領導者將教師視為平等的同儕，時時展現出對同儕教師關

懷、開放、友善、支持、與分權的態度，同時，領導者也對同儕教師的表現

標準有所期待。

（二）同儕式領導的內容

丁一顧、吳宜蓉（2017）綜合相關研究後認為，同儕式領導的內容應可

包括四大向度：(1)平等對待；(2)關懷尊重；(3)共享決定；(4)表現期望。

首先，「同儕式領導」主張領導者視教師為同儕（Hoy et al., 2002），所

以領導行為強調領導者與教師間同儕平等關係（Dean, 2015; Hoy et al., 2002; 
Tschannen-Moran, 1997），讓教師覺得領導者對他是友善的、可親近的（Hoy et 
al., 2002）。此外，近年來領導行為的改變上，也逐漸從無所不知、無所不做

的角色，逐漸轉變成為一位應與教師同儕合作的同儕（Bryk, 2010）。所以，「平

等對待」乃是同儕式領導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次，同儕式領導乃是領導者與教師間關係的經營（Hoy , Hannum & 
Tschannen-Moran, 1998; Hoy & Sabo, 1998）。而要提升領導者與教師間的良善

關係，則應對教師展現出「關懷」（Bryk, 2010; Tschannen-Moran, 1997）、「信

任」（Tschannen-Moran, 1997）等行為。另外，同儕式領導乃是領導者於領導

過程中，透過對教師困境的理解與傾聽，並進而建立起對教師的尊重與關懷

（Bryk, 2010）。所以，關懷尊重也是同儕式領導的重要內容。 

再者，同儕式領導會提供教師更多參與決定的機會（Dean, 2015），而

Sweetland 與 Hoy（2000）亦認為，同儕式領導乃是教師彰權賦能（teacher 
empowerment）相當重要預測指標之一。此外，Williams（2015）也指出，當

領導者願意分享權力，則接受變革的氛圍就可能產生，而且，透過權力的分

享，同儕式領導也會增加教師參與作決定的機會。所以，共享決定也是同儕

式領導的重要內容。 

此外，Gray 與 Tarter（2012）、Yukl（2002）皆認為，倡導結構、關懷與

倡導變革都是領導行為的基本要素，其中，倡導結構乃是領導者為組織個體

設定高度表現標準的行為。此外，Hoy 等人（2002）、Tschannen-Moran（1997）
也認為，同儕式領導不但要關心教師，亦要對教師的表現有所期望。因此，

對教師之表現期望也是同儕式領導的重要內容。

（三）同儕式領導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同儕式領導的相關文獻為數不多，實徵研究更是付諸闕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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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有關同儕式領導之相關實徵研究，大約有 6 篇與同儕式領導有較高相關

之實徵研究，而在此 6 篇研究中，通通是以問卷調查為主，而研究對象則有

5 篇以教師為對象、1 篇是以聯邦政府員工為對象，至於研究結果則主要包

括：(1)同儕式領導現況：同儕式領導表現狀況屬高度表現（Dean, 2015; Gray 
& Tarter, 2012）；(2)相關性：同儕式領導與教師承諾（Composto, 2002）、

集體效能感（Gray &Tarter, 2012）、信任文化（Gray &Tarter, 2012）間具有

正相關的，同儕式領導與教師角色壓力具負相關（Williams, 2015）；(3)預測

效果：同儕式領導對學術壓力（Composto, 2002）、組織承諾（Sylver-Foust, 
2015）、教師學術樂觀（Dean, 2015）、員工滿意度（Sylver-Foust, 2015）、

教師專業行為（Dean, 2015）、校長信任（Dean, 2015）、合作（Williams, 2015）
是具有預測力；(4)影響效果：同儕式領導可透過教師承諾對學術壓力有間接

影響效果（Composto, 2002）。至於，相關實徵研究中，同儕式領導與集體

責任間不具相關性（Terry, 2015）、且同儕式領導對學術樂觀並不具預測力

（Gray &Tarter, 2012）。由此可知，同儕式領導之展現能對同儕（教師或員

工）發揮影響力並具影響效果，然而，部份研究效果發現不管是相關或預測

力仍是不顯著的，所以，仍有待後續之研究考驗。

二、教學效能的相關概念 

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由於研究者對於教師教學效能關注點之差異，而

有不同的研究典範。首先，乃是強調有效能教師特徵的研究，其次，則關注

於有效能教師教學方法的探討，其後，則偏重於班級生活中師生互動關係的

探究（吳清山，1997；張碧娟，1999）。不過，後來有的研究則從班級教學整

合的觀點，嘗試結合「學科教學能力」與「班級經營能力」兩面向進行教師

教學效能之探討（吳耀明，2004）。 

丁一顧、胡慧宜（2015）歸納相關研究後發現，針對教師教學效能的意

義，不同的研究所採取的觀點不一，不過大致可歸納為：（1）目標觀：諸如，

教師教學效能表現乃在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就；（2）過程觀：諸如，教

師教學效能乃在於能形塑良好的學習氣氛與師生互動。然而，本研究認為，

目標與過程都是達成有效能教學的關鍵因素，且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本研

究乃結合目標與過程論，兼重有效教師教學方法，並強調師生互動等觀點，

作為教師教學效能定義之依據。 

關於教師教學效能所包容的內涵，有的研究只包括兩個層面，如 Gibson 

與 Dembo（1984）主張教學效能包括「一般教學效能」及「個人教學效能」。

有的研究則多達十個大層面，諸如 Borich（2004）所提的教學效能則包括「清

晰性」、「多樣性」、「任務取向」、「全心投入」、「提高學生成功的比率」、「應

用學生的理念與觀點」及「結構性」、「善用發問技巧」、「善用教學探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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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同儕式領導現況：同儕式領導表現狀況屬高度表現（Dean, 2015; Gray 
& Tarter, 2012）；(2)相關性：同儕式領導與教師承諾（Composto, 2002）、

集體效能感（Gray &Tarter, 2012）、信任文化（Gray &Tarter, 2012）間具有

正相關的，同儕式領導與教師角色壓力具負相關（Williams, 2015）；(3)預測

效果：同儕式領導對學術壓力（Composto, 2002）、組織承諾（Sylver-Foust, 
2015）、教師學術樂觀（Dean, 2015）、員工滿意度（Sylver-Foust, 2015）、

教師專業行為（Dean, 2015）、校長信任（Dean, 2015）、合作（Williams, 2015）
是具有預測力；(4)影響效果：同儕式領導可透過教師承諾對學術壓力有間接

影響效果（Composto, 2002）。至於，相關實徵研究中，同儕式領導與集體

責任間不具相關性（Terry, 2015）、且同儕式領導對學術樂觀並不具預測力

（Gray &Tarter, 2012）。由此可知，同儕式領導之展現能對同儕（教師或員

工）發揮影響力並具影響效果，然而，部份研究效果發現不管是相關或預測

力仍是不顯著的，所以，仍有待後續之研究考驗。

二、教學效能的相關概念 

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由於研究者對於教師教學效能關注點之差異，而

有不同的研究典範。首先，乃是強調有效能教師特徵的研究，其次，則關注

於有效能教師教學方法的探討，其後，則偏重於班級生活中師生互動關係的

探究（吳清山，1997；張碧娟，1999）。不過，後來有的研究則從班級教學整

合的觀點，嘗試結合「學科教學能力」與「班級經營能力」兩面向進行教師

教學效能之探討（吳耀明，2004）。 

丁一顧、胡慧宜（2015）歸納相關研究後發現，針對教師教學效能的意

義，不同的研究所採取的觀點不一，不過大致可歸納為：（1）目標觀：諸如，

教師教學效能表現乃在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就；（2）過程觀：諸如，教

師教學效能乃在於能形塑良好的學習氣氛與師生互動。然而，本研究認為，

目標與過程都是達成有效能教學的關鍵因素，且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本研

究乃結合目標與過程論，兼重有效教師教學方法，並強調師生互動等觀點，

作為教師教學效能定義之依據。 

關於教師教學效能所包容的內涵，有的研究只包括兩個層面，如 Gibson 

與 Dembo（1984）主張教學效能包括「一般教學效能」及「個人教學效能」。

有的研究則多達十個大層面，諸如 Borich（2004）所提的教學效能則包括「清

晰性」、「多樣性」、「任務取向」、「全心投入」、「提高學生成功的比率」、「應

用學生的理念與觀點」及「結構性」、「善用發問技巧」、「善用教學探究」、「善

用情感動作」等。然而，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應該要能展現教師在整個教學

歷程的表現，所以，實不宜太過簡略，然亦不可過多（劉明宗、黃德祥，2008）；

其次，教師教學效能內涵之分類如果能含蓋有效教師教學方法，也能強調師

生互動，更能兼顧過程與目標，才是較不錯的分類方式；再者，教學效能之

內涵如能包括 Big Four 的：「課程、教學、評量、班級經營」等概念，則是較

完整的。準此，本研究乃引用張德銳、王淑珍、蔡宜宏（2011）的觀點，將

本研究之教學效能區分為五大層面，分別為：（1）掌握教學目標；（2）活用

教學策略；（3）增進有效溝通；（4）營造學習環境；（5）善用評量回饋。 

三、同儕式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相關研究 

相關研究發現，同儕式領導對教師承諾有顯著相關（Composto, 2002; 
Sylver-Foust, 2015），而教師專業承諾與教師教學效能間亦具有相關（黃建

翔、吳清山，2013），顯見同儕式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間亦可能有相關；此外，

同儕式領導對教師專業行為具預測力（Dean, 2015）；同儕式領導乃是建立學

校中專業行為（Sweetland & Hoy, 2000 ; Williams , 2015），而教師教學效能

亦即為教師專業素養的一部分，所以，同儕式領導對教師教學效能亦可能具

有程度上之預測力。

雖然同儕式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間可能具有某種關係存在，不過，依據

Specht（1975）之研究發現，關係（含相關與預測力）之研究只能瞭解相關

（或徑路）係數的顯著性，並沒有辦法考驗整個因果模式的適配度，也沒辦

法分析出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乃採線性結構方程模

式，探究與驗證同儕式領導的四個觀察變項（平等對待、關懷信任、共享決

定、表現期望）與潛在變項（同儕式領導）的關係、教師教學效能的五個觀

察變項（掌握教學目標、活用教學策略、增進有效溝通、營造學習環境、善

用評量回饋）與潛在變項（教師教學效能）的關係、潛在變項間（同儕式領

導與教師教學效能）等之因果關係。

準此，本研究乃根據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初步建構出同儕式領導與教

師教學效能關係間的可能結構方程模式（詳如圖 1），並且以臺北市參與教學

輔導教師制度的夥伴教師為施測對象，進一步探究與驗證教學輔導教師同儕

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間之因果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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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預試採立意取樣，抽取自參與 105 學年度臺北市教學輔導教

師方案之 15 所中小學、每校發 10 份，共計 150 位夥伴教師，回收有效問卷

為 103 份；至於問卷正式施測對象則抽取自參與該方案之臺北市中小學共計

131 所、每校 6 位夥伴教師，共計發出 786 份，回收 568 份，回收率 72.26%，

有效問卷為 561 份，可用率 98.77%。

於有效樣本中，國小教師 307 人（55.1%），國中 193 人（34.6%），高中

職 57 人（10.3%）；職務為主任、組長 142 人（25.5%），級任教師（導師）

187 人（33.6%），科任教師（專任）227 人(40.9%)；教學年資未滿 1 年 89 人

（16.0%）、1年以上未滿 2年 67人（12.1%）、2 年以上未滿 5年 132人（23.7%）、

5 年以上 268 人（48.2%）。可知目前參與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的夥伴教

師，以國小、科任教師（專任）、5 年以上教學年資之教師較多。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正式測量工具包括「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

學效能」量表，前者係參考 Composto（2002）「教師承諾與同儕式領導問卷」

（Teacher Commitment and Collegial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Hoy 與 Sabo
（ 1998 ）「 組 織 氣 氛 描 述 問 卷 （ 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OCDQ）中有關「同儕式領導」向度之問卷內容，以及國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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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影響之模式估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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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預試採立意取樣，抽取自參與 105 學年度臺北市教學輔導教

師方案之 15 所中小學、每校發 10 份，共計 150 位夥伴教師，回收有效問卷

為 103 份；至於問卷正式施測對象則抽取自參與該方案之臺北市中小學共計

131 所、每校 6 位夥伴教師，共計發出 786 份，回收 568 份，回收率 72.26%，

有效問卷為 561 份，可用率 98.77%。

於有效樣本中，國小教師 307 人（55.1%），國中 193 人（34.6%），高中

職 57 人（10.3%）；職務為主任、組長 142 人（25.5%），級任教師（導師）

187 人（33.6%），科任教師（專任）227 人(40.9%)；教學年資未滿 1 年 89 人

（16.0%）、1年以上未滿 2年 67人（12.1%）、2 年以上未滿 5年 132人（23.7%）、

5 年以上 268 人（48.2%）。可知目前參與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的夥伴教

師，以國小、科任教師（專任）、5 年以上教學年資之教師較多。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正式測量工具包括「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

學效能」量表，前者係參考 Composto（2002）「教師承諾與同儕式領導問卷」

（Teacher Commitment and Collegial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Hoy 與 Sabo
（ 1998 ）「 組 織 氣 氛 描 述 問 卷 （ Organizational Climate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OCDQ）中有關「同儕式領導」向度之問卷內容，以及國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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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同儕式領導相關文獻，藉以編修而成，問卷共計 24 題，包括：「共享決定」

（1-5 題）、「平等對待」（6-10 題）、「關懷尊重」（11-17 題）、「表現期望」（18-24
題）等四個分量表。後者則引用張德銳等人（2011）之教學效能問卷，包含

「掌握教學目標」（1-3 題）、「活用教學策略」（4-6 題）、「增進有效溝通」（7-9
題）、「營造學習環境」（10-12 題）、與「善用評量回饋」（13-15 題）五向度。。

量表之填答，乃是請受試者於閱讀各題幹後，依據其教學輔導教師之同

儕式領導與個人（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的表現情況，然後於題幹右側之七個

選項中，勾選出最符合其教學輔導教師或個人（夥伴教師）表現的答案。本

量表為七點量表，從「完全符合」至「完全不符合」分別以 7、6、5、4、3、
2、1 分計算，分數愈高者，表示填答者教學輔導教師之同儕式領導表現（或

夥伴教師之教學效能）表現愈高，反之則愈低。

至於，有關「同儕式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量表所得之鑑別度與信

效度則如下所述：

（一）同儕式領導量表

本量表先以決斷值(CR)考驗瞭解各題之鑑別度，分析發現，除「平等對待」

第四題 t 值為 1.80，小於習慣上之 3.5 標準，因此予以刪除，其餘 25 題之決

斷值介於 5.79~8.31，都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且皆超過習慣之 3.5 標準，顯示

各題項具有不錯的鑑別度。

因素分析採主成份分析，並以最大變異法進行轉軸，共經二次因素分析

刪除 1 題未聚斂於原理論因素後，量表抽取四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共享決

定」共五題，因素負荷量介於.45~.84，特徵值為 6.61，可解釋變異量為

27.56%；第二因素「平等對待」共五題，因素負荷量介於.73~.81，特徵值為

6.18，可解釋變異量為 25.74%，第三因素「關懷尊重」共七題，因素負荷量

介於.58~.70，特徵值為 4.52，可解釋變異量為 18.84%；第四因素「表現期望」

共七題，因素負荷量介於.72~.85，特徵值為 4.24，可解釋變異量為 17.66%。

整體建構效度總解釋變異量 89.80%，符合「社會科學研究中，因素分析所決

定保留之因素以能解釋之變異已達 60%以上為宜」（王保進，2006）。
本量表採用 Cronbach α係數做為信度高低的判斷依據，係數愈高表示

信度愈佳。共享決定分量表α係數達.95、平等對待分量表.97、關懷信任分量

表.98、表現期望分量表.98，而整體量表之信度達.99，因此不管是整體或各

向度均達 0.70 以上，已達吳明隆（2005）所提整體α係數須在 0.7 以上的標

準，表示「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調查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甚佳，且具有

高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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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效能問卷

在效度方面，該量表在「掌握教學目標」之特徵值為.59，可解釋變異量

3.94%，因素負荷量從.46~.91；「活用教學策略」之特徵值為.50，可解釋變異

量 3.33%，因素負荷量從.21~.85；「增進有效溝通」之特徵值為 9.04，可解釋

變異量 60.28%，因素負荷量從.62~.75；「營造學習環境」之特徵值為.95，可

解釋變異量 6.31%，因素負荷量從.50~.77；「善用評量回饋」之特徵值為 1.07，
可解釋變異量 7.14%，因素負荷量從.70~.73，量表總解釋變異量達 80.99%。

至於在量表的信度部分，「掌握教學目標」Cronbach’s α係數達.81；「活

用教學策略」Cronbach’s α係數達.77；「增進有效溝通」Cronbach’s α係

數達.89、「營造學習環境」Cronbach’s α 係數達.83，與「善用評量回饋」

Cronbach’s α係數達.92，顯現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問卷於 105 年 12 月底進行問卷預試，於 106 年 4 月中進行正式問

卷施測。106 年 6 月中於問卷回收後，先刪除不適用之問卷，其後再進行正

式問卷資料之分析，並以 SPSS17.0 與 Amos7.0 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正式問卷回收後之資料分析：(1)以平均數、標準差、重複量數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表現現

況；(2)以 Pearson 積差相關探究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

能的相關；(3)以線性結構方程驗證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

效能影響的因果關係模式。

肆、結果與討論

一、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現況分析 

表 1 為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整體與各向度之得分，從表中發現，整

體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得分為 6.06，以七點量表來說，得分 4.00-5.00 為

「中度表現」、5.01-6.00 為「中高度表現」、6.01-7.00 為「高度表現」。因此，

目前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應為「高度表現」。此結果與 Dean

（2015）、Gray 與 Tarter（2012）之發現類似，渠等之研究結果得分平均皆約

為 3.3（研究為四點量表問卷），所以其發現同儕式領導也是屬高度表現，不

過，該研究之對象為校長、施測對象為一般教師，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教

學輔導教師、施測對象為夥伴教師是有點差異的，所以後續之研究與比較分

析應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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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效能問卷

在效度方面，該量表在「掌握教學目標」之特徵值為.59，可解釋變異量

3.94%，因素負荷量從.46~.91；「活用教學策略」之特徵值為.50，可解釋變異

量 3.33%，因素負荷量從.21~.85；「增進有效溝通」之特徵值為 9.04，可解釋

變異量 60.28%，因素負荷量從.62~.75；「營造學習環境」之特徵值為.95，可

解釋變異量 6.31%，因素負荷量從.50~.77；「善用評量回饋」之特徵值為 1.07，
可解釋變異量 7.14%，因素負荷量從.70~.73，量表總解釋變異量達 80.99%。

至於在量表的信度部分，「掌握教學目標」Cronbach’s α係數達.81；「活

用教學策略」Cronbach’s α係數達.77；「增進有效溝通」Cronbach’s α係

數達.89、「營造學習環境」Cronbach’s α 係數達.83，與「善用評量回饋」

Cronbach’s α係數達.92，顯現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問卷於 105 年 12 月底進行問卷預試，於 106 年 4 月中進行正式問

卷施測。106 年 6 月中於問卷回收後，先刪除不適用之問卷，其後再進行正

式問卷資料之分析，並以 SPSS17.0 與 Amos7.0 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正式問卷回收後之資料分析：(1)以平均數、標準差、重複量數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表現現

況；(2)以 Pearson 積差相關探究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

能的相關；(3)以線性結構方程驗證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

效能影響的因果關係模式。

肆、結果與討論

一、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現況分析 

表 1 為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整體與各向度之得分，從表中發現，整

體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得分為 6.06，以七點量表來說，得分 4.00-5.00 為

「中度表現」、5.01-6.00 為「中高度表現」、6.01-7.00 為「高度表現」。因此，

目前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應為「高度表現」。此結果與 Dean

（2015）、Gray 與 Tarter（2012）之發現類似，渠等之研究結果得分平均皆約

為 3.3（研究為四點量表問卷），所以其發現同儕式領導也是屬高度表現，不

過，該研究之對象為校長、施測對象為一般教師，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教

學輔導教師、施測對象為夥伴教師是有點差異的，所以後續之研究與比較分

析應有其必要性。 

從表 1 中各得分狀況也發現，各向度之得分高低依次是：關懷尊重

（M=6.28）、平等對待（M=6.21）、表現期待（M=6.00）、共享決定（M=5.72），

其中，除共享決定為中高度表現外，其餘各向度之得分也都達高度表現。再

者，本研究以重複量數 F 考驗進行分析後發現，各向度間之得分已達顯著差

異（F=136.22, p<.001），經事後比較瞭解：「關懷尊重」、「平等對待」、「表

現期待」都高於「共享決定」；「關懷尊重」、「平等對待」都高於「表現

期待」；「關懷尊重」高於「平等對待」。 

表 1 

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各向度平均數及重複量數考驗分析摘要表 

向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考驗 事後比較 

(1) 共享決定 561 5.72 1.15 

136.22*** 

(2)>(1),(4) 

(3)>(1),(2),(4)  

(4)>(1) 

 

(2) 平等對待 561 6.21 0.96 

(3) 關懷尊重 561 6.28 0.92 

(4) 表現期待 561 6.00 1.03 

整體同儕式領導 561 6.06 0.92 

***p＜.001 

二、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現況分析 

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向度表現之得分情形從表 2 可知：夥伴教師

之整體得分為 5.79，顯示臺北市夥伴教師是具有中高度之教學效能，此研究

結果與丁一顧、胡慧宜（2015）、王淑麗、楊宜領（2015）之發現一樣，都

是認為臺北市夥伴教師具有不錯之教學效能。 

從表中亦發現，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各向度得分依次為：「增進有效溝通」

（M=5.87）、「掌握教學目標」（M=5.79）、「活用教學策略」（M=5.79）、「善用

評量回饋」（M=5.78）、「營造學習環境」（M=5.74），因此，不管是整體或各向

度之得分，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表現皆已達到「中高程度」。此外，本研究以

重複量數 F 考驗發現各向度得分已達顯著差異（F=7.51, p<.001），而事後比較

可知，「增進有效溝通」分別高於「掌握教學目標」、「活用教學策略」、「營造

學習環境」、「善用評量回饋」。

雖然，丁一顧、胡慧宜（2015）、王淑麗、楊宜領（2015）之研究皆發現

教學效能較高的向度為「增進有效溝通」、「掌握教學目標」，而此等研究發現

與本研究之結果類似，只不過，渠等並未針對教學效能向度進行事後比較，

所以，有待後續研究驗證。另外，本研究發現，「營造學習環境」得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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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是因班級經營、常規管理等，都是初任教師（夥伴教師）重要的教學

困境之一。

表 2 

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各向度平均數及重複量數考驗分析摘要表 

向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考驗 事後比較 

(1)掌握教學目標 561 5.79 0.78 

7.51*** (3)>(1),(2),(4),(5) 

(2)活用教學策略 561 5.79 0.82 

(3)增進有效溝通 561 5.87 0.85 

(4)營造學習環境 561 5.74 0.88 

(5)善用評量回饋 561 5.78 0.83 

(6)整體教學效能 561 5.79 0.75 

***p＜.001 

三、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 

從表 3 可知，整體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間，

呈現顯著中度正向關（γ=.54）。此研究結果與 Gray 與 Tarter（2012）之發現：

「同儕式領導與集體效能感間有相關」的結果是有點類似的，只不過，該研

究之對象為校長、施測對象亦為一般教師，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教學輔導

教師、施測對象為夥伴教師是有點差異的。 

其次，夥伴教師整體教學效能與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之「共享決定」

（γ=.44，p<.01）、「平等對待」（γ=.50，p<.01）、「關懷尊重」（γ=.51，p<.01）、

「表現期待」（γ=.52，p<.01）各層面皆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另外，整體教

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掌握教學目標」（γ=.52，p<.01）、

「活用教學策略」（γ=.48，p<.01）、「增進有效溝通」（γ=.48，p<.01）、「營造

學習環境」（γ=.49，p<.01）、「善用評量回饋」（γ=.48，p<.01）各層面亦呈現

中度正相關，值的一提的是，相對同儕式領導之各層面而言，「共享決定」與

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間的相關是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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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是因班級經營、常規管理等，都是初任教師（夥伴教師）重要的教學

困境之一。

表 2 

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各向度平均數及重複量數考驗分析摘要表 

向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考驗 事後比較 

(1)掌握教學目標 561 5.79 0.78 

7.51*** (3)>(1),(2),(4),(5) 

(2)活用教學策略 561 5.79 0.82 

(3)增進有效溝通 561 5.87 0.85 

(4)營造學習環境 561 5.74 0.88 

(5)善用評量回饋 561 5.78 0.83 

(6)整體教學效能 561 5.79 0.75 

***p＜.001 

三、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 

從表 3 可知，整體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間，

呈現顯著中度正向關（γ=.54）。此研究結果與 Gray 與 Tarter（2012）之發現：

「同儕式領導與集體效能感間有相關」的結果是有點類似的，只不過，該研

究之對象為校長、施測對象亦為一般教師，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教學輔導

教師、施測對象為夥伴教師是有點差異的。 

其次，夥伴教師整體教學效能與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之「共享決定」

（γ=.44，p<.01）、「平等對待」（γ=.50，p<.01）、「關懷尊重」（γ=.51，p<.01）、

「表現期待」（γ=.52，p<.01）各層面皆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另外，整體教

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掌握教學目標」（γ=.52，p<.01）、

「活用教學策略」（γ=.48，p<.01）、「增進有效溝通」（γ=.48，p<.01）、「營造

學習環境」（γ=.49，p<.01）、「善用評量回饋」（γ=.48，p<.01）各層面亦呈現

中度正相關，值的一提的是，相對同儕式領導之各層面而言，「共享決定」與

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間的相關是較低的。

表 3 

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整體暨各層面之積差相關摘要表 

    同儕式領導 

教學效能 
共享決定 平等對待 關懷尊重 表現期待 整體 

掌握教學目標 .39
＊＊

 .49
＊＊

 .49
＊＊

 .52
＊＊

 .52
＊＊

 

活用教學策略 .38
＊＊

 .44
＊＊

 .46
＊＊

 .46
＊＊

 .48
＊＊

 

增進有效溝通 .39
＊＊

 .45
＊＊

 .46
＊＊

 .45
＊＊

 .48
＊＊

 

營造學習環境 .41
＊＊

 .44
＊＊

 .44
＊＊

 .47
＊＊

 .49
＊＊

 

善用評量回饋 .39
＊＊

 .44
＊＊

 .44
＊＊

 .46
＊＊

 .48
＊＊

 

整體 .44
＊＊

 .50
＊＊

 .51
＊＊

 .52
＊＊

 .54
＊＊

 

＊＊p＜.01 

四、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影響之結構方程模式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

能影響之因果關係與適配度，而有關模式適配之檢定則包括：(1)整體模式；

(2)測量模式；(3)結構模式（王保進，2004）：
（一）整體適配指標

本研究從絕對適配、增量適配、以及精簡適配進行整體適配之檢核（王

保進，2004；Bagozzi ＆ Yi, 1988）。首先 χ2=143.98，達.001 之顯著水準，表

示理論上的共變數矩陣與實際調查所得的資料矩陣是不相符的，然而，由於

χ2 較易受到樣本數大小的影響，所以本研究乃將 χ2 值的顯著性當作參考之

用。在 RMR、GFI 等絕對適配檢核上都符合理想標準，而 RMSEA 值則較不

符理想值。在增量適配檢定上，AGFI、NFI、RFI、IFI、TLI、CFI 六個指標

數值，都已高於.90 以上之理想值，表示本研究之假設模式與獨立模式比起來

是較佳的。另在精簡適配檢核方面上，PGFI、PNFI、PCFI 三個指標數值都

已達理想，顯現本研究之假設模式的精簡度亦是不錯（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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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結構模式之整體配適度檢定結
果摘要表 

統計檢定量 配適的標準 檢定結果數據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配適統計量

χ2值 p >0.05 143.98（p=0.00） 否

RMR 值 <0.05 0.03 是

RMSEA 值 <0.08 0.09 否

GFI 值 >0.90 以上 0.95 是

增量配適統計量

AGFI 值 >0.90 以上 0.91 是

NFI 值 >0.90 以上 0.97 是

RFI 值 >0.90 以上 0.96 是

IFI 值 >0.90 以上 0.98 是

TLI 值 >0.90 以上 0.97 是

CFI 值 >0.90 以上 0.97 是

精簡配適統計量

PGFI 值 >0.50 以上 0.55 是

PNFI 值 >0.50 以上 0.70 是

PCFI 值 >0.50 以上 0.70 是

（二）測量模式適配度 

在測量模式適配配上（如表 5），個別指標的信度上，X1、X2、X3、X4、
X5、X6、X7、X8、X9 九個指標之信度皆高於.50。在潛在變項組合信度上，

2 個變項皆大於.60 的標準；而潛在變項變異抽取量上，則亦都達理想的.50
以上數值。



33

「2017教學輔導教師在臺北 」實施經驗暨學術論文發表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素養導向教學之對話

表 4 

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結構模式之整體配適度檢定結
果摘要表 

統計檢定量 配適的標準 檢定結果數據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配適統計量

χ2值 p >0.05 143.98（p=0.00） 否

RMR 值 <0.05 0.03 是

RMSEA 值 <0.08 0.09 否

GFI 值 >0.90 以上 0.95 是

增量配適統計量

AGFI 值 >0.90 以上 0.91 是

NFI 值 >0.90 以上 0.97 是

RFI 值 >0.90 以上 0.96 是

IFI 值 >0.90 以上 0.98 是

TLI 值 >0.90 以上 0.97 是

CFI 值 >0.90 以上 0.97 是

精簡配適統計量

PGFI 值 >0.50 以上 0.55 是

PNFI 值 >0.50 以上 0.70 是

PCFI 值 >0.50 以上 0.70 是

（二）測量模式適配度 

在測量模式適配配上（如表 5），個別指標的信度上，X1、X2、X3、X4、
X5、X6、X7、X8、X9 九個指標之信度皆高於.50。在潛在變項組合信度上，

2 個變項皆大於.60 的標準；而潛在變項變異抽取量上，則亦都達理想的.50
以上數值。

表 5
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結構模式之測量模式檢定結果
摘要表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標準化係

數值

個別指標

信度
組成信度

變異

抽取量

教學輔導教師

同儕式領導

X1 0.77 0.59

0.93 0.76
X2 0.91 0.83

X3 0.95 0.90
X4 0.85 0.72

夥伴教師

教學效能

X5 0.89 0.79

0.94 0.77

X6 0.86 0.74

X7 0.90 0.81

X8 0.88 0.77
X9 0.85 0.72

（三）結構模式之檢定 

    從圖 2 可知，「共享決定」、「平等對待」、「關懷尊重」、「表現期望」四個

層面構成了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的要素，而且所有的標準化參數都達到

顯著；其中，以「關懷尊重」（0.95）最高，其他依序為「平等對待」（0.91）、

「表現期望」（0.85）、「共享決定」（0.77），顯示此四個因素對「教學輔導教

師同儕式領導」潛在建構之貢獻度及反映效果都相當不錯。只不過，相較於

其他四個觀察變項而言，「共享決定」的標準化係數（0.77）較低，亦即「共

享決定」對「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潛在建構之貢獻度較低，其反映的

效果較不足，而此當然可能是因為分權、共享權力等觀念雖不斷地被倡導，

但校園內還是存在著科層體制的架構，所以，要達深化民主的界境應該還是

有努力。 

而「掌握教學目標」、「活用教學策略」、「增進有效溝通」、「營造學習環

境」、「善用評量回饋」五個層面組成了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的要素，而且所有

的標準化參數都達顯著差異，其中，以「增進有效溝通」（0.90）最高，其他

依序為「掌握教學目標」（0.89）、「營造學習環境」（0.88）、「活用教學策略」

（0.86）、「善用評量回饋」（0.85）。

另外，本研究的 SEM 結構模式顯示，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

師教學效能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0.57），其標準化參數已達 Cohen（1988）

所稱高於.50 以上的大效果，且彼此間的關係達到 0.001 顯著水準，此結果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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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了本研究之文獻彙整結果，即本研究之假設模型（圖 1）成立，亦顯示教

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顯著高度的影響效果，顯現

當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之「共享決定」、「平等對待」、「關懷尊重」、「表

現期望」表現愈佳，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表現愈佳。 

雖說，目前國內外研究並無此類之研究發現，不過，由於同儕式領導對

教師承諾有顯著相關（Composto, 2002; Sylver-Foust, 2015），而教師專業承諾與

教師教學效能間也有相關（黃建翔、吳清山，2013）；且同儕式領導對教師專

業行為具預測力（Dean, 2015），所以，其間具影響效果也應該是可預期的。

再者，教學輔導教師領導夥伴教師乃屬教師領導的一種型態，而教師領導本

來對教學效能就有正向之影響（張德銳、張素偵，2012），所以，教學輔導教

師同儕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有正向之影響效果，就有其可能性了。不過，

由於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的整體解釋力僅 32%

（0.57X0.57=0.3249），是否有可能存有其他中介變項之影響，則有待後續的研究。 

 

圖 2 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影響之結構模式徑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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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屬「高度表現」，其中表現最高者為「關

懷尊重」，最低者則是「共享決定」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屬於「高度表現」，而得分最高

之向度為「關懷尊重」，而「共享決定」則位居最後。另外，「關懷尊

重」、「平等對待」、「表現期待」之得分皆高於「共享決定」；「關懷尊

重」、「平等對待」得分都高於「表現期待」；「關懷尊重」得分也高於

「平等對待」。

（二）臺北市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表現屬「中高程度」，其中表現最者為「增

進有效溝通」，最低者則是「營造學習環境」

臺北市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表現屬「中高程度」，各向度得分「增

進有效溝通」，最低者則是「營造學習環境」；此外，「增進有效溝通」

分別高於「掌握教學目標」、「活用教學策略」、「營造學習環境」、「善

用評量回饋」。

（三）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間具中度正相關

整體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間具有顯著

中度正相關存在，即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表現愈高，則夥伴教師

教學效能之表現也愈高，反之亦然。此外，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

之「共享決定」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相對較低。

（四）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之假設模式在整體模式檢定、測量模式檢定及結構模式檢

定皆具有理想程度的適配度，並驗證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的四個

層面為：「共享決定」、「平等對待」、「關懷尊重」、「表現期望」；夥伴

教師教學效能的五個層面是：「掌握教學目標」、「活用教學策略」、「增

進有效溝通」、「營造學習環境」、「善用評量回饋」。本研究的結構模式

亦顯示：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向

影響效果。

二、建議

（一）賡續推動教學輔導制度，提高整體教師素質

本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是有

正向影響效果，而且，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間也具中度正

向關，顯示教學輔導教制度的推展確實對夥伴教師專業素質是有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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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臺北市教育局理應加強推動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尤為甚者，亦可結合全市重要教育政策要求學校務必辦理

此制度，以提高臺北市各校教師素質，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二）展現共享決定行為，強化同儕領導作為

本研究發現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之同儕式領導的「共享決定」得

分最低，此外，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雖是有

正向影響的，但「共享決定」之標準化系數也是相對較低的。因此，

本研究建議，教學輔導教師於進行夥伴教師輔導之際，不管是輔導計

畫之擬定，或是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等活動之實施，皆應邀請夥伴

教師參與，多傾聽與接納夥伴教師的不同意見，共同決定教學輔導相

關活動之內容，藉以強化教學輔導之同儕領導作為。

（三）營造優質學習情境，落實教師有效教學

本研究發現臺北市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營造優質學習情境」得

分最低，不過，「營造優質學習情境」卻也是組成夥伴教師教學效能

的重要因素，其標準化參數高達成八成八且也達顯著差異。因此，本

研究建議，夥伴教師於經營與領導班級之際，除應建立班級規範，引

導學生有序且良好之行為外，也應將教室布置成有利學習的環境，更

重要的是，亦應多加關注班級師生良性互動氛圍之建立，以利教學之

遂行，並進而落實夥伴教師之有效教學。

（四）持續展現關懷尊重，建構良善輔導氛圍

本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之「關懷尊重」得分最高，

此外，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亦具有正向影響

效果，其中，又以「關懷尊重」之標準化系數是相對較高的。因此，

本研究建議，未來學校應鼓勵教學輔導教師持續運用關懷尊重作為，

積極展現對夥伴教師的真誠關懷、關心需求提供協助、設身處地為他

著想、並尊重夥伴教師的教學專業與想法，藉以建構良善的輔導氛圍。

（五）維續良善師生溝通，強化教師教學效能

本研究發現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增進有效溝通」得分最高，此

外，「掌握教學目標」、「活用教學策略」、「增進有效溝通」、「營造學

習環境」、「善用評量回饋」五個層面組成了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的要

素，其中，又以「增進有效溝通」之標準化系數是相對較高的。因此，

本研究建議，未來學校應鼓勵夥伴教師持續於教學過程中展現有效溝

通，諸如，運用良好語文表達、展現生動肢體語言、用心注意學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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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臺北市教育局理應加強推動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尤為甚者，亦可結合全市重要教育政策要求學校務必辦理

此制度，以提高臺北市各校教師素質，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二）展現共享決定行為，強化同儕領導作為

本研究發現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之同儕式領導的「共享決定」得

分最低，此外，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雖是有

正向影響的，但「共享決定」之標準化系數也是相對較低的。因此，

本研究建議，教學輔導教師於進行夥伴教師輔導之際，不管是輔導計

畫之擬定，或是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等活動之實施，皆應邀請夥伴

教師參與，多傾聽與接納夥伴教師的不同意見，共同決定教學輔導相

關活動之內容，藉以強化教學輔導之同儕領導作為。

（三）營造優質學習情境，落實教師有效教學

本研究發現臺北市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營造優質學習情境」得

分最低，不過，「營造優質學習情境」卻也是組成夥伴教師教學效能

的重要因素，其標準化參數高達成八成八且也達顯著差異。因此，本

研究建議，夥伴教師於經營與領導班級之際，除應建立班級規範，引

導學生有序且良好之行為外，也應將教室布置成有利學習的環境，更

重要的是，亦應多加關注班級師生良性互動氛圍之建立，以利教學之

遂行，並進而落實夥伴教師之有效教學。

（四）持續展現關懷尊重，建構良善輔導氛圍

本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之「關懷尊重」得分最高，

此外，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亦具有正向影響

效果，其中，又以「關懷尊重」之標準化系數是相對較高的。因此，

本研究建議，未來學校應鼓勵教學輔導教師持續運用關懷尊重作為，

積極展現對夥伴教師的真誠關懷、關心需求提供協助、設身處地為他

著想、並尊重夥伴教師的教學專業與想法，藉以建構良善的輔導氛圍。

（五）維續良善師生溝通，強化教師教學效能

本研究發現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之「增進有效溝通」得分最高，此

外，「掌握教學目標」、「活用教學策略」、「增進有效溝通」、「營造學

習環境」、「善用評量回饋」五個層面組成了夥伴教師教學效能的要

素，其中，又以「增進有效溝通」之標準化系數是相對較高的。因此，

本研究建議，未來學校應鼓勵夥伴教師持續於教學過程中展現有效溝

通，諸如，運用良好語文表達、展現生動肢體語言、用心注意學生發

表等，藉以持續強化夥伴教師教學效能。

（六）涵養同儕式領導作為，提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

本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是有

正向影響效果，且同儕式領導與夥伴教師教學效能也具中度正向關，

顯示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作為的展現，有益於夥伴教師教學效能

之提升。準此，本研究建議，未來應於教學輔導教師職前培訓與在職

成長歷程中，應涵養與強化教學輔導教師同儕領導的知能與作為，並

鼓勵教學輔導教師於平時對夥伴教師輔導之際，多加展現「共享決

定」、「平等對待」、「關懷尊重」、「表現期望」等同儕式領導作為，以

有效支持、協助及輔導夥伴教師，並進而提升夥伴教師之整體教學效

能。

（七）瞭解中介影響因素，探究整體因果關係

本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師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是有

正向影響效果。然此研究之發現實為國內於教學輔導教師之同儕式領

導議題上之初步研究結果，另本研究也發現，此因果模式的因果係數

雖已達大效果程度之影響，但由數據窺知，其間的關係似乎仍存有所

謂的中介變項，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探究教學輔導教師

同儕式領導對夥伴教師教學效能影響之相關文獻，瞭解其間可能之中

介影響因素，並深入研究各種可能中介影響因素之效果，藉以建構完

整因果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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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啟動「教」「學」動力火車頭 
 

紀燦毅／臺北市立福德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陳孟莉／臺北市立福德國民小學教學組長 

 

摘 要 

 

在福德國小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已經蔚成傳統，本校於 94-96 學年度申

請試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學輔導教師專案，並於 95-100 學年度實施，在教

學輔導教師莊惠秀老師、石玫芳老師的帶領下，績效卓著。101 學年度雖無

教育局正式實施教學導師制度的經費支源，仍持續推動本項工作，以延續教

學輔導的精髓。103、104 學年度透過教師自動自發的參與下申辦教學輔導教

師計畫，105 學年度繼續申辦，目前共計 21 人參與本計畫，今年度擔任輔導

教師 8 人、輔導實習教師 1 人、夥伴教師 12 人。 

本校申辦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旨在協助初任教師及自願成長教師適應新的

教學工作與學校環境，提供諮詢與友伴支持，使其在最短的時間勝任其職務。

在同儕互動中給予資深績優教師肯定，提供專業成長機會，並傳承專業的教

學經驗。藉由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互動，營造溫馨校園，提升教學品

質並增進教師自我成長及行動研究的能力。本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運作，

除了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之間的協助輔導，更結合社群的運作方式，協

助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定期安排校內教師觀課走察、互相觀課、教學分享及

教學觀摩活動，成立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建立了教師間緊密的互信關係。 

    在『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發展模式下，增進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間的溫

馨交流，並分享和傳承教學知能與經驗。期透過一次次的正式與非正式活動，

讓所有夥伴的情感與信任感逐漸加溫、透過彼此的信任讓所有夥伴能夠敞開

心胸對話、透過彼此的對話讓所有夥伴的能夠在教學上相互分享經驗，加入

教學輔導家族我們感覺不孤單。 

 

 

 

關鍵字：教學輔導教師、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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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及社群的具體作為 

一、辦理緣起 

    本校於 105 學年度申辦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主要緣由是校內教師年

齡分布呈兩極化，教學年資深淺各半，適合透過同儕教練以專業經驗分享的

方式，共同提升教學效能；希望藉由方案結合校內志同道合的教師，經教學

輔導教師的帶領進行相互觀課紀錄、會談、自我檢核與成長、參與研習、、、

等，以改進教學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學生學習成長。 

二、實施目的 

(一) 提升初任教師的專業表現。 

(二) 協助新進教師適應學校文化。 

(三) 協助教學有困難的教師改進教學。 

(四) 提供有意願的教師精進教學效能。 

(五) 肯定資深優良教師的貢獻並提供展現專業的機會。 

三、實施過程 

(一) 教學輔導教師配對 

1.配對方式 

(1)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老師以任教同一學年或同一領域為配對原則。 

(2)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老師除一對一或或一對二輔導外，依其任教年級

或領域。 

(3) 組成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凝聚「由下而上」的專業成長動力，

讓教師自己從「心」改變，進而獲得永續的成長動能。 

2.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組。 

105 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組 

組別 輔導教師 
實習輔導

教師 
夥伴教師 

第一組 
美 美 

 
設備組長 訓育組長 體育組長 

陳彥智 林孟鋒 
 

賴姵君 王騰鋒 廖文鈺 

第二組 
204 205 

 
104 203 體 

陳秀雯 林育存 
 

黃麗靜 潘宛妍 易少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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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組 

組別 輔導教師 
實習輔導

教師 
夥伴教師 

第一組 
美 美 

 
設備組長 訓育組長 體育組長 

陳彥智 林孟鋒 
 

賴姵君 王騰鋒 廖文鈺 

第二組 
204 205 

 
104 203 體 

陳秀雯 林育存 
 

黃麗靜 潘宛妍 易少臻 

第三組 
201 505 

 
生教組長 衛生組長 604 

王惠卿 洪瑛璘 
 

鄭貴玲 王永芳 陳小莉 

第四組 
輔導主任 英 音 特教組長 專輔老師 402 

莊惠秀 蔡文卿 張筱君 林欣政 邱琪鈞 粘宜蓁 

(二) 活動期程表     

次數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地點 

1.  8/31 

1.相見歡(配對分組) 

2.本學期教學輔導教師分工和

本學期活動主題討論 

紀燦毅主任 會議室 

2.  8/31~9/28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3.  8/31~9/28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4.  9/28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5.  9/28~10/26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特教知能研習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6.  9/28~10/26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7.  10/26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8.  10/26~11/30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輔導知能研習 

藥物濫用防治研習 

防護團研習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9.  10/26~11/30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10.  11/30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11.  11/30~12/28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教師環境教育研習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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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地點 

閱讀知能研習 

教師創意教學分享 

12.  11/30~12/28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13.  01/04 
校內工作檢討會暨 

輔導教授訪視輔導 

紀燦毅主任 

訪視教授 
會議室 

14.  2/15~3/31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會議 

環境教育研習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15.  2/15~3/31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16.  3/31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17.  4/1~4/30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CPR、AED 使用訓練、防護團

訓練 

輔導知能研習-教師舒壓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18.  4/1~4/30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19.  4/30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20.  5/1~5/31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會議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21.  5/1~5/31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22.  5/31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23.  6/1~6/30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教師創意教學分享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24.  6/1~6/30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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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地點 

閱讀知能研習 

教師創意教學分享 

12.  11/30~12/28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13.  01/04 
校內工作檢討會暨 

輔導教授訪視輔導 

紀燦毅主任 

訪視教授 
會議室 

14.  2/15~3/31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會議 

環境教育研習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15.  2/15~3/31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16.  3/31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17.  4/1~4/30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CPR、AED 使用訓練、防護團

訓練 

輔導知能研習-教師舒壓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18.  4/1~4/30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19.  4/30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20.  5/1~5/31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會議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21.  5/1~5/31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22.  5/31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23.  6/1~6/30 
教學觀課會前研討 

教師創意教學分享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各組 

訂定 

24.  6/1~6/30 教學觀課 
輔導老師 

夥伴教師 

各組 

訂定 

次數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地點 

25.  6/30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分組討論 

紀燦毅主任 

輔導老師召集 
會議室 

(三) 活動情形 

  
圖 1.教學輔導教師相見歡 圖 2.教學輔導教師相見歡 

  

圖 3.校內工作檢討會暨輔導教授訪視輔

導。 

圖 4.教學輔導教師教學觀課活動，孟莉

老師進行國語領域公開觀課 

  

圖 5.教學輔導教師教學觀課活動，校長

及校內老師踴躍參與教輔公開課 

圖 6.教學輔導教師教學觀課活動，夥伴

教師進行觀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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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特教知能研習勇敢做夢吧~昆蟲老

師的過動人生－吳沁婕老師 

圖 8.閱讀指導研習-班級閱讀的經營－

蔡玲校長 

  

圖 9.輔導知能研習-心理師的眼睛－柯

書林心理師 

圖 10.輔導知能研習-藥物濫用防治研習

－吉靜如調查官 

貮、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說明 

一、運作策略 

    本校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策略採自主運作方式進行，由資深

教學輔導教師擔任召集人自發成立社群，鼓勵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參與

教師專業成長，規劃自主成長課程。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以「課

程設計與教學」向度為主，「研究發展與進修」為輔，貼近教學現場以提升學

生學習為目標，擬定專業成長計畫，依共同成長需求，組成敎師教學輔導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自主規劃相關成長活動。並以提昇教學專業、精進教學品

質為前提，以關注學生學習為規劃目標。 

二、運作規劃 

(一) 規劃期: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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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特教知能研習勇敢做夢吧~昆蟲老

師的過動人生－吳沁婕老師 

圖 8.閱讀指導研習-班級閱讀的經營－

蔡玲校長 

  

圖 9.輔導知能研習-心理師的眼睛－柯

書林心理師 

圖 10.輔導知能研習-藥物濫用防治研習

－吉靜如調查官 

貮、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說明 

一、運作策略 

    本校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策略採自主運作方式進行，由資深

教學輔導教師擔任召集人自發成立社群，鼓勵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參與

教師專業成長，規劃自主成長課程。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以「課

程設計與教學」向度為主，「研究發展與進修」為輔，貼近教學現場以提升學

生學習為目標，擬定專業成長計畫，依共同成長需求，組成敎師教學輔導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自主規劃相關成長活動。並以提昇教學專業、精進教學品

質為前提，以關注學生學習為規劃目標。 

二、運作規劃 

(一) 規劃期: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分組。 

(二) 運作期:社群依規劃內容實施，建置相關資料，提供經驗與資源分享。校

長和教務主任利用時間不定時參與活動或訪談，協助社群的運作與發展。 

(三) 檢核期：辦理全校性社群成果發表會，歡迎全校教師共同分享教師自主

學習成果。並完成成果報告書，進行社群成效的評量，以作為下一年度

學期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的修正依據。 

三、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預期目標 

(一) 結合過往經驗，深化社群運作內涵 

    本校多年來，透過各個方案促進專業成長，目的在了解學生的學習

情形，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老師們

用心研討擷取專家學者智慧與經驗，共同設計教學活動，透過觀課討

論，關注學生的學習情形，最後再於期末周三下午辦理校內創新教學分

享。今年藉由過去成功的模式，持續深化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組織，更

吸引有志一同的老師共同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關注學生

學習與提升老師教學的教學專業為學群目標。 

(二) 透過實際社群運作，建構學校運作模式 

    每個學校的文化不一，型塑出來的模式也不一樣，本校多年來持續

申辦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辦理教學觀摩會及召開領域會議等，因此在形

成教師社群模式的過程中，不致造成過大衝擊，在儘量減少老師負擔前

提下，向外聘請有經驗的老師加以提點，老師們共同設計教學、試教、

討論學生學習結果再進行改善，協助老師更加了解課程規劃與學生學習

端的連結。 

(三) 藉由教師社群活動，探究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學校關注”教與學”的

氛圍 

    除了社群的運作外，學校 104 學年度辦理了多場觀課與教學觀摩、

教學經驗分享及教學討論，全校瀰漫在關注”教與學”的氛圍中；由於

在這樣氛圍的感染下，自願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團體的人數也逐年增加，

共同成立之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也更加蓬勃發展。 

四、教師領域或學年備課回饋扣緊學生學習內容、表現與評量說明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效能一直是本校關注的教育重點，學校多年來參加

的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定期安排校內教師觀課走察、

互相觀課、教學分享及教學觀摩活動，成立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建立了教師

間緊密的互信關係。茲將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領域專業成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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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關連性說明如下： 

(一) 藉由教師共同備課，聚焦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普遍認同系統化的主題探究，教學情境的實際操作，同儕合作

的經驗成長，是提升教學知能與效能的有效途徑，而「教學輔導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模式，即針對教學主題進行長期研討，提供教師合

作與分享的時間與空間，冀望能產出落實於教學情境的方案與策略。 

(二) 藉由社群運作，凝聚教師專業成長動能：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具有共同的目標與語言，容易凝聚「由

下而上」的專業成長動力，這種高度成長的動機和意願，是教師自己從

「心」改變，才有永續的成長動能。而教師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彼此分享價值與經驗，擁有互信互賴的基礎，易於敞開胸懷觀摩彼此的

教學，分享教學技巧的適宜性，適宜作為學校推動專業發展評鑑的基礎。 

(三) 藉由領域教學主題探索，促進敎師專業發展： 

    教師組成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共同要成長的活動和主

題，以同儕回饋的方式落實成長活動。在分享觀察的過程中，敎師優質

的教學表現必能呈現，敎師專業形象必能展現，敎師可以經營自我的生

涯發展，完成自我實現。而「教師自我導向學習」不但自身受益，更能

因應更多的挑戰與差異，還能內化為態度，促進學生更為優質的與自主

性的學習。 

    期望透過教師們的參與，凝聚對本校課程設計教學與學生學習結合

的共識，相信對教師教學的提昇會有想不到的美好成果！ 

 

參、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與社群之成效 

  專業發展是動態的連續歷程，是教師專業與學校革新的核心工作；本校

參與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參與教師有以下共識： 

一、教師需要專業認同與成長 

(一) 透過方案實施，讓教師彼此分享班級經營結果，促進老師對班級經營的

信心及觀念，改進老師班級經營的盲點，提升新進教師班級經營的成效。 

(二) 邀請各領域專長教師進行專業增能研習，研習內容如：校本課程-立體昆

蟲美勞展、數學科輔導團公開授課、學思達觀念介紹以及教師創新教學

心得分享等，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二、教師需感受尊重及尊榮感 

(一) 辦理計畫過程中，給予教師適度的彈性與尊重，讓教師願意參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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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關連性說明如下： 

(一) 藉由教師共同備課，聚焦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普遍認同系統化的主題探究，教學情境的實際操作，同儕合作

的經驗成長，是提升教學知能與效能的有效途徑，而「教學輔導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模式，即針對教學主題進行長期研討，提供教師合

作與分享的時間與空間，冀望能產出落實於教學情境的方案與策略。 

(二) 藉由社群運作，凝聚教師專業成長動能： 

    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具有共同的目標與語言，容易凝聚「由

下而上」的專業成長動力，這種高度成長的動機和意願，是教師自己從

「心」改變，才有永續的成長動能。而教師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彼此分享價值與經驗，擁有互信互賴的基礎，易於敞開胸懷觀摩彼此的

教學，分享教學技巧的適宜性，適宜作為學校推動專業發展評鑑的基礎。 

(三) 藉由領域教學主題探索，促進敎師專業發展： 

    教師組成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規劃共同要成長的活動和主

題，以同儕回饋的方式落實成長活動。在分享觀察的過程中，敎師優質

的教學表現必能呈現，敎師專業形象必能展現，敎師可以經營自我的生

涯發展，完成自我實現。而「教師自我導向學習」不但自身受益，更能

因應更多的挑戰與差異，還能內化為態度，促進學生更為優質的與自主

性的學習。 

    期望透過教師們的參與，凝聚對本校課程設計教學與學生學習結合

的共識，相信對教師教學的提昇會有想不到的美好成果！ 

 

參、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與社群之成效 

  專業發展是動態的連續歷程，是教師專業與學校革新的核心工作；本校

參與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參與教師有以下共識： 

一、教師需要專業認同與成長 

(一) 透過方案實施，讓教師彼此分享班級經營結果，促進老師對班級經營的

信心及觀念，改進老師班級經營的盲點，提升新進教師班級經營的成效。 

(二) 邀請各領域專長教師進行專業增能研習，研習內容如：校本課程-立體昆

蟲美勞展、數學科輔導團公開授課、學思達觀念介紹以及教師創新教學

心得分享等，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二、教師需感受尊重及尊榮感 

(一) 辦理計畫過程中，給予教師適度的彈性與尊重，讓教師願意參與方案，

獲得同仁溫馨的肯定與鼓勵，並對學校的產生向心力及認同感。   

(二) 透過教室觀察與教學檔案評鑑過程，讓教師自我省思，並提供教師適當

的回饋，改善教學的成效，並對教學的產生信心與責任感。 

三、專業發展從教師教學自主開始 

教師有高度的專業自主權，相對的，教師於專業上的充實精進，切實運

用於教學與學生學習面向，不但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效益讓學生真正獲益

外，也能獲得專業地位的尊重與家長的認同。 

四、專業發展首重學生學習的關注 

在追求專業發展的歷程中不僅教的教學能力獲得提升，學生的學習更是

我們關注且重視的焦點；教師從追求專業的歷程，體會到實踐教學時 「力有

未逮」的部分，藉由必要的研習進修讓教師教學更專業，也更有效能，除了

成就自己，更多是受益於學生。 

五、專業發展需透過自我的省思回饋 

專業發展過程中透過教師自發性的教學省思，提供教學改進的檢討回

饋，包括：教學流暢度、教學目標的達成度、班級經營過程的公平合理性…

等；要言之，教師一旦有主動改變的願意，有省思就有教學心得，有心得一

切就變得值得，教師會更願意投入與嘗試。 

六、專業發展是持續不斷的歷程 

專業發展可視為教學實務經驗持續不斷且累積的歷程，若能有同仁互相

支持與協助，適時地聯結教育理論有助於充實專業內涵；換言之，教師在教

學生活中須不斷與所處的教育情境互動、調適，隨時間增加和經驗累積而提

升教學專業知能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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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辦理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營造教

師溫馨成長環境 

圖 12.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提

升教師專業發展 

   

圖 13.小小農夫樂無窮，鼓勵學生從做

中學播種、灌溉、觀察、收成 

圖 14.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多元學習

方式鼓勵學生愛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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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辦理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營造教

師溫馨成長環境 

圖 12.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提

升教師專業發展 

   

圖 13.小小農夫樂無窮，鼓勵學生從做

中學播種、灌溉、觀察、收成 

圖 14.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多元學習

方式鼓勵學生愛上閱讀 

  

 

 

 

 

 

 

 

圖 15.數學科輔導團到校輔導，石玫芳

老師公開授課 

圖 16.成立領域社群共同備課，進行專

業交流 

  

圖 17.辦理「聖誕快樂-讀報一起來！」

活動，鼓勵學生養成讀報好習慣 

圖 18.讀報教育抽獎活動，學生快樂讀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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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辦理資訊融入教學精進方案，學

生快樂學習，成果佳 

圖 20.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虎山心福德

情 

 

肆、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與社群特色的省思與建議 

對於參與本實驗計畫的相關人員，大多對本計畫給予肯定支持，所得到

的良好經驗有：提供對話機制、提早適應環境、促進專業合作、提供教學策

略與凝聚教學共識。下列以本校實施的經驗，提出幾點問題與改進建議：  

一、行政單位方面 

(一) 配對分組：教學輔導教師具備專長領域與任教年段的分佈不普遍，以致

在配對時未能符合夥伴教師的實際需要。可依照行政、同年段級任、科

任安排分組，或是以教師的專長來分組，解此讓志同道合的教師小組發

揮互相幫忙的功能。 

(二) 課務安排：教務處排課限制多，針對參與教師課務分配無法事先安排，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要有對話的時間與空間並不容易。建議訂定共

同時間或是採小組聚會模式，讓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能有效落實輔導功

能。 

(三) 學校推動重大教育政策：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及社群運作，學校將目

前重大教育政策納入其運作的內涵。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都是校內

有熱忱，對教育專業能迅速接收與運用，舉凡教師專業與學生學習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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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辦理資訊融入教學精進方案，學

生快樂學習，成果佳 

圖 20.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虎山心福德

情 

 

肆、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與社群特色的省思與建議 

對於參與本實驗計畫的相關人員，大多對本計畫給予肯定支持，所得到

的良好經驗有：提供對話機制、提早適應環境、促進專業合作、提供教學策

略與凝聚教學共識。下列以本校實施的經驗，提出幾點問題與改進建議：  

一、行政單位方面 

(一) 配對分組：教學輔導教師具備專長領域與任教年段的分佈不普遍，以致

在配對時未能符合夥伴教師的實際需要。可依照行政、同年段級任、科

任安排分組，或是以教師的專長來分組，解此讓志同道合的教師小組發

揮互相幫忙的功能。 

(二) 課務安排：教務處排課限制多，針對參與教師課務分配無法事先安排，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要有對話的時間與空間並不容易。建議訂定共

同時間或是採小組聚會模式，讓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能有效落實輔導功

能。 

(三) 學校推動重大教育政策：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及社群運作，學校將目

前重大教育政策納入其運作的內涵。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都是校內

有熱忱，對教育專業能迅速接收與運用，舉凡教師專業與學生學習相關

都能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及社群來發展。 

(1) 辦理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營造教師溫馨成長環境。 

(2)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3) 小小農夫樂無窮，鼓勵學生從做中學播種、灌溉、觀察、收成。 

(4) 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多元學習方式鼓勵學生愛上閱讀。 

(5) 數學科輔導團到校輔導，石玫芳老師公開授課。 

(6) 成立領域社群共同備課，進行專業交流。 

(7) 辦理「聖誕快樂-讀報一起來！」活動，鼓勵學生養成讀報好習慣。 

(8) 讀報教育抽獎活動，學生快樂讀報。 

(9) 辦理資訊融入教學精進方案，學生快樂學習，成果佳。 

(10) 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虎山心福德情。 

二、教學輔導教師方面 

(一) 工作負擔重：舉凡建立夥伴關係、觀察前會談、入班觀察、進行教學省

思、協助建立教學檔案、參與相關會議與進修成長研習等，讓教學輔導

教師有壓力。未來也會以輕鬆與溫馨的氣氛讓參與的老師更能放開心胸

來專業成長，也盡量減少行政作業與文件，讓老師們回歸教學與輔導現

場，期讓老師們把時間與精力放在教與學。 

(二) 觀察時間不足：教學輔導教師兼行政工作且空堂時間與夥伴教師的教學

時間不相符，或因原班校外教學、競賽活動等臨時狀況影響入班觀察時

間。但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模式，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

能找出時間來進行觀察前會談、入班觀察、教學省思等活動。 

(三) 教學輔導教師發展專業知能：教學輔導教師是學校吸收與執行教育新政

策的第一線，在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持續不斷的接受新知，一

方面強化老師的專業知能，也提高老師的責任感與榮譽心，藉此改善校

內氛圍，帶動整體的成長動力。 

三、夥伴教師方面 

(一) 挪不出時間會談：花心思在備課與教學，空餘時間有限。透過教學輔導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小組模式，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能找出時間來進

行觀察前會談、入班觀察、教學省思等活動。 

(二) 需求不被滿足：搭配的教學輔導教師領域專長與個人需求不符，可以向

其 學習一般教學原則、班級經營技巧、親師溝通事項，較深入的課程

內容則受限。在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小組內則可透過多方的學習

與觀摩幫助自我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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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夥伴教師是校內的新血，在熱情與溫馨的環境下能激勵起老師不斷學習

的成長歷程，不僅是學校發展的一股清新活力，對於老師而言也是個人

生涯發展成功的第一步。 

 

伍、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方案及社群之心得與建議 

一、參與心得 

(一) 輔導老師 

1.其實我們對彼此的協助，大多是生活關懷，不一定同組，反而是另一

種力量的來源！ 

2.我對新進老師的協助大多在支援美術專業上的行政工作，透過帶入實

際經驗，行政對美勞教學的協助才'能更到位，不過老師真的挫折忍受

力和執行力真的都很強！ 

3.我們這組組員會一起共同備課，一起參加週五下午的研習，擁有一同

精進的革命情感；麗靜老師很客氣，像我第一次帶低年級，她提供我

們許多綜合、語文課程設計上的點子！ 

4.其實同一組的組員在一起討論就是一種互相學習，豐富彼此的教學內

容。 

5.我們這一組在一開始就約定，彼此觀課，只給讚美！看老師教學上的

優點，提供老師溫暖的支持力量！ 

6.在課程教學上，真的沒給組員太大的幫助，但是對班級經營和應對家

長上的經驗交流分享，卻有很多的收穫！ 

7.惠卿師跟我當時都是社會科任，在我教學生涯遇上低潮時，讓我發現

不同的教學風格，提供我不同的學習點，反思自己的教學新方向！是

一起相互成長的好夥伴！ 

8.這次我身為儲訓教學輔導教師的一員，莊主任其實給予我很大的信

心，我也要謝謝我的師傅文卿老師的幫助，在我無法決定要進行語文

或數學課程的觀課時，點醒我，讓我更有脈絡、更能幫助授課教師；

另外，也謝謝願意讓我觀課的老師，讓我看這麼多節課。 

9.其實過去受過許多老師的協助，像育存老師在我接受儲訓時，無私地

將她的檔案資料分享給我，讓我受益良多。 

10.這學期我覺得自己可以進行為期一週的校內公開課，都是因為福德國

小提供了我一個溫暖的氛圍，讓我願意朝向開放教室的路邁進，也期

許校內老師能夠一起進行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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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夥伴教師是校內的新血，在熱情與溫馨的環境下能激勵起老師不斷學習

的成長歷程，不僅是學校發展的一股清新活力，對於老師而言也是個人

生涯發展成功的第一步。 

 

伍、學校推動與經營教學輔導教師方案及社群之心得與建議 

一、參與心得 

(一) 輔導老師 

1.其實我們對彼此的協助，大多是生活關懷，不一定同組，反而是另一

種力量的來源！ 

2.我對新進老師的協助大多在支援美術專業上的行政工作，透過帶入實

際經驗，行政對美勞教學的協助才'能更到位，不過老師真的挫折忍受

力和執行力真的都很強！ 

3.我們這組組員會一起共同備課，一起參加週五下午的研習，擁有一同

精進的革命情感；麗靜老師很客氣，像我第一次帶低年級，她提供我

們許多綜合、語文課程設計上的點子！ 

4.其實同一組的組員在一起討論就是一種互相學習，豐富彼此的教學內

容。 

5.我們這一組在一開始就約定，彼此觀課，只給讚美！看老師教學上的

優點，提供老師溫暖的支持力量！ 

6.在課程教學上，真的沒給組員太大的幫助，但是對班級經營和應對家

長上的經驗交流分享，卻有很多的收穫！ 

7.惠卿師跟我當時都是社會科任，在我教學生涯遇上低潮時，讓我發現

不同的教學風格，提供我不同的學習點，反思自己的教學新方向！是

一起相互成長的好夥伴！ 

8.這次我身為儲訓教學輔導教師的一員，莊主任其實給予我很大的信

心，我也要謝謝我的師傅文卿老師的幫助，在我無法決定要進行語文

或數學課程的觀課時，點醒我，讓我更有脈絡、更能幫助授課教師；

另外，也謝謝願意讓我觀課的老師，讓我看這麼多節課。 

9.其實過去受過許多老師的協助，像育存老師在我接受儲訓時，無私地

將她的檔案資料分享給我，讓我受益良多。 

10.這學期我覺得自己可以進行為期一週的校內公開課，都是因為福德國

小提供了我一個溫暖的氛圍，讓我願意朝向開放教室的路邁進，也期

許校內老師能夠一起進行公開課。 

(二) 夥伴老師 

1.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可以得到的協助有二，一是透過經驗交流瞭解學校文

化及學生特性，二是清楚學校軟硬體設備，可以更快進入工作狀況。 

2.由於第一年擔任行政工作，老師們三不五時經過學務處的時候都會關心

的問我「還習慣嗎？」，參加教學輔導教師讓我獲得很大的心理支持。 

3.參加教學輔導教師讓我明白資源在哪裡？不懂的事情可以問誰？東西

放哪裡？都能讓我的業務工作進行得更順利；此外，老師們都會關心的

問我：「還習不習慣？」讓我獲得很大的心理支持。 

4.我參加的這組大多都是二年級的老師，老師們邀請我進行每週一次的共

同備課，除了給我很多安全外，也給予我精進教學專業的機會。 

5.其實平常大家都很忙，教學的教學、改作業的改作業，現在有 s 槽這樣

的平台可以讓大家分享教學資源，真的很好！過去在國語月考考卷出題

時，孟莉老師蒐集了許多各校的考題，讓我反思自己的教學。 

6.我認為參加教學輔導教師，主要是能夠獲得學習的機會，找到一個名目

可以進行觀課，讓我得到許多收穫，對自己的教學很有幫助。 

7.這是我在福德的第 2 年，之前在成德代課，都只認識隔壁班老師，但是

透過輔導教師不僅讓我獲得設備組工作經驗上的傳承，也對我在美勞教

學的專業上有所精進。 

8.我很喜歡參加教學輔導教師這個制度，像我和欣政老師共用社會教室，

有機會可以觀摩到他上課，收穫很多！身為社會課資深教師的他，也給

我許多課程教學上的建議，提供我精進教學的機會。 

9.其實教學輔導教師是一個可以提供反思、喘息和療癒的團體，也讓老師

在適應不同環境時，仍然可以呈現真實活潑的一面，真的很不錯！ 

10.這是我到福德教書的第 2 年，我和組員一起共同備課、互相觀課，讓

我獲得許多！ 

二、檢討與建議策略 

(一) 加強宣導說明，開學初舉辦正式說明會，使教學導師與夥伴教師皆能清

楚地了解彼此的角色與互動的目的，使彼此間建立信任的合作關係。明

確界定參與者的任務、目標及角色，包括對教學輔導教師擔負的職責與

權利，對新進初任教師或夥伴教師其參與本校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

義務與助益。 

(二) 儲備多元的教學輔導教師，鼓勵有資格教師參加培訓，增加培訓各領域、

各年段與兼任行政人員之教學輔導教師，以符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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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行配對分組前，提供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交流對話與自由選擇機

會，以容易建立夥伴關係，並凝聚同儕互助模式與共識，減低教師文化

對教學導師制度的排斥。 

(四) 提早確立夥伴教師與教學輔導教師分組名單，以便課務安排時，儘可能

將空堂時間相對應。 

(五) 鼓勵跨組輔導機制，教學輔導教師可以視夥伴教師需求，以學期為單位

變換，亦或教學導師之間組成團隊，教學導師與夥伴教師跨團體的方式

進行，以增加意見交流機會，相互支援，滿足實務需求。精緻進修成長

研習課程，兼顧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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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行配對分組前，提供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交流對話與自由選擇機

會，以容易建立夥伴關係，並凝聚同儕互助模式與共識，減低教師文化

對教學導師制度的排斥。 

(四) 提早確立夥伴教師與教學輔導教師分組名單，以便課務安排時，儘可能

將空堂時間相對應。 

(五) 鼓勵跨組輔導機制，教學輔導教師可以視夥伴教師需求，以學期為單位

變換，亦或教學導師之間組成團隊，教學導師與夥伴教師跨團體的方式

進行，以增加意見交流機會，相互支援，滿足實務需求。精緻進修成長

研習課程，兼顧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之需要。 

西松教學BEST-能知能行能分享 

羅文琪／臺北市立西松國民小學教務主任 

羅宇玲／臺北市立西松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張硯棻／臺北市立西松國民小學教師 

 

摘 要 

 

教學輔導教師的目的在激發老師向上向善的心力，藉由提升教師專業教

學活動，展現學生學習素養的表現。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是基於互信尊重，以

團體和諧為出發點，營造信任與安全的氛圍，深入探討教學專業的議題，透

由同儕間備課、觀課及議課的方式，進行教學省思與改進。本校實施由教學

輔導教師與同教學領域老師組成社群，進行同儕輔導，形塑教師團隊之間的

合作學習以及共同專業成長，強調「省思對話」、「關注學習」、「實務分

享」、「協同合作」，不斷地進行反省對話，形成共享的價值與規範。除提

升教師教的能力之外，更關注的是學生的學習。 

藉由分享教學實務經驗，運用學年會議、領域會議、教師晨會的時間，

提供教師分享平台，將自己的寶貴經驗，破除教師間的穀倉效應，並以原住

民的豐年祭的概念，以無私的分享與利他的態度，將實施的過程與結果，提

供全校教師做為平日教學參考。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能提升教育的溫度，讓同

儕感受到教育的光和熱，傳遞教育的熱情與專業；在互相傳遞熱情與專業的

同時，學生的自主學習也正在發生，當教師「以身作則」同時，展現終身學

習的學習力；也會注重學生「自主學習」的學習素養，讓師、生感染家長、

社區，創造共學共好、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組織。 

 

 

 

關鍵詞：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同儕輔導、自主學習、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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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實施目的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提供新進教師、初任教師、代課教師及留職停薪復職

老師(簡稱夥伴教師)一個快速專業成長，順利融入學校情境的機會，也讓典

範教師、資深教師的教學經驗得以傳承，更讓夥伴教師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制

度，自我檢視與他人的觀察，增進自己的教學專業知能。 

本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結合領域學習社群的運作，強調由教學輔導教

師與同教學領域社群教師進行的同儕輔導，形塑教師團隊之間的合作學習以

及共同專業成長，強調「省思對話」、「關注學習」、「分享實務」、「協

同合作」及「共享價值」(Roberts & Pruitt, 2003/2006)，在學校裡的教學輔導教

師所帶領的教師團隊社群（如國語領域社群、英語領域社群、數學領域社群

及健康與體育領域社群），不斷地進行反省對話，形成共享的價值與規範，

且關注於學生的學習，藉由分享教學實務經驗來增進彼此成長，並運用協同

合作的方式來改進其教與學的品質。這是一場經驗與創新的融合，也是教學

專業與智慧的傳承，透過這樣的對話討論及經驗分享的模式，發現教師教學

的優勢與專業成長應努力實踐的方向。所以本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具體目

標如下: 

一、藉由同儕間的相互學習，達到提升教學效能的目標。 

二、藉由集體合作，改善教師專業孤立，達成凝聚共識的目的。 

三、藉由教學省思，進行教學改進，落實創新教學之特色。 

 

貳、 運作方式 

運用時間進行「建立關係」、「師徒對話」、「問題討論」與「回饋分

享」，並針對教師需求進行精進教學主題研習，並持續推廣「教學輔導教師

方案」，期待新學年度有更多老師願意加入。同時充分運用專案經費提供全

校教師進行專業進修研習，對教師有效教學提供實質助益。 

一、一對一的輔導方式 

本校每位夥伴教師皆配對一位輔導教師，協助了解與適應班級、學校、

社區及教職的環境；觀察夥伴教師的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與夥伴教師共

同反省教學，協助夥伴教師建立教學檔案；在其他教學性的事務上提供建議

與協助，例如分享教學資源與材料、協助設計課程、示範教學、協助改善班

級經營與親師溝通、協助進行學習評量等。其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之配對原

則、配對方式敘述如下： 

(一)配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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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實施目的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提供新進教師、初任教師、代課教師及留職停薪復職

老師(簡稱夥伴教師)一個快速專業成長，順利融入學校情境的機會，也讓典

範教師、資深教師的教學經驗得以傳承，更讓夥伴教師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制

度，自我檢視與他人的觀察，增進自己的教學專業知能。 

本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結合領域學習社群的運作，強調由教學輔導教

師與同教學領域社群教師進行的同儕輔導，形塑教師團隊之間的合作學習以

及共同專業成長，強調「省思對話」、「關注學習」、「分享實務」、「協

同合作」及「共享價值」(Roberts & Pruitt, 2003/2006)，在學校裡的教學輔導教

師所帶領的教師團隊社群（如國語領域社群、英語領域社群、數學領域社群

及健康與體育領域社群），不斷地進行反省對話，形成共享的價值與規範，

且關注於學生的學習，藉由分享教學實務經驗來增進彼此成長，並運用協同

合作的方式來改進其教與學的品質。這是一場經驗與創新的融合，也是教學

專業與智慧的傳承，透過這樣的對話討論及經驗分享的模式，發現教師教學

的優勢與專業成長應努力實踐的方向。所以本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具體目

標如下: 

一、藉由同儕間的相互學習，達到提升教學效能的目標。 

二、藉由集體合作，改善教師專業孤立，達成凝聚共識的目的。 

三、藉由教學省思，進行教學改進，落實創新教學之特色。 

 

貳、 運作方式 

運用時間進行「建立關係」、「師徒對話」、「問題討論」與「回饋分

享」，並針對教師需求進行精進教學主題研習，並持續推廣「教學輔導教師

方案」，期待新學年度有更多老師願意加入。同時充分運用專案經費提供全

校教師進行專業進修研習，對教師有效教學提供實質助益。 

一、一對一的輔導方式 

本校每位夥伴教師皆配對一位輔導教師，協助了解與適應班級、學校、

社區及教職的環境；觀察夥伴教師的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與夥伴教師共

同反省教學，協助夥伴教師建立教學檔案；在其他教學性的事務上提供建議

與協助，例如分享教學資源與材料、協助設計課程、示範教學、協助改善班

級經營與親師溝通、協助進行學習評量等。其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之配對原

則、配對方式敘述如下： 

(一)配對原則 

1.考量任教年級、任教科目及人格特質來配對。 

2.參考夥伴教師所缺乏專業類別，安排教學輔導教師。 

(二)配對方式 

1.以年級為考量內：依據夥伴教師的任教年級，選擇該年級裡符合資格的教

學輔導教師。 

2.以年段為考量：選擇夥伴教師的任教年段裡，符合資格的教學輔導教師。 

3.以任教科目為考量：依據夥伴教師的任教科目，來選擇任教科目相同的教

學輔導老師。 

二、社群同儕輔導運作方式 

教學輔導教師的另一種實施方式則是以同儕輔導的實施方式，結合領域

備課社群。根據張德銳教授(1998)的看法，「同儕輔導」是一種教師同儕工作

在一起，形成夥伴關係，透過共同閱讀與討論、示範教學，特別是有系統的

教學觀察與回饋等方式，來彼此學習新的學模式或者改進既有教學策略，進

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成教學目標的歷程。 

在同儕輔導的歷程中，許多教學輔導教師結合在同一教學領域的夥伴教

師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教師，共組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成長與學習，在本質上

業已發揮協助學校形塑專業學習社群的功能。 

三、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規畫 

在這個小團體中，重視每個參與的個體完全，以圓桌會議的精神進行互

動與交流，每個人都是主角。以相互尊重與相互扶持為主的小團體，彼此共

同討論，訂定團體成長的方向，也與學校既有的研習規畫結合，在忙碌的教

學現場中，找到成長的時間與空間，並且以社群專業成長、經驗分享與專業

對話為主軸，規畫一系列成長活動，105 學年度內容如下表：

表一：105 學年度領域備課社群期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形式 參與人員 

105.09.02 

相見歡暨工作會議 

1.相見歡 

2.確認本學期教學輔導工作計畫 

同儕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5.9.30 領域備課社群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5.10.21 

經驗分享與專業對話 

1.班級經營分享 

2.訂輔導策略 

一對一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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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形式 參與人員 

104.10.30 

經驗分享 

與專業對話 

教學觀察前會談 
一對一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5.11.25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討論教學觀察後學生反應及教學

處理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5.12.14 
輔導工作訪視會議 

(邀請林進山教授指導) 
訪視會議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6.02.24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規劃下學期社群運作時程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6.03.11 
經驗分享與專業對話 

班級經營分享 
一對一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6.04.7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彙整及分析社群成果行動研究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6.04.14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彙整及分析社群成果行動研究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6.05.11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彙整及分析社群成果行動研究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6.05.26 
經驗分享與專業對話 

輔導成果彙整 
一對一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6.06.24 期末輔導工作檢討會議 同儕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參、社群同儕輔導促進有效學習的實例分享

一、「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社群設置目標檢核達成 

（一）教師深入了解課程實驗，並能予以轉化，衍生科展題目： 

在 3 次的產出型工作坊中，透過帶領教師的引導，社群成員親自

操作實驗，教師們對力與運動中的「摩擦力」、「簡單機械」、「電與磁」

等單元，以及生活應用科學科中的「發酵作用」、「熱傳導」有更深入

的了解。同儕藉由專業對話，討論教學上的問題與學生常見的迷思概

念，並互相激盪思維，建置西松國小校內科展題庫 9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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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形式 參與人員 

104.10.30 

經驗分享 

與專業對話 

教學觀察前會談 
一對一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5.11.25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討論教學觀察後學生反應及教學

處理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5.12.14 
輔導工作訪視會議 

(邀請林進山教授指導) 
訪視會議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6.02.24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規劃下學期社群運作時程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6.03.11 
經驗分享與專業對話 

班級經營分享 
一對一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6.04.7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彙整及分析社群成果行動研究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6.04.14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彙整及分析社群成果行動研究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6.05.11 
領域備課社群 

主題：彙整及分析社群成果行動研究 
同儕輔導 社群教師 

106.05.26 
經驗分享與專業對話 

輔導成果彙整 
一對一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106.06.24 期末輔導工作檢討會議 同儕輔導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參、社群同儕輔導促進有效學習的實例分享

一、「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社群設置目標檢核達成 

（一）教師深入了解課程實驗，並能予以轉化，衍生科展題目： 

在 3 次的產出型工作坊中，透過帶領教師的引導，社群成員親自

操作實驗，教師們對力與運動中的「摩擦力」、「簡單機械」、「電與磁」

等單元，以及生活應用科學科中的「發酵作用」、「熱傳導」有更深入

的了解。同儕藉由專業對話，討論教學上的問題與學生常見的迷思概

念，並互相激盪思維，建置西松國小校內科展題庫 92 題。 

1. 提升教師指導科展的能力： 

自 103 學年度開始，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內的新進教師，積極參與領域運作系

列活動，閱讀研討「科展設計與實作」專

書，再加上邀請校內、外有指導科展經驗

教師的協助，對如何帶領學生進行科展探

究能迅速上手，得到具體的概念與系統化

的指導方式，也因此在臺北市第 48 屆科學展覽會中得到優等獎項。 

2. 培養學生樂於探究的動機，具備從教材尋找科展題目，從事科學研究

的能力。 

分析以往校內科展學生作品，通常有以下現象： 

（1）題目天馬行空，想像力豐富，難以用科學方式予以驗證。 

（2）無法配合本校現有的實驗設備與器材。 

103 及 104 年度在成員協同運作之下，產出許多由課本實驗發想的

探究主題，再由自然科教師指導學生探究，學生在選題方面與教材內

容、生活經驗結合度比以往高。許多每年必見的老掉牙題目如：種綠

豆、吹泡泡等，今年沒有出現。學生更進而發揮創造力，把老題目添

加新的創意，例如曼陀珠+可樂，今年轉化為「汽水溫度、瓶蓋洞數、

曼陀珠口味對汽水噴泉噴發高度的影響」，令評審老師眼睛為之一亮。 

二、「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社群運作過程敘事分享 

1. 擬定校內科展競賽辦法：決議校內科展分「科學探究」、「科學玩具」、

「科學閱讀」三個類別，讓學生依興趣、專長選擇參賽類別。訂定科

學玩具主題如下：四年級～紙飛機、五年級～氣球動力車、六年級~

自製樂器。 

2. 在「轉化自然課本為科展題目經驗分享」專題講座研討中，召集人分

享自己指導校外科展 8 年來，在選擇題目轉換的心路歷程，從大方向、

架構複雜的題目，轉換到與課程結合度高、難度降低、從學生本位與

能力出發的題目，反而學生能有更好的成績表現。分享時獲得多位領

域教師的認同與正向回饋，但在今年第 48 屆科展競賽中，以「校正槓

桿實驗器」為主題的科展作品～「阿基米德抓狂了 探討各版本槓桿實

驗器的精確度與調校方式」卻未能獲得評審的青睞，成績不如預期，

未獲任何獎項僅達入選標準，賽後指導科展的夥伴們至展場觀摩得獎

作品，發現今年度以創新、難度較高的題目較獲評審青睞，例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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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件作品使用中研院的設備研究特定生物的心臟胚胎，明顯超出國小

程度，但卻獲得優秀的成績，可見評審欣賞作品的觀點很難捉摸。 

3. 教師對 3 次的產出型工作坊有正面肯定及回饋，如：教師們認為邊實

驗邊討論較其他運作方式活潑、同儕互動程度高、產出量也高。 

教師心得回饋 

   

4. 兩次的外聘專題講座，邀請到國展名師：天母國小羅文杰老師做專題

分享。第一次「如何指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帶來「題目自我檢測表」，

實驗前即可分析題目的可操作性、創意性，對指導科展的技巧有實質

助益；此外教師在指導科展上的常見的矛盾想法，羅老師也和領域或

伴們對於「科展」4 的定位進行專業對話，也化解指導教師的內心掙扎。

第二次「以磁性流體探究指導為例」，羅老師帶來自行設計的實驗器

材，其中以蜂鳴器作為計時工具，巧妙的創意讓領域夥伴讚嘆不已。 

三、「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社群運作內外部支援分析 

（一）內部支援方面： 

1. 新進成員對指導科展的方式不瞭解，由老鳥帶新鳥協同指導。 

2. 在校內科展方面：科展、科學玩具、科學閱讀三者同時間交件，所以

教師指導時分身乏術，由成員互相協調，其中一人專責指導科學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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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件作品使用中研院的設備研究特定生物的心臟胚胎，明顯超出國小

程度，但卻獲得優秀的成績，可見評審欣賞作品的觀點很難捉摸。 

3. 教師對 3 次的產出型工作坊有正面肯定及回饋，如：教師們認為邊實

驗邊討論較其他運作方式活潑、同儕互動程度高、產出量也高。 

教師心得回饋 

   

4. 兩次的外聘專題講座，邀請到國展名師：天母國小羅文杰老師做專題

分享。第一次「如何指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帶來「題目自我檢測表」，

實驗前即可分析題目的可操作性、創意性，對指導科展的技巧有實質

助益；此外教師在指導科展上的常見的矛盾想法，羅老師也和領域或

伴們對於「科展」4 的定位進行專業對話，也化解指導教師的內心掙扎。

第二次「以磁性流體探究指導為例」，羅老師帶來自行設計的實驗器

材，其中以蜂鳴器作為計時工具，巧妙的創意讓領域夥伴讚嘆不已。 

三、「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社群運作內外部支援分析 

（一）內部支援方面： 

1. 新進成員對指導科展的方式不瞭解，由老鳥帶新鳥協同指導。 

2. 在校內科展方面：科展、科學玩具、科學閱讀三者同時間交件，所以

教師指導時分身乏術，由成員互相協調，其中一人專責指導科學玩具

及閱讀，該教師的科展學生尤其他教師協助指導。 

（二）外部行政支援方面： 

1. 在指導校外科展時，協助申購、採買需要購置的實驗器材。 

2. 48 屆校外競賽地點在科教館，離校遠且學生實驗器材多，不易攜帶，

學校幫科展團隊叫計程車，以免大眾運輸工具擁擠、碰壞實驗器材。 

3. 在海報設計方面，協助尋找優良廠商，讓教師有更充裕的時間指導學

生口試。 

四、「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社群運作挑戰與對策 

    備課領域群在運作對大的困難是「時間」，雖然已經排出共同的領域運作

時間，但主要任教自然科的教師只有四位，擔任生活科、電腦科的師長們常

因臨時研習無法參與領域運作；行政教師、資訊組長、系管師也常因公務繁

忙不克參加。 

五、「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社群發展未來展望 

1. 在校內外科展方面： 

（1）希望持續建置、擴大校內科展題庫，增加題數，做為學生選題及

教師指導的參考。 
（2）討論並修正校內科展參加辦法，簡化教師工作負擔。 
（3）討練成立科展校隊的可行性，及早篩選出有興趣、有潛力的學生，

從小培養校外科展選手，也避免學生與其他團隊重複的困擾。 
2. 在領域運作方面：今年度有關科展的主題運作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明年

度展望領域運作回歸到教學現場，落實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和

鄰近學校集結，形成跨校備課團體，以因應任教教師人數減少的困境。 

3. 在學習共同體與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方面： 

4. 自然科和生活科因為學科屬性，本來就是以小組共同學習，這也是學習

共同體的精神，未來希望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留下記錄、彙整，轉化為教

學檔案及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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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領域運作成果照片 

藏身在課本實驗裡的科展題目（一）力與運動單元 

  

藏身在課本實驗裡的科展題目（二）生活與應用科學單元 

  

藏身在課本實驗裡的科展題目（三）電與磁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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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自然教學與科展指導練功坊領域運作成果照片 

藏身在課本實驗裡的科展題目（一）力與運動單元 

  

藏身在課本實驗裡的科展題目（二）生活與應用科學單元 

  

藏身在課本實驗裡的科展題目（三）電與磁單元 

  

藏身在課本實驗裡的科展題目（三）電與磁單元 

 
 

 

肆、 輔導教師與夥伴老師的心得與分享

一、「一起參與是一個開始，一起駐留是一個進展，一起工作是一個成功」。

因為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緣分，讓在教職現場的我們，更多了一分支持

與分享的力量。雖說在輔導的過程中，透過前、中、後觀課活動幫助夥

伴老師，但一路同行下來，在每次分享、回饋與對話中，總能感受到貝

貝老師的用心與亮點，進而檢示自己的教學，教學相長、彼此學習，我

發現受益最多的反倒是自己。感謝能有機會參與教學輔導教師的計畫，

雖然現在的我在學校擔任行政職務，但是期勉自己立志於行動，勇於接

受新的教育挑戰，分享教學經驗與新知，同時將自己定位在教師與行政

的兩種角色，努力讓自己成為既是「專業的教師」，也是「優質的行政」。

二、在觀課經驗中發現，受益最多是我自己。在每次觀課後，我能找到微笑

教師的教學優點，進而檢示自己的教學、改善教學。例如在「教師移動」

觀課後，我提自己要走過教室每個腳落，關注每個學生；「在工作中」

的紀錄表更是有助於自觀察學生的專注率，以全面瞭解學生的專注程

度，留意那些專注率低的學生；「語言流動」提醒我先將簡易的題目讓

較少答題、程度較低的學生回答，以提供他們在課堂上答題的；「Flanders
互動分析」則提醒自己教學要以學生學習為主，多增加開放性的問題。

三、我回想自己在剛進學校時，當時雖未有教學輔導教師的制度，但自己有

幸能遇到照顧自己的資深、熱心的教師就坐在鄰座，她不僅在我提出問

題時能幫助我、指導我，也會主動關心我，例如在我教學不到兩週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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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啞了，她主動帶來了枇杷膏給我，還叮嚀我保護喉嚨。她的身影引領

我踏入教學輔導教師之路。我期許自己能像她一樣為夥伴教學開啟一扇

窗、引進陽光。我常跟夥伴說，我們就當是互相學習，因此在過程中，

無論是晤談、閒聊、觀課、會議，我都是以一種分享與吸收的心態去完

成。進入夥伴老師的教室，感受到她帶班的企圖心，透過集點的榮譽制

度，時不時穿插義賣活動，做點心等等，都看出夥伴老師用心的經營，

這也是我在教輔之路上的獲得。

四、除了教學上的受益外，我與微笑教師雖同在校多年，但卻未同過學年，

平時的焦集也幾乎為零，因為教學輔導個制度，讓我有機會與她交談、

討論，除了教學上的問題，連私人問題也都能討論，她也能給予我合宜

的建議，讓我獲益良多，除了多了一位教學夥伴，也多了一位心靈講師，

可以向彼此學習。我很感謝能有機會參與教學輔導教師的計畫。

五、學校推動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已多年，這二年結合備課社群的方式，

讓教學輔導教師橫跨各領域，擔任領頭羊的角色，帶領同領域的老師共

同備課，提升課程上縱的聯繫，也鼓勵老師能將教學上的想法透過備課

社群進行分享，獲得更多的回饋，這樣的創舉得以讓全校老師同步成

長、向上躍升。

伍、 結語

「教育的本質意味著，一棵樹搖晃著一棵樹、一朵雲推動著另一朵雲，

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 ，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則是最佳體現。透過互信尊重，以團體和諧為出發點，營造信任與

安全的氛圍，深入探討教學專業的議題，激發老師向上向善的心力，以同儕

間備課、觀課及議課的方式，進行教學省思與改進。 

藉由分享教學實務經驗，運用學年會議、領域會議、教師晨會的時間，

提供教師分享平台，將自己的寶貴經驗，破除教師間的穀倉效應，並以原住

民的豐年祭的概念，以無私的分享與利他的態度，將實施的過程與結果，經

過系統化的整理，呈現完整歷程，而此成功的教學經驗能順利遷移至每位同

仁的教學中，傳遞熱情與專業的同時，提升學生學習素養表現，一起帶動家

長、社區共好共榮、成就每位學習者，成為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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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沒有期限：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在萬中 

 

陳盈如／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教師 

黃偉鵑／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輔導主任 

 

摘  要 

 

萬中從民國 96 年開始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迄今已達十個年頭，目

前萬中的教學輔導教師已有二十幾位，主要服務的對象仍是以新進教師為

主，透過「分享、信任、傳承」等三大理念來提攜新進的夥伴。萬中的教學

輔導教師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的延續力很強，甚至還能夠發酵，形成不同的

甚至是跨域的教師專業社群；也有曾經接受過陪伴的夥伴教師，最後也投身

到教學輔導教師的行列當中，繼續傳承萬中團隊的溫暖和關懷。現階段各校

正在面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新課程設計的挑戰，過去互為夥伴關係的教學

輔導教師及伙伴教師，現階段也繼續攜手合作，為萬中的課程地圖及特色課

程的規劃繼續努力。  

 

 

 

關鍵字：教學輔導教師、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教師專業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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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楔子

本校自 96 學年度開始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至今已走過了 10 個年頭，

十年如一日，最大的成功關鍵在於對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定調，從開始推動

之初即定位在「輕鬆而無壓力的陪伴與共同成長」，亦從此處型塑萬中教學輔

導教師制度推動的氛圍。從當年第一批上山受訓 3 週的 5 位教學輔導教師開

啟萬中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之門，我們邊做邊學，在歷任校長及教務處的

支持下，已經培育了 20 位各科的教學輔導教師，更透過不同指導教授的提點

與修正，也讓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深耕於萬中，重視教師專業成長的氛圍亦彌

漫在校園中各落。 

 

圖 1-1 萬中教學輔導教師人才庫 

 

貳、實施過程 

「教學是一種經驗的傳承，經驗的分享，藉由這樣的傳承與分享，可提

升教學品質。」萬華的教學輔導教師們一直秉持這様的理念來運作，期望透

過專業上共同成長的方式來協助新進教師，用愛來灌溉每一個生命。  



71

「2017教學輔導教師在臺北 」實施經驗暨學術論文發表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素養導向教學之對話

壹、楔子

本校自 96 學年度開始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至今已走過了 10 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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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萬中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之門，我們邊做邊學，在歷任校長及教務處的

支持下，已經培育了 20 位各科的教學輔導教師，更透過不同指導教授的提點

與修正，也讓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深耕於萬中，重視教師專業成長的氛圍亦彌

漫在校園中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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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過程 

「教學是一種經驗的傳承，經驗的分享，藉由這樣的傳承與分享，可提

升教學品質。」萬華的教學輔導教師們一直秉持這様的理念來運作，期望透

過專業上共同成長的方式來協助新進教師，用愛來灌溉每一個生命。  

圖 2-1 本校教學輔導教師核心理念

一、遴選優質輔導教師接受儲訓 

    萬中的資深教師個個都是班級經營與教學專業的佼佼者，往年資深教師

對於新進教師也盡力從旁協助與指導，給予必要的支援與協助。教育局推動

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教務處即順水推舟，將往年教師私下的輔導過程透

過教學輔導教師設置計畫的推動，轉換成團體的有計畫運作。 

二、進行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配對 

本校進行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配對時，優先考量教學輔導教師與服務對

象之任教科目（學習領域）、年級、教學準備時間相近者，其次考量服務對象

所缺乏之專業類別、人格特質等，考量其個別需求安排教學輔導教師，並以

一對一、一對多為原則，並經過雙方協調及行政邀請後產生，這樣的費心安

排經過這些年的驗證，可以讓這個制度發揮的功效益發顯著。近三年配對方

式如下表： 

學年度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備註 

103 藍珠 呂靖(國) 同領域 

郭棋 陸吉(自) 同領域 

洪真 蘇凱(自) 同領域 

林卿 李霖(綜) 同領域 

黃霞 譚鈴(特) 同領域 

陳芬(國) 陳楠(數)、陳伶(特) 同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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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學輔導教師 夥伴教師 備註 

 陳楠 李慧(社) 同班級 

 陳伶 鄭心(特) 同領域 

104 藍珠 林 (國) 同領域 

 洪真 朱鳳(綜) 同班級 

 陳楠(數) 鄭羽(藝) 同班級 

 趙慧 魏弘(綜) 同領域 

 周娟 許瑋(英) 同領域 

 陳伶 黃翠(特) 同領域 

105 陳芬 陳竹(國) 同領域 

 陳如(社) 陳志(綜) 同班級 

 吳典(社) 王芳(綜) 同處室 

 陳伶 羅翔(特) 同領域 

表 2-1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配對表 

   

圖 2-2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配對 

三、召開教學輔導教師工作坊 

    教學輔導教師和夥伴教師配對完成後，邀請教學輔導教師及夥伴教師，

召開教學輔導教師工作坊會議，依雙方需求，訂定每星期四中午 1120 到 1300

（本校第四節～午休）為活動時間，商請教學組統一不排課，並研討當學期

的輔導工作期程、項目、主席及紀錄等細項，並推派召集人，統籌整學期的

活動。 

四、辦理相見歡活動 

    為了拉近師徒間的距離，配對完成後期初的首次活動即辦理相見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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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配對表 

   

圖 2-2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配對 

三、召開教學輔導教師工作坊 

    教學輔導教師和夥伴教師配對完成後，邀請教學輔導教師及夥伴教師，

召開教學輔導教師工作坊會議，依雙方需求，訂定每星期四中午 1120 到 1300

（本校第四節～午休）為活動時間，商請教學組統一不排課，並研討當學期

的輔導工作期程、項目、主席及紀錄等細項，並推派召集人，統籌整學期的

活動。 

四、辦理相見歡活動 

    為了拉近師徒間的距離，配對完成後期初的首次活動即辦理相見歡活

動，由輔導教師準備餐點，邀請夥伴教師，進行自我介紹及聯誼活動，拉近

彼此的距離。 

   

圖 2-3 相見歡活動～記得那年我們在星巴克 

五、師徒進行教室觀察 

    教學輔導教師運用研習的心得及教學觀察技術，先由教學輔導教師上台

演練示範，由夥伴教師觀察並學習授課技巧；再由夥伴教師上場教學，輔導

教師進行教室觀察，雙方完成觀察後，依據觀察紀錄進行溝通研討，共同擬

定成長計畫，改進缺失，達成師徒學習的首要目標。 

六、專業成長研習 

  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目標著重在「教學相長」，不論是教學輔導教師

或是夥伴教師皆能透過對話討論和經驗分享的模式，以學生的學習為關注的

焦點，進行彼此的專業成長。我們安排的專業成長主題如下： 

研討主題 活動照片１ 活動照片２ 

教學現場

甘苦談 

 

 

 

 

 

 

 

 

入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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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共同備課 

  

  

圖 2-4 行動研究分享 圖 2-5 酷課雲介紹 

  

圖 2-6 線上資料庫 圖 2-7 觀課與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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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共同備課 

  

  

圖 2-4 行動研究分享 圖 2-5 酷課雲介紹 

  

圖 2-6 線上資料庫 圖 2-7 觀課與議課 

 

七、個案輔導經驗分享 

    透過每次的聚會，由教學輔導教師帶領，先拋出輔導教師的觀察與大家

分享，再引導夥伴教師教學時的困難與疑惑，藉由大夥的討論，尋求解決的

方案，提升輔導知能。除了固定的輔導工作坊會議外，夥伴之間也不定時經

常私下交流，進行體能活動與教學討論，尤其是夥伴教師面臨教學上或工作

上甚至是生活上的困擾時，雙方均能即時討論，輔導教師給予適當的建議等。 

八、結合教授訪視辦理成果發表會 

    本校上下學期各辦理一場次的教授訪視會議，展示一學期以來各項成

果，並與教授分享交流參加心得，十分豐碩。 

   

圖 2-8 期末訪視 

 

參、辦理成效～能夠發酵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萬中從民國 96 年開始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主要服務的對象仍是以新

進教師為主。對於新進教師在萬中的第一年，我們主要的目標就是協助夥伴

教師能夠熟悉萬中的環境、了解學生的特質，以及視夥伴教師的需求提供協

助，如：班級經營、行政事務、教師專業發展、共同備課等；而這樣的服務

都是以一個學年為主，大部分的學校大多也是如此運作。

  但萬中的教學輔導教師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的延續力很強，甚至還能夠

發酵，形成不同的甚至是跨域的教師專業社群；也有曾經接受過陪伴的夥伴

教師，最後也投身到教學輔導教師的行列當中，繼續傳承萬中團隊的溫暖和

關懷；甚至現階段各校正在面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新課程設計的挑戰，過

去互為夥伴關係的教學輔導教師及伙伴教師，現階段也繼續攜手合作，為萬

中的課程地圖及特色課程的規劃繼續努力當中。

一、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一)萬中班級經營工作坊

依據萬中的教學輔導教師的配對原則，以同領域、同科尤佳，其次

則以同辦公室或有共同任教班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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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萬中教學輔導教師人數較少時，能夠同領域同科配對的機會較

少，因此就會以同辦公室或同任教班級為主，而新進教師第一年大多會

擔任導師職務，因此自民國 96 年開始，萬中教學輔導教師之一的藍Ｏ珠

老師，則與當年度配對的吳Ｏ彥老師在民國 98 成立了班級經營工作坊。

  會成立此一社群的原因乃是因為萬中孩子相較於臺北市其他學校的

學生而言，學習意願、家庭條件、生活常規各方面都有文化不利的狀況；

為了幫助初任導師的夥伴教師，除了以教學輔導教師的善意的眼睛來協

助之外，萬中還建立了協助夥伴教師進行橫向連結的班級經營社群，舉

凡課程設計、親師溝通、班級經營策略，都可以透過此一社群來與其他

導師學習、交流。

  民國 99 年，當年度新進的夥伴教師擔任導師的有陳Ｏ如老師、鄭Ｏ

婉老師、劉Ｏ欣老師，雖然三位教師配對的教學輔導教師並非藍Ｏ珠老

師，但藍Ｏ珠老師依然邀請上述三位教師參與班級經營社群，讓三位夥

伴教師能夠在同辦公室、同屆導師、同屬教學輔導教師這樣的協助之下，

順利融入萬中的團隊當中。

圖 3-1 班級經營工作坊緣起

(二)萬中閱讀素養社群

隨著教育趨勢的改變，尤其當免試升學、教育會考等新政策上路，學

習共同體、翻轉教室、閱讀理解、學思達等各種教育理念風起雲湧之際，

民國 102 年，藍Ｏ珠老師將班級經營社群進行轉型及調整。轉型的原因

之一，在於新進教師又初任導師的夥伴人數越來越少；此外，萬中擔任

三年導師後續任導師的比例很高，所以在班級經營上較能上手。

  但是，由於近來學生的閱讀素養能力下滑及考試趨勢的轉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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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萬中教學輔導教師人數較少時，能夠同領域同科配對的機會較

少，因此就會以同辦公室或同任教班級為主，而新進教師第一年大多會

擔任導師職務，因此自民國 96 年開始，萬中教學輔導教師之一的藍Ｏ珠

老師，則與當年度配對的吳Ｏ彥老師在民國 98 成立了班級經營工作坊。

  會成立此一社群的原因乃是因為萬中孩子相較於臺北市其他學校的

學生而言，學習意願、家庭條件、生活常規各方面都有文化不利的狀況；

為了幫助初任導師的夥伴教師，除了以教學輔導教師的善意的眼睛來協

助之外，萬中還建立了協助夥伴教師進行橫向連結的班級經營社群，舉

凡課程設計、親師溝通、班級經營策略，都可以透過此一社群來與其他

導師學習、交流。

  民國 99 年，當年度新進的夥伴教師擔任導師的有陳Ｏ如老師、鄭Ｏ

婉老師、劉Ｏ欣老師，雖然三位教師配對的教學輔導教師並非藍Ｏ珠老

師，但藍Ｏ珠老師依然邀請上述三位教師參與班級經營社群，讓三位夥

伴教師能夠在同辦公室、同屆導師、同屬教學輔導教師這樣的協助之下，

順利融入萬中的團隊當中。

圖 3-1 班級經營工作坊緣起

(二)萬中閱讀素養社群

隨著教育趨勢的改變，尤其當免試升學、教育會考等新政策上路，學

習共同體、翻轉教室、閱讀理解、學思達等各種教育理念風起雲湧之際，

民國 102 年，藍Ｏ珠老師將班級經營社群進行轉型及調整。轉型的原因

之一，在於新進教師又初任導師的夥伴人數越來越少；此外，萬中擔任

三年導師後續任導師的比例很高，所以在班級經營上較能上手。

  但是，由於近來學生的閱讀素養能力下滑及考試趨勢的轉變，因此

培育學生閱讀素養的教師增能變成當時許多不同領域教師的需求。除了

藍Ｏ珠老師、陳盈如老師之外，從民國 102 年開始，新進夥伴教師，同

時參與閱讀素養社群的亦不在少數。

圖 3-2 閱讀素養社群成立 圖 3-3 參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

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與萬中特色課程

(一)「走入社區-挖掘加蚋仔」

面對 108 課綱，「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能力成為現場教師的挑戰，

在校長和主任的全力支持之下，萬中一群曾經參與教學輔導教師社群、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同仁，在過去互為夥伴關係的基礎之上，開始進行

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初探，於民國 105 年寒假開始規劃先導課

程：「走入社區—挖掘加蚋仔的水水夢」，透過學生的走讀，帶領學生認

識社區、了解社區。

民國 106 年暑假，則以更具深度的課程安排，引導學生用發現、感

受、行動的方式，進行社區問題的診斷及行動方案研擬。此一課程目前

以社團的方式進行探究式學習，透過知識、經驗、行動的轉化與累積、

期許學生能夠在其中進行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圖 3-4 走入社區挖掘加蚋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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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團隊參與行動研究獲獎

(二)「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育課程」

民國 102 年，萬中有機農園開張，因此萬中綜合領域團隊開始規劃

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育課程，其中家政科的林Ｏ卿老師與童軍科的游Ｏ

閔老師在 102 年即為教學輔導教師團隊成員，亦為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

育課程的核心成員。

圖 3-6 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育課程推手

  此課程最大的特色就是將產地直送到餐桌的概念在校園當中落實，

產地端由童軍科游Ｏ閔老師來規劃，餐桌端則是以家政科林Ｏ卿、李Ｏ

伶老師來進行課程設計，並運用行動載具來做為過程當中紀錄的工具。

因為共備夥伴之間的好默契及行政端的全力支持，目前課程發展已經相

當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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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團隊參與行動研究獲獎

(二)「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育課程」

民國 102 年，萬中有機農園開張，因此萬中綜合領域團隊開始規劃

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育課程，其中家政科的林Ｏ卿老師與童軍科的游Ｏ

閔老師在 102 年即為教學輔導教師團隊成員，亦為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

育課程的核心成員。

圖 3-6 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育課程推手

  此課程最大的特色就是將產地直送到餐桌的概念在校園當中落實，

產地端由童軍科游Ｏ閔老師來規劃，餐桌端則是以家政科林Ｏ卿、李Ｏ

伶老師來進行課程設計，並運用行動載具來做為過程當中紀錄的工具。

因為共備夥伴之間的好默契及行政端的全力支持，目前課程發展已經相

當成熟了。

圖 3-7 小田園體驗與食農教育課程

  透過上述幾個例子，我們可以充分地確定萬中教學輔導教師的制度

不僅能「發酵」，而且還很「有機」；透過互為夥伴關係培養起的好默契，

再加上彼此對於教學是懷抱熱忱與理想，「自然而然」的大家就會湊在一

起玩課程、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透過彼此之間的跨科甚至跨域合作，

則可以「發酵」出不同於單打獨鬥的成效。萬中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

師的互為夥伴關係，是沒有所謂的保存期限的，也可以說是終生保固的

夥伴關係。

肆、挑戰與轉型

近年來，由於少子化及員額控管的機制，因此新進萬中的教師越來越少，

萬中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也正面臨規劃轉型的時機點。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具有教師領導功能，面對新課綱，各校無不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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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規劃，未來所有的教師需要參與公開觀課，也需要具有素養導向課程

設計的能力，各校無不往此方向努力。萬中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推動的過程

當中，已經發展出數個具有素養導向的課程，也就是說，萬中的教學輔導教

師制度，事實上可以在這一波教師轉型、課程轉型、甚至新的學校文化形塑

過程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萬中教學輔導教師團隊已十年有成，不僅成員跨領域、大家也都具有服

務熱忱，最重要的是我們團隊當中不乏典範學習的教師。團隊當中有夥伴曾

獲得語文與社會科學類優良教師、教學卓越優選團隊、臺北市有效教學教案

設計、行動研究佳作、親子天下推薦創意教師；也有老師多次在行動研究、

有效教學教案徵件比賽當中獲得特優佳績、也獲得臺北市教師會 SPECIAL
教師獎。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團隊將學校有意願的教師連結起來，透

過我們的精神：「分享、信任、傳承」，成為互相提攜的夥伴，發展出自發、

互動、共好的教學團隊，為我們的學子擘劃具素養導向的學習地圖，讓我們

的孩子成為快樂的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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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規劃，未來所有的教師需要參與公開觀課，也需要具有素養導向課程

設計的能力，各校無不往此方向努力。萬中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推動的過程

當中，已經發展出數個具有素養導向的課程，也就是說，萬中的教學輔導教

師制度，事實上可以在這一波教師轉型、課程轉型、甚至新的學校文化形塑

過程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萬中教學輔導教師團隊已十年有成，不僅成員跨領域、大家也都具有服

務熱忱，最重要的是我們團隊當中不乏典範學習的教師。團隊當中有夥伴曾

獲得語文與社會科學類優良教師、教學卓越優選團隊、臺北市有效教學教案

設計、行動研究佳作、親子天下推薦創意教師；也有老師多次在行動研究、

有效教學教案徵件比賽當中獲得特優佳績、也獲得臺北市教師會 SPECIAL
教師獎。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團隊將學校有意願的教師連結起來，透

過我們的精神：「分享、信任、傳承」，成為互相提攜的夥伴，發展出自發、

互動、共好的教學團隊，為我們的學子擘劃具素養導向的學習地圖，讓我們

的孩子成為快樂的終身學習者！

「三人成群」在景美女中的教師專業社群經驗分享 

 

李冠達／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李婉如／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教師 

 

 

 

摘要 

 

    教師教學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教師專業成長必須隨時代演進，教師

從以往單打獨鬥的教學方式，從推行輔導教師制度後，有了輔導教師及夥伴

教師，兩兩扶持互相，後續為了因應新課綱課程規畫，本校全力推動教師專

業社群，此刻起，校園有了不同面貌，教師間群體通力合作，教學輔導教師

也不再是一對一，而是多對一或多對多進行，使得彼此獲益更多。 

    素養導向之學習，從教師開始，而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正是最佳作法，

教師面臨新課綱的挑戰，教學模式多元化，如行動學習、學習共同體或實驗

教育，教育觀念不斷推陳出新，教師本身學習成長刻不容緩，推動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後，集思廣益且彼此隔閡小，對話空間與主題增加，互補不足，教

師專業成長躍進。 

    本校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融入教師專業社群，藉由推動教師成立專業社

群，教師彼此間分享、扶持與指導，達到教學輔導教師之精神與理念。 

   

 

 

關鍵字：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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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實施目的 

    教師專業成長是隨時代需求，不斷精進的必然性任務，人才培養來自於

教師專業教學展現，引導學生學習的成長，教學過程不是教書而已，對象是

學生，身為一位教師必須以教人為一輩子職志，本校教師團隊自始至終皆致

力於推動教學專業發展及成長的工作，正所謂教學相長，後續教學反思，亦

回饋至教師自身。本校行政團隊支援教師教學活動，其中包括： 

1.以有系統、計畫的方式繼續辦理各科各領域之研習活動。 

2.持續辦理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鼓勵教師成立各種專業成長支持團體，並鼓

勵教師將多元選修課程規畫與執行等，融入專業社群討論議題，設計教學

活動，研擬學生評量等，並以行政支援、經費補助等，解決其事務性問題，

使其能持續且有效地進行授課，產出具創意多元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及

充分運用學校資源、社區資源、投入行動研究，找出教學現場問題的解決

對策，教師亦能自主性地開發新課程模組，顯示教師成長動能豐沛。 

3.對於新進正式、代理教師或需要協助的教師，以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引入教學輔導教師及夥伴教師制度，營造互信、互相的同儕討論環境，建

立本校新進教師及夥伴教師的諮詢平台，除了促進教師間的彼此成長，更

能增進教師們的夥伴情誼，讓教學經驗得以分享及傳承。 

本校自 98 學年度推展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鼓吹教師們『三人成群』為策

略，落實推動『專業社群』為目標，鼓勵三位教師以上，即可向教務處提出

申請，組成教師專業發展社群，105 年度各科教師社群已達 30 個，進行各面

向主題研議，如校本課程、多元選修課程、班級經營發展、學習共同體、國

際教育推廣、議題課程研發等。本校鼓勵教師自組社群進行討論分享並有所

產出，以終為始來規畫社群活動，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計畫實施具體策略分述

如下： 

一、定期召開社群會議 

每學期固定召開 4-6 次社群會議，固定每月至少一次，依教師教學

活動設計或執行方式，進行主題式討論，涵蓋主題探討，如使用專書、

影片或特定軟體、主題經驗分享、專題講座、新課程發展、教學方法創

新、教學媒材研發等，透過社群聚會凝聚教師彼此共識，藉反省、互動、

合作及分享的方式，以充分溝通方式瞭解認知差異處所在，並培養彼此

觀課、議課的教師互信關係，進而教學資源共享，深化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日常運作，讓社群討論並非侷限於定期會議，亦使用社群軟體進行

討論或課餘時間立即性的議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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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實施目的 

    教師專業成長是隨時代需求，不斷精進的必然性任務，人才培養來自於

教師專業教學展現，引導學生學習的成長，教學過程不是教書而已，對象是

學生，身為一位教師必須以教人為一輩子職志，本校教師團隊自始至終皆致

力於推動教學專業發展及成長的工作，正所謂教學相長，後續教學反思，亦

回饋至教師自身。本校行政團隊支援教師教學活動，其中包括： 

1.以有系統、計畫的方式繼續辦理各科各領域之研習活動。 

2.持續辦理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鼓勵教師成立各種專業成長支持團體，並鼓

勵教師將多元選修課程規畫與執行等，融入專業社群討論議題，設計教學

活動，研擬學生評量等，並以行政支援、經費補助等，解決其事務性問題，

使其能持續且有效地進行授課，產出具創意多元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及

充分運用學校資源、社區資源、投入行動研究，找出教學現場問題的解決

對策，教師亦能自主性地開發新課程模組，顯示教師成長動能豐沛。 

3.對於新進正式、代理教師或需要協助的教師，以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引入教學輔導教師及夥伴教師制度，營造互信、互相的同儕討論環境，建

立本校新進教師及夥伴教師的諮詢平台，除了促進教師間的彼此成長，更

能增進教師們的夥伴情誼，讓教學經驗得以分享及傳承。 

本校自 98 學年度推展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鼓吹教師們『三人成群』為策

略，落實推動『專業社群』為目標，鼓勵三位教師以上，即可向教務處提出

申請，組成教師專業發展社群，105 年度各科教師社群已達 30 個，進行各面

向主題研議，如校本課程、多元選修課程、班級經營發展、學習共同體、國

際教育推廣、議題課程研發等。本校鼓勵教師自組社群進行討論分享並有所

產出，以終為始來規畫社群活動，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計畫實施具體策略分述

如下： 

一、定期召開社群會議 

每學期固定召開 4-6 次社群會議，固定每月至少一次，依教師教學

活動設計或執行方式，進行主題式討論，涵蓋主題探討，如使用專書、

影片或特定軟體、主題經驗分享、專題講座、新課程發展、教學方法創

新、教學媒材研發等，透過社群聚會凝聚教師彼此共識，藉反省、互動、

合作及分享的方式，以充分溝通方式瞭解認知差異處所在，並培養彼此

觀課、議課的教師互信關係，進而教學資源共享，深化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日常運作，讓社群討論並非侷限於定期會議，亦使用社群軟體進行

討論或課餘時間立即性的議題分享。 

二、持續辦理相關研習，邀請更多教師共同參與 

定期邀請學者專家暨友校教師蒞校指導，藉由專家學者的觀點引

導，提升教師專業視野與高度，透過友校教師的教學實況分享，瞭解不

同學校文化的差異，增加教師不同面向省思，發揚長處，改善短處。透

過專業的對話與啟發，或是針對課程設計、教學活動等進行深入討論，

分享見解，激盪教師創新創意思維，在課堂中嘗試教學方式的改變，並

檢討教學方法得失，另外亦增進校際交流的機會與對話空間。 

三、鼓勵教師參與跨領域共同備課，共創教學新可能性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著重素養學習，教師首要任務需瞭解如何

從事素養教學活動，學生才能在教師引領下進行素養學習，以學習者為

中心出發，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經由素養學習，瞭解學習的目的在於

解決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以期待讓生活變得更好，然而往往生活中所

遭遇的問題常是跨領域的，並非單一學科知識能夠直接解決，因此，師

生亦需認知跨領域教學活動是重要且必要的。 

本校以各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主幹，支撐起全校性學習型組織，

鼓勵並加強跨科互動，激發學科知識互惠。善用資訊系統及教學工具，

引導學科合作，試行各種教學模式，如：主題式教學、問題導向教學、

差異化教學、學習共同體等，透過教師間互動，類似桌球運動，不斷地

將討論主題與回應來回反覆拋向對方，以利後續可以發展創新教學，設

計實驗性課程，進行教師行動研究發表。 

四、鼓勵教師參與跨校共同備課，增進友校教師間的交流 

教育部學科中心及臺北市課程工作圈積極推動跨校共備，目前已有

多校組成各科之共同備課社群，定期社群會議且共同討論分科教案設

計，本校亦有國文科教師召集跨校社群「共讀趣」，亦有 9 位教師參與

友校成立之跨校社群，例如「享受不確定」、「真正海滋味」、「跨校藝起

來」、「天文航海王」等，持續鼓勵有興趣教師與友校教師進行互惠交流、

共組社群，擴大教師教學視野、並與友校教師共同成長學習，瞭解彼此

差異，截長補短，回饋至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五、辦理校內互相觀課、公開觀課 

透過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建立教師回饋制度，從課前討論

觀課重點、課堂觀察及課後討論及省思，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每學期固

定辦理兩次校內觀課，養成教師「觀課」及「被觀課」的習慣，並在觀

課後進行議課及討論，邀請任課班級老師參加觀課及議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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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校內觀課活動除了相同學科教師之專業觀課外，最為蓬勃發展

的就是多元選修課程觀課，規畫教師開設多元選修課程，並成立開課教

師之專業社群運作，以專業社群運作支持多元選修課程執行與開課，獲

得教師好評。 

六、鼓勵教師參加友校公開觀課與工作坊 

各校因應新課綱規畫，著手辦理公開觀課，邀請各校教師參與議

課，加入各方觀點與意見，期待使授課教師能夠得到最大助益，獲取各

界指導，精進教學活動。本校鼓勵各科教師積極參與友校公開觀課，除

了多方涉獵交流、充實自我教學、增加教學創新思維，拓展教學新模式

外，部分老師亦可透過觀課活動，瞭解學習共同體、翻轉教室、行動學

習及素養教學等教育理念下的教學活動實施方式。 

    本校行政團隊於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之初，於校內正式或非正式會議上，

積極推廣三人成群的社群運作理念，協助各科教師們組織社群，並於行政業

務、圖書資源及講座活動與經費等，全力支援並協助社群對外聘請講座及其

連絡事宜，辦理以下工作事項： 

1.積極推廣三人成群理念，尋求教師的認同與參與。 

2.建立行政與教師間互信環境，協助並支援教師發展專業學習社群。 

3.組織社群推動工作小組，凝聚共識，策劃教學與課程發展方式，研擬各項

支援任務，檢核社群成果及指標達成情形。 

4.主動或協助辦理各項教師專業發展增能活動，以擴大教師教學視野及專業

能力。 

5.規劃及尋求各項資源，如：經費、設備、場地、人力及社會資源等，以協

助各社群運作順利。 

未來持續鼓勵教師因應不同教學議題，組織對應社群，或微調各社群目

標，將社群討論活動聚焦於課程及教學活動設計，秉持「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教育理念，而非「以教師為中心」的角度，重視學生差異性，提供多元學

習策略，教師進行共同備課，發展以閱讀為基礎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全面

閱讀的習慣，促進學生深度學習、自我學習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貳、整體運作方式 

    本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利用教師社群增能及發展來達成此目

標，除了提升教師個人專業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促進教師間彼此合作與互動，

累積跨領域與各界資源溢助，提供修課學生更完整、更具組織的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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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校內觀課活動除了相同學科教師之專業觀課外，最為蓬勃發展

的就是多元選修課程觀課，規畫教師開設多元選修課程，並成立開課教

師之專業社群運作，以專業社群運作支持多元選修課程執行與開課，獲

得教師好評。 

六、鼓勵教師參加友校公開觀課與工作坊 

各校因應新課綱規畫，著手辦理公開觀課，邀請各校教師參與議

課，加入各方觀點與意見，期待使授課教師能夠得到最大助益，獲取各

界指導，精進教學活動。本校鼓勵各科教師積極參與友校公開觀課，除

了多方涉獵交流、充實自我教學、增加教學創新思維，拓展教學新模式

外，部分老師亦可透過觀課活動，瞭解學習共同體、翻轉教室、行動學

習及素養教學等教育理念下的教學活動實施方式。 

    本校行政團隊於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之初，於校內正式或非正式會議上，

積極推廣三人成群的社群運作理念，協助各科教師們組織社群，並於行政業

務、圖書資源及講座活動與經費等，全力支援並協助社群對外聘請講座及其

連絡事宜，辦理以下工作事項： 

1.積極推廣三人成群理念，尋求教師的認同與參與。 

2.建立行政與教師間互信環境，協助並支援教師發展專業學習社群。 

3.組織社群推動工作小組，凝聚共識，策劃教學與課程發展方式，研擬各項

支援任務，檢核社群成果及指標達成情形。 

4.主動或協助辦理各項教師專業發展增能活動，以擴大教師教學視野及專業

能力。 

5.規劃及尋求各項資源，如：經費、設備、場地、人力及社會資源等，以協

助各社群運作順利。 

未來持續鼓勵教師因應不同教學議題，組織對應社群，或微調各社群目

標，將社群討論活動聚焦於課程及教學活動設計，秉持「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教育理念，而非「以教師為中心」的角度，重視學生差異性，提供多元學

習策略，教師進行共同備課，發展以閱讀為基礎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全面

閱讀的習慣，促進學生深度學習、自我學習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貳、整體運作方式 

    本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利用教師社群增能及發展來達成此目

標，除了提升教師個人專業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促進教師間彼此合作與互動，

累積跨領域與各界資源溢助，提供修課學生更完整、更具組織的學習內涵；

此外，於發展各項課程時，更應輔以有效、多元、創新的教學模式。因此，

本校推動教師專業增能與發展，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增加教師專業對話、成

就資源共享、創造學生優質學習的目的。以 105 年度為例，本校共開設 30 個

不同屬性之社群，包含學科社群 8 個、主題式社群 17 個、跨領域社群 5 個，

積極辦理社群討論或研習。 

一、105 年度本校教師社群開設一覽表： 

序

號 

社群

屬性 
社群名稱 科別 

社群 

召集人 

人 

數 

社群 

研討 

社群 

研討 
參與

人次 

出 

席 

率 

研習 

次數 

研習 

次數 

(104-2) (105-1) 

1 

學科

社群 

國文科教學研究社群 國文科 陳○慧 27 7 6 311 87% 

2 英文科教學研究社群 英文科 王○玉 26 6 6 288 92% 

3 數學科教學研究社群 數學科 劉○均 24 6 6 240 83% 

4 自然科教學研究社群 自然科 游○卉 21 6 6 204 81% 

5 歷史科專業學習社群  歷史科 劉○玲 10 6 6 107 89% 

6 
應用地理共同備課與教

學精進  
地理科 吳○蓉 4 6 6 46 96% 

7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

發社群 
公民科 彭○婉 8 6 6 72 75% 

8 藝能科社群 藝能科 田○甄 36 6 6 206 95% 

9 

 

主題 

社群 

 

物理動手做課程研發社

群 (多) 
物理科 曾○婷 3 7 6 39 100% 

10 數學解題技巧 (多) 數學科 張○瑀 4 6 6 40 83% 

11 戀愛多重奏社群 (多) 家政科 朱○慧 3 6 6 34 94% 

12 瘋運動享健康社群 (多) 體育科 田○甄 4 6 7 70 134% 

13 歌詠生命之歌 (多) 國文科 張○惠 3 8 6 30 71% 

14 椰林走讀社群 (多) 社會科 蘇○芬 3 
 

6 18 100% 

15 
Fun 臺灣之臺灣達人 

(多) 
英文科 陳○廷 3 6 6 34 94% 

16 
英語口說 GO GO GO! 

(多) 
英文科 劉○平 4 6 6 2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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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社群

屬性 
社群名稱 科別 

社群 

召集人 

人 

數 

社群 

研討 

社群 

研討 
參與

人次 

出 

席 

率 

研習 

次數 

研習 

次數 

(104-2) (105-1) 

17 You’ve Got Mail (多) 
英文、 

社會科 
顧○華 5 

 
6 30 100% 

18 化學新聞面面觀 (多) 化學科 江○毅 6 6 6 68 94% 

19 差異化閱讀教學社群 國文科 陳○英 10 7 6 110 85% 

20 差異化寫作教學社群 國文科 陳○英 10 10 9 864 96% 

21 英語思辨社群 
英文、 

公民科 
李○如 10 7 6 124 95% 

22 外交小尖兵 英文科 張○今 6 
 

16 90 94% 

23 
城市裡的這些人那些事

社群 (多) 
社會科 吳○蓉 3 

 
6 18 100% 

24 Fun 手玩數學社群 (多) 數學科 張○瑩 3 
 

6 18 100% 

25 
流沙箋的原理及其在手

工紙上的應用社群 (多) 
自然科 游○霞 3 

 
6 18 100% 

26 

跨領

域社

群 

教學輔導教師社群 

國文、 

數學、 

英文科等 

李○如 44 6 6 456 86% 

27 學習共同體社群 
國文、 

英文科 
施○伶 12 6 6 116 81% 

28 數位學習與典藏 
社會、 

數學科 
葉○森 12 6 

 
65 90% 

29 國際教育工作小組社群 

國文、 

英文等(包

含行政團

隊) 

顧○華 16 6 6 82 87% 

30 
Big Data 大數據 

資訊分析社群 

社會、 

數學科 
葉○森 5 6 

 
2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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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社群

屬性 
社群名稱 科別 

社群 

召集人 

人 

數 

社群 

研討 

社群 

研討 
參與

人次 

出 

席 

率 

研習 

次數 

研習 

次數 

(104-2) (105-1) 

17 You’ve Got Mail (多) 
英文、 

社會科 
顧○華 5 

 
6 30 100% 

18 化學新聞面面觀 (多) 化學科 江○毅 6 6 6 68 94% 

19 差異化閱讀教學社群 國文科 陳○英 10 7 6 110 85% 

20 差異化寫作教學社群 國文科 陳○英 10 10 9 864 96% 

21 英語思辨社群 
英文、 

公民科 
李○如 10 7 6 124 95% 

22 外交小尖兵 英文科 張○今 6 
 

16 90 94% 

23 
城市裡的這些人那些事

社群 (多) 
社會科 吳○蓉 3 

 
6 18 100% 

24 Fun 手玩數學社群 (多) 數學科 張○瑩 3 
 

6 18 100% 

25 
流沙箋的原理及其在手

工紙上的應用社群 (多) 
自然科 游○霞 3 

 
6 18 100% 

26 

跨領

域社

群 

教學輔導教師社群 

國文、 

數學、 

英文科等 

李○如 44 6 6 456 86% 

27 學習共同體社群 
國文、 

英文科 
施○伶 12 6 6 116 81% 

28 數位學習與典藏 
社會、 

數學科 
葉○森 12 6 

 
65 90% 

29 國際教育工作小組社群 

國文、 

英文等(包

含行政團

隊) 

顧○華 16 6 6 82 87% 

30 
Big Data 大數據 

資訊分析社群 

社會、 

數學科 
葉○森 5 6 

 
20 66% 

二、105 年度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辦理課程教學相關研習情形與夥伴教師參與

狀況 

序 研習類別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
研習
人數

夥伴
教師
人數

1.  a 課程設計 2016/2/17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社群(一)：從電影「嫌豬手事

件簿」看刑事無罪推定原則
4 1

2.  a 課程設計 2016/2/19
「You've Got Mail」多元選修教師社群(一)：針對課程

內容確認細節與流程、操作模式以及學生產出設計
6 2

3.  a 課程設計 2016/2/20 自然科教學研究社群：課程研發─彩虹牛奶 3 1

4.  a 課程設計 2016/2/23
自然科教學研究社群：主題分享─反式脂肪、免洗筷

與漂白劑
6 2

5.  a 課程設計 2016/2/23
物理動手做社群：新課程研發─白努力噴霧器，牛頓

擺
3 0

6.  b 教材教法 2016/2/24 自然科教學研究社群：網路公民 23 3

7.  a 課程設計 2016/2/25
「You've Got Mail」多元選修教師社群(二): 合作模式

與課程時程規劃
4 2

8.  b 教材教法 2016/2/26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社群(二)：「徐自強──正義

還在路上」專題演講
4 1

9.  b 教材教法 2016/3/2
應用地理共同備課與教學精進(一)：多元選修課程構想

與工作分配
3 1

10.  b 教材教法 2016/3/4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社群(三)：法院參訪─法庭觀

審實做
3 1

11.  a 課程設計 2016/3/4 反/返烏托邦-日本動畫中的母性原型與科技 6 0
12.  c 學習評量 2016/3/8 歷史科社群(二)：高三第一次期中考試題研討 3 1

13.  b 教材教法 2016/3/9
「You've Got Mail」多元選修教師社群(三)：確認學生

手作台灣美食教案的細節
4 1

14.  a 課程設計 2016/3/11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社群(四)：寶石失竊案──模

擬法庭活動
3 1

15.  a 課程設計 2016/3/11 資優教育知能研習：認識歐洲文化 5 0
16.  c 學習評量 2016/3/15 教學檔案製作經驗分享研習 127 18

17.  b 教材教法 2016/3/15
應用地理共同備課與教學精進(二)：教學省思與一次段

考試題檢討／教具（建築積木）應用分享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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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類別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
研習
人數

夥伴
教師
人數

18.  a 課程設計 2016/3/18 資優教育知能研習：動漫 5 0
19.  a 課程設計 2016/3/23 國文科社群：107 年閱讀寫作題教學研究之一 6 2
20.  a 課程設計 2016/4/8 物理動手做社群：實驗器材觀摩─聲光效應 3 0
21.  a 課程設計 2016/4/8 夏目漱石與日本近代 7 1

22.  a 課程設計 2016/4/8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社群(五)：魔鬼代言人？正義

的化身？---淺談律師的二三事
5 1

23.  b 教材教法 2016/4/11

讀冊人社群(一)：小說在高中課堂的敲門磚──如何導

讀、如何引導學生入門、如何將本學期討論化為具體

學習單

10 2

24.  a 課程設計 2016/4/12
自然科教學研究社群：主題分享─玻尿酸多元選修課

程開設之規劃
6 1

25.  a 課程設計 2016/4/13 國文科社群：107 年閱讀寫作題教學研究之二 5 1

26.  a 課程設計 2016/4/14
「You've Got Mail」多元選修教師社群(四)：歷史議題

的確認與課程規劃
4 1

27.  a 課程設計 2016/4/15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社群(六)：做荷包的主人─家

計管理班
4 1

28.  a 課程設計 2016/4/15 芥川龍之介的古典書寫與日本現代性 3 0
29.  a 課程設計 2016/4/22 契訶夫小說的愛情 vs 契訶夫的愛情 3 0
30.  c 學習評量 2016/4/25 多元選修課程分享會 120 18
31.  a 課程設計 2016/4/29 從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看女性意識 4 0

32.  b 教材教法 2016/5/2
讀冊人社群(二)：如何帶領學生進入英詩的世界、莎士

比亞的作品在課堂的導讀、文本之間的相連
5 1

33.  b 教材教法 2016/5/5 國文科社群：105 寫作研究卷 6 1
34.  a 課程設計 2016/5/6 資優教育知能研習：細說文山區 3 0
35.  b 教材教法 2016/5/9 讀冊人社群(三)：聖經及童話故事中的文學元素 11 3
36.  b 教材教法 2016/5/10 流沙箋社群：手工紙染色原理探討與應用 5 0

37.  b 教材教法 2016/5/11
應用地理共同備課與教學精進(三)：教學省思與第二次

段考試題檢討
5 1

38.  a 課程設計 2016/5/13 物理動手做社群：實驗器材觀摩─聲光效應 II 3 0
39.  b 教材教法 2016/5/16 讀冊人社群(四)：小說中的象徵符號──如何解讀、如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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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類別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
研習
人數

夥伴
教師
人數

18.  a 課程設計 2016/3/18 資優教育知能研習：動漫 5 0
19.  a 課程設計 2016/3/23 國文科社群：107 年閱讀寫作題教學研究之一 6 2
20.  a 課程設計 2016/4/8 物理動手做社群：實驗器材觀摩─聲光效應 3 0
21.  a 課程設計 2016/4/8 夏目漱石與日本近代 7 1

22.  a 課程設計 2016/4/8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社群(五)：魔鬼代言人？正義

的化身？---淺談律師的二三事
5 1

23.  b 教材教法 2016/4/11

讀冊人社群(一)：小說在高中課堂的敲門磚──如何導

讀、如何引導學生入門、如何將本學期討論化為具體

學習單

10 2

24.  a 課程設計 2016/4/12
自然科教學研究社群：主題分享─玻尿酸多元選修課

程開設之規劃
6 1

25.  a 課程設計 2016/4/13 國文科社群：107 年閱讀寫作題教學研究之二 5 1

26.  a 課程設計 2016/4/14
「You've Got Mail」多元選修教師社群(四)：歷史議題

的確認與課程規劃
4 1

27.  a 課程設計 2016/4/15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社群(六)：做荷包的主人─家

計管理班
4 1

28.  a 課程設計 2016/4/15 芥川龍之介的古典書寫與日本現代性 3 0
29.  a 課程設計 2016/4/22 契訶夫小說的愛情 vs 契訶夫的愛情 3 0
30.  c 學習評量 2016/4/25 多元選修課程分享會 120 18
31.  a 課程設計 2016/4/29 從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看女性意識 4 0

32.  b 教材教法 2016/5/2
讀冊人社群(二)：如何帶領學生進入英詩的世界、莎士

比亞的作品在課堂的導讀、文本之間的相連
5 1

33.  b 教材教法 2016/5/5 國文科社群：105 寫作研究卷 6 1
34.  a 課程設計 2016/5/6 資優教育知能研習：細說文山區 3 0
35.  b 教材教法 2016/5/9 讀冊人社群(三)：聖經及童話故事中的文學元素 11 3
36.  b 教材教法 2016/5/10 流沙箋社群：手工紙染色原理探討與應用 5 0

37.  b 教材教法 2016/5/11
應用地理共同備課與教學精進(三)：教學省思與第二次

段考試題檢討
5 1

38.  a 課程設計 2016/5/13 物理動手做社群：實驗器材觀摩─聲光效應 II 3 0
39.  b 教材教法 2016/5/16 讀冊人社群(四)：小說中的象徵符號──如何解讀、如 8 2

序 研習類別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
研習
人數

夥伴
教師
人數

何連結、如何在不同文本中找共同點

40.  b 教材教法 2016/5/17 自然科教學研究社群：社群散射與偏振 16 3
41.  a 課程設計 2016/5/17 應用地理共同備課與教學精進(四)：多元選修課程規劃 3 1

42.  c 學習評量 2016/5/19
「You've Got Mail」多元選修教師社群(五)：期末成果

發表可行之規劃
4 1

43.  a 課程設計 2016/5/28 新詩閱讀策略 5 0
44.  a 課程設計 2016/5/29 論說文閱讀策略 5 0

45.  a 課程設計 2016/5/30
讀冊人社群(五)：如何透過教導提問帶領學生進入文學

的領域
8 2

46.  a 課程設計 2016/5/31 在音樂劇中看見表演元素 15 4

47.  c 學習評量 2016/6/6

讀冊人社群(六)：小說在高中課堂的敲門磚──如何導

讀、如何引導學生入門、如何將本學期討論化為具體

學習單 II

10 2

48.  a 課程設計 2016/6/6 學測命題方向與設計 14 3

49.  a 課程設計 2016/6/7
自然科教學研究社群：主題分享─天津大爆炸、粉塵

爆炸、玻尿酸多元選修課程開設之規劃
9 2

50.  a 課程設計 2016/6/15
「You've Got Mail」多元選修教師社群(六)：期末成果

發表可行之規劃
4 2

51.  a 課程設計 2016/6/20 學測國文試題觀察與模擬考出題原則 11 2
52.  a 課程設計 2016/6/24 模考挑題與設計 9 2
53.  a 課程設計 2016/6/27 台北市模考選題 10 2
54.  a 課程設計 2016/6/30 學測寫作命題方向與設計 10 2
55.  c 學習評量 2016/7/1 學測命題修稿 10 2
56.  a 課程設計 2016/8/5 化學新聞面面觀社群：課程規劃 6 1
57.  b 教材教法 2016/8/9 材料閱讀與寫作 12 2
58.  a 課程設計 2016/8/24 國際教育白皮書研習 123 18
59.  a 課程設計 2016/8/25 國際教育概念研習 129 18
60.  b 教材教法 2016/09/20 物理動手做 6 1
61.  a 課程設計 2016/09/23 美國總統大選 7 2
62.  a 課程設計 2016/09/29 生命之歌-勇敢作夢吧，為什麼一定要一樣 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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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類別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
研習
人數

夥伴
教師
人數

63.  a 課程設計 2016/10/3 英文科社群：107 課綱對英文教學可能之影響 21 4

64.  a 課程設計 2016/10/7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

不是這樣、或者那樣--創作的長相
7 1

65.  a 課程設計 2016/10/07 正五邊形的異想世界 11 2
66.  a 課程設計 2016/10/12 你的力量超乎想像 108 3
67.  a 課程設計 2016/10/14 女性身體密碼 10 2
68.  a 課程設計 2016/10/18 你教流行音樂嗎? 28 3
69.  b 教材教法 2016/10/28 藝能科社群：法式滾球運動 25 2
70.  a 課程設計 2016/11/09 數學科社群：計算機研習 15 2
71.  a 課程設計 2016/11/11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那些蛻皮的瞬間 10 2
72.  a 課程設計 2016/11/11 防身術演練 5 1
73.  b 教材教法 2016/11/11 教師甄試實戰經驗分享 10 2
74.  a 課程設計 2016/11/14 景美女中海外服務學習活動規劃分享(英文科) 18 4
75.  a 課程設計 2016/11/14 如何將口筆譯技巧應用在高中英文教學 44 3
76.  a 課程設計 2016/11/15 景美女中海外服務學習活動規劃分享 67 6
77.  a 課程設計 2016/11/15 從十二年國教高中音樂課程的特色談教材銜接 6 0
78.  a 課程設計 2016/11/16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用創作寫遺言 6 1
79.  a 課程設計 2016/11/18 英文導覽實地觀摩 4 0
80.  a 課程設計 2016/11/22 愛的發聲練習 13 2
81.  a 課程設計 2016/11/22 使用線上平台輔助物理教學 18 1
82.  a 課程設計 2016/11/22 高中能力本位課程設計-以科學閱讀為例 23 2
83.  a 課程設計 2016/12/01 讀報獨報社群：蘇建和案記者會 3 0
84.  b 教材教法 2016/12/01 校本課程與跨領域閱讀 13 3
85.  a 課程設計 2016/12/01 校本課程與美感教育 15 2
86.  b 教材教法 2016/12/02 數學科社群：五角星形的魔幻變化 12 2
87.  b 教材教法 2016/12/02 FUN 臺灣之臺灣達人社群：台北城市散步 6 1
88.  c 學習評量 2016/12/02 當我們同在一起社群：拒學症 36 3
89.  a 課程設計 2016/12/02 讀報獨報社群：法律與人生(一) 5 1
90.  c 學習評量 2016/12/08 音樂劇西遊記之火焰山之基本走位與戲劇指導 6 0
91.  a 課程設計 2016/12/08 讀報獨報社群：法律與人生(二)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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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類別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
研習
人數

夥伴
教師
人數

63.  a 課程設計 2016/10/3 英文科社群：107 課綱對英文教學可能之影響 21 4

64.  a 課程設計 2016/10/7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

不是這樣、或者那樣--創作的長相
7 1

65.  a 課程設計 2016/10/07 正五邊形的異想世界 11 2
66.  a 課程設計 2016/10/12 你的力量超乎想像 108 3
67.  a 課程設計 2016/10/14 女性身體密碼 10 2
68.  a 課程設計 2016/10/18 你教流行音樂嗎? 28 3
69.  b 教材教法 2016/10/28 藝能科社群：法式滾球運動 25 2
70.  a 課程設計 2016/11/09 數學科社群：計算機研習 15 2
71.  a 課程設計 2016/11/11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那些蛻皮的瞬間 10 2
72.  a 課程設計 2016/11/11 防身術演練 5 1
73.  b 教材教法 2016/11/11 教師甄試實戰經驗分享 10 2
74.  a 課程設計 2016/11/14 景美女中海外服務學習活動規劃分享(英文科) 18 4
75.  a 課程設計 2016/11/14 如何將口筆譯技巧應用在高中英文教學 44 3
76.  a 課程設計 2016/11/15 景美女中海外服務學習活動規劃分享 67 6
77.  a 課程設計 2016/11/15 從十二年國教高中音樂課程的特色談教材銜接 6 0
78.  a 課程設計 2016/11/16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用創作寫遺言 6 1
79.  a 課程設計 2016/11/18 英文導覽實地觀摩 4 0
80.  a 課程設計 2016/11/22 愛的發聲練習 13 2
81.  a 課程設計 2016/11/22 使用線上平台輔助物理教學 18 1
82.  a 課程設計 2016/11/22 高中能力本位課程設計-以科學閱讀為例 23 2
83.  a 課程設計 2016/12/01 讀報獨報社群：蘇建和案記者會 3 0
84.  b 教材教法 2016/12/01 校本課程與跨領域閱讀 13 3
85.  a 課程設計 2016/12/01 校本課程與美感教育 15 2
86.  b 教材教法 2016/12/02 數學科社群：五角星形的魔幻變化 12 2
87.  b 教材教法 2016/12/02 FUN 臺灣之臺灣達人社群：台北城市散步 6 1
88.  c 學習評量 2016/12/02 當我們同在一起社群：拒學症 36 3
89.  a 課程設計 2016/12/02 讀報獨報社群：法律與人生(一) 5 1
90.  c 學習評量 2016/12/08 音樂劇西遊記之火焰山之基本走位與戲劇指導 6 0
91.  a 課程設計 2016/12/08 讀報獨報社群：法律與人生(二) 5 1

序 研習類別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
研習
人數

夥伴
教師
人數

92.  a 課程設計 2016/12/08 淺談點數旅行 12 1
93.  b 教材教法 2016/12/09 讀報獨報社群：從舊鞋救命談國際志工 16 1
94.  a 課程設計 2016/12/09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野餐詩派 6 0
95.  a 課程設計 2016/12/09 流沙箋社群：經摺裝 6 0

96.  a 課程設計 2016/12/12
英文科社群：特色課程設計─以英文科、公民科跨領

域合作為例
35 4

97.  a 課程設計 2016/12/13 化學新聞面面觀社群：黃金科學營 12 1
98.  a 課程設計 2016/12/14 生命力-閱讀人社群 38 3
99.  a 課程設計 2016/12/15 讀報獨報社群：校園模擬陪審法庭 6 1
100.  c 學習評量 2016/12/15 音樂劇西遊記之火焰山之基本走位與戲劇指導 4 0
101.  a 課程設計 2016/12/16 和青少年談情說愛 8 0
102.  a 課程設計 2016/12/16 流沙箋社群：經摺裝內頁裝訂 5 0
103.  b 教材教法 2016/12/16 國文科社群:戰地女記者的國際視野 18 2
104.  a 課程設計 2016/12/20 讀報獨報社群：校園模擬陪審法庭 5 1
105.  a 課程設計 2016/12/23 兩代電力公司-親子關係 4 0
106.  b 教材教法 2016/12/27 從桃米青蛙村到埔里蝴蝶鎮的社區經濟營造 30 2
107.  a 課程設計 2016/12/30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不正」插畫與詩講座 12 0
108.  a 課程設計 2016/12/30 圖書館女作家系列講座：談性別藝術與我的創作 10 0
三、105 年度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辦理研習場次與參與人次統計表 

研習類別 研習場次 參加研習人次 夥伴教師人次

a 課程設計 75 573 49
b 教材教法 24 130 15
c 學習評量 9 49 3

合計 108 749 67
105 年度教師專業社群辦理研習活動統計如上表，可以瞭解關於課程

設計研習場次與人次遠高於教材教法及學習評量，可以看出新課綱發展

過程中，教師首重於課程設計的需求性高，夥伴教師亦積極參與課程設

計研習。另外，統計數據也提供給本校行政團隊參考，未來鼓勵教師規

畫研習活動時，主題設定可朝教材教法及學習評量辦理，使教師增能不

會侷限於單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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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群運作方式 

本校以簡化社群運作成果表，協助各社群記錄社群活動，以作為日後檢

討省思使用。 

一、椰林走讀社群 

主辦單位 教務處 協辦單位 社會科 

承辦人姓名 蘇○芬 職稱 歷史科專任教師 

社群名稱 椰林走讀 

社群成員 林○娟、楊○華、謝○英、藍○惠、李○憓、蘇○芬 

辦理時間 
從 105 年 2 月 15 日 

 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研討地點 景美女中 

外聘講師 

相關資料 
無 舉辦場次 6 

研討時數總計 12 小時 參與人次 19 

教師社群研討重要記事 

從課程大綱的擬定，到每一次上課內容的再確認、上課流程的模擬、教材的

準備、教具的製再、課後的反思 

教師社群活動照片及說明 

105.05.27 (星期一) 12:00-13:00，在社會

科辦公室，擬定教學內容大綱(林○

娟、謝○英、李○憓、蘇○芬) 

 

 
105.08.08（星期一）9:00-12：00，在

圖書館一樓會議室，確認各週上課進

度暨課程單元名稱、教材、教法(楊○

華、蘇○芬、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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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群運作方式 

本校以簡化社群運作成果表，協助各社群記錄社群活動，以作為日後檢

討省思使用。 

一、椰林走讀社群 

主辦單位 教務處 協辦單位 社會科 

承辦人姓名 蘇○芬 職稱 歷史科專任教師 

社群名稱 椰林走讀 

社群成員 林○娟、楊○華、謝○英、藍○惠、李○憓、蘇○芬 

辦理時間 
從 105 年 2 月 15 日 

 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研討地點 景美女中 

外聘講師 

相關資料 
無 舉辦場次 6 

研討時數總計 12 小時 參與人次 19 

教師社群研討重要記事 

從課程大綱的擬定，到每一次上課內容的再確認、上課流程的模擬、教材的

準備、教具的製再、課後的反思 

教師社群活動照片及說明 

105.05.27 (星期一) 12:00-13:00，在社會

科辦公室，擬定教學內容大綱(林○

娟、謝○英、李○憓、蘇○芬) 

 

 
105.08.08（星期一）9:00-12：00，在

圖書館一樓會議室，確認各週上課進

度暨課程單元名稱、教材、教法(楊○

華、蘇○芬、林○娟) 

主辦單位 教務處 協辦單位 社會科 

 
105.08.22（星期一）9：00-12：00，圖

書館一樓會議室，確認課程進度與教學

流程 (楊○華、林○娟、蘇○芬) 

 
105.09.08（星期四）12：00-14：00，

輔導室諮商室，確認課程內容與教學

流程(林○娟、楊○華、蘇○芬) 

 
105.10.20（星期四）12：00-14：00，地

點在:政大藝文中心確認課程內容與教

學流程(林○娟、楊○華、蘇○芬) 

 
105.11.28（星期一）12：00-14：00，

地點: 敦品 3F 樓梯間，確認課程內容

與教學流程(林○娟、楊○華、蘇○芬) 

成效評估 

寫成椰林走讀課程綱要、教材內容、教具製作、實際操作及課後反思。 

檢討省思 

1. 應在開始上課之初就建立與學生的通信群組 

2. 在第三單元的教學-校園介紹時，應由老師先行授予基礎歷史及可資利用

的相關資訊綱站、文獻史料，再讓學生參與意見，擬定分組要探索的題目。

這次的課程一開始就讓學生自行採索，原意是激發學生的創意，但學生做

的辛苦，成果也不如教師們所預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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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新聞面面觀社群 

主辦單位 教務處 協辦單位 化學科 

承辦人 

姓名 
江○毅 職稱 化學科專任教師 

社群名稱 化學新聞面面觀 

社群成員 江○毅、陳○姍、彭○珍、韓○如、張○辰、李○雯、魏○宇 

辦理時間 
從 105 年 8 月 1 日 

 至 106 年 1 月 31 日 
研討地點 自然科辦公室 

外聘講師 

相關資料 
優勝奈米科技公司許總經理 舉辦場次 6 次 

研討時數 

總計 
18 小時 參與人次 50 人次 

教師社群研討重要記事 

1. 第一次社群活動：105 學年度由江○毅、李○雯、張○辰老師負責開課；

106 學年度則改由另外三位老師負責，課程前六週由江○毅負責，再來

六週是李○雯，最後六週是張○辰，成績結算交給張○辰老師。 

2. 第二次社群活動：目前已經上過四次課程，且將黑心食用油與漂白劑免

洗筷兩次課程進行錄影，剪輯，播放給老師們看過，並給予回饋。 

3. 第三次社群活動：邀請信望愛基金會志工邱○君談論脫胎換骨的 Learn 

Mode 學習吧，資訊電腦增能，未來新課程的多元評量時可以採用即時回

饋系統。 

4. 第四次社群活動：參觀新北市土城區優勝奈米科技公司，如照片。 

5. 第五次社群活動：請李○雯老師針對化學新聞面面觀的期中課程教學進

行經驗分享，後由陳○姍老師主持討論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化學科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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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新聞面面觀社群 

主辦單位 教務處 協辦單位 化學科 

承辦人 

姓名 
江○毅 職稱 化學科專任教師 

社群名稱 化學新聞面面觀 

社群成員 江○毅、陳○姍、彭○珍、韓○如、張○辰、李○雯、魏○宇 

辦理時間 
從 105 年 8 月 1 日 

 至 106 年 1 月 31 日 
研討地點 自然科辦公室 

外聘講師 

相關資料 
優勝奈米科技公司許總經理 舉辦場次 6 次 

研討時數 

總計 
18 小時 參與人次 50 人次 

教師社群研討重要記事 

1. 第一次社群活動：105 學年度由江○毅、李○雯、張○辰老師負責開課；

106 學年度則改由另外三位老師負責，課程前六週由江○毅負責，再來

六週是李○雯，最後六週是張○辰，成績結算交給張○辰老師。 

2. 第二次社群活動：目前已經上過四次課程，且將黑心食用油與漂白劑免

洗筷兩次課程進行錄影，剪輯，播放給老師們看過，並給予回饋。 

3. 第三次社群活動：邀請信望愛基金會志工邱○君談論脫胎換骨的 Learn 

Mode 學習吧，資訊電腦增能，未來新課程的多元評量時可以採用即時回

饋系統。 

4. 第四次社群活動：參觀新北市土城區優勝奈米科技公司，如照片。 

5. 第五次社群活動：請李○雯老師針對化學新聞面面觀的期中課程教學進

行經驗分享，後由陳○姍老師主持討論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化學科的應對。 

教師社群活動照片及說明 

第一次社群活動討論 
 

第三次活動邀請邱○君講師談電腦增能 

 
105.12.13.參觀新北市土城區優勝奈米科技公司 

 
頒發感謝狀給優勝公司許總經理 

 
鍍金實驗動手做 

 
環保剝金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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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本社群成立之目的在支援多元選修「化學新聞面面觀」課程，除了期待

同學看得懂化學新聞，更能判讀新聞的正確性，結合化學課程於生活應用上，

因此社群活動著重教師經驗傳承與分享，並藉由電腦增能與校外參訪，活化

教師的教學技巧與能力，成效卓著。 

檢討省思 

1. 實作設計較難以配合。 

2. 試題演練較難以命題。 

3. 外出參訪與講師邀約，所需經費較多。 

4. 教師共同備課時間僅星期二下午，時間有限。 

三、教師社群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為了不斷追求教師進步與成長，以及收集對社群推動的建議，於 105
年 12 月底設計了教師社群滿意度調查問卷，摘要部分結果以圖表呈現

如下： 

 

    從上表可得知本校教師會於社群有助於共同探究教學現場實踐，啟

發思考，及行政團隊能適時積極解決社群教師們的意見與問題，整體社

群營運的滿意度給予正向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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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本社群成立之目的在支援多元選修「化學新聞面面觀」課程，除了期待

同學看得懂化學新聞，更能判讀新聞的正確性，結合化學課程於生活應用上，

因此社群活動著重教師經驗傳承與分享，並藉由電腦增能與校外參訪，活化

教師的教學技巧與能力，成效卓著。 

檢討省思 

1. 實作設計較難以配合。 

2. 試題演練較難以命題。 

3. 外出參訪與講師邀約，所需經費較多。 

4. 教師共同備課時間僅星期二下午，時間有限。 

三、教師社群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為了不斷追求教師進步與成長，以及收集對社群推動的建議，於 105
年 12 月底設計了教師社群滿意度調查問卷，摘要部分結果以圖表呈現

如下： 

 

    從上表可得知本校教師會於社群有助於共同探究教學現場實踐，啟

發思考，及行政團隊能適時積極解決社群教師們的意見與問題，整體社

群營運的滿意度給予正向高度評價。 
 

 

 

 

 

四、其他社群活動照片： 

教師社群活動紀錄

國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公民與社會特色課程研發 地球科學專題 自然科校本課程

應用地理共同備課 國際教育社群 學習共同體

英文口說 Go Go Go 外交小尖兵 城市裡的這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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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與未來展望 

一、教師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與專業回饋 
    本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邁入第 8 年，教師們也能認同制度重

點在於專業發展，而非評鑑，加上近年將制度改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

統，更加呼應專業發展備受重視。因此，本校多數教師具備初階教師資

格，並有 38 名教師已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研習，超過 25 名教師

獲得教學輔導教師資格。 

    教師專業發展的各階段培訓研習，本校教師積極報名參加，召開會

議決定各科優先順序。然而教學檔案建立，透過定期辦理研習，提供教

學檔案製作方向，協助教師們建構完整教學檔案，可作為經驗累積與傳

承使用，透過檔案分享觀摩，讓更多教師瞭解教學活動進行過程。 

    公開觀課透過教學現場實察，事前討論觀課重點，採用不同觀察工

具，建立彼此信任的觀課模式，教師間互動增加，從分享教學經驗的交

流中，認識不同教學方法之優勢及限制。除了彼此觀課外，同儕教師自

然地形成共同備課的合作模式，教學經驗與創新活動也都能彼此討論，

在專業領域上共同成長，攜手邁進。透過專業對話，增進教師間的學科

認知理解，使教學相長的氛圍在環繞教師間，進而讓每一位教師都在自

己的教學崗位上，發熱發光，有助於成為優秀教育園丁，貢獻一己心力。 

二、教師專業社群能積極運作與持續 
    學生學習成長來自教師專業成長，本校持續致力於推動教學專業發

展及成長，辦理各科各領域之研習活動，以協助教師教學精進成長；鼓

勵教師成立各種專業成長社群，並使其能持續有效地經營；對於新進教

師或需要幫助的老師，亦持續以教學輔導教師支持系統，從一科一群擴

展至一科多群，或是一課一群，亦鼓勵教師跨科橫向間合作，或參與跨

校社群，透過跨社群的分享，讓教學專業獲得成長。 
三、能配合新課綱課程，規劃、辦理教師研習及提供適合場地 

    本校於暑假結束前一週，亦即開學前備課週，辦理兩天全校教師研

習，針對特教知能、輔導知能及國際教育等主題，邀請校內外講師，校

外講師帶給本校教師專業知能成長，校內教師帶給同儕教師見賢思齊之

效；學期間辦理課程工作坊研習活動，內容包含新課綱的因應與調整、

導師知能、教師專業發展等題材，使校內教師了解課程設計之原理及架

構，為所有教師增加專業知能、開拓教學視野與技巧；行政團隊亦定期

與各科召集人開會，並協助推動各科研習，其內容涵蓋校外學者專家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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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與未來展望 

一、教師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與專業回饋 
    本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邁入第 8 年，教師們也能認同制度重

點在於專業發展，而非評鑑，加上近年將制度改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

統，更加呼應專業發展備受重視。因此，本校多數教師具備初階教師資

格，並有 38 名教師已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研習，超過 25 名教師

獲得教學輔導教師資格。 

    教師專業發展的各階段培訓研習，本校教師積極報名參加，召開會

議決定各科優先順序。然而教學檔案建立，透過定期辦理研習，提供教

學檔案製作方向，協助教師們建構完整教學檔案，可作為經驗累積與傳

承使用，透過檔案分享觀摩，讓更多教師瞭解教學活動進行過程。 

    公開觀課透過教學現場實察，事前討論觀課重點，採用不同觀察工

具，建立彼此信任的觀課模式，教師間互動增加，從分享教學經驗的交

流中，認識不同教學方法之優勢及限制。除了彼此觀課外，同儕教師自

然地形成共同備課的合作模式，教學經驗與創新活動也都能彼此討論，

在專業領域上共同成長，攜手邁進。透過專業對話，增進教師間的學科

認知理解，使教學相長的氛圍在環繞教師間，進而讓每一位教師都在自

己的教學崗位上，發熱發光，有助於成為優秀教育園丁，貢獻一己心力。 

二、教師專業社群能積極運作與持續 
    學生學習成長來自教師專業成長，本校持續致力於推動教學專業發

展及成長，辦理各科各領域之研習活動，以協助教師教學精進成長；鼓

勵教師成立各種專業成長社群，並使其能持續有效地經營；對於新進教

師或需要幫助的老師，亦持續以教學輔導教師支持系統，從一科一群擴

展至一科多群，或是一課一群，亦鼓勵教師跨科橫向間合作，或參與跨

校社群，透過跨社群的分享，讓教學專業獲得成長。 
三、能配合新課綱課程，規劃、辦理教師研習及提供適合場地 

    本校於暑假結束前一週，亦即開學前備課週，辦理兩天全校教師研

習，針對特教知能、輔導知能及國際教育等主題，邀請校內外講師，校

外講師帶給本校教師專業知能成長，校內教師帶給同儕教師見賢思齊之

效；學期間辦理課程工作坊研習活動，內容包含新課綱的因應與調整、

導師知能、教師專業發展等題材，使校內教師了解課程設計之原理及架

構，為所有教師增加專業知能、開拓教學視野與技巧；行政團隊亦定期

與各科召集人開會，並協助推動各科研習，其內容涵蓋校外學者專家講

座，例如：口筆譯應用於英文科教學、自然科的校本課程研習等，辦理

校外參訪，例如：黃金科學營、宜蘭華德福學校參訪，除此之外，也積

極規劃海外參訪與交流活動，如新加坡跨國參訪、海外教育旅行由不同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課程，除了學生成長外，透過帶領海外教師交流活動，

教師也看見自己成長。 

    教師社群蓬勃發展，社群會議場地是本校亟需改善的工作重點，目

前教師會議場所使用各科辦公室、借用諮商室或辦理研習使用中大型會

議室等，欠缺小型工作室或討論室，讓教師社群可以討論使用，未來朝

規劃校內討論室空間，準備足量空間與妥善環境供師生使用，唯有透過

頻繁、規律的對話，藉由內外在資訊刺激與深入的互動交流，讓教師自

主性地省思，才能提升教師的課程設計、教材教法與學習評量方法，看

見學生學習成效，回歸到教師專業成長支持學生學習為主軸的學校願景

發展，且教師動能提升亦能讓校園教學活動充滿生命力，是一所能賦予

學生未來希望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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