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科教師融入學校專業學習社群（PLC）發展
之策略與展望
黃世隆

壹

前言

學校組織本身，可視為一大型的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在此大型 PLC 之下，實植基於許多小型的、由教師組成的專
業學習社群，持續而不斷的妥善運作。因此校內由許多教師所形成的各種專業學
習社群，其運作是否正常，即影響學校此一大型 PLC 運作之成效。本文作者身
為資訊科教師，希望透過資訊科教師之角度，審度自身專業發展之能量，思考如
何融入學校這個大型 PLC，並結合近來教師專業發展之發展趨勢。因此，本文首
先介紹專業學習社群之意涵，包括其意義、特質與運作模式。之後將分析資訊科
教師 PLC 獨立運作的限制，後以融入學校專業學習社群為目標，藉由方案參與、
跨學科/領域合作、跨校觀課交流、提升自身教育專業能力等四項具體策略，提
升資訊科教師在學校之專業角色，並以關注學生學習為發展核心的 PLC 融入歷
程上，逐步增加資訊科教師在校務經營的參與程度與其影響力。

貳

專業學習社群的意涵

一、意義
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以下簡稱 PLC）其意係指組
織中志同道合者，為求專業成長所組成之學習團體；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則為學
校中志同道合之教師，基於共同的信念與目標，彼此相互合作，以協助學生獲得
更佳的學習成效（吳清山、林天祐，2010）
。而 PLC 之建立歷程與實施，是一種
能促使教師同合作、持續專業發展與對話的活動（陳佳萍、王瑞壎，2011）。
二、特質
教師專業發展可謂學校改革的催化劑（陳佳萍、王瑞壎，2011），教育體制
時為一複雜之系統，其發展與社區脈絡、學校文化、領導模式、教師信念等因素，
有其關聯。
吳清山及林天祐（2010）歸納 PLC 之特徵如下：專業工作、共同目標、合
作學習、知識分享、力行實踐、結果導向、持續精進等。陳佳萍與王瑞壎（2011）
透過相關文獻分析，認為教師 PLC 有以下發展重點：聚焦學生與學習、發展須
校準學校目標、學校領導者有具體目標、棄絕單打獨鬥、積極的專業對話，以求
持續的專業合作發展。PLC 的形成方式，依張新仁等（2009）的規劃與建議，可
分成年級、學科或學習領域、學校任務、專業發展主題等四種方式。
而 PLC 的運作模式，可依潘文福、莊惠瑛（2012）的研究結果，歸納為 17
種型態，包括協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新課程發展、教學媒材研發、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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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創新、教學歷程分析、分析試卷與學生作業、案例分析、主題經驗分享、專題
講座、個案追蹤、同儕省思對話、標竿楷模學習、新進教師輔導、行動研究、主
題探討、建立專業檔案等，而該研究之焦點團體教師，則選出同儕省思對話、主
題經驗分享、主題探討、案例分析、專題講座等五項，作為 PLC 的主要運作模
式。
簡言之，PLC 的運作與效能增進，其模式與策略不唯一，而其主要考量係以
學生的學習需求為核心，配合上述步驟漸進實施。

參

資訊科教師獨立發展 PLC 之困境

高中資訊科教師在校園中，咸有其必要成為依單一科目之 PLC，然而基於校
園中資訊教師，其比例相較於國、英、數、社會、自然等學科或領域，其比例誠
然偏低；加上資訊科教師應具較純熟的資訊設備操作、資訊設備管理與資料應用
能力，因此往往有較高的比例須兼任行政工作，如系統管理師、資訊組長、設備
組長或相關處室主任之組長，而兼任行政工作往往耗去大量的心力，而使資訊科
夥伴無法勻出充裕時間進行自身的專業成長與對話；而資訊科教材更新頻率，又
較一般學科為高，資訊科教師又須更新及準備新年度之教材（如介紹相關資訊產
業結構與現況）（試想數年前筆記型電腦為吾國資訊產業之大宗，而今安在
哉！）；最後則是升學氛圍依然存在的問題，在升學科目之制約下，現有課程時
數實在無法給予資訊學科合宜的定位，加上學生/家長對於非升學考科的窠臼觀
念，以上種種壓力與限制，往往使資訊科教師有付出與獲得不成比例的挫敗感。
因此，在資訊科教師獨立發展 PLC 多所限制的條件下，其融入學校 PLC 之
運作，對資訊科教師而言實為一重要的成長模式。唐淑華與蔣宛儒（2013）認為：
為消弭教師倦怠感，提升希望感，宜透過發展具體可行的目標，擴展與建構各項
工作技能，透過組織的逐步強大，進而帶動個體的主體性與意志力。上述論述實
與資訊科教師融入學校 PLC 運作之理念，不謀而合。

肆

因應策略－資訊科教師融入學校 PLC 發展

潘文福及莊蕙瑛（2012）的研究指出：對學校而言，教師的投入程度與參與
度愈高，愈容易推展社群之運作，並進一步促使教師自覺及提升自我能力。同理，
資訊科教師感於在校人數偏向小眾，然對於校務經營與社群運作的投入愈深，則
在「積極付出」與「多元回饋」的正向循環中，可逐漸累積自身的教學能量與專
業成就。而在資訊科教師如何投入與推動學校 PLC 的策略上，在此建議以投入
課程發展（Curriculum development）為主軸，以提升學生學習為目標，建議策略
包含：方案參與與協作、跨學科/領域教學合作、跨校/跨學區的觀課交流、強化
自身教育專業知能等四項，說明如次。
一、方案參與與協作
現階段為因應 12 年國教，中央及地方教育單位，無不以推動優質教育、高
中課程發展、提升學生學習為目標。如教育部國民暨學前教育署（前教育部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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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簡稱國教署）於 2007 年起，推動之高中優質化（SAP）方案，以「教
師教學」
、
「學生學習」
、
「教師專業發展」
、
「課程發展」為四大主軸，參與各高中
以競爭型計畫爭取經費，挹注於學校之軟硬體設備提升與教師成長舉措，以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為目標。而新北市、臺北市教育局陸續於 2011、2012 年推動之「旗
艦計畫」
、
「領先計畫」方案，即以推動學校特色課程為首要工作。以作者任教學
校（臺北市大理高中）為例，即在 100、101 學年度計畫中，辦理校內計畫撰寫
工作坊，廣納各科教師意見及彙整，以求計畫思維更形周延。而本校的相關子計
畫，也聘請校內資訊科教師，擔任教師專業成長研習之講座，務求將校內教師能
量納入校務經營計畫與實行方案中。
二、跨學科/領域教學合作
或曰：「我只喜歡資訊教學，而參與規劃或撰寫計畫、擔任研習講師之經驗
不足，該如何切入為宜。」此時或可考量較聚焦且明確、規模較小的教學專案或
計畫，明確地貢獻自己的專長。以臺北市中崙高中為例，該校於 2012 年以電子
書包實驗計畫為主題，成立了校內資訊特色課程工作小組，及愛 i 工作坊
（iworkshop）
，納入該校國、高中部之有意願教師同仁，包含歷史、地理、音樂、
數學、公民、資訊（以上為高中部），及數學、理化、英文、地理（以上為國中
部）等教師，成立一以使用行動學習裝置（ipad2）融入教學的專業學習社群，
進行教學教案與課程之研發（謝念慈，2013）。其中中崙高中資訊科教師，即以
協助各科教師學習基本操作、協助各科教學為其課程研發主題。
三、跨校/跨學區的觀課交流
囿於高中各校資訊科教師人數偏低，導致於在教學觀摩、社群運作等組織學
習的過程中，往往有較孤立無援之感。然教育部資訊學科中心（承辦學校：國立
台南二中）的成立，無外乎搭起一座跨校/跨學區合作與對話之平台，也彌補了
許多縣市缺乏「資訊學科教學輔導團」的遺憾。而資訊學科中心辦理之研習活動，
誠然可為各校資訊教育夥伴意見交流平台，而相關網站與 FB 專頁也成為資訊教
育夥伴交流之意見管道。
然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教室走察」、「學習共同體」
等教育趨勢與方案施行之時，現場觀課與會後對話儼然成為終須面對的工作。受
限於高中課程專業性的藩籬，及校內資訊科教師人數偏低的限制，資訊科教師若
能以跨校/跨學區之方式，突破時空條件之限制，結合有志一同的鄰近學校教師
夥伴，進行「會前對話」－「課堂教學觀摩」－「會後回饋與分享」的工作循環，
基於信任與合作的理念，打開教室的大門（電腦教室通常是鐵門），開放夥伴觀
摩，透過彼此的紀錄與分享，擷取對方的優秀教學經驗，也提供友善的回饋與建
議，自然而然形塑出一屬於資訊科教師的教學圈（Instructional round）
，有益於
教育專業知能之累積。如劉世雄、吳秋鋒（2012）的研究，也發現透過 PLC 合
作模式，進行同儕合作與觀課，確能激發彼此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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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自身教育專業知能
為求更積極參與上述三項推動策略，資訊科教師應檢視自身教育專業能力與
尋求提升之道，以下列出三項能力，包含觀課與溝通能力、資料使用與分析能力、
知識與時間管理能力，說明如下：
（一）觀課與溝通能力
如上所述，在「會前對話」－「課堂教學觀摩」－「會後回饋與分享」的工
循環，可發現會談技巧在教師 PLC 運作中，扮演十分重要之功能（丁一顧，2011）
。
會談工作包含信任、傾聽與提問、避免價值判斷，並提供對話者有效之回饋。資
訊教師在觀課能力方面，擁有較其他領域教師更高的資訊設備操作技能，使可應
用資訊設備紀錄觀察夥伴教學歷程，並同時進行軼事紀錄與師生互動紀錄。之後
以觀察時所紀錄之檔案與內容，與觀察夥伴進行分享與對話。對話過程中宜學習
與善用各種會談技巧，肯定觀察夥伴教學表現，並提出教學強化之建議。因此資
訊科教師在強化自身教育知能時，為求有效社群溝通與融入學校 PLC，觀課與溝
通能力之學習，實為首要。
（二）資料使用與分析能力
關於 PLC 發展所關注之主題中，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一直被視為首要項目。
近來利用資料導向決定（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DDDM）提升學校效能與
學生學習成效，為一日益受到重視的教育行政策略（張奕華、張敏章，2009；黃
旭鈞，2011; Mandinach & Jackson, 2012; 黃旭鈞，2013.）
。吾人可利用收集資料、
分析資料、報告資料、使用資料進行改進、透過資料進行客觀溝通的過程，以規
劃教學實務之改進（黃旭鈞，2011；Slavit, Nelson and Deue, 2013）
。資訊科教師
因於養成過程中，曾修習相關數學課程，同時在統計分析軟體操作應用上，應備
完整素養與能力。因此具收集與分析學生學習資料能力，不僅有助於同儕教師與
跨領域教師間進行專業對話，並可提昇資訊科教師專業形象，於校務經營中提供
了貢獻一己之力的途徑。
（三）知識與時間管理能力
提升學生學習實為 PLC 推動之主要目的，在 PLC 運作的過程中，如何將運
作成果與研習心得、教學歷程檔案，轉化為可供參考與傳承之「組織記憶」
，實
有賴良好的知識管理能力。資訊科教師如能以較具優勢的資訊應用能力，將個人
成長紀錄與授課觀摩紀錄，作一系統化整理，不僅有助於個人教學檔案之累積，
也有助於日後其他領域教師仿效學習之用。而在繁重的行政（若兼任）與教學、
維護（電腦教師與資訊設備）工作之餘，尚需撥出時間進行教學觀摩、教學檔案
之整理、教學經驗分享等工作，則有賴於良好的時間管理能力，資訊科教師實可
妥善利用相關軟體與手機 App，增值上述自身能力，並為校內其他領域教師之示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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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段中所敘述之教學資料與檔案之收集，可參考教師評鑑初階、進階之要
求，與教師發展專業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培訓機制的相關檢核表。

伍

結語

高中資訊科教師，儘管在人數比例上而言，可謂高中學科教師之少數族群，
然可依自身專業特性，在高中校務發展與教學成效影響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從
資訊科教師融入學校專業學習社群的必要性而言，資訊科教師實應主動納入學校
內學習型組織，並尋求主動貢獻一己之力，與其他夥伴協同合作，並藉由主動貢
獻及與組織互動的過程中，帶動己身的專業成長。而資訊科教師在此過程中，尤
應發揮己身的學科及專業特質，在觀課及溝通能力、資料使用與分析能力、知識
與時間管理能力方面，應用於教學現場與專業成長之中，積極融入學校 PLC，尋
求 1 加 1 大於 2 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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