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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運用「學習共同體」的學習方法，讓「每一位學生在數學課堂上維持學習狀態，願

意主動參與數學問題的思考並分享，進而提升其數學素養。」為本文的核心。因筆者 101 年

到日本中小學觀摩學習，有鑑於「學習共同體」在日本驚人的實踐成果，校園中感人的學習

氛圍及教室裡美麗的風景，激發筆者將「學習共同體」哲學導入臺灣校園，試圖摸索出一個

屬於臺灣的「學習共同體」樣貌。實踐後察覺學生都在學習中，多樂於參與協同學習的模式，

且學生間的學習起了良性互惠的化學變化，達到數學本質的學習，學習型態由依賴老師「教」

與「說」的傳統教學形式，轉變為以學生「聆聽」、「思考」與「分享」為主的互動學習模式。

透過此學習方法改變的實踐經驗，激勵了學生的學習，也感動、鼓舞筆者更樂於投入教學，

希望此經驗分享能提供數學科教師在面對學生「差異化」以及「從學習中逃走」等現象時，

多一個可行的因應選項，試著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充分學習，達成學校教育的真正目的。 

 

 

關鍵字：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座位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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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同體哲學在數學課堂上的應用─以百齡高中國中部數學課為例 

翁憲章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教師 

 

壹、前言 

101 學年度開學前夕（8 月 30 日）百齡高中辦理一場有關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百齡學

習共同體」之初體驗，筆者以教師會長的身分參與這場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的籌備工作，在吳

麗卿校長的引導下，我們聚焦於「學習共同體」的理念及激發教師省思的目標，歷經多次會

議研討逐步建構出課程面貌。研習以「學習共同體」精神為核心模式進行專業對話及省思，

從教師自身經驗出發，摒棄以往單向灌輸的研習模式，透過分組與討論讓教師間展開專業對

話與省思，彼此分享與澄清自身教育信念，探尋教學現場改變的多元可能，誘發學生學習熱

情，讓「學習」真正回歸到以學生為主體。這是筆者對於「學習共同體」的第一次接觸，也

讓筆者在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數學課堂教學上加重了學生「分組學習」的比例。 

第二次與「學習共同體」的接觸也是觸發這篇經驗分享的關鍵，是筆者在 101 年 11 月

14 日至 18 日參與「台北市國高中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試辦學校」日本參訪活動，佐藤學教

授的熱忱及公開授業教師的用心、教室裡寧靜學習的風景等，都帶給筆者許多視覺與心靈上

的震撼。回到臺灣後，試著將這份心動轉換成實際行動，也因而獲得許多生命中的感動。本

文可謂是實踐歷程的省思，也希望可以整理出一些脈絡與更多人分享，然如同在日本參訪時，

佐藤學教授的教導：「學習共同體沒有 SOP」，所以很抱歉本文無法呈現實施「學習共同體」

的 SOP，但應該可以解決關於「學習共同體」的一些疑惑。 

何謂「學習共同體」的哲學，黃郁倫、鐘啟泉在《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中

指出： 

「一、公共性哲學：學校是一個公共空間，不再只針對孩子，應開放給所有人，學校如

果放棄任何一個孩子或老師，是不會成功的。為提高孩子學習質量，全校每位老師至少一年

一次要開放自己的教室，讓全校老師、外地老師、社區人士、各種人來參觀，「學習共同體」

的教室基本上為任何人敞開，誰要在何時進來都可以。每位老師要選擇品質最好的一堂課、

一年一次自己提案，打開教室讓大家去觀摩，不是為了評鑑，而是為了提升教學品質。二、

民主主義的哲學：校長、老師、學生、家長都是學校的主人，每個人都同樣有發言權，都可

以參加學校的活動，每個師生都有同樣的權利。三、追求卓越的哲學：永遠給孩子最好的教

育內容或資源，不會因為成績不好、家境不好就降低教育內容、教學水準，永遠都追求完美、

最高的教育內容。即使學校整體成績不好，在學區內學力排行很低，但永遠設定最高的教育

目標，選擇最好的教科書和教材，從那裡開始挑戰。」1 

                                                      
1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變（原作者：佐藤學）。臺北市：親子天下。

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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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動就對了 

在日本參訪回國的飛機上，開始思索回到學校後該如何調整教學方法與分組學習模式，

又如何才能實踐心中的理想，為了延續日本行的一股心動熱情，筆者傾向於打鐵要趁熱。雖

然當時的對於「學習共同體」仍不是很了解，但從 101 年 11 月 19 日起，在筆者導師班（國

中部 913）與另兩個任教班（國中部 903、911）的數學課已開始了「學習共同體」的行動！ 

事後證實這個果斷的決定是正確的，筆者的學生的學習態度開始逐步向上提升，教室的

風景變的如此美麗，學生們笑著回應屬於我們的數學課，教室裡感動的事每日都在發生，以

下為其中二位同學在筆者臉書上的留言內容： 

12 月 2 日愛起笑同學：「我決定了，我要去看數學跟理化」（愛起笑同學，在實踐學習

共同體前，課堂上常有睡覺等違規行為。竟在段考前，於筆者臉書上寫下這段話。） 

12 月 6 日要樂觀同學：「第一次為了數學崩潰，老師我這次會努力了，不再讓數學怠惰

我會難過因為我還沒放棄」（要樂觀同學因第二次段考數學成績不理想（非第一次），而這

是第一次感到難過，第一次決心努力於數學的學習！）  

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執行長杜書伍認為：「習慣『要理解才去做』的人，有時也會陷入

另一種型態的僵化：『只做理解的事情』。」、「看待無法理解事物的正確觀念，應是先接

受進來，透過「做中學」，一邊做一邊理解。」2 

幾個月下來，對於「學習共同體」從第一次接觸，接著在邊做邊學中實踐，最後除了有

深刻的體驗外，也更了解箇中之道理。所以，如果你是面對學生不願意學習、從教室中逃走

而束手無策的老師，但對於「學習共同體」還不甚了解，請不要再拘泥於「不是很理解，所

以…」這樣的推託藉口，做就對了！ 

 

參、數學課的學習共同體 

 一、 班級學生背景簡介： 

 (一)、 913 班：國中部美術班，筆者導師班，學生數 29 人，男學生 9 人、女學生 20 人，

整體學生學力多介於中間三分之一，僅少數學力較低，實施「學習共同

體」前的數學課分享與發問情形不甚顯著。 

 (二)、 911 班：國中部普通班，學生數 31 人，男學生 17 人、女學生 14 人，班級學生

學力呈現兩級化，學力高、低者皆各有近 10 人，實施「學習共同體」

前的數學課已有發問與討問的現象。 

 (三)、 903 班：國中部普通班，學生數 34 人，男學生 16 人、女學生 18 人，班級學生

學力普遍較低，僅少數學生學力較高，實施「學習共同體」前的數學課

秩序明顯較不理想。 

                                                      
2杜書伍(2011 年 11 月 18 日)。要理解才去做，但無法理解也要去做。人物觀點，CEO 觀點。http://www.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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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謂「學力」定義為，章倩萍《認識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學力』則是指學生

經由一段時間的系統化教育所獲得的能力，而不是學生與生俱來或自然成長而來的能力，而

是學生經由學校教育學習所展現的為學、待人、處事的各種能力。」3 

 二、 第一節共學數學課： 

101 年 11 月 19 日，筆者首先在 911 的數學課丟掉了麥克風，帶著學生聆聽教室外的聲音，

有一位學生這麼說：「那不是某某老師在對面班級上課的聲音…」。真吵！這是筆者與學生

們一致的感受，從此教室裡開始了輕聲細語的對話模式。接著 903 班也發生類似的情境就更

有意義了，先前這班學生時常常會聊與學習不相關的話題，且彼此間的對話方式是比大聲的，

因為他們只在乎將心裡的話講出去給對方聽，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一般教師上課

時好像也是如此情形），寧靜的力量在這間教室發揮效力囉！短短一週，這個班級上課秩序

變好了，「題外話」没了，因為每一位學生都返回數學本質的學習，沒空閒時間扯東扯西了。 

開始不用麥克風（直到現在仍未使用）並各花了一節課跟三個班的孩子們聊去日本的所

見所聞，分享此行獲得的喜悅，也預告即將實踐的改變，有學生說：「老師好像被外星人抓

走了！」我回說：「沒錯，所以請接受今後老師的不一樣！」，又立下一些原則（如：專注

參與學習；老師、個人與小組學習時間皆應有其學習工作；聆聽與分享。更多原則請參閱附

錄之附件三。），以及我對孩子們的期許，當然，教師以身作則是必須且重要的。 

 三、 如何完成座位翻轉： 

「座位翻轉」是實踐「學習共同體」的關鍵之一，這件事也讓筆者費了不少心思。有鑒

於「座位翻轉」滋事體大，決定先從導師班 913 做起，101 年 11 月 20 日 913 數學課，在與孩

子們說明分享後，在兼顧每組男女均衡下採隨機方式將班上 29 位學生分成 7 組，除 1 組 5 人

外其餘皆為 4 人，然在操作一堂課後，察覺 5 人小組在分組討論時，常有組員無法充分參與，

隨即調整成如圖（一）之座位。 

之後又受限於學生桌子重量較重之故，進行分組討論時僅讓各組後方 2 張桌子合併，前

方 2 張「椅子」向後轉即可。在幾堂課後，又察覺圖（一）第 4 組中後方只有一張桌子，當

前方 2 張「椅子」向後轉時，3 人共用一張桌子實不敷使用，故再次調整座位如圖（二）之

樣式。另台北市忠孝國中林秋蕙老師的模式亦可供作參考，林老師是讓小組中後方 2 張桌子

合併，前方 2 張「椅子」旋轉 90 度形成「T」字型如圖（三）模式。 

 
 

圖(一) 913 班級座位表 圖(二)現行 913 班級座位表 

                                                      
3章倩萍(2002 年)。認識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臺北市：聯經。頁 12。 

學生皆面向

中央區(聚焦) 
學生皆面向

中央區(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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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機分組部分，本校國中部理化科黃健源老師發想「撲克牌分組法」，經個人改良如

下：「以 36 位學生且男女各半的班級為例，準備四種花色、數字 1 至 9 的撲克牌共 36 張，

紅、黑色牌分別由女、男同學抽取，數字則代表組別，必要時可依班級經營需求限制各花色

的相對位置。」如圖（四）所示，這樣的分組換座位方式，因充滿新鮮與刺激感，深獲學生

喜愛。其他班級座位形式請參見圖（五）。 

「座位翻轉」後，學生的學習立即起了變化，上課時格外的有精神，因為認真學習的神

情、打瞌睡的樣子全都會被看見；青春期的孩子很在乎他人的觀感，所以都儘量表現出最佳

的自己。101 年 12 月 6 日對 913 班的孩子施作問卷(以下簡稱「問卷」)統計：92.6％的學生表

示「我很喜歡現在ㄇ字型的座位安排方式」，印證了“座位翻轉”是學生喜愛的改變；又 100

％的學生認為「整體而言，我喜歡現在的上課方式」。 

4  38 

涂○瑋 游○雅 

 
36 26  

 
陳○芷 王○彤  

「」表示學生旋轉桌椅後臉部之面向 

 

圖(三) 「T」字型小組討論座位示意圖 圖(四) 撲克牌分組法示意圖 

 

  

圖(五) 其他班級座位形式(學生皆面向中央區) 

 四、 課前準備跳躍為主： 

以單元學習核心為備課重主軸，伸展跳躍的「挑戰題」是該堂課成功與否之關鍵，所以

這是備課的重點，但卻是筆者最感吃重與費力的部分，要編寫出一題與學習核心相關且具高

度思考性的「挑戰題」並不容易，筆者通常會由下列資源中參酌： 

 (一)、 數學競試：歷屆美國ＡＭＣ、澳洲ＡＭＣ…等。 

 (一)、 網站資訊：昌爸工作坊、e 度教育網、數學愛好者（臉書社群）…等。 

 (二)、 學生提供：部分學生課後偶而會有難題的提問，若此試題符合單元伸展跳躍所

需即可拿到課堂上運用。 

如果可以組織校內數學課教師的「學習共同體」專業成長社群，或許在教師們的協同下

可以形成較大的力量，減輕備課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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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3 學共日誌（摘錄） 

上午 913 下課後有幾組的同學仍守著挑戰題不放 

下午就有人解出來囉 還上台講解喔  

講解時雖有些卡卡但已經很棒了(能上台講給人聽懂是不容易的)  

 

上午 903 同學們在黑板提供 2 題數學推理題給大家暖身  

真有意思! 大家好像變的喜歡思考囉! 

又黃姓同學下課前說-數學課時間過好快喔!(有些不捨!) 

 五、 數學課的操作模式：（從民國 101 年 11 月 19 日起迄今） 

數學課的學習模式大致由「教師引導－自學－協同學習－分享表達－挑戰題－老師總結」

與「自學挑戰題－協同學習挑戰題－挑戰題分享表達－老師總結」兩個模組，視學習需求調

配而成，並以課堂中的三要素：「活動（作業）、協同學習（小組學習）、分享表達」4，進

行以下的學習活動： 

 (一)、 活動：運用的策略有： 

1. 有分數練習：關於日常評量，通常筆者會跟學生這樣說「不是考試，而是有分

數的練習。」有分數練習的時間約 15 分鐘，為了讓學生可以充分思考，題目

數量與難度皆須斟酌，有時也可以是課本或習作試題，除了可完成有分數練習

的目的，也可以節省原本需花在這些試題的時間。 

2. 挑戰暖身題：伸展跳躍的試題通常具有一定難度，有時可以相關概念且難度較

低（也不需過於容易）的試題讓學生暖身，作為伸展跳躍的跳板，也可提供學

生學習的成就感。 

3. 閱讀指定教材：可指定學生個人閱讀教材範圍（如：課本第幾頁），並要求學

生標示教材重點、寫下個人想法或是完成範圍內之例題。 

 (二)、 協同學習：小組學習是學習共同體的重要課題， 

1. 互惠學習：協同學習必須是互惠式的小組學習，無關學力高低，讓學生再差異

中激盪學習通常會有意外的效果，這樣更有助於伸展跳躍的發展，所以在處理

「挑戰題」上協同學習的發生更為顯著。101 年 12 月 27 日，錯過了同學：「我

看了林 x 婷的算式，有 150、200…啥的，…我就朝這個方向找，就發現了這個

關聯。」(錯過了同學，之前課堂上學習情形不佳。如今，在參與小組討論時

不僅回答許多相關問題，更能利用組員分享的資訊，成為班上唯一解出「挑戰

題」的學生，更有勇氣與能力上台解說。) 

2. 試卷檢討：檢討段考試卷若能善用小組學習的功能，老師僅需著重於核心問題

的處理，除節省時間外，更能大大提升學習效能。 

                                                      
4，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變（原作者：佐藤學）。臺北市：親子天下。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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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分享表達：分享表達是每位學生的責任，有人說，其他人才能夠尊重且專注聆

聽，又伸展跳躍有時需要從他人的分享，才能啟發自己的思考與理解，這時候教室

裡就會發出最美麗的聲音「喔～～」（透過聆聽後因頓悟而發出驚喜之聲）。 

20121222 學共日誌（摘錄） 

小新 呂 X 婷很不錯喔  某一試題 呂同學寫出一些式子 

原本無法逐一解釋清楚式子的意涵 再次請她在小組分享一次 

就講得很棒 讓小組的人都"喔"了一下 

1. 分享對象：可以是小組內的成員，也可以是對全班的發表，但切記「尊重」與

「安靜聆聽」的原則，嚴禁有「你好笨…」等不當發言。 

2. 分享內容：分享內容可以是個人的發現與理解，像是分享挑戰題的解決方案或

想法；也可以是問題的發問，有時提出一個問題可能會激盪出他人重要的聯想，

核心問題因而被解決。 

3. 返回串聯：老師必須確保學習的進行且學習核心上，有時候老師可以說：「你

說的…，是從哪裡（教材或試題）發現的？」，試著讓學生的發言與學習教材

保持連結。 

 
 

學生專注聆聽 小組協同學習 

圖(六) 學生學習的樣貌 

最後，老師是否在下課前做總結、給答案？有時答案並非重點，因為答案的出現將會讓

部分學生的學習停止，讓學生保持學習興趣持續學習才是我們要關注的，而答案自然會在學

生持續的學習中被發現。 

 

肆、學生的回饋 

為了確實掌握學生的感受，作為教學調整與強化實踐「學習共同體」的信心與決心，採

取以下三種策略： 

 (一)、 日常觀察：利用課間走動觀察與對話，了解學生最真且即時的回應，並對此作

出最適切的回饋。 

 (二)、 臉書日誌：自 101 年 11 月 20 日起，筆者即開始於個人臉書上書寫「學共日誌」，

內容主要為個人教學感想與觀察（含學生表現），原本只是想為個人的學共教學寫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4082202423&directed_target_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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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與省思，卻也成為學生關注的焦點，學生們多在乎好表現被標示（讚美）於臉

書上，且好的學習行為與臉書讚美形成了良性循環。 

20121212 學共日誌（摘錄） 

越來越喜歡上 903 的課 因為大家越來越棒 都好認真  

魏 X 哲今日很努力地寫小考卷 這是未曾有過的打拼樣 越看越歡喜 

903 的孩子們 要一起努力喔 

學生回應： 

陳○婷 903 最棒了是否 翁神要給我們獎勵:))2012 年 12 月 12 日 17:32 · 讚 

小新 903 做的到~~~~~2012 年 12 月 12 日 17:39 來自手機 · 讚 

魏○汎 903 超棒!!!!!!!!!! 2012 年 12 月 12 日 17:41 · 讚 

 (三)、 實體問卷：見附錄之附件一、二， 

附件一、臺北市百齡高級中學學習共同體試行問卷（1011206 版），學生在「我

很喜歡現在ㄇ字型的座位安排方式」、「我喜歡與小組同學討論、分享與聆聽」等

問題的同意比例達九成以上，「我現在花更多時間在數學的學習或思考上」的問題

也有接近九成，「整體而言，我喜歡現在的上課方式」問題更是百分百的同意。 

附件二、臺北市百齡高級中學學習共同體問卷（1020117 版），此開放式問卷蒐

集了許多學生的觀察與想法：「班上從原本『上課睡覺』到現在『上課討論』進步

非常多。」、「班上會因為『學習共同體』而互相提醒維持秩序，換了座位方式，

大家的專注力提高，學習效果自然增加。」、「比較沒有與老師面對交談的壓力，

同學之間的討論對我來說比較輕鬆， 沒有壓力而且可以分享自己想到的數學。」、

「其實一組內沒有一個較聰明也不會怎樣！因為無法那麼快得知答案，所以大家都

會想盡辦法找出線索來寫答案！」、「『學習共同體』能夠跟同學互相討論， 同學

提出不同的問題， 值得深思。」、「可以把大家的意見想法整合，不會都只是死板

的黑板教學，把共同、不共同的意見討論，有許多種方式可以解題。」。 

由此可知，學生不只喜歡「學習共同體」的學習模式，其學習動力也獲得提升，

相信學力的提升指日可待。 

 

伍、結語 

 一、 教師們的疑問： 

有人質疑說「都國九了，這樣做好嗎？」。筆者的信念是，如果有一個學習方法對孩子

的學習應是有助益的，且做了也不會更差，為何不做呢？以下是筆者到友校分享時常被提問

的幾個問題： 

 (一)、 實施「學習共同體」教學進度是否會受影響（趕進度）？ 

我的回應：老師必須先有「減」的觀念才能擺脫教學進度的惡夢，學生學習的重點

不能只是數學計算、解題而已，應該是數學思考、問題解決的態度及能力，就是學

會「釣魚」的能力，然教師給予大量且多種類的練習題充其量只是「給魚吃」吧了！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07326488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0732648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557027904314617&id=100000222363594&comment_id=6813174&offset=0&total_comments=9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557027904314617&id=100000222363594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4082202423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408220242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557027904314617&id=100000222363594&comment_id=6813192&offset=0&total_comments=9
https://www.facebook.com/mobile/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557027904314617&id=100000222363594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46427153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4642715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557027904314617&id=100000222363594&comment_id=6813198&offset=0&total_comments=9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557027904314617&id=10000022236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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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現行課綱編寫之教材 75%以上是協同學習可達成的，教師只需著墨其餘 25%，

或是將重心移至與單元核心概念相關的「挑戰題」，即「握緊手什麼都沒，鬆開手

才能擁有。」應該讓學生有主動思考的學習機會，不要將 50 分鐘（本校一堂課的時

間）給完全塞滿！ 

 (二)、 採隨機方式分組時，若小組中四人皆為學力低者討論該如何進行？ 

我的回應：以尊重每個人的差異來實踐「學習共同體」才能服膺其三大哲理，學校

不是講求良率與標準化的工廠，學校的學習是在差異中進行與完成，學力低者往往

會提出學力高者未曾想到的問題，因而引發更深層的思考，這也避免了某種「思考

僵化」的窘境，所以隨機方式分組有其必要性。倘若同組四人因故無法討論時，若

原因不在該數學問題本身，可藉由聆聽他組的分享發表引發該組的討論，或是老師

可以帶領四人再次檢視（閱讀）問題（教材），並請每個人說出看到的資訊，接著

由這些資訊要大家聯想。另外適時再次隨機分組（換座位）也是個方法，或許不同

組合會擦出火花來！ 

 二、 我衷心的建議： 

近期回想過去這半年的學共經驗，筆者的感想：「成績沒變差，但態度變好了！免試後

畢典前，現在一切都還好！」 

20130511 筆者臉書（摘錄） 

903 911 913 的孩子好棒    昨日我大大讚許 903 的孩子 

事實上 911 913 的孩子也很棒 

免試後畢典前  最尷尬的時刻 

為了讓大家的學習能持續     讓大家即將到來的高中職學習順遂一些   

這兩週給大家學習‘’高中銜接數學‘ 

絕大多數的孩子  都能在課堂中認真學習 分享討論 

真棒 

未來 僅剩的三週 一起努力吧! 

 (一)、 學習共同體做就對：如果現在有一個學習方法對孩子的學習應是有助益的，且

做了也不會更差，為何不做呢？又這個學習方法可以幫孩子建構真正的學習態度與

方法，進而獲得學科本質的真正學習，為何不做呢？別再等待了，請不要以「不了

解學習共同體」為理由而不做，請先從一節課的教學中做起，那怕是幾分鐘而已！ 

 (二)、 積極參與公開觀課：如果可以，筆者建議大家有機會可以到日本的學校觀課，

這樣一定會讓你感動、心動而有所行動，當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目前臺灣有許多

「學習共同體」前導學校都會辦理公開觀課與研究會，請務必撥冗前去看一看，必

能從中了解其哲理，知悉課堂操作的要點，又因其觀課焦點在學生身上，參與觀課

的教師很容易被學生認真的樣貌所感動，進而激發實踐「學習共同體」的行動。 

 (三)、 善用網路共學社群：教師間也需有「學習共同體」，除了組織實體的教師「學

習共同體」成長社群外，個人所悉目前較為活躍的「學習共同體」網路社群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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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學習共同體研究會（臉書）」、「臺南市學習共同體（臉書）」、「臺灣（新

北市）學習共同體研究會」等，從中可發掘「學習共同體」的相關資訊，或是透過

此一平台提出個人疑問，網路社群將會發揮其「共學」之效果。 

 (四)、 學共拉社群與教專：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與「專業發展評鑑」之終極目的是

要每一位學生都能有效學習，然「專業成長社群」過多的會議，「專業發展評鑑」

又是以教師為觀課焦點，多少造成基層教師內心的負擔、不舒服與壓力，甚至是反

彈，學校行政推動上也多有實質的困難。「學習共同體」將每個學生都拉回教室參

與學習的工作，其公開觀（授）課、課後研議會與研究會的程序，已經將教師「專

業成長社群」與「專業發展評鑑」都給納入了，又「學習共同體」的觀課焦點在學

生，教師方面相形較無壓力且參與意願高，建議各校可先主推「學習共同體」，當

其成效發揮之際，即可一魚三吃，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與「專業發展評鑑」也就

水到渠成。 

 

陸、參考文獻 

1. 杜書伍（2011 年 11 月 18 日）。要理解才去做，但無法理解也要去做。人物觀點，CEO 觀

點。http://www.cw.com.tw。 

2. 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變（原作者：佐藤學）。

臺北市：親子天下。 

3. 章倩萍（2002）。認識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臺北市：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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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問卷與誓詞 

附件一、臺北市百齡高級中學 學習共同體試行 問卷（1011206 版） 

各位同學，採「學習共同體」方式學習已屆 2 週，相信這段日子你一定有許多感觸，為

了讓未來更好，請忠實地陳述你的意見，感謝你！ 

翁神 12／6 

班級：913          性別：男 9 女 18(2 位請假)    

序

號 
問題 

選項(請直接勾選) 

非常 

同意 
同意 

以上 

累計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我很喜歡現在ㄇ字型的座位安排方式 48.1% 44.4% 92.6% 7.4% 0.0% 

2 我喜歡與小組同學討論、分享與聆聽 55.6% 40.7% 96.3% 3.7% 0.0% 

3 我喜歡具有「挑戰性」的思考題 33.3% 44.4% 77.8% 18.5% 3.7% 

4 我覺得我比以前更喜歡數學課 33.3% 48.1% 81.5% 18.5% 0.0% 

5 我現在花更多時間在數學的學習或思考上 29.6% 59.3% 88.9% 7.4% 3.7% 

6 我覺得我的數學能力變得比以前好 14.8% 55.6% 70.4% 25.9% 3.7% 

7 我對於數學未來的學習有更大的信心 14.8% 55.6% 70.4% 25.9% 3.7% 

8 我下課後會跟家人/老師/同學分享上數學課的情形 29.6% 40.7% 70.4% 22.2% 7.4% 

9 整體而言，我喜歡現在的上課方式 51.9% 48.1% 100.0% 0.0% 0.0% 

10 我喜歡老師不再使用麥克風上課 29.6% 51.9% 81.5% 11.1% 7.4% 

11 

我的綜合感覺與建議是(請簡單書寫個人感受與建議事項) 

1. 能小組討論對我來說是有用的。 

2. 換位子用抽得很刺激。 

3. 喜歡現在每次上課發的挑戰題! 

4. 比起以前我比較喜歡現在的數學!! 

5. 這樣坐比較有趣!也就不會覺的上課是無聊的了。 

6. 覺得ㄇ字型的座位安排方式很好! 

7. 我覺得能和同學討論比老師講解全部的題目效率快很多，不會的再由老師解答，很快就

能解出很多題，也可以進步比較多! 

8. 這種方式很不錯!可以一起討論，解決問題!也可以看到全班在做什麼! 

9.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很好，在學習中的樂趣遠比成績重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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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北市百齡高級中學 學習共同體 問卷（1020117 版） 

各位同學，本學期採「學習共同體」方式學習約有 2 個月的時間，為了讓未來更好，請

忠實地陳述你的感想與意見，感謝你! 

翁神 

班級：          性別：□男 □女   姓名： 

1 

我覺得本學期「學習共同體」學習方式的優點有(請確實書寫個人感受) 

 

2 

我對於本學期「學習共同體」學習方式的建議有(請確實書寫個人想法) 

 

孩子們，感謝你的參與，因為有你，明天將更好! 

 

附件三、臺北市百齡高級中學 學生參與學習共同體 誓詞（新學期，新的開始） 

說明各位同學，我們是一個很棒且特別的班級，班上每一個同學都很棒，為了讓班上每一個

人都能好好學習，本學期我們班將採「學習共同體」方式學習，為了讓我們成為更美好的班

級，有些原則需要大家一起遵守，請誠懇且嚴肅地跟老師一起大聲宣誓以下的誓詞! 

翁神 

誓詞 

本人謹以至誠向全班夥伴宣誓， 

本人必遵從班規與老師的指導， 

維護本班班級榮譽且認真學習， 

並嚴格遵守學習共同體之原則， 

切實履行學習責任及一切對本班所做之承諾。 

謹 誓 

立誓人：{請唸出自己的名字} 

監誓人：{請唸出老師的名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學習共同體原則 

相信自己與同學一定會更好。 

專注聆聽學習、尊重不批評。 

上課前，安靜等待教師到來。 

學習中，仔細聆聽協同學習。 

勇於分享自己的意見與看法。 

樂於學習與思考，接受挑戰。 

【孩子們，感謝你的參與，因為有你，我們班明天將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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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臺北市百齡高級中學 試行學習共同體班級之請託 

老師您好，感謝您對本班孩子的用心指導，讓本班每一個孩子都獲益良多。 

有一種叫做「學習共同體」的學習方式，在一些國家(包含臺灣)實踐後有些不錯的迴響，「學

習共同體」的尊重、聆聽、分享與跳躍，讓每一個孩子都在課堂中參與學習，並展

現不錯的學習成效。 

我們班也將參與這樣的學習方式，我的課將以「學習共同體」的方式帶領孩子們學習。又因

為「座位翻轉」是實踐的關鍵，所以有一個小小的請託。倘若這樣的座位安排不會

嚴重影響您的授課，懇請讓班上的孩子在您的課堂上如此學習。若孩子有不規矩的

情形，請您告訴我(或由小老師轉知)處理。 

最後，感謝您給我與班上孩子一個機會，並邀請您有機會可到課堂上觀察孩子學習的樣子。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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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同體原則 

相信自己與同學一定會更好。 

專注聆聽學習、尊重不批評。 

上課前，安靜等待教師到來。 

學習中，仔細聆聽協同學習。 

勇於分享自己的意見與看法。 

樂於學習與思考，接受挑戰。 

【感謝您，因為有您，我們班將越來越好！】 


