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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務社群談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發展 

王為國* 

摘 要 

個人主義之教師文化會阻礙彼此的交流與互動，不利於知識的創新。近幾年

來，教育界有關實務社群的探討愈來愈多，認為可以增進教師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創

新。本文從實務社群的角度出發，探討其對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發展的啟示。在課

程發展方面，實務社群可以協助教師發展新課程、協助教師覺醒課程理論、幫助教

師累積課程實務知識、協助教師解決課程的問題等。至於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實

務社群可以促進教師學習、提供教師學習機會、激發教師專業熱情、激發教師學習

動機、促進教師專業知能、幫助學校招募及留住人才、協助輔導新手教師、塑造學

校積極的文化、建立多元化溝通管道等。學校應該給與教師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去發

展實務社群，如此，實務社群對於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發展的貢獻才能夠彰顯出

來，並且進一步提升學校的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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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ividualism teacher culture obstructs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eachers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The discussions of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pplying 
to schools have increased noticeabl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the point of view of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an facilitate teachers in 
developing a new curriculum, aid teachers being aware of curriculum theory, help 
teachers with accumulating curriculum practice knowledge, and assist teachers in solving 
curriculum problems. I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an 
advance teachers learning, afford teachers wit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ncourage 
professional passion of teachers, excit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eachers, improv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s of teachers, help school with recruiting and remaining teachers, 
guide novice teachers, shape the positive cultural in school, and construct multiple 
communication paths. The school should give teachers enough time and space for 
develop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u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an contribute to 
curriculum practice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y can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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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教師較習於單打獨鬥，鮮少和同事交流溝通，或形成教師關在自己的「教

室王國」內孤軍奮鬥，很少有機會觀察同事的教學，將自己的知識公開或和同事分

享，造成教師彼此之間無法互相學習及激盪新的知識，此即Hargreaves（1994）所

稱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之教師文化。這種文化會阻礙彼此的交流與互

動，對知識創新產生阻礙，如何使教師們彼此之間能有更多的互動與交流，是教育

單位必須加以思考的。此外，學校內之課程發展組織存在若干缺失，課程組織往往

淪為形式的操作，並未真正發揮其功能。葉興華（2003）認為：成員的課程專業知

識不足、開會時間難覓、教師擔任課程發展委員的意願不高、討論品質待提升等，

是課程發展組織運作普遍存在的困難。同樣地，目前教師專業發展的缺失和課程發

展組織有相似之處，例如：未能真正提升老師的專業能力、聽講式的進修居多；過

去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過度強調行政主導，教師參與不足，以致因進修內容不符需

求、興趣，參與心態仍存敷衍與應付，教師彼此之間缺乏專業對話的空間與時間，

對於教學亦缺乏反省機制等（郭木山，2004）。為了促成教育之進步，我們希望教

師們能多分享自己的知識，從互動中促成專業的成長。在學校謀求改進時，我們希

望引進「實務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之概念，以幫助學校教師進行課程

發展及專業發展。 

在知識經濟的時代，教師必須不斷地學習，才能跟上時代潮流；傳統的教師在

職進修方式偏重於聽講式與注入式的學習，其對學習偏向於獲得的觀點，這種學習

的效果有限。而近年來學習的觀點正逐漸改變中，認為學習是參與，要在情境中學

習，學習是一種社會互動（Hodkinson & Hodkinson, 2004; Lave & Wenger, 1991），

基於學習是參與、行動、情境及互動的理念，讓教師透過參與實務社群，是運用上

述學習理念來促成教師專業成長的辦法。 

筆者檢視國內教育領域與社群研究相關的論文，包括：方文智（2004）、池榮

慰（2004）、吳順火（2003）、呂瑞香（2003）、林春慧（2003）、倪士峰

（2001）、廖秀微（2001）、劉仲文（2004）、蔡美玲（2005）等等，其探討之主

題有：實務社群、團隊學習、課程發展小組、學年教學團隊、學習領域團隊、成長

團體及行動研究團體等，其探討方向大都為課程發展、教學實踐及如何進行動研究

等，這些論文都肯定了團隊學習對學校的貢獻，包括：促進學校組織活力化；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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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公開化；溝通管道多元化；促進教師的學科知能、專業知能、個人生活知能及

教師專業等。但也指出其實施的限制，包括：成員討論時間不足、各團專才分配不

均、成員人選等困境。 

目前國外有關教育社群之研究相當多元，探討以實務社群之方式促進教師的學

習，來增進教師彼此的對話，增進專業能力，目前所探討的研究對象包括職前教師

（Barab & Duffy, 2000; Hoffman-Kipp, 2003）、學前教師（Bradley, 2004; Fleer, 

2005; Gettinger, Stoiber, & Lange, 1999; Perry, Walton, & Calder, 1999）、國小及高中

教師（Culpepper, 2004; Hodkinson & Hodkinson, 2004; McCann, 2003; Palincsar, 

Magnusson, Shirley, Marano, Ford, & Brown, 1998; Printy, 2002）。另外在探討議題

方 面 ， 則 包 括 了 ： 語 文 （ Grossman, Wineburg, & Woolworth, 2000 ） 、 社 會

（Grossman et al., 2000）、數學（Culpepper, 2004; Printy, 2002）、科學教育

（Avery, 2003; Palincsar, Magnusson, Shirley, Marano, Ford, & Brown, 1998; Printy, 

2002 ）、環境教育 （McCann, 2003）、科技 （Hodkinson & Hodkinson, 2004; 

Zorfass & Rivero, 2005）、早期讀寫活動（Perry, Walton, & Calder, 1999）、藝術

（Hodkinson & Hodkinson, 2004）、音樂（Hodkinson & Hodkinson, 2004）、歷史

（Hodkinson & Hodkinson, 2004）及行動研究（Gettinger, Stoiber, & Lange, 1999）

等。而實務社群之組成，可以用學校現有的學科分組為單位，也可以跨越學科界

線，討論重要的議題。由上可知，國外將社群概念引入教育界，已具有成果，包括

以社群作為支援課程發展、教師學習、教師專業發展，以及創造教師跨越班級界線

共同合作的機會等，值得國內教育界加以參考。本文先探討實務社群概念之內涵，

並進而探討其與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之關係；再來探討建立實務社群之階段。 

貳、實務社群之內涵 

就社群之定義而言，Sergiovanni（2000）認為社群是分享共同承諾、觀念和價

值而在一起的一群人。學校教師為了增進教育專業知能，而共同組成小組來進行研

討與進修，他們承諾遵守團體的規約，分享彼此的觀念與價值，此即校內之社群。

Sergiovanni（2002）更進一步提出學校建立社群可以支持學習、可以建立關係和責

任、使教師有義務去遵守道德。因此，教師群體應構成專業的學習社群，透過協同

合作的人際互動關係，形成相互支持的專業發展環境，共同追求學習社群的教學理

念與實踐，以適應及面對外在環境的變革（黃永和，2005）。我們可視實務社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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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的學習環境（Brown & Duguid, 2000），它是一項實用的作法，能夠提供具體

的組織基礎建設，以實現學習型組織的夢想（Wenger & Snyder, 2001），因此，了

解實務社群之內涵卻實有其必要性。 

一、實務社群之意義 

實務社群的定義是：一群人藉由持續的互動，分享利害與共的事情、共同的問

題或熱情，以獲得更深入該領域的知識和專業（Wenger & Snyder, 2001; Wenger, 

2006）。實務社群由三種基本因素結合而成，分別是：(1)領域（domain）：是指

特定的議題或某個知識領域，社群內的成員因分享和了解其共同領域，而產生對社

群之認同感；(2)社群（community）：關心這個領域的人所組成的團體，成員會投

入於共同的活動和討論，幫助他人，以及分享訊息；(3)實務（practice）：成員想

在某個領域裡發展得更有效率，他們會對這個領域內做事的方法有相同的作法及共

有的標準，同時他們也分享共同的資源、經驗、故事、工具與處理問題的方法

（Wenger & Snyder, 2001）。 

在學校裡教師所組成的實務社群，應該是以促成教育品質及學生能力為重點。

因此，專業實務的改進是教師社群形成的基本理由（Grossman, Wineburg, &  

Woolworth, 2001）。 

二、實務社群與團隊之差異 

在探討實務社群時，我們常會思考實務社群和組織內各種團體有何差異，

Wenger與Snyder（2000）將「實務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非正式網

絡」（informal network）、「正式工作小組」（formal work group）、「專案團

隊」（project team）等四種組織型態加以區分，如表1所示。這四種組織單位在其

目的、成員形成、凝聚緣由與持續時間上皆有所差異。實務社群與非正式網絡屬於

「社群」之形式，而正式工作小組（譬如某一部門）與專案團隊二者，則屬於「團

隊」之形式。 

社群可再區分為非正式網絡與實務社群兩種形式，兩類社群皆是由成員自我選

擇與自我組織的，其目的由社群成員自訂，非正式網絡較偏重於資訊交換與情感聯

誼，而實務社群通常是有共同專業的成員所組成，因此更能夠發展專業、解決專業

問題、交流與創造專業知識等。在社群內聚的緣由方面，非正式網絡著重於情感與

關係的維持，實務社群則注重發展出該社群的專業自我認同，此自我認同與專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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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群與團隊之差異 

類別 目的 成員形成 凝聚緣由 持續時間 

實務社群 
發 展 成 員 能

力 ， 創 造 與 交

流知識 
成員自我選擇 熱 情 、 承 諾 與

專業認定 
團 體 有 意 願 ，

就一直維持著 社

群 
非正式網絡 蒐 集 與 傳 遞 資

訊 朋友與熟人 彼此需要 彼 此 有 動 機 ，

就一直維持 
正 式 工 作 小

組 
產 出 產 品 或 服

務 
團 體 經 理 管 轄

下的成員 
工 作 要 求 與 共

同目標 
直 至 下 次 組 織

重整 團

隊 專案團隊 完成特定任務 由 資 深 經 理 下

令籌組 
專 案 目 標 與 里

程碑 
專 案 完 成 即 結

束 
資料來源：修改自Wenger和Snyder（2000: 142）。 

 

定與榮譽有關，以及隨著自我認同而來的承諾與熱情等。另外，社群的持續時間則

視該社群之內聚緣由與動力而定，有可能很短期內就終止，也有可能相當穩定地存

在，甚至組織重整或裁撤後，仍可能繼續維持著。 

組織中正式單位的「正式工作小組」，或者由資深經理人下令籌組的臨時性

「專案團隊」，這類型團隊的目的是由組織所交付，其形成主要來自正式賦予之職

權，是為了完成工作任務而組織起來運作的，其隱含著工作與學習是分離之假設，

團隊的持續時間則視組織任務而定。 

三、實務社群與教師團隊 

教師所組成之實務社群必須兼顧學生與教師的學習品質（Grossman, Wineburg, 

& Woolworth, 2001），這和一般公司及企業界所關注的對象是不同的。目前學校

裡，教師團隊常出現多種型態，為了釐清和實務社群之差異，特別說明如表2。 

 

表 2 實務社群與教師團隊之比較 

類型 目的 成員形成 內聚緣由 持續時間 

實務社群 發展成員能力，

創造與交流知識
成員自我選擇 熱情、承諾與專

業認可 
團體有意願，就

一直維持著 

讀書會 分享讀書心得 自願形成 熱情、興趣 團體有意願，就

一直維持著 

休閒式團體 促進休閒生活 自願參加 興趣 團體有意願，就

一直維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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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實務社群與教師團隊之比較（續） 

類型 目的 成員形成 內聚緣由 持續時間 

課程發展委員會 完成課程發展任

務 
成員相互推派及

當然成員 
工作要求與共同

目標 
直至下次委員會

改選 

專案式團體 完成研究案 自願參與或被指

派 專業認可 完成研究 

學年團體 完成學校任務 被指派 工作要求與共同

目標 直至離職為止 

學科領域小組 完成學校任務 自願或被指派 工作要求與共同

目標 直至離職為止 

 

（一）實務社群：一種非正式之組織，其組成分子乃是跨越目前學校之正式組

織，由教師自願形成或學校指派之成員共同組成。其主要焦點著重於重要的教育議

題或主要之課程實務，例如：教師們可以組成統整課程、品格教育、生命教育社群

（見圖1，中間的社群）。在同一個課程實務社群中，老師們會藉由互動與分享，

彼此互相學習，他們會發展出社群內共同的知識，分享相同的資源，例如：教師可

以相互分享社群成員所設計的學習單、教材等。 

（二）讀書會：是由教師會或學校行政推動的讀書會型態的團體，偏重休閒性

或混合性的學習。讀書會以分享和交流知識為目的，成員的組成乃是基於熱情與興

趣自願形成的，只要成員有意願持續進行，就可以存在下去。 

（三）休閒式團體：屬於教師臨時性的組合型態，具有休閒性、娛樂性及聯誼

性的功能。而教師推動的教師團隊與臨時性社團型態，雖然是教師自發性的參與，

但是在主題的選擇上是以休閒為主、教學為輔。休閒式團隊的目的在促進休閒生

活，其成員乃基於興趣自願參加，團體成員有意願就一直維持著。 

（四）課程發展委員會：其目的在完成課程發展任務，成員為教師們互相推舉

或由學校指派。其具體的工作目的在審議學校課程實施與發展事項，但目前往往流

於形式，未充分發揮其功能。 

（五）專案式團體：具有實驗研究性質，大都由教育學者或大學教授帶領，教

師站在被動學習的立場。其目的在完成研究案，成員是自願參與或被指派參加，這

些成員通常認為參加專案研究可獲得專業的認同，當研究案完成，專案小組即解

散。 

（六）學年團體：在學校中以同一學年老師組成之學年小組（見圖1，橫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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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校內之社群與團隊 

 

團體），如：一年級學年團體。同一學年之教師均有義務及責任參與學年團體的活

動，他們會討論並參與該學年共有的課程、教學及評量方式，以達成該學年團體所

欲達成之教育目標。 

（七）學科領域小組：由各學科領域老師組成之（見圖1，縱向的團體），

如：語文領域。教師依據自己的任教專長選擇或被指派參與某一學科領域小組，小

組是以促進學科領域教育品質為其主要目的，但目前其運作並未受到重視及完全發

揮。 

實務社群、讀書會與休閒式團體其性質較接近社群，員大都為自願參加，但就

其目的而言，休閒式團體和實務社群則不相同。而課程發展委員會、專案式團體、

學年團體、學科領域小組較接近於團隊之性質，其形成大都為被指派參加，以達成

工作目標為其聚集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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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內各種團體皆可以同時存在，每位老師也可以參加不只一種團體，至於

參與實務社群，乃是以創造知識與發展知識為目的，對於學校知識之創新及教師專

業之發展更有助益。 

參、實務社群與課程發展 

教育改革腳步不斷加快，學校莫不亟思趕上教育改革的腳步，深怕跟不上時代

腳步而被淘汰。學校面對應接不暇的教育改革理念，該如何採用及建構適合本土的

課程？如何調和家長需求與教育理念？如何使教師能接受課程的改變？教師如何進

行課程實踐？這些問題是許多教育工作者想要探詢的。在學校裡可以有不同類型的

社群，其中，共同關心課程領域的教師們，可以組成以課程為主軸的實務社群，他

們針對課程這一個領域有共同的知識，而且分享共同的實務，並想要在課程方面更

有品質。Noye提出課程發展的六階段慎思模式，包含：公開分享、重視協議與爭

論、解釋立場、強調立場的改變、協商出同意的觀點及選擇決定等（引自Ornstein 

& Hunkins, 2004）。社群運作和這種課程發展模式的方式十分類似，都強調分享、

互動、對話及協商，教師可透過社群之參與而增加教師彼此工作內容的了解、專業

成長與人際關係的培養；再者，實務社群之建立可提供一個知識互動及創意激發的

平臺。此外，對於學校而言，實務社群之運作，可解決既有課程所面臨的問題及提

升課程的品質，或是建立一個學習成長的環境。 

我們可以運用實務社群的理念，來組成學校課程發展團隊或以課程為探討主題

的團體。從實務社群所應具之特質，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課程實務社群所應具備的

特質（詹志禹，2003；Saint-Onge & Wallace, 2003）：（一）生產性探索：社群成

員從實務情境當中產生問題，有解決問題的需求，透過交互學習解決問題，生產出

來的知識支援實務；（二）自我管理：團隊依循某些原則自我管理，成員輪流分享

領導權；（三）成員有責任交互支援；（四）成員有多重管道可以合作和討論，如

面對面、透過網路、電子郵件、開會……等等；（五）獲得學校的支持：學校能夠

提供場地、經費。因此，課程實務社群，其形成乃在於學校中的教師具有學習課程

發展及解決課程問題之需求，例如：教師尋求如何解決課程銜接、如何設計品格教

育課程等問題。社群內的教師透過互動來學習及解決問題，為了解決問題而產生的

知識，可以支援實務的課程發展。參與社群的成員輪流領導，且相互支援，可運用

面對面的會議及討論形式，也可透過網路論壇、部落格與電子郵件進行討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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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學校行政能夠主動提供場地、經費與時間，將使實務社群得以順利進行。實務

社群中以課程為其領域，乃觸及學校教育之核心，因為其和教師學習及學生學習均

密切相關，一方面教師透過實務社群學習課程之設計與實施，而學生也能從實務社

群所創新出的知識而受益，學生是課程實施主要的對象，他們是主要的受益者。以

下將進一步說明實務社群與課程發展之關係。 

一、協助教師發展新課程 

由於教師在實務社群中是分享共同的資源、經驗與故事，他們可透過課程實務

社群，學習跨領域課程的統整，以及學習如何思考課程內容的適切性。如：

Grossman等人（2001）探討英語、社會、特教及教導英語為第二語言的教師社

群，他們在二年半的期間內固定聚會，學習到歷史和文學的連結及思考教材的新方

式。目前，臺灣的教師在九年一貫課程、各年段銜接課程、新臺灣之子課程、品格

教育課程……等等，均可以透過實務社群，邀集老師共同分享教學經驗，以及創新

課程，讓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有相互交流之機會。而此一觀點和課程即研究假設的

課程觀點，有相當密切的關係，當教師從事教學實踐的研究時，教師會根據教室教

學的行動實務，考驗其研究假設，以決定是否接受課程或修正課程，甚至再設計課

程（黃光雄、蔡清田，1999）。另外，林偉文（2002）研究國民中小學教師的創新

教學行為發現，教師之間有愈多的知識分享、資訊流通、深度對話與合作，則教師

的創新教學行為就愈多，而且教師有無組成或參與知識社群對創新教學行為的預測

力最高，可見學校的實務社群對教師發展新的課程確實有助益。 

二、協助教師覺醒課程理論 

教師不關心課程理論，將無法獲得課程改革的整體圖像，將會使課程改革與課

程發展淪為枝微末節之改變（歐用生，2004）。學校內的實務社群可以協助教師反

省自己課程理論，澄清目前的課程觀點，並思考目前的觀點有何優缺點，並進而思

考什麼課程適合於這個學校？什麼課程適合於學生？進而發展適合的課程。 

三、幫助教師累積課程實務知識 

實務社群之關鍵概念是社群知識，社群知識的總和大於個別參與者知識的總和

（Gherardi & Nicolini, 2000）。課程實務社群裡的教師是以設計、發展、實施與評

鑑課程等，作為課程社群所探討的主題，這些主題內容均涉及課程之實務層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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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可以將其實務經驗與教師共同分享，幫助教師們共同累積知識，並且可以促進對

於實務的理解及改進（Raphael, Florio-Ruane, Kehus, George, Hasty, & Highfield, 

2001），將交流及創造的知識轉換成實務。因此，藉由實務社群中具備共同實務之

特性，可以幫助教師累積課程實務知識。 

四、協助教師解決課程的問題 

實務社群是教師在一起工作，以完成特定的實務問題（Wixson & Yochum, 

2004）。課程社群中教師們集思廣益共同解決問題，對教師而言，問題解決的過

程，即是教師成長的過程。例如：國內一群國小教師所組成的「啄木鳥教師團

隊」，透過集體運思，在統整手冊、創新教學設計、主題式統整課程研發和行動研

究中，嘗試各種課程統整模式和能力指標的轉化方式，整合出新的課程統整方式

（池榮尉，2004：194）。教師躲在自己的教室王國中，若不能與人相互交流，遇

到問題閉門造車不見得可以得到解答，三人行必有我師，透過社群中，拋出自己的

問題，同儕中也許有老師過去曾經遭遇此問題，則可以分享與提供其解決策略，若

社群中，老師們過去並無此相關經驗，則可以用腦力激盪的方式，共同找出解決策

略，如此，將可幫助教師解決其獨自無法完成的問題。由此可知，教師所組成的實

務社群，可以協助教師解決課程的問題。 

肆、實務社群與教師專業發展 

實務社群對教師專業發展有何作用？實務社群對教師專業發展產生何種新的局

面？如果我們將學校視為是一種學習型的組織，將學習視為是需要互動才能夠成

長，那麼實務社群將很適合於教師的專業發展。以下將進一步分析實務社群和教師

專業發展之關係。 

一、藉由互動促進教師學習 

學習是發生在意義的交流及合作性建構的情境中（ten Dam & Blom, 2006）。

實務社群不只是將人聚集起來並給予代表名稱而已，重要關鍵是人員的共同參與投

入（Wenger, 1998）。從心理學的觀點，Vygotsky（1978）認為學習是一種社會現

象，因此，教師之成長與學習，是發生在教師彼此的互動關係中，這也說明了社群

的重要性。例如：某國中教師所組成的品德教育實務社群，會集思廣益，互相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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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以解決工作上的問題（蔡美玲，2005：106）。以實務社群為教師專業發展

的觸媒，可引導教師彼此互相共同學習，分享彼此的知識，將內隱知識轉化為大家

可以共同分享的知識；同時，社群裡教師可以放心地問問題以產生對話（Snow-

Gerono, 2005），並促成課程改革的進步與革新。例如：Printy（2002）探討高中數

學和科學教師參與實務社群，發現參與實務社群可以促進教師的學習。 

二、提供教師學習機會 

研究指出學校領導者若能成功提供學習機會、學習空間和學習經驗的工作環

境，則將能觸發教師的專業發展（Clement & Vandenberghe, 2001）。要發展教師專

業知識，教師不能閉門造車，他們必須要和其他面臨相同情況的人有接觸、交流的

機會，才能夠累積他們的經驗。教師可經由類似學徒學習的過程，學習社群中的技

能、規範與規則（Hung, Chee, & Hedberg, 2005）。總之，新手教師、實習教師或

在職教師，可以在社群中觀摩資深及有經驗的教師而逐步投入及嫻熟課程相關能

力。 

三、激發教師專業熱情 

學校過度強調科層體制將無法激發教師的教學熱情，對於教師專業發展也不會

有助益，因此，為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學校組織結構宜由科層體制逐漸轉為教師

學習社群的營造（蔡進雄，2005）。由一群國小教師所組成的「啄木鳥教師團隊」

能夠激發成員的專業熱忱，其中一位成員說： 

 

「教學這麼多年，可是在這裡才有樂趣耶。……常常大家討論講一講，回去的時

候，我都會再想起好多，就會有一股衝動好想去做看看……」（池榮尉，2004：

191）。 

 

在社群中，教師們分享自己的課程實施經驗供他人參考，而其他老師也會立即

予以回饋，或者採用某位老師提供的經驗將其應用在班級上，提供分享的老師將會

覺得自己的意見被同儕採用而覺得受到重視，內心得到滿足，更進一步激發其熱

情，下一次更願意分享其實務經驗；而從社群中獲得經驗的老師，則認為社群提供

寶貴的經驗，並且可以見賢思齊焉，產生有為者亦若是的想法，可帶動他更想在教

育上力求改進之熱情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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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發教師學習動機 

教師的實務社群可以在教師專業發展中扮演催化劑及指引的角色，教師社群著

重於同儕合作及反省性的對話，提供社會及規範性的支持，支持教師參與專業發

展。在社群中，教師會找到學習及成長的動機、方向與責任，他們將會發現同儕是

新理念的來源，以及是智力的刺激與回饋，可以促進彼此的深度學習及教學的改進

（Smylie, Allensworth, Greenberg, Harris, & Luppescuet, 2001）。是故，參與實務社

群可以激發教師學習動機。 

五、促進教師專業知能 

教師專業知能之優劣攸關教育品質之良窳，教師參與社群對教師發展、學校整

體能力及改進教學和學校教育實務具有重要的貢獻（Little, 2003）。透過實務社

群，教師可以和同儕相互交換教學經驗與反省專業知識，進而獲得學科知能、教學

知能及教育專業知能，並培養教師的專業能力和促進其專業成長。 

六、幫助學校招募及留住人才 

合作的教師文化及專業的社群可以幫助教師激發創意，提供教師實驗新點子的

自信心，遭受挫敗時能有支持性的網絡予以支持，使教師能不屈不撓（Hargreaves, 

Earl, Moore, & Manning, 2001），此外，尚能給予教師情緒的支持，在改革的道路

上不會感到孤單。教師社群的凝聚與組成是為了要打破教師孤立的傾向，增加對學

校的認同與歸屬，並在與同儕的互動學習中，觸發專業對話與提升專業知能，以提

升學校效能（林思伶、蔡進雄，2005）。社群中教師可以獲得成就感及滿足其興

趣，同時參與社群可以讓教師具有歸屬感，因而願意留在學校繼續服務，可以為學

校留下優秀的人才。社群中，資深或優秀的教師，因為透過分享及回饋經驗給其他

同儕，使其他教師對優秀教師產生敬重感，而優秀教師更因為自己能夠提供相關意

見給其他教師參考，而覺得自己受到重視及產生滿足感，這樣可以使老師們更願意

留下來。學校如果能營造出智性的成長氣氛，則可以吸引其他教師慕名而來，並且

想加入這個學校的行列，使學校具有優秀的師資。 

七、協助輔導新手教師 

當參與實務的新手由這個社群的周邊逐漸移向中心，他們會變成更主動而且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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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社群的文化之中，進而承擔起專家或資深成員的角色，這就是Lave與Wenger

（1991）所說的「正當性周邊參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的過程。

新手教師在剛進入校園時，通常會感受到疏離感，缺乏他人的支援，但他們可以經

由參與實務社群中發展對學校的認同感與學習如何擔任老師的方法（Bradley, 

2004）。某位新手教師分享了參與實務社群的看法： 

 

「有一個定期運作的社群，可以聽聽其他老師對於教學有什麼看法，尤其像我們

這種菜鳥，吸取別人的經驗還蠻重要的」（蔡美玲，2005：109）。 

 

新手教師或者實習教師，透過參與實務社群而逐步地了解學校內的規範、規矩

與教育專業，是故，實務社群對輔導新手教師具有功效。 

八、塑造學校積極的文化 

由於實務社群的存在，學校更有可能形成學習型組織，使得學校更加具有活力

及生命力，容易接納新的事物。Sergiovanni（2004）認為組織的能力應該是所有人

所知的總和，實務社群可將眾多教師的實務經驗加以整合匯集成為學校整體之專業

能力。此外，教師獲得專業自主，得以掌握課程發展，但也會令人擔心是否會過於

自主而淪為各行其事，因此，我們希望讓教師藉由參與實務社群，使得合作的文化

能夠營造起來，讓自主及合作能夠加以結合並且得以平衡，營造學校積極的文化。 

九、建立多元化溝通管道 

藉由實務社群的溝通，實務社群內可達成行政事務的非正式溝通，學校的成

員，可不依循組織層級方式，進行彼此之間訊息的傳遞，以促進成員之間意見交換

與情感聯繫。在任何的組織中，有正式溝通的存在，也必然有非正式溝通的存在，

因為組織中的每位成員都有其人際網絡或社會關係，自然會不定時的在一起交換訊

息，分享彼此的經驗，這種溝通方式並不屬於正式溝通的範疇，而是屬於非正式溝

通的方式（吳清山、林天祐，2005）。藉由實務社群之運作，使得學校成員彼此的

溝通管道增加，促進學校政策的傳達，以及問題的反應，並增進教師們人際互動與

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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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立實務社群之階段 

一、實務社群之演化 

任何社群的建構發展有其生命週期和流程，在不同的階段，社群有不同的任

務。社群要能在各階段因應成員與組織內外界環境的變動，才能落實社群真正的願

景。 Gongla和Rizzuto（2001）將IBM公司自1995年起即開始推展實務社群的經

驗，歸納為實務社群的演化模式，如表3所示，共有五階段：（一）潛在階段

（potential stage）：開始形成社群，主要基本功能為連結（connection），它是一

個誕生前的階段，但是組織核心已經出現了，這個核心由在工作上有相關聯或有共

同 興 趣 的 人 所 組 成 ， 但 未 完 全 發 現 所 有 的 成 員 ； （ 二 ） 建 立 階 段 （building 

stage）：社群開始自我定位，形成運作規則，主要基本功能為「創造共同記憶與

經驗脈絡」（memory and context creation）。創始的成員開始去確立社群的走向及

如何建立和宣告它的存在。成員的核心小組開始去創造社群運作及成員共同工作的

步驟。建立對社群的共同理解，包括：社群是什麼？為什麼要成立？如何運作？等

問題；（三）投入階段（engaged stage）：社群執行與改善程序，主要基本功能為

使知識容易獲取，並能透過群體來進行學習。社群真正開始運作共同的目標，且社

群規模愈來愈大及複雜。因為社群正在運作，社群人員扮演他們的角色及執行工

作，社群正在學習處理本身是一個持續的實體，也要學習較多屬於環境內部的運

作，學習如何調適及改進。在這個階段，社群真正開始建立它的能力，以去影響

「外顯和內隱知識」（explicit and tacit knowledge ）；（四）積極階段（active 

stage）：社群展現出對知識的效益與集體學習的效益，主要基本功能為協同合

作。社群開始反省、分析及真正開始去了解、定義及評估組織及成員之價值。此

外，社群將更進一步擴展它的成員並且建立和其他社群的關係；（五）適應階段

（adaptive stage）：社群與組織使用知識以增強核心優勢，主要基本功能為創新與

生產。社群已經朝向察覺及回應外在條件的階段，它能夠持續地調整以創造知識及

建立新的結構，它需要運用知識以有效地完成及影響它的環境，更進一步地，社群

可能擴展到新的環境中。在這個階段，社群開始創新及生產，創造新的商業目標、

新的解決方法、新的貢獻、新的過程及新的團體。社群的創新不僅影響它的成員，

也影響外部的人員，甚至創造專業領域的趨勢。 

由此可知社群之建立並非一蹴可幾的，它是具有階段性的演化，就Gongla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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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演化階段的基本功能 

區別 潛在階段 建立階段 投入階段 積極階段 適應階段 

基本功能描

述 連結 創 造 共 同 記

憶與脈絡 
可 接 近 性 與

學習 協同合作 創新與生產

資料來源：修改自Gongla和Rizzuto（2001: 845）。 

 

Rizzuto（2001）的觀察及分析，大部分的社群屬於前三階段，少部分屬於積極階

段，並沒有一個社群完全符合第五個階段的標準。 

社群是一個旅程而不是終點，同時社群是一個動詞而不是名詞（Grossman et 

al., 2001），因此，社群之形成不應只是將其視為是學校施政目標的終點，把社群

建構起來就算完成業務，社群是持續不斷的歷程，此外它是動態而非靜態的。在學

校中，社群本身會變成學校有價值的資產，而社群利益也將成為學校重要的利益。

因此，學校在了解組織競爭優勢的來源是組織知識創造與分享的能力後，最重要的

是建立一個交流的環境，讓學校透過實務社群的運作，讓知識成為學校的公共財，

透過教師們彼此的參與和對話，分享資訊與知識，創造學校的優勢。 

二、學校實務社群之發展過程 

接著，本文探討學校中以教師為主所組成社群的發展過程。Grossman等人

（2001）認為教師社群會經過開始、發展與成熟階段，掌握社群的發展將有助於社

群之建構。社群之建構並非能一蹴可幾，成員也並非能夠馬上接受社群的理念，成

員必須在參與中逐步形成對團體的認同。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開始階段 

社群的開始階段，有如Gongla和Rizzuto（2001）所述之潛在階段，成員只認

同校內的次團體或小集團，如：一年級學年。而在教師團體中，成員是具有可替代

性的，成員經常變動且不固定。社群建立之初，成員認為只要為自己負責即可，社

群成員彼此之間不是非常熟識，對於彼此之權利與義務也非熟悉。此外，社群建立

之初，成員認為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學習是互相對立的。 

（二）發展階段 

社群的發展階段，有如Gongla和Rizzuto（2001）所述之建立及投入階段，成

員開始了解到參與社群的必要性，也開始嘗試尊重群體內部同儕的意見，社群繼續

運作一段時間之後，成員會發現衝突是不可避免的，也必須要容忍成員之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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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去接受不同成員的意見。當社群逐漸發展時，成員開始了解到某一成員獨特的

貢獻，當某一成員要離開時，他們會感受到失落感。 

（三）成熟階段 

社群的成熟階段，有如Gongla和Rizzuto（2001）所述之積極及適應階段，成

員了解與認識到彼此之間的差異並加以尊重，而能以公正的方式處理衝突。成員彼

此之間能夠互相信任，在此階段也能夠藉由互動產生新的知識，進行知識創新的工

作，成員認為扶持同儕的發展也是自己的責任。成員會形成社群的責任感，並產生

團體的規範和行為的規約。 

陸、結論 

校內教師文化長期以來較偏向於個人主義，缺乏交流與互動的機制，本文從實

務社群之概念，來探討如何促進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發展，希望能促進教育品質的

提升。 

學校的實務社群是校內專門探討學校相關議題的團體，藉由教師對社群的認

同，密切的互動，來共同分享知識與實務，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藉由參與及人際互

動中獲得，並可以培養教師之專業能力。 

在課程發展方面，實務社群可以協助教師發展新課程、協助教師覺醒課程理

論、幫助教師累積課程實務知識及協助教師解決課程的問題。至於在教師專業發展

方面，實務社群可以促進教師學習、提供教師學習機會、激發教師專業熱情、激發

教師學習動機、促進教師專業知能、幫助學校招募及留住人才、協助輔導新手教

師、塑造學校積極的文化及建立多元化溝通管道。 

為了鼓勵社群之成立，有關單位可多向學校宣導課程社群之功能與運作方式。

學校實務社群的建立並非一蹴可幾，需歷經開始、發展與成熟階段。學校應該給與

教師足夠的時間去發展實務社群，社群人員需要共同時間參加聚會或討論，因此，

學校可以安排共同時間，讓社群人員可以在這段時間內，聚在一起從事社群的活

動。此外，學校應該給與教師足夠的空間，社群之運作需要場地，學校應提供足夠

與舒適的空間，讓社群得以開會或討論。另外，學校可建立支援團隊，以喚起大家

對實務社群的重視，他們可以舉辦研討會、策略會議，並和社群成員見面，促進社

群之成立；當社群成立後，支援團隊還可以協助解決問題（Wenger & Snyd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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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社群對於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發展具有貢獻，並能進一步提升學校的教育

品質。本文探討實務社群之內涵及其對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發展的功能，希望對教

育界具有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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