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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國民小學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並進行實證分析。首先，經由文獻探討來
建構學習社群理論層面，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來加以檢證，所建構五個層面參數估
計值分別為社群認同與合作（0.93）、領導分享（0.91）、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0.90）、
共同願景（0.89）、學校實務（0.81）；其次，將所建構之學習社群層面據以編製問卷，以
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國民小學教師進行調查，共寄出問卷 800 份，有效問卷 665 份，問卷可用
率 83.25%，研究發現為：一、學習社群理論層面共有社群認同與合作、領導分享、學校結
構與社會支持、共同願景、學校實務等 5 個層面；二、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以「社群認同與合
作」在學習社群運作中影響程度最為顯著；三、教師學歷、擔任職務、服務年資在知覺學
習社群 5 個層面之影響程度有顯著的不同。

關鍵字：學習社群、組織學習、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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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or Elementary Schools
Chin-Tien Tsa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e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elementary schools. First,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dimensions of
learning community are constructed. CFA is used to test the dimensions. There parameter estimated value of the 5 dimensions are community recognition and collaboration(0.93), shared
leadership(0.91), school structure and social support(0.90), common vision(0.89), and school
practice(0.81) respectively. Secon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subjects being investigated involved 800
teachers, and the valid response rate of this study was 83.25%. With statistic analysis of 665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consisted
of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community recognition and collaboration, shared leadership, school
structure and social support, common vision, and school practice;.(2) Community recogn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s the most impact dimensions; (3)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positions and seniorities perceive the 5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impac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Key words: learn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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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應用於學校的實務過程中。綜上，

壹、前言

面對未來教育的發展趨勢，迎向競爭性教
茲將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名詞解

育環境的挑戰，學習社群已成為重要的學

釋分述如下：

校策略，因此，透過學習社群文獻探討進而

一、研究動機

建構學習社群理論層面，為當前教育工作

眾所皆知，學校進步的原因與學校改

無可規避之重要職責，此為本研究動機之

變的歷程有關。就一般而言，高品質的學習

一。

活動是改善教與學的必然因素，而群體學

當人們能相互合作，為了追求共同的目

習所帶來的效益又高於個人自我學習之效

的、任務與目標而工作在一起，學習社群

益，因為它有助於知 識的多元性與豐富
性；另在當前教育部「精進課堂教學能力」

即已產生（Wilson, Ludwig-Hardman,

計劃中，學習社群已被視為是學校進步的

Thornam 與 Dunlap, 2004）； Roberts

有效模式，而被列為其子計畫，帶動校園另

與 Pruitt（2003）指出，學習社群被視為

一波學習浪潮。因此，審究當前教育趨勢，

學校進步的有效模式，高品質的學習活動

學習社群將促動校園另一波的學習革命，
帶動學校的變革與進步。

是改善教與學的必然因素，透過學習社群

揆諸全球教育改革的浪潮，教育也正受教

的合作、權力分享與持續學習有助於學校

改大旗所牽引，無法自視於外，而學校所

特色的建立與專業的發展； Senge

面臨的整體教育環境的競爭與挑戰，更是

（1994）從有關學校改革的文獻中分析發

史無前例的嚴峻，正如 Covington

現，學校將逐漸轉化為學習社群，學校成

（2005）認為學校面對的未來挑戰在於學

員間需要有時間進行合作、有持續的行政

生被視為學習者以及建立終身學習發展過

支持、資訊分享與溝通管道，方能有效提

程的社會與教學環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升學校運作與成員的專業。由上可知，學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校應透過學習社群的機制，集聚眾人的智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5）提出未來

慧、知識與技能，經由合作學習、有意義

的學校與領導者將面臨： 1.能將個人工作

的溝通討論、分享權力與承擔共同的責

置於廣大的社群脈絡，平衡專業並擱置利

任、帶動個人與組織的專業成長，方能完

益，2.能持續知識領域以及專業的學習與

成共同的教育目標與願景。因此，了解與

發展等任務與挑戰； Senge, Cambron-

探討當前學校學習社群運作狀況將有助於

McCabe, Lucas, Smith, Dutton 與 Kleiner

日後學校學習社群工作之推動，此為本研

（2000） 等人在「學習的學校」一書中強

究動機之二。
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當前有關

調教育人員應將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團
隊學習、共同願景、系統思考等五項修練

學習社群之探究大都僅將研究重點置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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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營、社會表現與學校領導等）之關

（二）以所建構之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來編

係（何文純，2005 ；林忠仁，2009 ；洪志林，

製問卷，藉以了解當前國民小學學習社群

2011 ；施心梅，2010 ；陳麗惠，2005 ；黃

實施之現況。

秋鑾，2008 ；駱奕穎，2011 ； Elizabeth,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相關

2009）、或只針對單一縣市進行探討（周宏

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以及主管教育行政

欣，2009 ；施心梅，2010 ；洪志林，2011 ；

機關、國民小學推動學習社群實務工作之

張淑宜，2009 ； 薛玉綢，2011 ； Privanka,

參考。

Sangeeta ＆ Venkatesh, 2009），尚缺乏對學

三、名詞解釋

習社群層面及其影響程度進行較深入的理

Roberts 與 Pruitt (2003)指出，校園學習

論探究及廣泛之應用研究。因此進一步蒐

社群乃指由學校相關人員所建立的學校學

集資料來建構學習社群的理論層面並透過

習社群，社群人員針對影響學校教育品質

理論層面，擬具各層面因素進而加以驗證，

的問題進行持續性的對話，以達成大家的

為一有待努力的方向，此為本研究動機之

共同目的與需要，而其運作過程中主要涉

三。

及學校環境、願景與行政業務等層面。本研
學習社群在 100 年度已被教育部及各

究所指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乃經由文獻探

縣市政府列入「精進教學計畫」之子計畫，

討所建構之「領導分享」、「社群認同與合

並逐步落實於學校。由於國民小學課程安

作」、「共同願景」、「學校結構與社會支

排，星期三學生只上半天課，下午時段可作

持」、「學校實務」等 5 個層面。

為學校安排學習社群運作之時間，因而歷

貳、文獻探討

年來校園學習社群之運作已甚為普遍，而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學改革，學習

今教育部與縣市政府正式列為「精進教學

領域的課程設計、主題統整的課程教學乃

計畫」之子計畫，其申請辦理之學校更是踴

至於建立學校本位的課程特色，逐步的將

躍。因此，本研究在建構學習社群理論層面

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學生以及社區等教

後，接續以國民小學作為施測對象，進一步

育關係人作緊密的結合，因而，學習社群的

透過問卷編製來進行國民小學教師對學習

建構逐漸受到重視。吳定、鄭勝分與李盈盈

社群實施現況之調查，俾利政府政策之推

（2005）談到在未來組織內部的議題與發

動與國民小學學習社群之實踐；另研究者

展上，將會將焦點放 在尋求社群意識；

亦希望經由本土的實證資料來進行理論的

Sergionvanni（2000）認為社群可以凝聚成員

驗證，提供國內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進一

共享與共同承諾的想法與價值；而林思伶

步研究與實踐之基礎，此為本研究動機四。

與蔡進雄（2005）更強調，組織發展除重視

二、研究目的

社群意識外， 學校亦應重視教師學習社群

針 對 上 述 研 究 動 機，本 研 究 目 的 如

的建立。因此，從學校組織的發展與課程教

下：

學的演進過程可發現，學習社群的產生隱

（一）透過學習社群文獻探討來奠定其理

然成為學校成長與發展的重要課題。 本研

論基礎，進而建構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並透

究從學習社群之相關意涵與要素之探討來

過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來加以檢證。

建構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以完整學習社群
之內涵並加以驗證。茲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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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社群的意涵
1990 年 Peter Senge 提出第五項修練
（The Fifth Discipline）在校園生態產生迴
響，學校紛紛創導建立學習型組織，教育人
員更急欲思索如何以創新的思維來革新學
校的運作，如何有效的結合學校內、外部的
人力與物力資源，以造就學校教育的成功。
校園學習社群是帶動學校成長的重要機
制，也是教育改革下的產物。
綜觀國內外相關學者對於學習社群之意

建立新知識（Grozdanic & Weatherley, 2001;
Kruse, Louis & Bryk, 1995; Schussler, 2003;
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nam &
Dunlap, 2004）；（八）領導者的支持與分
享（林紹仁，2006）。
在上述八個要素中，研究者初步將其
歸納成「共同願景」、「社群認同與合作」、
「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學校實務」、
「領導分享」五個層面，茲說明如下：要素
（一）擁有共同的目標、價值與願景要素，
研究者以當前最常被提及的「共同願景」作

涵，各有其不同的見解，研究者歸結相關學

為研究層面；要素（二）、（三）、（五）

者所陳述之意涵發現主要包含以下幾個要

有關成員間彼此能認同、相互合作、平等對

素：（一）擁有共同的目標、價值與願景（林

話、分享與關懷等因素，研究者認為上述因

思伶與蔡進雄，2005 ；林紹仁，2006 ；吳清

素主要源於成員是否具備對社群認同與團
隊合作的概念與認知，社群成員若能具備

山與林天祐，
2010 ；蔡進雄，2009 ； Bowes,

對社群認同及擁有團隊合作的概念與認

2002; Grozdanic 與 Weatherley, 2001; Kruse,

知，必能有效進行平等對話、分享與關懷，

Louis & Bryk, 1995; Schussler, 2003; 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nam & Dunlap,

因此研究者將上述因素統整為「社群認同

2004）；（二）社群成員對社群有認同感與

的環境，研究者以為此因素應包括學校內、

歸屬感（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nam

外部環境，涉及學校內部的組織架構與學

& Dunlap, 2004）；（三）成員間彼此能相

與合作」層面；要素（四）擁有安全與支持

校外部的社會支持，因此將其歸類為「學校
結構與社會支持」層面；（六）、（七）協

互合作、平等對話、分享與關懷（林思伶與

助成員反省、改進與知識成長，係屬學校協

蔡進雄，2005 ；林紹仁，2006 ；吳百祿

助成員自我省思與專業發展之部分，學校

（2010）； 蔡進雄，2009 ； Bowes, 2002;

透過專業發展活動之安排讓成員了解自我

Schussler, 2003; Speck,1999; Wilson, Ludwig
-Hardman, Thornam & Dunlap, 2004）；（四）

之不足，以有效督促其自我省思與積極成
長，而專業成長發展活動之規劃乃屬學校
實務運作之一部份，因此將其歸為「學校實

擁有安全與支持的環境（Kruse、Louis &

務」層面；（八）領導者的支持與分享則則

Bryk, 1995; 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

將其列為「領導分享」層面。

nam & Dunlap, 2004）；（五）以達成組織

二、學習社群相關要素探究
學習社群強調學 習過程中成員的互

目標為依歸（林思伶與蔡進雄，2005）；
（六）能持續的改進、反省與成長（林紹仁，

動，透過彼此知識與技能的交流來帶動成
員個人與社群的成長。學習社群為學校的

2006 ；蔡進雄，2009 ； Kruse, Louis &

非正式組織，無法強制規範教師參與社群，

Bryk, 1995; Sergionvanni, 2000）；（七）能

因此欲有效建構學習社群，學校領導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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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擬定具體的方法，給予社群必要的支

為有效統整學習社群層面，本節之歸

持與支援，方能協助學習社群的穩定成長。

納方式仍源於上述學習社群意涵所建構之

國內外學者與機構對於學習社群之建構，

層面，其中要素（一）、（二）尋求成員的

雖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但卻有異曲同工之

共同利益、價值與目標，可歸為「共同願景」

妙，研究者歸納分析發現，學習社群可涵蓋

層面；要素（三）建構安全與支持性的社群
環境則屬「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層面；要

以下要素：（一）尋求社群成員的共同利

素（四）社群成員的認同、合作、分享、承

National

諾、責任、溝通與創新機制，將其歸納為「社

益、價 值 與 目 標（Australian

Training Authority, 2003;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 Wilson, Ludwig-

群認同與合作」層面；要素（五）、（六）

Hardman, Thornam & Dunlap, 2004）；（二）

「學校實務」層面；要素（七）領導者的支

連結成員專長與社群的利益、價值與目標
（蔡進雄，2003 ；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三）建構安全與支持性
的社群環境（高博銓，2008 ；蔡進雄，
2003 ； 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 2003;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 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nam & Dunlap, 2004）；（四）建構社群

社群成員的專業訓練、更新與成長則列入
持與分享則歸為「領導分享」層面。
三、學習社群理論層面的建構
經由上述學習社群的意涵與相關要素之文
獻探究，之學習社群理論層面包括「領導分
享」、「社群認同與合作」、「共同願景」、
「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學校實務」5
個層面，茲就上開國內外相關學者與機構
之論述統整，如表 1。

成員的認同、合作、分享、承諾、責任、溝
通與創新機制（高博銓，2008 ；蔡進雄，
2003 ； 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 2003;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 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nam & Dunlap, 2004）；（五）給予社群
成員必要的專業訓練（高博銓，2008 ；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
（六）勇於反省、更新及面對挑戰，成就社
群 的 革 新 與 成 長（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 2003;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七）領導者的支
持與分享（高博銓，2008 ；蔡進雄，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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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外學者與機構學習社群理論層面歸納表
名或機關、團
體名稱
領導分享

Bowes

層面
社群認同
與合作
V

Grozdanic &
Weatherley

共同願景

學 校 結 構 學校實務
與社會支
持

V
V

V

Sergionvanni

V

Speck
Wilson 等

V
V

V

V

V

Kruse 等

V

V

V

V

Schussler

V

V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V

V

V

V

Australian
National

V

V

V

V

V

V

V

V

V

Training Authority
林思伶與蔡
進雄
林紹仁

V

V

高博銓

V

V

V

吳百祿

V

吳清山與林
天祐

V

V

張德銳與王
淑珍

V

V

蔡進雄

V

次數

3

13

V

V
V

V

V

V

12

6

12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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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發現，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以「學

機制來達成共識，形成社群共同的目的與

校實務」層面較受到學者及機構所重視；

價值，藉以凝聚全員的向心力來共同努力

其次依序為「共同願景」、「社群認同與合

及達成的方針。（林紹仁，2006 ；蔡進雄，

作」、「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以及「領導
雖不多，但如同前述文獻探討中所言，領導

2009 ；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 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nam &
Dunlap, 2004）

者的支持與分享是學習社群存在的重要因

（四）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

分享」，其中「領導分享」層面被提及次數

素，正如 Lambert（1998）談到「領導權應

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意指學校、社區

該專注於整個學校學習社群，而且需要這

與家長能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聚會與討論，

些願意參與學校改變的人一起學習和領

經由彼此的信任、尊重、溝通等共同探討學

導。」由上可知「領導分享」是學習社群中

校所面對的議題，以降低學校教師在面對

不可或缺之層面，因而亦納入本研究層面。

學校問題時的孤立感。
（高博銓，2008 ；蔡

覺學習社群各層面影響程度，茲將綜合上

進雄，2003 ； Kruse、Louis & Bryk, 1995;
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nam &
Dunlap, 2004;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

述文獻探討後所歸納之五個層面內涵加以

（五）學校實務

本研究之因素架構由上述五個理論層
面組成，並用以探討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

說明：
（一）領導分享
領導分享乃指校長能鼓勵支持校園學

學校實務著重在學校行政人員、教師、
家長的共同成長，透過團體的方式辦理家
長成長和教職員工專業發展活動，以促進

習團體的組成，給予行政與資源的協助，並

行政人員、教師、家長的成長。（林紹仁，

經由權力、經驗與知識的分享，鼓勵學習團

2006 ；高博銓，2008 ；蔡進雄，2009）

2006 ；高博銓，2008 ；蔡進雄，2009 ；
Schussler, 2003; Wilson, Ludwig-Hardman,
Thornam & Dunlap, 2004;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

（二）社群認同與合作

四、學習社群的相關研究

體能依特定之目的與任務擬定訓練與計
畫，以建立分享領導的校園文化。
（林紹仁，

社群認同與合作旨在對學校共同價值
與願景的認同下，透過教職員工的對話、分

茲將國內外有關學習社群之相關研究
彙整，如表 2。

享、參與等機制，藉以提升教職員工彼此的
了解以及智慧的成長，凝聚眾人之智慧與
能力，進而提升學校成員的合作績效，達成
共同目標。
（林紹仁，2006 ；高博銓，2008 ；
蔡進雄，2009 ； Bowes, 2002; Schussler,
2003;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chools,
2009）
（三）共同願景
共同願景重視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參與
學校願景的決策過程，透過參與、溝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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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內外學習社群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研究年份

論文名稱

研究結果

李佩玲

2002

教師分級制對教師專 教學需求與求知興趣為主要成
業 發 展 的 影 響 ─ 專 業 長動機，且學習社群會對教師
學習社群教師的觀點
專業成長產生影響

陳麗惠

2005

學習社群運用於國小 學習社群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
教學之行動研究
動機、協作解決問題、主動找答
案，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何文純

2005

國民小學社會資本與 1.以「分享實務」和「分享決策」
學習社群關係之研究
面向最明顯
2.不同背景變項教育人員知覺
學習社群發展有顯著差異

丁琴芳

2007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 1.以「結構支持」面向最明顯
習社群發展之研究
2.教師背景變項不同知覺學習
社群發展有顯著差異

辛俊德

2008

國民小學社群特徵與 1.以「支持」向度特徵最高
教師教育信念及專業 2.學習社群特徵表現最為明顯
表現關係之研究
的學校，其社群活動包括「學校
主導」及「教師自發」形式；而
以教師讀書會、進修研習風氣、
知識不藏私、家長參與學習為
其主要活動內容。

黃秀莉

2008

對話學習社群的理論 1.學習社群有助於學習文化的
建構與實施
形成。
2.學習社群實施歷程中省思與
協作最先出現

黃秋鑾

2008

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校 1.校長背景變項不同知覺學習
長知識領導、學習社群 社群發展有顯著差異
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2.學習社群對學校創新經營、
關係之研究

周宏欣

2009

環境設備創新等有交互作用存
在

台中市國民小學教師 1.以「共同願景」面向表現最佳
學習社群發展之研究
2.以正式教師學習社群為主
3.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習
社群發展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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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宜

2009

台中縣市國民小學學 1.以「結構支持」面向最明顯
習社群與教師專業表 2.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習
現關係之研究
社群發展無顯著差異

林忠仁

2009

國民小學校長分佈領
導、灰猩猩效應與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關係之
研究

施心梅

2010

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 1.教師因最高學歷與擔任職務

不同年齡、服務年資、現任職
務、學校規模、學校區域之受試
者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影響
達顯著差異。

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 之不同，而在教師專業學習社
專業發展關係之研究
群 整 體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2.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
業發展呈現中度正相關。
薛玉綢

2011

國民小學實施教師專 教師因擔任現職和學校規模之
業學習社群功能、困境 不同，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功
與改進策略之研究
能知覺有顯著差異存在。

洪志林

2011

國民小學校長多元架 教師因性別、擔任職務與學校
構領導、教師專業學習 規模的不同，所感受到的教師
社群與教學效能關係 專業學習社群也有所不同。
之研究

駱奕穎

2011

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 發 展 教 師 學習 社 群 應以 型 塑
導、教師學習社群與創 「互動學習文化」為先，其次為
新教學效能關係之研 「共同願景目標」、
「參與合作
究

學習」、
「知識分享平台」和「支
持分享環境」層面。

林曉薇

2012

以同儕關懷策略融入 影響大學生網路學習社群行為
大學教學媒體課程之 的主要因素是「環境構面」中的
線上學習社群研究
「誘 因 面 向」以 及「資 源 面
向」；大學生主要學習社群行
為是「參與行為」與依附學習活
動單元內容的「知識行為」。

Privanka,
Sangeeta,
&
Venkatesh

2009

公 立 學 校 的 社 群 參 1.透過結構性的活動提供資訊
與－在三個印度城鎮 給社群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資訊活動的影響
2.有助於教師工作的投入
3.社群參與會影響學生學習

Elizabeth

2009

學習社群在發展英語 學 生 參 與 學習 社 群 在同 儕 互
學生互動層級的影響
動、學生與教職員工互動、知覺
教職員工的關懷、學術程度、智
慧發展等面向比未參與學習社
群之學生有更高的知覺。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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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得知，首先，在學習社群之研究

一、結構模式

構面上，主要有「分享實務」、
「分享決策」、

根據前述文獻分析結果，本研究將上

「結構支持」、「合作學習」、「環境構面」

述影響學習社群之重要理論層面以驗證性

等，上述相關研究較少專注於「領導分享」、
「社會支持」、
「社群認同」等構面之探討，

因素分析進行配適度考驗。驗證性因素分

本研究理論層面之建構將有助於彌補上述

析（Confirmatory Factors Analysis, CFA）適

研究不足之處；其次，在相關研究結果發

用於研究進入較成熟階段時，主要再詳述

現：（一）學習社群有助於學生學習表現

和估計一個或多個假設模式之因素架構，

（陳麗惠，2005 ；黃秀莉，2008 ； Privanka,
Sangeeta, & Venkatesh, 2009; Elizabeth,
2009）、不同背景變項之教育人員知覺學習
社群發展亦有所不同（何文純，2005 ；林忠
仁，2009 ；黃秋鑾，2008 ；周宏欣，2009 ；
施心梅，2010 ；洪志林，2011 ；薛玉綢，

每一個潛在變項為所屬觀察變項之共變
數，驗證因素分析各參數性質與因素數目
（林清山，2012）。本研究旨在驗證學習社
群理論整體層面之因素結構，不做所屬理

2011）。（二）學習社群發展相關因素之表

論層面下各因素之驗證，因此以一階驗證

現則分別呈現不同的研究結果，其中以「共

性因素分析作為驗證之工具，其因素間之

同願景」
（周宏欣，2009 ；駱奕穎，2011）、

潛伏結構關係如圖 1。

「結構支持」（丁琴芳，2007 ；辛俊德，
2008 ；林曉薇，2012 ；張淑宜，2009）以及
「分享」為表現最明顯之層面（何文純，
2005 ；駱奕穎，2011）。（三）在實施過程
中以「省思」與「協作」最先出現（黃秀莉，
2008）。（四）教學需求與求知興趣為主要
成長動機，且學習社群會對教師專業成長
產生影響（李佩玲，2002）；學習社群以正
式教師學習社群為主（周宏欣，2009）。
（五）
學習社群的主要活動內容則有教師讀書

圖 1 潛伏結構

會、進修研習風氣、家長參與學習等類型
（辛俊德，2008）。上述相關研究結果將有
助於本研究實證分析發
現之交互探究。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茲將本研究之結構模式、分析架構、
問卷設計、研究對象與資料處理分述如
下：

圖 1 為單一因素的一階驗證性因素模
式，此模式依據上述文獻探討所建立之學
習社群理論層面包含領導分享、社群認同
與合作、共同願景、學校結構與社會支
持、學校實務 5 個層面，此模式隱含單一
因素的一階驗證性因素模式，為一基本資
料結構的可能模式。
二、分析架構
本分析架構旨在將問卷調查所得資料
進行分析。 其中樣本分成性別、 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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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職務、學校班級數五類（即背景變

若該校無參與社群活動之教師則免填問

項），以樣本的背景變項為自變項，以學

卷），並請校長在發放問卷時盡量能考量級

習社群 5 個理論層面（領導分享、社群認

任教師及科任教師共 5 名、教師兼組長 3

同與合作、共同願景、學校結構與社會支

名、教師兼主任 2 名，以廣泛蒐集不同職別

持、學校實務）為依變項，探討上述自變

教師之意見，若學校無法依上述名額分配，

項對依變項之影響差異。據此，本研究提

則隨機發給有參與之教師填寫。

出圖 2 之分析架構進行考驗。

本研究以台中市、彰化縣與南投縣為母群
體。首先，在問卷預試方面，隨機抽取台中
市、彰化縣及南投縣曾經實施學習社群之
學校 250 位教師進行施測，有效回收問卷計
有 209 份，透過項目分析、信度分析與驗證
性因素分析進行預試，共刪除 4 題；其次，
在正式施測方面，在不重複預試樣本情形

圖 2 分析架構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主要參考 Roberts 與 Pruitt
（2003）與相關文獻內涵自行編製而成，問
卷內容包含受試者基本資料及量表兩部

下，以台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為母群體，
抽取 80 所學校為樣本，採分層隨機取樣，
依各縣市學校數（台中市 233 所、彰化縣 175
所、南投縣 150 所）之比例，隨機抽取樣本

分。其中受試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服務年

校數，其中台中市 34 所、彰化縣 25 所、南

資、職稱、最高學歷、學校班級數；量表部

投縣 21 所，計發出問卷 800 份，回收問卷

分則包含「領導分享」、
「社群認同與合作」

687 份，有 效 問 卷 665 份，問 卷 回 收 率

「共同願景」、「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
「學校實務」5 個層面共計 32 題。
問卷形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格式，以

85.86%，可用率 83.25%。有效樣本基本資料
如表 3。

學校教育人員知覺各層面及因素之影響程
度作為選填標準，影響程度最高者為 5 分，
依次遞減，針對填答者在學習社群因素上
之得分，進行分析。
四、研究對象
Roberts 與 Pruitt (2003)指出校園學習
社群實施方式可分為團隊工作、研讀小組、
教室觀察等。本研究對象依據上述 Roberts
與 Pruitt 之論述，以曾經參與或正在參與上
述各項社群活動之教師為施測對象，問卷
施測委請學校校長發放上述教師 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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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
變項

類別

次數

性別

男

239

女

426

5 年以下

94

6-10 年

99

11-15
16-20 年

190

21 年以上

68

服務年資

最高學歷

職稱

學校班級數

214

師大或師院（含一般大學教育系） 353
一般大學
158
研究所以上（含 40 學分班）

154

教師（含級任、科任教師）

346

教師兼組長

186

教師兼主任

133

6-12 班

78

13-24 班

235

25-48 班

229

49 班以上

123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調查資料分別編碼輸入電腦後，以 SPSS/PC 進行項目分析、信度分析、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並以結構方程模式（SEM）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肆、結果與討論
茲將學習社群理論層面及現況調查情形，分述如下。
一、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之分析
（一）問卷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用於蒐集資料的工具「國民小學學習社群因素影響因素問卷」共計 32 項因素。將
回收之有效問卷進行預試，其結果如下：
1.項目分析：在項目分析的判別指標上，依據吳明隆(2011)的觀點：一般的 CR 值必須≧
3.0 ；題項與總分相關方面必須有中度關係，積差相關值必須≧.40 ；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
數值必須≧.40 ；共同因素能解釋個別題項的解釋變異(共同性)必須≧.20 ；題項在萃取共同
因素的因素荷量必須≧.45。本研究為提高題項鑑別的功能，以採較 為嚴格的判別標準為
CR 值≧ 3.5、積差相關值≧.45、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數值≧.45、共同性≧.45、因素荷量
≧.63(解釋變異量可達 40%)作為題目篩選的依據。計刪除 4 題，量表題目剰 28 題。
2.信度：在信度方面，「領導分享」、「社群認同與合作」、「共同願景」、「學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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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支持」、「學校實務」5 個量表的 Cronbach α信度分別為 .713、.829、.834、.880、.847，
整體量表信度為 .945，依據 Cuieford（1965）提出α＜ .35 為低信度， .35 ≦α＜ .7 為中信度，
α≧ .7 為高信度，因此本研究所建構之理論層面屬高信度。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探求本研究理論層面之適配度，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學習社群理論層面之驗證性因素
分析，並依邱政皓（2004）、周子敬（2006）整體適配標準作為分析之依據。經統計分析結
果，卡方檢定不顯著（

2

/df= 2.17, p> .05），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根（RMSEA）為 0.028，

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SRMR）為 0.003，兩者均符合 0.05 以下適配度良好之要求；其次
適配度指數（GFI）為 .925，調整後適配度指數（AGFI）為 0.912，基本適配指數（NFI）為
0.930，比較適配指數（CFI）為.958，上述分析皆符合大於 0.9 之要求。由上可知，本理論層
面適配良好，理論層面獲得適當支持，可作為學習社群之檢測依據。
上述 5 項層面之參數估計值分別為領導分享（0.91）、社群認同與合作（0.93）、共同願景

圖 3 學習社群測量模式
二、學習社群實施現況分析
（一）教師知覺影響學習社群各層面影響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與事後比較
藉由探討教師知覺學習社群各層面影響程度之得分情形，俾利學校做為推動學習社群工作之參
考，經統計結果如表 4。
表 4 學習社群各層面影響程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與事後比較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1.領導分享層面

4.43

.46

111.34***

2.社群認同與合作層面

4.50

.52

3.共同願景層面

4.36

.56

4.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層面

4.39

.52

5.學校實務層面

4.09

.61

學習社群層面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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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學習社群 5 個層面，以社群認同與合作層面平均數最高，其次依序為領導分享、
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共同願景、學校實務。接續採用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視教師對
五個層面影響程度之差異情形，經事後比較（採 LSD 法）發現，社群認同與合作層面顯著高於其
他四個層面；領導分享層面高於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共同願景、學校實務層面；學校結構與社
會支持層面高於學校實務層面；共同願景層面高於學校實務層面。整體而言，學習社群層面以社
群認同與合作層面影響程度最高。學習社群來自學校不同成員，運作過程中可能因職務、教育專
業、成長背景等不同而持有不同的理念看法，因此在學習社群的運作過程中可能導致「社群認同
與合作」的影響程度相對較高。
（二）學習社群理論層面因素影響程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教師知覺學習社群理論層面因素影響程度之得分情形，經統計結果如表 5。
表 5 學習社群理論層面因素影響程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層面

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領導分

1.校長能鼓勵並支持合作領導的校園文化

4.73

.51

享

2.學校教師能擔任校內委員會的主席並做決定

4.24

.74

3.教師們所提的建議學校會予以考慮和支持

4.45

.66

4.校長會提供機會去履行共同決定的訓練和合
作計畫

4.24

.78

5.校長能允許學校成員組織次級團體以有效執
行特定的任務或計畫

4.51

.63

4.29

.77

2.在教室中，教師會嘗試使用對話或以說故事
方式來分享教學理念

4.40

.72

3.在校內決定的過程，教師能參與選擇意見

4.58

.61

4.對於學校成員的合作績效，能建立獎勵機制

4.61

.58

5.學校能規劃教職員工分享與學習專業發展的
活動

4.60

.58

1.全體教職員、工都能積極參與學校願景發展

4.36

.75

2.學校教職員、工都能將學生的學習成就作為
教育的重點工作

4.45

.69

3.學校單位能積極建立正式及非正式的溝通管
道

4.27

.78

4.在校內決策的過程中，教師能參與並表達意
見

4.54

.62

5.學校成員能相互合作執行學校共同的願景

4.17

.79

社群認

1.教師的對話能彼此跨越年級及教學科目，以

同與合
作

提升了解、分享智慧

共同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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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結
構與社
會支持

1.提供充分的時間給教師/教職員工聚會和討
論議題

4.52

.62

2.能設計各種教師活動以降低教師孤立感

4.57

.61

3.對於選擇新教師、行政人員和其他員工，教
師可以表達意見

4.15

.74

4.27

.72

5.教師和行政人員間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

4.17

.82

6.教職員工對於學校能產生認同感

4.61

.59

7.學校能比較和反省正式結構與非正式結構的
權力與溝通

4.45

.68

1.教師能有機會確認專業發展活動的焦點

4.38

.71

2.能定期為家長舉辦各項教育活動

3.90

.79

3.學校行政人員能一起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4.29

.83

4.教師定期舉辦學年會議和學科教學研究會

4.14

.82

5.學校能建立相互解決問題的工作團隊

3.91

.80

6.學校能建立教職員、工的溝通管道與機制以
有效探討學校問題

3.92

.87

4.教職員工能夠有時間與社區、家長聚會和討
論議題

學校實
務

由表 5 發現，在「領導分享」層面以「校長能鼓勵並支持合作領導的校園文化（4.73）」得
分最高，顯示在當前學習社群「領導分享」層面的運作中，校長領導權的釋放是最具影響力的要
素。在當前團隊合作取代英雄主義的時代氛圍中，以及在教育改革過程中校長權力的削弱，合作
領導的校園文化似已逐步成為學校領導的主流意識；其次，在「社群認同與合作」層面以「對於
學校成員的合作績效，能建立獎勵機制（4.61）」以及「學校能規劃教職員工分享與學習專業發
展的活動（4.60）」 兩項因素得分最高，顯示學校學習社群的運作中分享學習與績效獎勵在此層
面相對較具影響，除了分享學習外，設定績效獎勵誘因也是學習社群運作的重要機制；第三，在
「共同願景」層面以「在校內決策的過程中，教師能參與並表達意見（4.54）」得分最高，教師
參與校務決策，隨著教師法、工會法的修訂已蔚為主流，在學校學習社群的運作中亦無法避免，
教師參與在此層面所知覺到的影響程度也最高；第四，在「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層面以「教職
員工對於學校能產生認同感（4.61）」得分最高，研究顯示教師認同在此層面的影響程度最凸顯。
教師認同學校方能義無反顧的與校方共同推動各種校務工作，此現象亦反映在學習社群的運作
中；最後，在「學校實務」層面相較於其他四個層面，此層面之得分相對較低，其中「教師能有
機會確認專業發展活動的焦點（4.38）」得分最高，研究顯示在此層面中以教師需求為主的專業
發展更能被教師所重視，成立學習社群的目的之一即在為教師增能，因此若能兼顧在專業上的需
求，將更可促動教師參與學習社群的動機與運作。
（三）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習社群層面影響程度之比較分析
透過比較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習社群層面之影響程度，得以作為規劃校園學習社
群之參考，其比較分析結果，如表 6、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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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性別在學習社群層面影響程度之比較分析

由表 6 可知，教師性別在學習社群 5 個層面影響程度之得分皆不顯著，研究顯示學習社
群之實施，不因教師性別之不同而產生影響，此研究發現與張淑宜（2009）研究結果類似，
張淑宜研究發現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習社群發展沒有差異；但無
法支持何文純（2005）、丁琴芳（2007）、周宏欣（2009）、洪志林（2011）之研究結果，
該三人研究發現不同背景變項教育人員知覺學習社群發展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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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服務年資在學習社群層面影響程度之比較分析

由表 7 可知，服務年資不同的教師在知覺學習社群層面影響程度之得分上有顯著差異
存在，此研究發現與周宏欣（2009）、林忠仁（2009）研究結果「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
學習社群發展有顯著差異」類似。其中服務年資 11-15 年在「共同願景」與「學校結構與
社會支持」兩個層面之得分皆顯著高於 6-10 年以及 16-20 年。究其原因，可能是服務 1115 年之教師其教學經驗與教學熱忱正值教師生涯的青年期，因而對於願景建立之重要性
以及在實現願景時組織結構與社會支持所扮演之關鍵角色，更能知覺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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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可知，學歷不同的教師在知覺學習社群層面影響程度之得分上有顯著差異存
在，此研究結果與丁琴芳（2007）、施心梅（2010）研究發現一致。其中一般大學畢業之
教師較師大或師院（含一般大學教育系）以及研究所以上（含 40 學分班）畢業之教師在學
習社群影響因素的五個層面之得分顯著較高。究其原因可能為一般大學教師非師範體系出
身，此類教師大部分在進入職場前已有社會工作歷練，一般而言企業組織著重工作團隊與
社群之運作，此背景之教師在企業組織中已有團隊與社群的實作經驗，因而較能感知學習
社群相關層面之重要性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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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擔任職務在學習社群層面影響程度之比較分析

** p< .01
由表 9 得知，擔任職務不同的教師在知覺學習社群 5 個層面影響程度之得分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此研究發現與林忠仁（2009）、周宏欣（2009）、施心梅（2010）、洪志
林（2011）、薛玉綢（2011）研究結果相似。其中教師兼組長、教師兼主任較未兼職之
一般教師在「領導分享」、「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兩個層面之得分顯著較高。究其原
因可能是因為兼任行政職之教師，長期執行行政工作，平時除了擔任承上啟下的角色，
亦與學校外部機構及人員時有接觸，因而較能知覺到學校結構、領導階層權力的行使與
社會支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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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0 可知，學校班級數在學習社群 5 個層面影響程度之得分皆不顯著，研究顯示學
習社群之建構，不因學校班級數之不同而產生影響。此研究發現與丁琴芳（2007）、辛俊
德（2008）與周宏欣（2009）之研究結果一致，此三人之研究結果皆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
教師知覺學習社群發展無顯著差異存在；但無法支持張淑宜（2009）、何文純（2005）、
林忠仁（2009）、施心梅（2010）、洪志林（2011）、薛玉綢（2011）之研究發現，該五
人之研究皆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學習社群發展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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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層面影響程度之得分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教師是學習社群的主體，無論在社群目

綜合上述調查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

標、價值與願景的建立，成員的合作、平

以下之結論與建議：

等對話、分享與關懷以及社群持續的改

一、結論

進、反省與成長等機制，其成功與否，端

（一）學習社群可建構出 5 個理論層面。本

視教師能否認同社群並積極投入社群活動

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建構出社群認同與合

中。因此，教師對學習社群建構觀點之歧

作、領導分享、學校結構與社會支持、共同

異，學校應透過有效的溝通機制，兼顧不

願景、學校實務等五個理論層面；接續發

同教師之看法，研擬有效的因應策略，方

展量表工具，透過項目分析、信度分析、驗

能提升社群的運作成效。

證性因素分析，進行學習社群影響因素篩

二、建議

選並檢測其信度與效度，經統計分析發現

（一）對學校推動學習社群之建議

本研究所建構之理論層面屬高信度且各層

1.以層面取代個別因素有助於學習社群的

面之解釋力與適配度均良好，顯示此 5 個理

推動

論層面可作為國民小學學習社群運作之工

學習社群列為政府精進教學計劃的重

具。

要方針後，學習社群的推動已不再是學校

（二）「社群認同與合作」是學習社群運作

個別意願所能拒絕的教育活動，在可預期

的重要層面。「社群認同與合作」是學習社

的未來，學習社群將成為學校教育人員專

群執行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機制，關係著社

業成長的重要團體。因此對學校而言，學習

群運作過程的和諧與執行的成效。因此，學

社群應跳脫過去純理論的論述，擬定一套

校成立學習社群，應將「社群認同與合作」

具體的行動方案，方能提升社群的功能與

因素列為主要核心工作，有效運用分享、參

績效。

與，促進個人成長與社群績效，共同合作實

本研究所建構的學習社群理論層面有

現願景。

助於擺脫過去學習社群單一因素或特徵的

（三）學習社群 5 個層面中影響程度最高之

陳述，透過有系統的因素整合，將每一個影

因素分別為：「領導分享」層面為「校長能

響因素歸入社群層面，方能在實施過程中

鼓勵並支持合作領導的校園文化」；「社群

避免「掛一漏萬」的困境。因此學校在推動

認同與合作」層面為「對於學校成員的合作

學習社群時，從社群的成立、發展到轉型，

績效，能建立獎勵機制」、「學校能規劃教

需積極掌控各理論層面的影響因素，妥善

職員工分享與學習專業發展的活動」；「共

規劃、審慎實施方能促使社群的永續發展。

同願景」層面為「在校內決策的過程中，教

2.加強社群成員良好人際關係，建立「分享

師能參與並表達意見」；「學校結構與社會

領導」與「社群認同與合作」機制

支持」層面為「教職員工對於學校能產生認

本研究分析發現，在學習社群五個理

同感」；「學校實務」為「教師能有機會確

論層面中以「社群認同與合作」與「分享領

認專業發展活動的焦點」。

導」影響程度得分最高。學習社群運作過程

四）研究顯示學校在推動學習社群的過程

中良好的人際關係，有助於維繫良好的合

中，教師學歷、職務、服務年資在學習社群

作品質，其中無論成員的相似性、相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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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共同承擔責任風險以及經由彼此相

之運作。從文獻探討中可知，學習社群所牽

互信任來構成良好的合作品質。另學習社

涉之因素相當廣泛與多元，主管教育行政

群主要在由教師、學生、職員、家長、校長

機關若未能提升學校教育人員學習社群相

以及社區成員等所組成，其成員的互動與

關概念與認知，而貿然推動此項政策，將影

人際關係的建立自屬重要，其中校長的領

響學校後續實施成效。因此，建議主管教育

導分享亦扮演了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學

機關在政策推動之時亦應辦理學校教育人

校在學習社群的運作過程中，可藉由領導

員增能的工作，透過學習社群專業研習來

分享來帶動社群認同與合作的機制，並訂

提升學校教育人員在此領域之專業成長，

定績效獎勵誘因來有效提升個人與社群的

相信在理論知識與實務運作的結合下，將

績效，實現學習社群的共同願景與目標。

更有助於政策之推動與落實，而本研究所

3.重視學習社群成員背景，施以不同實踐策

建構之五個理論層面當可做為政府規劃教

略

師學習社群專業成長課程之參考。
學習社群由來自不同背景的成員所組

（三）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成，因此成員的需求與信念將為社群的實

綜觀國內、外有關學習社群之研究，大

踐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本研究發現不同

抵聚焦於學習社群與其他變項之關係，以

背景之成員知覺學習社群各層面之影響程

理論層面建構之實證性研究相對闕如。本

度有顯著差異，因而學校在實務的運作上

研究提出社群認同與合作、領導分享、學校

應格外重視。因此，社群領導者應針對每一

結構與社會支持、共同願景、學校實務等五

個成員對於學習社群影響因素需求與感受

個影響層面適配度雖佳，但仍需多方面加

的不同，來擬定有效的實踐策略，以促進社

以驗證。因此，未來可透過其他樣本資料的

群的發展。

蒐 集 來 進 行 複 合 效 度 分 析（cross-

4.優質學習社群的建構有賴於不同影響因

validation），來強化其立論基礎，作為學習

素層面的整合

社群的重要架構。

優質社群的建構牽涉人、組織與制度
層面等種種因素，因此推動學習社群，應採
取多元化的運作策略，如以集體參與的方
式來兼顧個人與組織之需求與目標、擬定
社群運作之規範與機制；其次，如能整合
各項足以影響學習社群運作之因素層面，
諸如本研究所建構「共同願景的建立」、
「社
群認同與合作的機制」、「學校結構與社會
支持」等，相信對於學習社群的建構與實踐
將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二）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既已將學習社群
納入推動「精進教學計畫」之子計畫，當應
更積極、有效的來協助學校進行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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