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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改變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模式與態

度，以學生為學習中心，達到提升國民教育品質及活化教學之目標，

教育局與本市公私立高中、國中小校長及主任組成「活化教學一學習

共同體考察小組」，於 103 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至日本目前推行學習

共同體的學校(八王子市立宇津木台小學校、千葉縣八千代市立睦中

學、神奈川縣濱之鄉小學校)進行實地考察，並參與日本學習共同體

推手佐藤學教授之專題演講。 

 近年來，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佐藤學教授推動的

「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強調「學習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以促進學生學習、教師專業學習與學校組織學習為焦點，講

求領導是學校成員所共享和承擔的責任，經由日本 3000 多所學校的

現場操作與試驗，證實「學習共同體」的推展，確實翻轉許多學生的

學習績效，同時改變與教室內的風景。 

    透過本次校長團隊「學習共同體」的實際參訪，反思本市高國中

小學校經營的方向，期盼校長能以學習領導促進學校永續發展，引動

學生學習，觸動教師改變，帶動學校轉型，精進教師專業，提升學生

學習成果，以落實十二年國教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

及厚植國家競爭力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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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等全球國際組織指出，未來孩子的關鍵能力不外乎是主動

學習、團隊合作、人際溝通與分享表達。透過檢視這些未來能力的培

養，凸顯了世界各國課堂教學的進行應啟動新式學習型態的必要性。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展望全球未來，放眼國際趨勢並掌握國內教改

契機，除了陸續推動促進教師協同合作的課程改革、精進教學計畫、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外，也積極地找尋學校經營的新目標，期盼以「學

習領導」（ Leadership for learning）促進學校永續發展，以「學習共

同體」做為「學習領導」的具體操作形式。 

 為了對日本國立東京大學佐藤學教授推動的「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之理念與實作有進一步的瞭解，並對其強調

以「學習領導」促進學生學習、教師專業學習與學校組織學習為焦點，

講求領導是學校成員所共享和負起的責任，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由王銘

煜副局長帶領臺中市公私立中小學校長，赴日實地參訪佐藤學教授任

職的日本學習院大學，及推動學習共同體之中小學，期盼透過實地的

觀察，講座聆聽與請教，帶動臺灣學校的成功轉型、觸動教師的積極

改變、引導學生有效學習、精進教師專業成長，為臺中市的教育發展

趨勢與教育成果再添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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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前辦理學習共同體研討會 

 本次出國參訪前，教育局委請私立新民高中於 2 月 12 日及 16 日

辦理二場日本學習共同體研討會，內容包括學習共同體內容介紹及考

察重點分析，以下就「學習共同體」之內涵及具體作法分述如下： 

(一)學習共同體的願景：實現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權利以及保障高品質

的學習；組織學習共同體的學校，包括學生互相學習、教師做為

專家互相學習、家長及居民協力互相學習的學校。 

(二)學習共同體的三大哲學 

1.公共性的哲學：敞開及協同，並且消除教育私有化及群組化。 

2.民主主義的哲學：學生、教師與家長皆為主人翁，尊重個人的

尊嚴及多樣性。 

3.追求卓越性（excellence）：挑戰程度最高的事物及對於品質

（quality）的追求。 

(三)學習共同體的理念 

1.學習共同體在於實踐對話式溝通。 

2.對話式溝通在於實現相互聆聽的關係，聆聽他人的聲音是構築

協同學習的基礎。 

3.學習是與對象事物（教材）的對話、與他人的對話以及與自己

的對話。 

(四)學習共同體的策略 

1.教室做為實踐協同學習的場域，學生透過觀察模仿(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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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鷹架(scaffolding)，模仿他人的思考，並將他人的思考做為腳

踏板，一躍而上。 

2.教職員室構築同僚性（collegiality）。 

3.地區老師實現「參加學習」，形成責任共有及連攜。  

(五)授課的基本技法 

1.教師的工作為聆聽==>串聯==>返回的循環。 

2.課堂設計：將單純的觀察及交互關係細緻化，在上課中只需準

備三大過程（hop、step、jump 的課堂構成。） 

3.組織協同學習：組織以 4 人為一單位的小組學習，男女混和隨

機編成，構築互相學習關係的第一步，勇於詢問「這裡怎麼

做？」。 

(六)教師的學習共同體（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1.以課堂的事例研究為中心的校內研修，並設定為學校的中心。 

2.全校教師一年至少一次公開授課，以學年為單位活用課堂觀察

或錄影紀錄進行課堂的事例研究。 

3.由校內研修形成的同僚性 

(1)課堂事例研究的目的絕非評價也非建言，而是根據教室實際發

生的現況互相學習。 

(2)以學習的事實為中心進行討論，觀察學習成立之處及學習出現

障礙之處，並根據觀察事實進行討論。 

(3)針對授課者並非給予建言，而是觀察教室所發生的事實討論自

己所學習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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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進行協同學習，以授課專家為成長目標，構築同僚性。 

二、實地觀課 

  (一)八王子市宇津木台小學校 

時間：103 年 2 月 19 日適逢該校辦理研究發表會，參訪流程如下： 

      11：20-12：05  全校公開課堂（開放家長觀課） 

      12：05-13：20  午餐時間（自由參觀） 

      13：20-14：05  二年一班提案課堂（數學課） 

      14：15-15：05  研究協議會 

      15：05-15：25  研究發表 

      15：25-15：55  佐藤學教授演講 

      15：55-16：00  校長致謝辭 

 此次參訪活動的第一站為東京都八王子市立宇津木台小學校，一

進校門看見插著中華民國小國旗的雪人及熱情招呼的學校人員，即使

零度的天氣，也讓人感覺受到校園溫暖的學習氣氛。 

 當天適逢該校辦理研究發表會，為了歡迎佐藤學教授的到來，高

年級學生齊聚音樂教室，演唱由佐藤教授特別為該校三十週年校慶所

作詞的合唱曲，為今天的參訪活動揭開序幕。接著，隨著佐藤學教授

的腳步，參觀了全校一至六年級 17 個教室的公開課堂，不同的年級、

不同的科目，也有不同的教室風景，但都是協同學習的典範。 

 下午第一節課，參訪團全體及他校觀課教師跟著佐藤學教授進到

二年一班教室進行清水登詩子老師的數學科公開課堂，完整的一節觀

課，看到了輕聲細語、耐心等待的教師，以及互相聆聽、共同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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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也看到了同儕教師觀課時如何關注學生的學習。 

 課堂結束後，接著進行該節課堂的研究協議會，從同儕教師的發

言中，瞭解了小組之間的學習是如何發生及成立的，最後透過佐藤學

教授的講評看見構築同僚性的完美呈現。 

 

 下午三點開始，是該校為期三年「研究指定校」計畫的研究發表

會，該校巧妙的運用教育局的補助經費進行學習共同體，而研究主題

就訂為「創造互相聆聽、互相學習的課堂」，從學校製作的影片中，

清楚看到推動四年來的努力與成果，發表會在佐藤學教授的精彩演講

及富所博校長簡短的謝辭中，劃下完美的句點。 

 

(二)千葉縣八千代市睦中學 

時間：103 年 2 月 20 日，參觀流程如下： 

      09:00~09:30  校長致詞 

      09:30~10:40  觀看國中一至三年級各 2 個班上課情形 

      10:40~10:50  下課休息 

      10:50~12:00  理化電學實驗 

      12:00~12:30  佐藤教授 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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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位於千葉縣八千代市，共有 140 位學生，15 名教職員，校園

和社區區民中心結合成學習共同體，曾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學校與新

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國家之學校簽署姐妹學校，與國際接軌，校

內學生面對國外到校觀摩交流來賓時，十分活潑，而且喜歡用英語與

外賓交流。 

 當日參訪團到各班自由觀課，最後和校長進行座談，校長表示雖

然學校推動學習共同體已七年，但隨著每年都有老師調動(日本教師

七年調動 1 次)，因此，新進老師也要重新學習如何進行學習共同體，

對學校和老師都是一大挑戰。學生的學習力在推動學習共同體之後有

明顯的成長，但成長到一個階段後就會持平，所以老師們要給予學生

更高難度的挑戰，也就是 jump 的過程，把學生帶到更高層次的學習。 

 有關校長在「學習共同體」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開始推動，

伊東校長表示有二種做法，其一是直接下行政命令，要求老師配合，

其二是先尋找志同道合老師共同學習新的教學法，再透過研習全面推

動。同時日本每所學校皆由校長決定學年目標，透過集會、校刊、網

站等管道不斷宣導，讓親師生都清楚知道，學生能肯定自我存在，想

法全球化(Thinking Globally)，而做法能回饋到社區(Action lo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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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奈川縣濱之鄉小學校 

時間：103 年 3 月 21 日在濱之鄉小學校進行全天觀課，參訪流程如

下： 

    09:00-10:40 全校公開觀課時段(佐藤學教授、臺中團、高雄團及

日本各地前來學習教師) 

    10:40-11:25 音樂科公開授課(一年 3 班 網野 久美子 教師)    

    11:30-12:15 依課表正常授課(自由入班觀課) 

    13:00-13:45 與 尾崎  豐 校長座談會 

    13:45-14:30 數學科公開授課(四年 3 班 柴田 晶子 教師) 

    15:00-16:30 網野教師 授課觀察研究會 

    16:45-18:15 柴田教師 授課觀察研究會 

    18:15-19:00 佐藤教授 講評 

    濱之鄉小學是日本第一所專門為實踐「學習共同體」理念而設立

的公立學校。從第一任大瀨敏昭校長推動以來已十五年了，持續示範

「學習共同體」教學模式，這不是短暫的實驗，而是每天的實踐支持

孩子學習權。學校所在的茅崎市離東京約 1.5 小時車程，而且學校採

開放教育的教室型態，建物維護的很好，而且是一所相當注重美學教

育的特色學校；校長強調透過相互學習、激勵成長，形成教師共同成

長進步的氛圍，一年當中每位教師公開 15 次課，並有 4 至 5 次公開

研究會。參訪這天是每月一次的公開研究會，所有家長、他校教師及

遠從臺灣臺中、高雄來取經的參訪人員，約 100 人，都可以在這一天

前來觀課，並自由參觀每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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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觀課結果彙整如下： 

1.重視個別的學習速度：國語音讀教材，孩子可以用自己的看法詮釋

教材，用自己的速度輕聲誦讀，不要求全班齊讀，重視學生自己的

學習方式的特色。  

2.先備知識到跳躍學習：基礎學識透過討論建立概念後，再開始依照

教師設計的主題做跳躍式學習。濱之鄉小學，關注的是每一個個人

自己的優點，老師完全接受孩子的所有個性。 

3.先從改變座位開始：由ㄇ形座位引導主題再轉向做協同學習，鼓勵

不懂就要馬上請教，相互提攜，沒有人被孤立或落單，孩子都跟得

上進度。 

4.具備成熟的聆聽關係：專注課堂中每一個人的發言，給予回饋同

時，關懷落後者，使小組討論真正激盪出不同想法，是課程進行中

必要掌握的重頭戲。  

5.善用指名技巧：鼓勵每個小組成員對話及發表結論，提出發現的疑

問或想法。指名是需要相當技巧的，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說明解題

方法，珍視每個意見、不做批判。  

6.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學習看起來很花時間，卻能透過對話，培養獨

立思考的能力，達到「真正」的學習。 

7.彈性的上課時間：學校裡沒有鐘聲，若課堂討論熱絡，可延長課程

時間。孩子常欲罷不能！ 

8.重視思考的啟發：傳統的上課方式是老師不停講述，學生看起來好

像在聽，其實沒有產生思考。所以透過協同學習的方式，不管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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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或 70 分鐘的課堂 都能讓孩子們從頭到尾不斷思考、尋求解

達熱衷於學習。 

 

 

三、專題演座-與佐藤學教授面對面 

 時間：103 年 2 月 20 日下午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王銘煜副局長帶領

臺中市公私立中小學校長，赴日實地參訪佐藤學教授任職的日本學習

院大學。 

 在大家引頸企盼中，一頭捲髮且身形並不高大的佐藤學教授出現

眾人眼前，接著他以懇切的態度和來自臺中的夥伴們分享他將近二十

年來推動「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的理念與實作心得。 

 佐藤學教授以身負教育使命為己任，為了推動「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曾經先後走訪日本 3000 多所學校，積極推

展「學習領導」（ Leadership for learning），努力且有效的改變及翻轉

日本的教育風景，依據統計目前日本實施「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的學校約占公校 10%。 

 佐藤學教授一再強調學習的「願景」、「哲學」與「活動系統」，

必須提供 21 世紀的教室與教育應有的教育願景。他再三強調協同式

的學習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追求教育品質與平等；每位教師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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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由「教育專家」轉變為「學習專家」，鼓勵親師生與社區民眾共

襄盛舉，並保障每個學生的學習平等。此外，他也一再叮嚀：「這不

是改革運動而是改革網絡，因為運動有權力中心、有領導者，但是網

絡是以校本為之，所以各地有『據點學校』，提供鄰近學校教師就近

觀摩與學習。」根據佐藤學教授的觀察，日本的高中生普遍被動學習

且從學校逃離，臺灣的情形也每況愈下。根據統計日本只有 21%的學

生對課堂所學有興趣，日本教師的滿意度為 28%，亞洲普遍也都偏

低。尤其是教師習慣過著一層不變的生活，日漸缺乏熱情與創意，導

致日本教育缺乏批判思考能力與探究技能，與國際教育趨勢相違背。 

 此外，佐藤學教授特別提出：「日本校長的領導也出現危機，在

一項 OECD 的調查結果顯示，在 66 個國家當中日本排名倒數第三。」

他指出：「校長最重要的角色為教與學的支持後盾者，但不論是日本

或臺灣的學校校長幾乎都在校長室忙校務，不清楚教師的教學態樣。

其實，校務經營最缺的是願景，不是經費也不是人力資源。願景就是：

不放棄每一位學生，支持每一位老師，讓師生人人感受到幸福，連家

長都能積極加入。所以學校的公共性哲學、民主主義哲學、卓越性哲

學必須是教師與校長熟悉且實踐的事，學生才會幸福的成長與學習。」 

 佐藤學教授提到「學習共同體」全國講師回流工作坊，分別於夏

天與冬天進行，一年安排二場，每場各兩天，針對相關的問題做聚焦

及討論。如千葉縣的睦中學全校只有 140 位學生和 15 位教師，但是

他們帶動許多影響，把親師生及社區都變成學習共同體，且透過「學

習共同體」提升學生的學力甚多，分別榮獲日本朝日新聞在今(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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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3 日及 1 月 7 日大幅報導，也引來許多參訪的人潮。此外，預

告下個月（103 年 3 月 8 日）將舉辦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School as Learning Community），許多歐亞國家代表都會出席共襄

盛舉，針對「學習共同體」做更深入的對話與討論。預計屆時有專家

學者 180 人共同與會，臺灣也有代表參加。 

 以下整理本次參訪成員和佐藤學教授對談的內容：  

Q1.請教佐藤學教授，對於相關試辦學校失敗的啟示為何 ? 

A：相信你的師生一定是可以改變的，尤其在試辦的過程裡，切記要

避免造成學校撕裂。就如第一年實作的老師，務必要撐住學生的

學習。教師在累積了相關經驗後，即使是出現疲累狀態，有來自

學生的支持與喜愛，可以支持老師重新振作繼續做下去。此外，

國高中生不可以科目為單位，要以學年為單位，切忌只在乎學科

進度卻忘記學生的需求。在開始剛試辦的時候，初步以 70%教師

為設定目標，以嘗試心態出發，以學生的改變帶動教師的改變才

能長久推動下去。 

Q2.請教如何使用有關 ICT 的應用方式? 學生如何進行分組 ? 

 A：學生以抽籤方式進行分組，讓他們有命運共同體的相互認定。

切忌好朋友編成一組，鼓勵學生異質性的成長，透過組員間的對

話，以激發彼此的思考與成長。另有關 ICT 的應用教學，那是發

展中國家的最愛，先進國家如歐美等都不用。ICT 有兩種，一種

是幫助學生思考的 E-system 方式 ，充當學生的學習工具。另一種

是補助教師教學，如電子書，是目前臺灣最為偏重的方式，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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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啟發學生的思考。 

 Q3.請教對臺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看法 ? 

A：臺灣目前推行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如一腳踩油門另一腳又踩

剎車。臺灣學習上海模式，但是上海學的是美國的德州模式，然

而德州的學生學力在美國是排名較為落後的。臺灣的師資優秀，

卻選擇走回頭路是很危險的事。其實真正優秀的教學，必須能夠

容忍學生些許的不優秀，也必須凸顯其多元性，因為要評鑑的是

學校組織而非個人。 

Q4.對學生的增強方式為何 ?  

A：臺灣的校園太依賴外在的增強，如給學生小禮物、加分等，其實

那是美國對哈林區黑人小孩的教育方式，臺灣不應該模仿，真正

有效的是內在增強，讓學生於學習過程中獲得學得知識的喜悅，

並支持其繼續學習。 

Q5.請問在古老的中國，孔夫子周遊列國是不是學習共同體的另一種

體現方式? 

A：所有的學習都是共同體，尤其學問更是對話關係，如柏拉圖式教

學也是學習共同體。 

Q6-請教聆聽技巧如何養成? 

A：如果學生膽小分享的聲音小，不該一再要他講很大聲，而是告訴

同學他講得很有趣，鼓勵大家再聽一遍，或是善用指名技巧，請

另位同學轉述或表達他剛才聽到的內容。持續這樣的方式，就可

以慢慢養成學生聆聽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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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即使詳讀佐藤學教授的著作，沒有親臨現場，仍然很難想像學習

共同體的課堂風景，但就像翻譯黃郁倫小姐一開始說的：「這三天的

觀課是找不到答案的，而且會帶著更多的疑問回去。」本府教育局這

次的學習共同體參訪活動，一波波的震撼就從學生的合唱開始，隨著

優美的歌聲，我們眼觀、耳聽、手記，並且用心體會，期望能抓住每

一個瞬間，在這學習革命的發源地，觸發無限的感動。所謂：「讀萬

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一趟日本「學習共同體」學校參訪，受益

良多，也為校長領導教師教學注入一股新血。以下就五大面向參訪心

得分述之：  

一、儉樸實用的校舍與設備： 

（一）日本的校舍儉樸、乾淨，不若臺灣學校的華麗、寬敞，但是教

室內外清楚可見學生學習的成果，課堂中教具及參考資料一應

俱全。 

（二）日本的教室中沒有擴音設備，傳統的黑板及自製教具是最基本

的工具，教學過程中電子資訊設備的使用極少。 

二、教學領導的校長： 

（一）校長親自參與觀課及課堂研究，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利並促使教

師朝專家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二）在教師因輪調制度異動頻繁情況下，由校長專業領軍，每年從

頭開始努力，落實推動學習共同體。 

三、互助成長的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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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公開觀課制度及教學研究會，學校每個月至少辦理一次全

年級公開觀課，打破學科的界線。 

（二）教師觀課時，蹲在學生座位旁邊，聆聽學生的對話，聚焦與關

注學生的學習。 

（三）研究協議會時，提供授課教師學生學習事實，並給予正向回饋，

彼此鼓勵、相互成長。 

四、耐心引導的教師： 

（一）教師輕聲細語、較少指導性言詞，用心設計教學、適時提問，

引導學生互相學習。 

（二）教師是聆聽的典範，上課步調緩慢，充分給予學生表達及學習

的機會。 

（三）實踐對話溝通的實質，對於學生漫無邊際的回答，教師會適時

的引領學生聚焦問題所在，也激勵學生做進一步深入的思考。

此外，其他同學也會加入討論行列，讓彼此的對話成為事實，

讓溝通發揮功能，強化「對話溝通的實質」。 

（四）落實指名激勵的方法，教師拋出問題後會仔細且很有耐心的觀

察每個孩子的思考態樣，然後指名回答。每一位被指名的同學

都覺得與有榮焉，認真地且用心的陳述自己的想法。顯然的，

學生很享受教師「指名激勵的方法」，對於下一位被指名回答

的同學也是莫大的期待與鼓勵。 

五、沉靜專注的學生： 

（一）養成專注的聆聽習慣，學生彼此聆聽、對話，互相學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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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瀰漫柔軟沉穩的氣氛。 

（二）培養溫柔的組員對待方式，對於同組同學們的回答，如果組員

覺得有不周全的地方，都是先肯定對方再做補述，即使是有同

學覺得猶豫或膽怯處，組員們都會以眼神或語言鼓勵對方-「你

是最棒的」，以至於後來當事人都會有信心的回答問題，這就

是「溫柔的組員對待」。 

（三）營造全體參與的態樣，對於教師的提問，每位同學都是努力的

思考，絕不輕言放棄。更難得的是，同學們習慣以其他同學的

回應內容繼續做思考，教師雖然幾乎都是站在講台前極少走

動，但是隨時以眼神關注同學們的學習，教室裡沒有任何一個

人孤單，這就是「全體參與的態樣」。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欣賞別人，肯定自己」，此行的目的，

正如同團隊的名稱「臺中市活化教學--日本學習共同體參訪團」，如

何協助學校推動「學習共同體」的學校改革，找回孩子的幸福感，實

為最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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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學習共同體」的學校改革是沒有標準作業流程的、沒有處方箋

的，也不是一蹴可幾的，在相關教育策略的推展與成效的驗收上，本

府教育局將以更多的支持以及更多的引導，使校長成為學習領導的領

頭羊，帶動學校成為學習共同體，此外，「學習共同體」必須由教師

主導，主動推動才有落實的可能，本府教育局亦將為本市國中小教師

辦理相關研習會，感動激勵教師，讓學習從每一個教室開始翻轉，打

造臺中市教育與學習的新風貌，蓄積臺灣的教育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